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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动态
创业教育团队教师参加沙盘指导师资培训班

11 月 5 日至 10 日，由中关村万众创新创业教育产业促进中心主办的“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沙盘指导师资培训班”在北京市中关村创业大街开班，我校创业教育辅导员发展团队教

师梅琳、孟兆刚、杜文倩、王力禾参加培训学习。

培训班由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及就业指导工程创业导师、中央民族大学教师肖瑞华主

讲。此次培训以模拟演练、教学体验、指导技巧、经验分享和现场参观等形式开展，内容囊

括创业模拟沙盘介绍、创业模拟沙盘应用场景研究、创业模拟沙盘授课技巧指导等诸多方面。

学员以小组形式体验了《沙漠掘金》、《创业之路四大模块》、《人生选择》等多个创业模

拟沙盘的实际操作，在自主运作、决策中完成体验式学习。

本次培训吸引了来自全国各高校的 30 余名教师参加，此次培训班增强了我校创业教育

团队的教学水平，也为我校创业教育课程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信控学院 王力禾）

◆院部风采
理学院举办专题党课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

11 月 16 日下午，基础数学系党支部邀请理学院党委书记孙绪柱于文理楼 254 上了一堂

题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深入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的专题党课，基础数学系、应用数

学系、计算数学系三个支部的党员教师和联谊班级党员同学集体参加了本次学习，学习活动

由基础数学系纪凤辉主持。

党课伊始，孙绪柱书记首先紧密围绕十九大报告主题，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过去五年取得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等方面和与会的老师同学们进行了交流。

并引导老师和同学们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思想精髓和

核心要义，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论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

新特点、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以及党的建设的新要求。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

最后纪凤辉对本次党课学习做了总结：一是要强化学习，把学习领会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作为当前和今后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好，做到学深悟透、学懂弄通做实；二是要



不断思考，要旗帜鲜明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深入思

考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导向性；三是要大力践行，明确教师和同学

们的使命和任务，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确保十九大精神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此次党课使得党员们深入学习了解了十九大精神，树立心中旗帜，对以后的工作学习生

活有着重要指导作用。（理学院 陈永刚）

地学院召开 2015 级年级大会

11 月 16 日晚，地学院 2015 级年级大会在南教 100 顺利召开。信控学院辅导员姜飞应

邀出席大会并做就业指导讲座，地学院 15 级辅导员郑珊珊、姜永昶出席本次会议。

“你签或不签，工作就在那里”讲座中，姜飞老师做了简单的开场介绍并组织与会人员

进行了情景代入的决策测验练习，并据此提醒大家提前规划，为既定目标奋斗。他分别从就

业、读研两个方面为同学们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指出了它们在当前形势下的利弊并对具有不

同意向的学生分别提出了建议。关于读研，姜飞提出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读研动机，并认真选

择读研的高校和导师。对于找工作，姜飞则从简历制作、面试准备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讲解，

同时结合历年不同专业就业方向变化的统计数据向同学们提出尝试转战其他行业、发挥专业

特长的建议.

随后，郑珊珊围绕“积极应对、合理规划，走出自己的精彩人生”这一主题向与会学生

作了分享并提出建议。针对部分学生尚未确定毕业后何去何从的情况，郑珊珊指出“觉得迷

茫，不知道要干嘛”是最可怕的。她结合往届各个专业毕业生流向的数据及其背后的反映的

信息分析了当前就业形势。郑珊珊为有读研意向的不同情况的学生分别提出了建议，保研需

仔细研究学校的保研政策，结合自身情况多做准备；考研特别是跨专业考研要提前明确考试

科目及大纲，熟悉流程，及时准备；而选择出国读研也有联合培养项目、自申、公派等不同

选择。郑珊珊还为有工作意向的同学提出了岗位选择、技能和知识储备等方面的几点建议，

并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 19 大报告中关于青年一代的讲话倡议大学生将自身发展与国家发展

相结合。

本次大会的召开旨在引导 2015 级学生积极应对即将面临的毕业问题，正确认识自己，

科学做出选择，合理规划人生。（地学院 黄向前 蔡丽华 姜永昶）



经管学院外事办举办“与世界五百强高管面对面”活动

11 月 14-15 日，由经管学院外事办主办的“与世界五百强高管面对面”活动于特种实

验楼 A506、A523 教室举行，活动共分两场，共 240 余人次参与。美国认证情商导师 Guy

Amstrong教授、华盛顿大学 Dr.Scott A.Chambers 教授等五位世界五百强高管受邀主讲。

活动分为《如何提高情商和领导力》、《如何赢得五百强名企面试》、《如何成功申请

到名校研究生》、《如何进行时间管理和完成目标》和《如何梦想成真》五个会场。其中主

讲《如何提高情商和领导力》的 Guy Amstrong 教授以开放式问题“IQ 和 EQ 有什么不同”

