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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动态

石大部署 2018 年学生工作

会议部署 2018 年学生工作 王大勇摄影

3 月 13 日，学校召开新学期学生工作会，部署 2018 年学生工作。副校长张玲玲主持会

议，学生工作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后勤管理处负责人，各教学院部党委副书记、辅

导员参加会议。

党委学生工作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武装部、团委负责人分别通

报 2018 年工作思路和计划，并就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后勤管理处负责人就提升学生服务质

量的工作安排与计划进行介绍。

张玲玲指出，2017 年全体学生工作者紧紧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学校第十一

次党代会精神，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牢把握提升思政工作质量主线，以学生发展为中

心，勤勤恳恳，甘于奉献，取得良好成绩。2018 年是国家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关键年，是教育部实施“奋进之笔”的关键年，是学校推动一流学科建设的关键年，同

时也是我校学生工作改革创新发展的关键年，全体学生工作者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

而新，以“建设一流学工队伍，服务一流人才培养”为目标，着力促进思政工作内涵发展。

张玲玲重点讲述学生工作的改革思路并对全体学生工作者提出要求：一是勤奋为学、不

断进取，提升职业能力。学生工作者要把勤学和善思结合好，做到精准把握形势，学而有思，

科学发展，推进辅导员队伍职业化建设；二是爱岗敬业、不忘初心，不辱神圣使命。学生工

作者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记立德树人使命，以“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工作态度干事



业，练就开展思政工作的真本领，做学生的人生导师；三是突破创新、勇于担当，抓好工作

落实。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学生工作者必须紧跟政策、主动作为、寻求突破，以敢想、敢拼

的勇气创新推动工作发展；四是转变作风、凝心聚力，增强工作效率。学生工作相关部处要

加强协同，做好工作整合，针对院部基层，要少通知多调研、重需求优服务。院部工作不求

大不求全，做到百花齐放、各院独具特色，形成全校学工一盘棋，通过大学工格局全面提升

工作水平和效果。

◆院部风采

机电工程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志愿节活动

——看石大那些雷锋

连博文 方子铿摄影



三月份是雷锋月，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雷锋精神，机电工程学院青年志愿

者协会于 3 月 16 日到 3 月 21 日举办了为期一周“看石大的那些雷锋”志愿节活动，通过采

访辛勤的后勤人员以及帮助他们分担工作等形式，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和尊敬。

此次活动的志愿服务共分为以下五个部分：宿舍楼的值班室、玉兰食堂的工作区、学校

南北门的岗亭、南教楼教室和校园巡逻队。学院的志愿者们通过与后勤人员的沟通和学习，

主动承担起为期一周的工作分担任务。

宿舍志愿者们从逐层的检查，到自行车的摆放，跟着宿管阿姨认真地学习；食堂志愿者

带上口罩、穿着工作服，开始帮助阿姨收拾碗筷；南教楼里的传单清理、南北门的值班站岗，

志愿者们都认真完成工作。“宿舍阿姨每天安排十分紧凑而又有条不紊，小到繁琐的日常事

务、大到突发情况的处理，为我们良好的住宿环境付出了很多。”志愿者朱世杰向辛劳工作

的宿管阿姨表达了感谢。

在进行志愿服务的同时，志愿者们也对宿舍、食堂、巡逻队等处的后勤人员进行了简单

的采访，征集他们想要对学生说的话。“希望同学们在来进行餐具回收的时候能够自觉地做

好分类，这样也能减轻我们的工作量。”食堂工作人员笑着说到。

用行动体验雷锋精神，用内心感恩‘校园雷锋’。通过此次活动，在呼吁青年人理解感

恩校园后勤人员的同时，也强化了学生继承并发扬传统美德的意识。（机电学院 白洁琪 方

子铿 戴心怡 ）

化工学院 2017 级召开新学期年级大会



3 月 18 日，化学工程学院 2017 级在南教 100 教室召开新学期年级大会，总结上学期主

要工作以及安排布置本学期重点工作。大会由 2017 级辅导员郭孟主持，2017 级过程装备与

控制工程专业、应用化学专业、环保设备工程专业全体同学参加了此次大会。

郭孟首先梳理总结了一下上学期主要工作，重点从及格率、优良率、欠学分人数分布、

学业困难成因等方面分析了各班学习情况，并对下一步重点开展的日常检查、结对帮扶等学

风建设方面的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布置；随后郭孟介绍了“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以及 PU

