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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动态
全校师生学习热议习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重要讲话

5 月 3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发表“在实现中国梦中绽放青春光芒”的重要讲话，
在广大青年和教育工作者中引起热烈反响。5 月 3 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通过微信、QQ 空间等
多种网络媒体转发，及时组织引导全校师生关注并学习习总书记讲话。
化工学院党委书记冯宝鹏表示，焦裕禄作为优秀共产党员的榜样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打下了深深
的烙印，而且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为了搞好建设还是提升自我，焦裕禄精神都不会过时。他
希望同学们要坚定理想信念，用理论武装自己；要有底线，立足做一个好人，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要严格要求自己，关键时刻经得起考验，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在激情奋斗中绽放青春光
芒，在追寻中国梦的征程中放飞青春梦想。
地学院党委副书记成宏涛表示：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中国的未来属于青年，中华民族的未来
也属于青年。通过学习总书记的讲话，也深感作为高校青年学生工作者身上的责任和使命！我们更要
牢牢把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时代主题，勇挑重担，不
辱使命，在工作中成就自我，在奋斗中书写辉煌。
机电学院团委书记张鹏老师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既是对青年学生的指引，也是对思政工
作者的工作要求，我们要加强学习，紧紧跟随党的脚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
马克思主义学院辅导员王会说：“青年立志做大事，不做大官，立足高远，脚踏实地。不必讳言，
时下有不少青年大学生的择业预期是从政‘当官’，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今天，当官仿佛是铁饭碗，
是一种虚荣的光环而不是政治使命。而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青年的使命是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
量，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青年在仰望星空的同时必须要脚踏实地。要胸怀大局，着眼大势，
你们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怀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胸襟。”
石工 2016 级辅导员李昀泽说：“中华民族的未来属于青年人。因此，必须加强磨炼，树立远大
志向，克服遇到的各种困难，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做一个有梦想、有大局意识、素质过硬的现代青
年人。胸怀理想、志存高远，勇立潮头、敢做先锋的青年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力军和突击队，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青春注脚。
理学院保研辅导员贾睿说：我们青年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我们当代大学生更要一心一意跟党
走，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珍惜时间，脚踏实地的去潜心钻研，刻苦学习，不畏学习中的困难与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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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专业知识来丰满自己的羽翼。我们要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时刻用真善美来培养自己的品德和情操，
做一个正能量，积极，蓬勃，高尚的当代大学生。
2015 级硕士研究生邵鹏说：“青年要始终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
的纲领;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就是我们在任何事
情的时候，都要有‘不忘初心’的意念，一丝不苟坚持的初心，去除尘世间浮躁与诱惑，回归本初之美，
向善之美。”
来自云南曲靖的化工学院 2014 级本科生赵明超，对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的“当代青年要树立与
这个时代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勇于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深有感触。他说，“我的家乡
一直比较落后，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较差。但是有一个信念一直支持着我走了出来，来到了大学。我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承担起改变家乡、为祖国做出更大贡献的责任。”
地学院 2015 级学生会主席、资源 1503 班张岩表示：少年强则国强，我们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
精神品质是一个国家发展活力的重要前提，也是中国未来竞争的主要力量。我们大学生应该树立与时
代相关的奋斗目标，勇于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在奋斗中奉献青春，绽放光芒。我们不仅要
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既要惜时如金、孜孜不倦，下一番心无旁骛、静谧自怡的功夫，也要突出主干、
择其精要，努力做到又博又专、愈博愈专，克服生活学习中的浮躁之气，为实现两大目标而奋斗！
2014 级学生干部程琨同学说：通过学习，让我感觉学习动力更强，更加明确学习目标，我一定
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立志成为新一代的有为青年。最后，结合总
书记参加中国政法大学“不忘初心跟党走”的主题团日活动，要求各年级党支部接下来也要进行这样的
党支部活动。