进行开场，与同学们进行交流。活动中他以“self regard”、“self actualization”、“assertive”

三个话题，从中美之间人际交往方式的差异出发，向学生们展示了该如何应用“高情商”与

他人交往。主讲《如何进行时间管理和完成目标》的 Jeff Lubect 教授则学生们介绍了时间及

目标管理的方法，并为时间管理有困惑的学生提出了事项“分块法”的解决方式。

本次“与世界五百强高管面对面”活动的成功举办，为今后经管学院对外交流工作的开

展和学生的国际化发展工作奠定了基础。（经管学院 郭慧洁 孙玲珑）

机电学院党委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11 月 13 日，机电工程学院召开党支部书记会议，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会议由学院党委书记李海林主持，各系党支部书记、学生辅导员参加会议。

李海林书记首先传达学校二级党委书记会精神，集体学习《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通知》（中石大东党[2017]60 号）。会议要求各党支部要认真落实学校党委

60 号文件精神，把师生员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

到学院发展的各项工作中去，为实现学院跨越式发展提供强大的组织保障和思想动力。

为加强组织领导，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李海林书记对各党支

部提出明确要求：一是充分认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大意义；二是全面准确学

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核心要义；三是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学校第十一次党

代会精神为契机，全面推进学院各项工作上台阶。结合学院工作实际，李海林书记指出，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大力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建设；要以新发展理

念为动力，不断推动学院工作向前发展；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大力加强学院基层党组织

建设；要牢固树立“搭台”、“扶梯”理念，做好服务师生工作。

为加强理论学习，学院党委为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党委委员、各党支部发放《机电工

程学院理论学习中心组资料汇编（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向与会人员发放了《习近平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单行本）。



储建学院 2016 级召开专业年级大会

11 月 18 日下午，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 2016 级本科生在南教 300 召开专业（油气储运

工程，工程力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年级会。此次会议由 16 级辅导员杨建敏主持，

会议邀请崔凯翔、孙启明、宋戎妆发言，16 级储运，力学与建环的全体同学参会。

会上，杨建敏首先介绍了一年来的年级工作与学习情况，表扬了年级积极的地方，也对

表现不好的地方进行了批评，并对未来的发展提出要求。之后，17 级研究生崔凯翔分享了

他的科技、社会实践、保研考研工作经验，告诉学生们在大二合理安排时间，鼓励他们多参

加活动。接下来，15 级本科生孙启明从人文方面出发，分享了他以中国青年代表身份出访

APEC 会议期间发生的一件具有教育意义的趣事，同时鼓励同学们“走出去”，与其他大学

进行交流，多参加交流活动；然后，16 级本科生国奖获得者宋戎妆对她的学习经验进行了

介绍，告诉同学如何提高学习的动力。最后，杨建敏对三位发言人的发言进行总结，同时提

出了对大二学年发展的要求，会议圆满结束。

此次会议对 16 级学生的学习及生活计划进行了指导，并对未来的一学年做出了规划，

对学生们有很深刻的教育意义，化解了一些学生的迷茫，对该年级学生们的学习生活起到了

积极向上的作用。（储建学院 朱文博）

信控学院召开学生党员大会

11 月 20 日中午，我院于南教 300 教室召开全体学生党员大会。学院党委副书记苏兴为

学生党员宣传讲解十九大精神，学生党总支副书记姜飞主持会议，各年级辅导员及全体学生

党员参加大会。

苏兴围绕十九大报告主线，深入浅出地对十九大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新任

务作了生动深刻的解读。谈到大会主题时他强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初心不断奋斗。他还以曾在网上戏谑

我们的民族英雄如刘胡兰、董存瑞等的事件为例，强调要坚持文化自信，他指出，我国是世

界上唯一拥有五千年不间断历史的国家，身为学生党员要主动弘扬和宣传优良传统文化，坚

定文化自信，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针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指出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家发展

正在处在重大历史转型期，而我们信息类专业的学生正是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伟大胜利的中

坚力量。

苏兴指出，学习十九大报告可以帮助我们将个人未来发展方向同党和国家的发展融合起

来，学好十九大精神，对指引个人未来发展有重要意义。他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是当前和今后的重大政治任务，各学生党支部和学生党员要按照“学懂”“弄通”“做

实”的要求，切实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姜飞介绍了我院学生党建工作基本情况，对本学期党建工作进行总结并部署下一阶段主

要工作。他提出，要继续构建学生党员在线学习系统，扩展党员教育的网络阵地，通过微博、

微党课、微视频等丰富党员的教育形式，提升党员教育效果。（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宋明