口袋校园的主要功能和使用方法，他指出，“第二课堂成绩单”是推动落实学校“三三三”

本科教育培养体系的有力抓手，是帮助大家提高综合素质、获得社会认可的“通行证”，希

望大家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在第二课堂的舞台上绽放青春。

会上，郭孟以观看《厉害了，我的国》的感受为切入点，引导大家要认识到国家已经

大踏步的迈进了新时代，学校也正在向着“石油学科世界一流、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的办学目标奋力前进，同学们的思想认识与行为习惯要与时俱进，撸起袖子加油

干，让青春踩在新时代的鼓点上。

最后，郭孟结合思想认识、能力提升、行为习惯、人身安全等方面提了几点建议：一

是要关心国家发展，“国强则民强”、“青年强则国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与个人

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二是培养创新精神，创新是新时代的主旋律，具有创新精神是新时代

下青年学生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三是要关注细微环节，“细节决定成败”，学生干部尤其

要注重细微环节，及时发现校园网贷、心理健康问题等各类安全隐患；四是要树立底线思维，

守牢做人、做事的底线，做一名思想端正、行为规范、勤奋上进的合格大学生。（化工学院

张啸 柳毅博）

“巾帼荟萃，百凤争鸣”

——石工学院举办“十佳女生”评选活动

3 月 18 日晚 7 点，“巾帼荟萃，百凤争鸣”石油工程学院 2018 年度“十佳女生”评选

会在南教 108 教室成功举行。本次活动由石油工程学院团委主办，石油工程学院学生会承办，

学院辅导员、往届“十佳女生”代表及各学生组织代表受邀担任评委。

本次评选分现场答辩、才艺展示两个环节，15 名候选人身着正装，仪态大方，用平易

近人的笑容、睿智向上的风采展示着石工女学生活泼自信的风采。答辩中，她们的努力和取

得的成绩也令人印象深刻：国家奖学金、大创项目、文体活动、社会实践等等，彰显了当代

女大学生自信向上、勤奋努力的风采。在才艺展示环节，女同学们或献出优雅的小提琴演奏，

或演奏古色古香的古筝仙曲，又或深情朗诵英文诗歌，赢得了在场评委和观众的阵阵掌声。



答辩后，辅导员刘晓春鼓励道：“每一个女生都很优秀，都是榜样。”会后，全体评委与选

手合影留念，此次“十佳女生”评选活动圆满落幕。

本次评选会充分展示了石工女大学生自立、自信、自强的魅力风采。在树立典范的同时，

也激励了广大女生进一步挖掘自身潜质、拓展空间、展现风采。（石工学院 张金泽 韦宝鑫）

理学院召开“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学习交流会

学习交流会现场 卢丽雯摄影

3 月 12 日晚，理学院于南教楼 100 室召开“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学习交流会，本次

交流会由辅导员刘威主持，理学院全体 2017 级学生到场参会。

会议伊始，刘威结合学校“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启动仪式会议内容，强调第二课堂

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并针对实施细则中的思想成长、创新创业、社会实践与志愿

服务、文体发展、工作履历与技能培训等 5 类课程做了详细说明，同时为学生们修读相应学

分给出了很多建议。刘威指出“第二课堂成绩单”是学校坚持“以学习为中心，走全面发展

之路”培养理念的重要体现，该制度将为新时代大学生个性化、全面化、最大化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

接着，刘威结合 2017 级学生第一学期成绩统计结果，对各班成绩进行了分析，并指出

日常行为规范的执行力与考试成绩有直接关系。刘威要求全体 2017 级学生要认真严格执行

学院“三三三”日常行为规范制度，提前做好人生规划，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是学校深化共青团改革和全面落实“三三三”本科教育培养体