◆院部风采
地学院组织生活会开到企业生产一线

“五一”前夕，地学院机关党支部组织师生党员走进前湾港集装箱码头，参观振超创新实验室
和生产流程，与五一巾帼奖获得者朱静霞、山东省技术能手郭磊面对面交流，学习企业文化精神。这
是地学院党委调动各党小组积极性，创新组织生活方式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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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党员亲眼目睹了青岛港壮观的生产场面和先进的管理水平，通过与公司相关部门座谈讨论、
现场观摩等形式深入学习了青岛港先进的信息化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精神。在“工会之家”会议室，
师生党员与企业党员共同过起了组织生活。师生党员畅谈学习体会，均感到受益匪浅。机关党支部书
记孙启龙说，百年企业浓厚的文化氛围，企业所反映的新时代工匠精神值得我们去认真思索和践行。
“港区悬挂的‘工人伟大、劳动光荣’、‘精忠报国、服务社会、造福职工’凝练成了青岛港的实干
精神，这里真像一个大家庭，让每一名职工感受到受重视,处处涌动着家的温情和亲和力，整体彰显
着一股实干精神。”优秀学生党员徐明权感慨的说。学院党委书记王德钊指出新时代需要有“工匠精
神”，党员干部在升华政治思想觉悟的同时，也要拓展专业视野，企业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勘探精神是
一脉相承的。今后要进一步加强校企沟通交流，推动校企深化合作。
据悉，为落实学院党委加强“三会一课”基本制度建设的要求，学院机关党支部以工作研究
为纽带建立了 4 个党小组：党建研究小组、信息化建设小组、创新创业小组和教学工作研究小组。这
也是机关党支部成立党小组后，党建研究小组策划的一次组织生活。（地学院 穆洋洋 黄妍琴 郑珊
珊）

储建学院开展关于进一步推进导师制工作的座谈会

4 月 27 日，为了加强导师与学生对导师制的重视，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于工科 D233 会议室开
展关于进一步推进导师制工作的座谈会。本次座谈会由辅导员宋扬老师主持，储建学院 16 级共 17
位班长参加会议。
会议开始后，宋扬向大家公布了此前教学信息员对导师指导次数的汇总，她指出不同专业之间
可能存在差别，导师的指导方式不尽相同，鼓励大家提出意见和建议。参会人员就此对本班的导师指
导情况进行了分析，经过讨论交流，宋扬总结出以下三点导师制发挥实效的原因：导师与学生之间较
为陌生，交流少、导师的时间比较紧凑，有问题时寻找辅导员更为便利、导师之间对导师制的态度存
在差异。
会议最后阶段参会人员对导师提出了能够提供一些学习与生活方面的资源的期望。储运 1603 班
长陈兆琦认为：“导师对挂科的学生应予以一定的关注，与学生之间多一些交流沟通。”
导师制是储建学院 2016 级施行学分制之后对学生的指导机制，对于学生各门课程的顺序性选读
具有重要意义。座谈会的举行促进各班级学生对导师制的重视，使其能够在指导下对大学生活进行规
划。（储建学院 窦泽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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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学院开展廉洁教育

为推进第八届“党风廉政教育宣传月”活动，培养广大学生廉洁自律的意识，营造崇廉尚洁的
良好氛围，5 月 7 日，化学工程学院邀请学校纪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张伟在南教 300 教室为学院第
九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学员讲授了《廉洁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素质》一课。
张伟首先从最近热播的反腐倡廉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讲起，阐释了电视剧热播背后反映出党
和国家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信心和决心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热切关注。随后，张伟从
我国的汉字文化出发，解释了廉洁的含义、内涵及廉洁素质的概念。他讲到：“‘不受曰廉，不污曰
洁’，廉洁是一种人格、自尊、力量和智慧，是最能经受时间的磨砺和检验的精神品质”。接着他依
次从培养大学生廉洁素质的重要意义、如何培养大学生廉洁素质和反腐倡廉形势及今后工作展望三个
方面进行了讲解。讲解过程中，他援引历史典故以及一些鲜活的、深刻的、具体的典型案例，以此调
动大家学习的兴趣，强化大家对党风廉政建设的认识理解。他强调，培养大学生廉洁素质是大学生健
康成长的需要，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是提高大学生整体素质的需要。在谈到如何培养
大学生廉洁素质时，张伟说：“大学生党员们要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践行良好的思想作风，树立正
确的名利观，尊崇党章、守纪律讲规矩，以此来培养自己的廉洁素质”。最后，张伟为大家介绍了我
国目前反腐倡廉所取得的成果及今后的工作重点。
本次课程加深了广大入党积极分子对廉洁的认识理解，帮助大家进一步树立正确的廉洁自律观
念，提升了廉洁文化在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对于营造风清气正、崇廉尚洁的校园文化环境起到了一
定促进作用。课后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培养良好的思想和生活作风，争取以廉洁自
律的良好精神风貌早日加入党组织。

