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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动态

山东女子学院来校交流

宾主双方进行座谈交流 王大勇摄影

4 月 17 日，山东女子学院副校长侯素美一行来校交流。副校长张玲玲，学校党委学生

工作部（处）、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信息化建设处负责同志与来宾会谈。

张玲玲、侯素美分别介绍两校情况，希望两校进一步加强合作，互相学习，共同发展。

党委学生工作部（处）、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信息化建设处负责同志分别就学校易班

建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国有资产管理、信息化建设等工作与对方进行了深入座谈

和交流。

座谈后，侯素美一行参观了校史陈列馆、易班发展中心。（王大勇 胡晓波）

◆院部风采

石工学院举行少数民族学生演讲比赛

为激发少数民族学生爱国爱党热情，鼓励少数民族学生积极宣传学习十九大精神，4 月 13 日，石油工

程学院在工科楼 B座 347 会议室举行“学习十九大，坚定跟党走”少数民族学生演讲比赛。来自新疆、西

藏的 38名本科少数民族同学参加比赛，新疆内派教师曙光、辅导员单珣、李昀泽、李敬皎担任评委。

参赛选手们围绕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家乡变化、自身经历抒发了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与忠诚，演讲中

激情澎湃，自信大方。2017 级学生阿迪力江·扎伊尔在演讲中说到，他的家乡从一个穷困潦倒的小村庄变成

了如今丰衣足食的美丽乡村，是党和国家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奔向小康。2015 级的叶尔哈波力·木尔扎



江说道：“如果不是国家的政策支持，我可能进不了这所石油行业的最高学府，我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

身为一名石油大学的学生，一名中国人，我感到非常幸福和自豪！”

整场比赛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参赛选手们用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表达了对党的热爱，展示了自

身风采。最终 2017 级的马海龙、白玛旺姆、阿迪力江·扎伊尔三名同学脱颖而出，分别获得比赛的一二三

等奖，并将代表学院参加学校的少数民族学生演讲比赛。（石工学院 王静）

化学工程学院 2016 级化能学联召开年级大会

为营造良好学风，推动本学期工作顺利开展，4 月 14 日晚，化学工程学院 2016 级化工

能化学联在南教 300 召开以“驻足、思考、沉心、前行”为主题的年级大会。2016 级化工、

能化专业全体同学参加。

会上，辅导员魏孟吉对前三个学期的各专业成绩进行综合分析，通过图表直观展现各班

及格率、优良率，并公布成绩排名中最新的前二十名名单；通过欠学分统计和学分预警情况

公示，提醒学业困难学生合理选课、努力学习，及时补救。魏孟吉介绍了本学期的重点工作，

强调各班要推动优良学风建设，抓好日常课堂考勤，成立“1+1”帮扶和学习互助小组；要

自行安排早读，为六月份的英语四六级考试做好充分准备；要按时进行宿舍卫生检查，保持

宿舍安全卫生；要积极组织优质团日活动，参与最佳主题团日活动评选。会上，魏孟吉介绍

了第二课堂及其使用方法，鼓励同学们积极参与。最后，他向同学们提出几点建议：关心国

家发展，培养创新精神，关注细微环节，树立底线思维。

本次年级大会对近期各项工作进行了部署，明确了年级工作的重心，为本学期各项工作

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化工学院 宋雨柔）



理学院学生工作组召开全员工作布置会

会议现场 张琰摄

为布置学院下一阶段工作任务，更好地在全院开展学生教育工作，4 月 13 日上午，理

学院学生工作组于文理楼 283 室召开全员工作布置会，会议由学院党委副书记李宝玺主持，

全体辅导员参加会议。

大会伊始，李宝玺要求全体辅导员要彻底摸排特殊群体学生情况，并针对学业困难、家

庭困难等学生采取帮扶措施，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随后，针对思想教育方面，李宝玺

要求全体辅导员要主动召开主题班会，做好十九大精神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宣讲工作，并在同学中开展谈心谈话，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同时，他指出，要时刻做好校

园安全维稳工作，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政治安全，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的不安

全因素。最后，李宝玺针对接下来的就业中期汇报、宿舍文化建设和学生管理工作进行了详

细布置，为今后的工作指明方向。

此次大会，旨在就学院工作任务做一安排，明确工作方向，通过此次大会，各辅导员对

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细致的抓手，大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地学院召开学生党建工作专题研讨会

4 月 16 日上午，学院学生工作队伍在 C371 举行学生党建工作专题研讨会，党委副书记

徐永涛、全体专兼职辅导员、学生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会议围绕学生党建工作进行了专题研

讨。



徐永涛副书记首先强调了学生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他从党员思想引领、党员作用发挥

两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学生党员教育、管理和监督工作的措施。他指出要加强党员教育，