系的重要举措，以本科生自主发展计划为基础，仿照第一课堂形式，对第二课堂活动赋予一

定的学分和学时，并依托专门的网络管理平台和手机 APP 工具，客观记录、评价、审核学

生参与第二课堂活动的情况。

春回大地心飞扬 青春志愿服务中

3 月，一个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季节。值此时机，我们也迎来了全国第 55 个“学习

雷锋纪念日”，也是第 19 个“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

为了发扬志愿服务精神，学习雷锋先进事迹，彰显当代大学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的良好

风尚，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 2017 级年级学生会于 3 月 5 日至 3 月 12 日组织开展

了学习雷锋精神志愿者服务周活动。

活动形式多样 赢得热烈反响

本次志愿服务周活动始于 3 月 5 日，恰值学校志愿者服务节开幕式，文学院 2017 级学

生会结合学校平台组织志愿者报名，志愿者服务节当日报名的志愿者分为三只小分队，分期

参与不同活动。

3 月 6 日至 3 月 7 日两天，第一支天空蓝·净化西海岸支队开展捡拾海边垃圾、净化西

海岸行动，体验环卫工人工作；3 月 8 日至 3 月 9 日青草绿·自然卫士支队跟随学校园林工

为学校绿化做出自己的贡献。活动第 5 天和第 6 天，壮山河·后勤我最棒支队进入餐厅，在

餐厅的志愿服务中体验雷锋精神。



“做了才知道，平时他们有多辛苦。食堂阿姨告诉我，她们每天要工作 13 个小时。真

的感谢她们为我们的默默付出。每次递盘子的时候多一句谢谢，真的让人很温暖。”文学院

的李昱璇在活动后说道。

服务周最后一天恰值世界植树日，学生会还组织了全体志愿者学生于校园内共同栽培

“雷锋&Volunteer”之树，宣告志愿者精神誓言，在绿色与爱心的结合中进一步发扬雷锋精

神。

参与了两个支队志愿服务的英语系吴诗源在活动结束后激动地说到：“这次的服务活动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活动地点遍及校园内外，让我在志愿服务中从多角度了解到雷锋精神

的意义所在，这次的参加十分的有意义！”

精神不分国界 爱心你我同行

据悉，在本次学习雷锋精神志愿者服务周活动中，留学生也加入到雷锋志愿服务分队中。

“起初策划这个活动，我们就本着志愿服务不分时代，奉献爱心不分国界的原则，目的就是

让志愿服务的种子能传播到每一个人心中。”文学院 17 级学生会副主席周家豪在活动后说

到。

在壮山河·后勤我最棒支队中，志愿者们走进玉兰苑餐厅。除了招募到的志愿者，值得

一提的是，这只支队中有四位留学生也加入其中。在志愿服务中，他们也系上长长的围裙，

在食堂阿姨的指导下，帮助一起收盘子、拖地板，抹桌子。

参与本次壮山河小分队的留学生 Danniel 在活动后激动地说到：“Doing voluntary work is

a humane thing. I really appreciate this chance that we can join and experience it.”他还表示在

这次志愿服务中真实的体会到了中国的雷锋精神。

在服务周最后一天的宣誓环节上，外教 Stephen 还作为代表，和留学生们一起宣告志愿

者精神誓言。他表示，“发扬雷锋精神没有时代界限，更没有国界分别。我们肤色不同，但

目标相同，我们应从自己做起，携起手来”

奉献爱心可持续 公益服务进行中

“我志愿加入中国石油大学雷锋青年志愿队”在第一批志愿者的宣誓中，雷锋青年志愿

服务队正式成立。这也是本次活动的创新之处，将雷锋精神日常化，将爱心做到可持续。在

活动启动之前，本着“将爱心进行下去”的宗旨，组织者们就已经开始筹划志愿小队的成立。



“只有将公益活动融入到日常的生活中，才是雷锋精神真正的发扬光大，所以我们借着

这次志愿服务周的机会成立我们的‘雷锋青年志愿服务队’，让同学们将公益活动持续进行

下去。”文学院 17 级学生会主席白煜琦在活动后说道。

爱心可持续，公益在前行。“雷锋青年志愿服务队”的成立让同学们多了一个在日常生

活中践行雷锋志愿服务精神的平台，让同学们有机会在点点滴滴中将爱心持续进行下去。英

语 1703 的王瀚说道：“很荣幸成为志愿服务队中的一员，我会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将自己