石工学院心理团体辅导成功进行

5 月 7 日下午，在团委老师刘晓春的带领下，各班学生代表来到了金沙滩风景区，进行了主题为
“知彼知己，快乐成长”的心理团体辅导。本次活动由石油工程学院团委主办，石油工程学院心理协
会承办。
活动开始，主持人侯佳超首先让大家互相微笑握手。微笑握手的目的是破冰暖场。同学们在互
相握手之后很快熟络起来，气氛也越来越快乐。接下来进行了名为“copy 不走样”和“喜怒哀乐”
的活动。这两项内容意在培养同学们通过非语言的表达方式，掌握对方表达的意思，从而理解男女生
之间或同学之间彼此的思维差异。在进行“心有千千结”的过程中，通过同学们的通力合作，克服种
种困难，达到了培养同学之间合作解决问题的目的。“可怜的小猫”是本次团体辅导的高潮，首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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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同学装作小猫，然后在另一位同学面前蹲下学猫叫，面对“猫”的人必须说“哦！可怜的小猫。”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准笑，装猫的人要以各种能逗人笑的动作逗人笑。在这个活动中，同学们笑声不
断，活跃的气氛达到了顶点，平时或许不苟言笑的人也加入欢笑的队伍。“可怜的小猫”意在培养同
学们的幽默感。幽默可以很好的在同学交往的过程中化解冰点，让交际更加容易。“拔河友谊赛”和
“贴烧饼”的比赛，让参加此次活动的同学之间团结地更加紧密。活动最后,石工院心协主席刘杰总
结道：“举办此次活动目的就是为了让同学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不得不说这样的活动的确更能让同
学们学到更多东西，体验到更多在学校体验不到的事，而且此次活动的结果超出预期，这是我非常想
看到的，我希望以后能和同学们更多的举办这样的活动。”
本次心理团体辅导旨在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品质，提升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认识自我、探索自
我、改善人际关系的能力，增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趣味性（石工学院 赵一鸣）

2014 级机自学联学生党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

5 月 4 日，2014 级机自学联学生党支部于工科楼 E 座 927 会议室召开组织生活会，2014 级学生
辅导员张勇老师参与本次组织生活会。
“同学们，时值 5.4 青年节之际，希望我们的学生能传承五四精神,涵养家国情怀，立志为学求
知，担当时代责任。作为学生党员，更要以身作则，起好带头作用，做一名对国家充满信心、对共产
主义充满信心的大学生党员。”辅导员张勇老师从五四精神谈起，鼓励大学生要有党性修养，要摒弃
精致的利己主义，多为集体办实事，能在关键的问题、节点上站出来发声，担起“排头兵”的责任。接
着，就大学生普遍存在的现象诸如宿舍卫生脏乱差，熬夜打游戏，逃课等问题同学生党员们展开讨论，
并制定一系列整改措施。力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养成良好的作息时间。最后，与会学生党
员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从学习，生活，班级工作等方面对自己的表现作出客观的评价。“批评与
自我批评一直是我党的优良传统，经常让大家红红脸，出出汗能帮助大家正视自己的问题，时刻保持
清醒的头脑，在学习生活中少走弯路。”会议最后，辅导员张勇老师这样总结道。