以党校为主体，既让学生党员上好党课，又要将党课扩展到学生干部，让学生干部也能深刻

认识党的发展近况，理解党的精神内涵。要积极搭建平台，充分发挥党员的作用，发挥“大

地经纬”党建育人平台的重要作用，策划主题鲜明、形式多样、措施精细的党日活动，整合

资源，形成我院的学生党建育人品牌。

随后，杨建敏老师结合学校党建工作考评体系，分别从加强学院学生党建工作的顶层设

计、党支部日常监督管理、党员继续培养教育三个方面介绍了加强学生党建工作的基本方案。

参会成员也积极发言，各抒己见。大家结合社会现状和学生情况从十九大精神宣讲、学

生党员压担子锻炼、党课推陈出新等方面发表了自己对于加强学生党建工作的建议。

徐永涛副书记最后强调，发展和考核党员要把好“入口关”和“出口关”。在发展党员

时，要针对学生的共性和个性为每一名学生党员制定培养规划，学生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目标

责任书。在考核党员时，要通过述职答辩制度和民主评议党员制度，检查学生党员规划的落

实情况，保证每一名党员都达到既定目标。

此外，徐永涛副书记对近期工作进行相关部署，要求全体专兼职辅导员要在意识上和行

动上落实好学生安全稳定工作，做好典型事件的应急预案，保证学生群体的安定有序。（地

学院 任金恒 姜雪）

启航新 15——经管学院 2015 级年级大会

年级大会现场 吴逸舟摄



4 月 15 日，经管学院 2015 级在南教 100 召开以“启航新 15”为主题的年级大会，会议由

2015 级辅导员李峰弼、孟兆刚、吴逸舟主持。

大会伊始，李峰弼对其担任 2015 级辅导员两年半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并针对学生们

在生活和学习上的注意事项做出说明，期望学生在孟老师的指导下继续努力，实现梦想。接

着，孟兆刚表达了对于经管学院学生培养目标的理解，期待 2015 级学生成长为具有全球视

野、家国情怀、创新精神、专业素养的新时代青年。孟兆刚对新学期工作进行部署，并针对

考研、保研、就业等方向的准备工作为学生进行指导，鼓励 2015 级学生对未来发展做足计

划和准备。最后，吴逸舟从毕业要求学分自查、宿舍用电安全、网络安全等方面强调了学生

日常管理相关事宜。（经管学院 王孟含）

机电工程学院2017级机自学联召开2017-2018学年度第一学期

表彰大会暨网络安全教育会

为表彰学习生活表现优良者，展现班级魅力和个人风采。4 月 15 日晚上七点，机电工

程学院 2017 级机自学联于南教 300 室召开年级表彰大会暨网络安全教育会。此次大会由老

师谢伟康主持，辅导员张鹏和机自、机械全体学生参加。

本次表彰大会共有五个具体表彰内容：优良学风班、优秀学生干部、学习标兵、红旗标

兵、卫生宿舍。会议伊始，谢伟康对过去一个学期学生们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态度进行总结。

随后，张鹏针对上个学期的学习情况和各个宿舍与班级的表现进行颁奖。其中，授予机自

1705 班和机械 1701 班优良学风班的称号，授予贾睿亨、胡继龙等 10 名学生学习标兵的荣

誉。颁奖结束后，张鹏着重提醒了上学年挂科的学生，并强调了挂科的严重性与学习的重要

性。同时，张鹏对目前网络安全问题现状进行介绍及教育，并针对目前的网络安全问题，例

如网络诈骗、网络传播等进行细致的讲解，破除网络骗局。最后，张鹏督促大家提高网络安

全意识，避免网络陷阱，争做网络文明的传播者。

本次表彰大会的召开，旨在学生间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提高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性。

同时，加强学生对网络安全的认识，正确认识身处的网络大环境，成为网络环境的净化者与

正能量的传播者。（机电学院 李美亿）



储建学院举办“青春喜迎十九大，不忘初心跟党走”演讲比赛

4 月 14 日，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举办关于“青春喜迎十九大，不忘初心跟党走”的少数

民族演讲比赛，比赛地点分为南教 110 教室和南教 117 教室两个场地，来自新疆等地区的

38 名少数民族学生平均分配在两个场地同时进行演讲。本次比赛旨在增强少数民族学生对

党的拥护力度和信心，普及十九大知识，扩大十九大的影响力。

南教 110 教室里由内派教师永晓媛，辅导员孙肇良、王加胜、宋扬担任评委，南教 117

教室中由辅导员郑健，党委副书记张程担任评委。参赛成员按照顺序依次上台演讲，发表自

己对十九大的感想，表达自己对党和国家的美好期盼。演讲比赛有条不紊的进行，现场气氛

严肃而庄重。所有选手演讲完毕后，所有评委和学生到南教 117 教室集合。郑健和张程分别

发表结语，郑健解释了初心和跟党走这两个词语，激励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一起努力学