的爱心进行下去。”（文学院 杜文倩）

三月看两会

——经管学院爱心党支部两会学习交流会

交流会现场——张丹阳摄

3 月 18 日晚，经管学院爱心党支部于文理楼 543 党员活动室召开两会学习交流会，会

议由支部书记吕梦娜主持，爱心党支部全体成员参会。

本次会议采取轮流主讲、共同讨论的方式进行。首先，由郭慧洁等三位同志分别以两会

热议话题“教育体制改革”、“医养结合”和“文化遗产”为主题展开讲解，从各个方面剖析问题，

引发支部成员的思考。在谈到“医养结合”时，史金炆同志说道：“我们的社会正向更深层次

的人口老龄化走去，这就督促我们要加快推进智慧医疗建设，建设医养结合数据中心及人工

智能辅助医疗。我们青岛市也是医养结合国家级试点城市，截至至去年，青岛市医养结合服

务机构近 700 家，共服务老年人 20 余万人次。”支部成员互相交流想法，结合身边实际，重

点讨论了“双一流”建设、大班额教学、养老现状及解决措施、如何保护文化遗产等问题。“非

遗进校园这种形式，有利于青少年亲身感受古老文化遗产的无穷魅力，这对于传承和发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增强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具有积极意义”，高晨旭同志如是说。最

后，吕梦娜进行总结，期待支部成员能够结合实际切实思考问题，在生活中更好地发挥先进

性。

据悉，爱心党支部将进行一系列两会学习，并挑选热点话题面向学院各学生党支部开展

两会知识宣讲。（经管学院 杨帆 郭慧洁）

思想教育与党团建设辅导员专业工作团队召开工作研讨会

3 月 20 日，思想教育与党团建设辅导员专业工作团队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体育馆党员会

议室召开，会议由团队组长付罡主持，讨论并确定“思想教育与党团建设工作团队”建设基

本原则、发展方向、主要抓手、工作重心等问题。

“我认为，团队具有天生对接思教上下游工作的基因”“思想教育与党团建设是高校学

生工作的本源”“团队成员要努力实现 1+1>N，N 大于等于 2”，团队组长付罡首先从团队

建设原则、组织目标、工作方向等向与会老师阐述团队基本设想，指出要通过加强学习，努

力提升自身思想建设和专业素养，加强对外学术交流，实现理论研究突破等进一步提升工作

水平；要通过工作实践对标新目标、新任务、新措施，实现政策落地。他提议团队建设初期

要学会做“减法”，通过认真梳理工作实践中好经验、好做法，努力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形

成工作抓手；要统一思想，齐心协力解决思想教育与党团建设关键问题，形成学生教育引导

体系、机制。随后，副组长袁爱军结合十九大精神学习、石油精神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传承

等团队研究方向进行说明，提出依托形势政策课教学、“新生第一课”、习近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习社等作为工作切入，增强实践为主的思想教育路径。与会老师针对团队建设

纷纷建言献策，从积极心理学与思教关系、党员行动入党与党员教育课、形势政策课、贫困

生思想引领等多角度提出建议。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孙鹏燕结合大家发言，进一步阐述学

校关于辅导员专业工作团队组建初衷、建设目标和重要意义，指出团队成立就是要立足思想

教育工作需要，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工作思考和工作研究。

本次会议围绕“建设一流学工队伍，服务一流学生培养”工作目标，对学生思想教育与

党团建设相关工作进行了研讨，明确了“思想教育与党团建设工作团队”发展方向和工作重

点，统一了全体成员思想，有利于促进学生思想教育和党团建设工作开展，有利于进一步提

升工作水平和工作质量，更好的服务学生成长成才。（体育教学部 姜庆林）



信控学院举办第三届女神手工坊活动

为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大学生的品味与身心健康，信控学院于 3 月 17 日下午