计通学院物联网工程党支部组织参观青岛海军博物馆

4 月 23 日，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68 周年，物联网工程党支部组织参观海军博物馆，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深刻感受党员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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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下午，物联网工程党支部来到山东省国防教育基地海军博物馆。海军博物馆由中国人民解
放军海军创建，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全面反映中国海军发展的军事博物馆。馆内包括室内展厅、武器装
备展区、海上展舰区三大部分，收藏海军各历史时期的重要文物史料和各类装备。首先，大家参观了
室外陈列的小型舰艇、飞机、导弹、舰炮、水中兵器、观通设备、水陆坦克等武器设备，随后重点参
观了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导弹驱逐舰——“济南”舰，全称济南舰 105 舰，1968 年 12 月 24 日在
大连造船厂开工建造， 1971 年 12 月 31 日交付海军使用。1979 年 8 月 2 日，邓小平登上济南舰，并
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2007 年 11 月 13 日在青岛退役。
通过登上一艘艘战舰，参观各类海上作战装备，近距离感受舰艇官兵的工作生活环境，每一个
人都深刻地体会到中国海军从成立到发展壮大的艰苦历程，无不对中国人民海军致以崇高的敬意。68
年来，人民海军始终沿着党指引的航向，紧跟时代，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践行着保家卫
国的神圣使命。
此次参观使物联网党支部学生党员进一步增强了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国防意识，增
强民族自豪感，深刻意识到自己在祖国国防建设中所肩负的使命与责任。（计通学院

叶佳楠）

理学院学生党支部工作交流会成功召开

5 月 10 日下午四点，理学院学生党总支在文理楼 254 会议室召开各学生党支部工作交流大会。
会议由辅导员郝海晓主持，理学院辅导员徐拥军、穆海涛，田方以及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各学生党支
部书记与骨干党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伊始，郝海晓明确了开展支部工作交流会的意义所在，他强调：以述职促交流，以交流谋
合作，以合作求发展。致力于加强学习，健全制度，完善机制，加强学生党员的教育，切实发挥基层
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接下来各学生党支部书记对支部四月份党建工作进行了总结。各党支部针对
4 月份开展的活动，围绕“我眼中的双一流专题研讨会、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的教育培训工作、
学习党章”等主题活动展开交流。各位支部书记就具体开展情况，以及基层党建工作中的经验、存在
的问题和建议，下一阶段开展工作的思路与计划等进行了发言。研究生化学学生党支部创新活动形式，
增强支部内的交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研究生数学学生党支部积极实践，参观红色遗迹，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博士学生党支部、研究生物理学生党支部寻求合作，交流双赢，研本、硕博交流，
以老带新。针对各支部开展活动过程中突出的困难也进行了分析，对如何更好的开展基层党建工作提
出了建设性的意见。理科实验班学生党支部指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支部制定详细、严谨的工
作制度，各项工作才可以顺利进行，执行者才能有理可依，有据可查；本科生物理学生党支部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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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毕业季，高年级党员参加活动不积极，态度松懈，对于支部活动热情不高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
案。
接下来，徐拥军对各支部在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解答，他既指出了各党支部的
长处，也点出了不足。他指出，学生党支部是开展学生党员教育与管理的最基层组织，各党支部书记
应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开展好本支部的党建工作。最后，郝海晓总结道：各党支
部的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过仍有差距，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要把党性修养落到实处，密切联系
群众，让党员在群众中真正发挥作用。
各学生党支部书记表示，通过此次总结交流会，对如何更好的开展支部党建工作、增强支部活
动的实效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希望可以在今后的支部工作中更好地完成学生党员的发展与教育管
理工作，发挥好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信控学院召开学生新闻宣传工作推进会

为进一步推进我院的学生新闻宣传工作开展，5 月 6 日下午，我院于工科 E1329 召开了学生新闻
宣传工作推进会，会议由 2014 级辅导员、新闻宣传工作分管教师王力禾主持，各年级团总支书记、
团总支宣传委员、各社团负责人、社团宣传工作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王力禾首先分析了近期学生新闻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工作中存在的新闻宣传意识不高、
各单位沟通合作不足等问题提出警示。王力禾指出，新闻宣传工作的重点在于对内宣传思想，对外展
示学院工作，让全校师生听到信控声音，展现信控学生的精神面貌，凝聚学院文化。他强调，优秀的
新闻宣传要从活动的策划开始，宣传工作要贯穿于活动的策划到后期的新闻宣传，宣传要通过海报、
视频、QQ 空间、微信、微博等多种途径全面展开。在各部门的联系方面，王力禾要求每个部门选取
一名骨干成员担任联络员来加强部门与学院传媒中心的联系与合作。参会人员就宣传工作进行了深入
讨论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此次会议，提高了我院学生干部的新闻宣传意识，增强了各学生组织的联系，进一步明晰了宣
传工作分工与流程。（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孙环宇）