习，不忘初心，追逐梦想。张程向选手们提出几点建议，他说“政治是最不能触碰的底线，

同学们平时讲话要注意自己的语言，否则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最后选手和评委一起合影

留念。

本次比赛产生的第一名乃比江，第二名金珊珊和吴雪将代表储建学院参加校级比赛。少

数民族学生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可以更加了解党的文化，更快的融入学校生活，有利于其自

身发展，同时本次比赛为学校开展少数民族的教育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标志着学校教育

水平的提高。（储建学院 辛爱青）



文学院"五羽轮比"师生羽毛球联谊赛圆满落幕

梁琪琪 摄影

为展示文学院的活力与个性，提高同学们的运动积极性，增强身体素质，促进文学院师生间的沟通交

流，由文学院研究生会举办的“五羽轮比”羽毛球师生联谊赛于 4 月 13 日下午在羽毛球馆拉开帷幕。

此次比赛共有 4 支队伍参赛，参赛者包括文学院教师、研究生以及本科生。比赛共分两轮，四支队伍

分成两个组，采用循环制的赛制。第一轮比赛由同组的两支队伍进行 PK，第二轮是小组 PK 中获胜的队伍

争夺一二名，另外两支队伍争夺第三名。简单的开幕式后，各队队员迅速进入热身状态，身着统一运动装

的队员在球场格外亮眼。开赛哨声吹响，发球、起跳、杀球和掉球，选手们大展身手，强有力的挥拍、灵

活转体、高技巧的搏杀，使羽毛球运动的魅力感染全场。队员们精彩的对决吸引了不少前来加油助威的拉

拉队，在冠军追逐赛的最后阶段，两队比分咬得很紧，难分胜负。此时，拉拉队的加油声不断，队员们也

互相加油鼓励，沉着应对。在比分为 59:58 的时候，三队率先获得 60分，取得了胜利。经过激烈的角逐，

三队获得了冠军，四队取得亚军，二队为季军，一队获得优胜奖。比赛结束后，文学院王新博副院长、秦

勇老师、孙玉超老师和尹衍桐老师分别为获胜队伍颁发了获奖证书。

赛后，此次活动的策划人曹高明同学讲道，比赛成绩并不重要，我们要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

神，大家通过参加本次比赛能够提升自己的羽毛球技巧、认识更多的新朋友才是最重要的。本次比赛不仅

为羽毛球爱好者提供了展示自我、相互切磋的平台，丰富了同学们的课外生活，同时也提高了同学们团结

协作与交流沟通的能力，增强了同学们的身体素质，加强了师生们的互动交流。（文学院 杜文倩 梁琪

琪）

◆简讯 20 条
1. 4 月 11 日蔡建军研究员来我校访问交流（储建学院张玉何倩）

2. 4 月 14 日地学院举办“春四月，齐运动”体育嘉年华之羽毛球比赛（地学院 李岳）



3. 4 月 14 日经管学院开展 2018 年度第二期联合培养（经管学院 崔新婕）

4. 4 月 14 日文学院举行新闻培训系列活动第一期（文学院 杜文倩 王榕）

5. 4 月 14 日机电工程学院举办“最友爱团支部”评选活动（机电学院 孙志欣）

6. 4 月 14 日化工装备与控制工程党支部参观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化工学院 巩志

强）

7. 4 月 14 日经济管理学院心理剧顺利演出（经管学院 闫伟芳 魏志飞）

8. 4 月 15 日化学工程学院开展“心系青春，博爱永驻”主题志愿活动（化工学院 孙春雨）

9. 4 月 15 日青岛国家安全局来我校开展国家安全讲座（石工学院 程晗 李经纬 赵泽鹏）

10. 4 月 15 日机电工程学院心理健康工作站开展探望聋哑儿童活动（机电学院 杨笑天）

11. 4 月 15 日石工学院举办“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纸质井架承重大赛（石工学院 战鑫杰）

12. 4 月 16 日 2017 级机械专业召开“青春做客石大人”主题活动（机电学院 窦再峰）

13. 4 月 17 日教务处和党委教师工作部一行到化工学院调研专业建设（唐艳凌）

14. 4 月 18 日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王林一行到理学院走访调研（理学院）

15. 4 月 18 日文学院进行学生入党推优答辩（文学院 杜文倩 余静婷）

16. 4 月 18 日学校教务处、党委教师工作部来石工学院调研专业建设工作（石工学院 王方

晴）

17. 4 月 19 日理学院学工组开展全院宿舍安全巡检工作（理学院）

18. 4 月 19 日我校举行第三届全国大学生油气储运工程设计大赛校内选拔赛（储建学院 何

倩）

19. 4 月 19 日我校油气储运设计大赛决赛举行（储建学院 何倩）

20. 4 月 20 日储建学院 2018 年度大创项目结题和阶段性检查答辩顺利开展（储建学院 孙

鹏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