在大学生活动中心四楼多功能厅举办以“阳春三月，逐梦思美圈”为主题的第三届女神手工坊

活动。本次活动的内容分为“绘制创意文化衫”和“拼豆 diy”两部分，分别面向 16 级和 17 级

的学生，参与者需以班级为单位报名参加。

在“绘制创意文化衫”的比拼中，16 级的学生要根据自己的灵感和创意，使用颜料在白

色的 T 恤上进行图案创作。而“拼豆 diy”则又细分为两个环节。首先，由 17 级每个班级派出

两名学生做代表，一个人负责从纸杯中将指定颜色的 30 个拼豆部件挑出，另一个人要将它

们拼成一个 5*6 的矩形，根据各组完成的时间快慢进行排名，排名靠前者能够优先挑选拼豆

的颜色。“我觉得这里用白色会更好一些。”，“这里的豆子歪了，赶紧调整。”……活动期间，

整个现场都充满了热烈的讨论声。在 16 级绘制的文化衫上面，你可以看到小猪佩奇、彩色

背景上的闪电标志以及各种创意十足的图案。17 级的许多班级选择了卡通形象进行拼豆作

品的制作。电气 1702 班拼出了信控院的标志——以白色色调为主体的机器人小信，自动化

1701 班则是选择了中国石油大学的“创造太阳”雕塑进行自主创作。活动结束之后，由 15 级

辅导员宋杰和曾菲等几名评委进行打分，并结合微信网上投票的结果评出最终的名次，发放

相应的奖品。

此次活动增进了各班级学生团结性，让他们在合作中增进了友谊。“我觉得，同学之间

齐心协力，创作出属于自己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才是活动最有意义的地方。”电气 1702 班的

卢大明这样说到。（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蒋晨）

◆简讯 19 条
1. 3 月 10 日机电学院心理健康工作站举办读书宣讲会（机电学院）

2. 3 月 11 日反躬自问，不忘初心——大学生反思活动圆满举行（理学院）

3. 3 月 14 日体育教学部召开新学期学生工作会（体育教学部 姜庆林）

4. 3 月 16 日化学工程学院组织师生集体观看影片《厉害了，我的国》（化学工程 魏孟吉

桑如松）

5. 3 月 16 日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长华炜一行莅临我院交流（化学工程 魏孟吉）

6. 3 月 16 日第八届中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钻井方向赛题解读会顺利举行（石工学院 徐进

杰）

7. 3月16日 Sam Mannan教授讲授过程安全科学研究现状与展望（化工学院 汪伟 辛雪 方



秋阳）

8. 3 月 17 日奔跑吧，消费者——我校开展消费者权益宣传活动（文学院 杜文倩 王榕

王亚静）

9. 3月 17日石工学院举行 2017级年级大会暨“与教授有约”第 120期主题会（石工学院 李

经纬）

10. 3 月 17 日信控学院同心圆志愿者协会暖阳队携电气 1704 班进行志愿服务活动（信息与

控制工程学院 刘娜）

11. 3 月 17 日第十六届俄罗斯文化艺术晚会暨“西渐东传”第一届外语文化季开幕式顺利举

办（文学院 杜文倩 张爻 温宁）

12. 3 月 18 日我校第二届 AIChE 学生分会 Chem-E-Car 竞赛成功举办（化学工程 杨晓莹）

13. 3 月 18 日绿水青山我先行---青年志愿者协会“蚂蚁森林”线上植树活动（理学院）

14. 3 月 18 日实战营销协会举办国学前景分析大赛宣讲会（经管学院 牛娜）

15. 3 月 19 日“Global Adventure”经英汇系列活动之名企大咖面对面成功举办（经管学院 罗

凤娇）

16. 3 月 19 日机电工程学院举行 2018 年 CSC 优秀本科交流计划面试会（机电学院 刘旭华）

17. 3 月 20 日 Passages 与世界 500 强名企项目对话分享会顺利举办（石工学院 吕俊杰）

18. 3 月 20 日满天星筑梦队召开宣讲会再起航（理学院 刘威）

19. 3 月 20 日第八届中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油藏方向赛题解读会成功举办（石工学院 徐进

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