悦 王力禾）

传道解惑，学生标兵传递正能量--记 2017 级“启航工程”系列

教育之优秀学生宣讲

期中考试刚刚结束，为进一步加强学风考风建设，给刚刚适应大学生活的新生指明方向，

11 月 12 日晚 7 点，石油工程学院 2017 级在南教楼 100 室召开年级大会，特邀标兵宣讲团

戴勤洋、孔佑然、刘彬彬三位同学及学院优秀学生代表毛强强、李祎宸两位同学向 17 级新

生传授学习、生活经验，为大家地大学生活指明方向。辅导员单珣和 17 级全体新生出席大

会。

“规划”、“主动”是戴勤洋结合自身经历总结的两点建议。他表示，大学生首先要规

划好自己的时间安排、规划好自己的大学四年的奋斗方向，尽最大可能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

力，为入党、出国等做好准备；其二则是要主动跟老师、学霸交流，学会主动复习，拒绝拖

拉作风。然后，孔佑然提出要做到“想选择的时候拥有选择权”，她提醒在场学生不能有

60 分万岁的心态，要持有积极向上的态度，并争取在创业创新上有所成就，并结合自己的

科技创新经历为大家分享了未来创新创业可选择的方向。“生活，就是要不停地奔跑”，刘

彬彬就如何学习给在场学生提出了五条建议，勉励大家“以学习为中心，走全面发展之路”；

石油工程专业 15 级毛强强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三次人生选择之后，坚定了“‘油始油终’，

做勇于担当的石油人”的信念；“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是研究生 17 级李祎宸对在场学生

的祝愿，作为宿舍六人全部保研的“学霸宿舍”代表，她讲了宿舍六人一起学习的情况以及

日常相处的模式，并在学习、学生工作、科技创新等方面提出宝贵的建议，分享了她们的经

验。

最后，单珣老师就优秀学生代表的发言做了最后的总结。他表示：“每个人的成功是不

可复制的，但是每个人的优秀是可以学习的，希望大家以优秀学生的事迹为榜样，尽早规划，

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度过充实、有意义的大学生活，成为一名优秀的石工人。”

随后，辅导员单珣就近期的石油工程专业认证事项作了强调，更加明确每一位同学的培

养目标及毕业要求，17 级全体学生将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今后的大学生活。（石工学

院 吕俊杰 李培含）



青春领航——文学院成功举办 17 级年级大会

为充分调动 17 级新生的学习积极性，做好大学规划，文学院于 11 月 12 日下午在南教

300 举行 17 级年级大会。本次大会邀请了十大学生标兵郑子秋和优秀学生党员标兵赵玉林

与 17 级新生分享了她们的学习和工作经验。我院 17 级辅导员于露和 17 级全体新生出席本

次会议。

会议伊始，郑子秋从专业学习、学生工作、科技创新、社团活动四个方面给出了自己的

经验及建议。尤其强调了专业学习的重要性，并给出了一些学习的建议。然后以“天道酬勤，

功不唐捐”来鼓励 17 级新生努力学习，不要虚度光阴。其后，赵玉林以自身经历为例，在

知识、学生工作、科研创新三个方面进行讲解。她还为新生介绍了七大分析工具，希望新生

能够“发挥优势因素、克服弱点因素、利用机会因素、化解威胁因素”，同时还向新生提出

了敬业、责任等职业素养要求。最后于露老师总结发言，并带领 17 级新生学习学生手册，

要求学生遵守校规校纪，认真学习专业知识。

本次年级大会为学生确立了发展方向，明确了大学规划目标。会后学生纷纷表示要以优

秀的学姐为榜样，以学习为中心，走全面发展之路。（文学院 杜文倩 李聪娜）

◆简讯 11 条
1. 11 月 11 日经管学院学生获第七届全国高校“模拟市长”大赛山东赛区三等奖（经管学

院 黄雅卓）

2. 11 月 12 日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净滩活动成功举办（理学院传媒中心 张铭 倪天）

3. 11 月 12 日经管学院举办科技赛事交流会（经管学院 胡彬 田野晨曦）

4. 11 月 13 日理学院本科生信息学生党支部开展爱心助学捐献书籍志愿活动（理学院 柏

伟浩）

5. 11 月 13 日地学院第三届测绘系奖学金评审会暨颁奖典礼成功举办（地学院 张蕾）

6. 11 月 14 日“关注实验室安全，共建平安校园”知识竞赛成功举办（化工学院 郭振）

7. 11 月 15 日我校 SPE 学生分会代表参加北方分会月度例会并走访北方部分高校（石工学

院 陈志刚 张春光）

8. 11 月 15 日赴美调研——500 强名企主题交流会文学院专场举办（文学院 杜文倩 张淑

晴）

9. 11 月 16 日“复杂储层核磁测井评价技术研究与应用”讲座顺利举办（地学院 李玉钤）

10. 11 月 19 日储建学院社会实践培训顺利进行（储建学院 辛爱青）

11. 11 月 19 日“十佳学子”与“最佳团队”评选答辩顺利举行（石工学院 战鑫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