“E+H”杯第二十四届校园歌手大赛复赛成功举办

5 月 3 日晚，以“梦响石光”为主题，由校团委主办，信控院团委承办的“E+H”杯第二十四届校园
歌手大赛复赛在唐岛湾三楼多功能厅举行。本次比赛评委由信控学院教师王宁、文学院教师于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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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学院教师李雪银、山东科技大学 15 届艺术团声乐队长姜明杰、山东科技大学艺术团舞蹈队副队长、
摇滚乐团协会副主席邵伟、西海岸歌手大赛冠军青岛理工大学刘茹雪、我校大学生艺术团副团长胡明
星组成。
一曲《矜持》，陈炳祯用富有磁性的声音将歌曲中的情感演绎出来，将听众带入一个空灵、
美妙的境界，“第一个唱，我很幸运，也很紧张。”作为首唱陈炳祯顶着压力，不遗余力的演唱，也让
他成为首位晋级的歌手。随着演唱的进行，排在后面的歌手们压力越来越大，十一号选手邹家鹏用一
曲《归来》，表达对学校的深深眷恋和对陪伴四年的同学的感谢。“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
了着我……”二十一号歌手陈殊凡用一曲《冬天里的一把火》将听众带到八零年代，满满的时代感，让
听众暂时忘记比赛现场的激烈气氛。“”最后，二十五号选手曲曾用一曲《易燃易爆炸》将现场气氛再
次推入高潮。“天黑黑，欲落雨……”在第二轮中，十四号选手张艺声情并茂的清唱《天黑黑》，为他
赢得晋级十强的名额。
经过海选和初赛的激烈竞争，共有二十五位优秀歌手进入复赛。复赛分为两轮，第一轮分为
五组，每组依次伴奏演唱，按照评委打分高低排名，直接晋级五位歌手；第二轮待定的十位歌手依次
清唱，评委从中选出五位歌手晋级决赛。
最后，经过激烈的角逐一号陈炳祯、五号王文帅、八号梁校源和孙雨昕、十三号梁殊媛、十
四号张艺等十位歌手晋级决赛。据悉，5 月 14 号，决赛将在唐岛湾三楼举行，十强选手将唱响青春、
唱出梦想、唱出最强音，最后会决出比赛冠亚军。（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徐芳燕）

文学院各教师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

大学英语一系党支部于 4 月 6 日在文理楼 105 举行了专题组织生活会，理论学习了《关于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并围绕“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和学校新的发展形势下
大学英语的课程建设和教师职业发展”展开热烈的讨论。
英语语言文学系党支部于 4 月 7 日在文理楼 358 开展学习活动，重点学习了《关于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和《双一流建设与大学发展》两份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学习教
育活动的意义和要求，并结合学科实际，展开了讨论。
大学英语二系党支部于 4 月 13 日在文理楼 306 举行全系教职工的政治理论学习，组织学习了
《2017 年教育部工作要点》，王新博副院长讲解 OBE 教学理念如何与大学英语教学实践相结合，并
与王新艳老师探讨了教务管理如何与具体教学工作更好地衔接。

-9-

音乐系党支部于 4 月 20 日在 129 教室开展专题组织生活会，共同学习了《关于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党建工作标准》，教师党员结合实际，对照自
身，积极发言，一致认为通过前阶段“两学一做”的教育实践活动收获很大。
俄语系党支部于 4 月 27 日在文理楼 358 以党风廉政为主题，通过专题研讨、学习讨论等多种形
式，提高党员党性修养，增强党员党性意识。
研究生外语教学部党支部全体党员于 4 月 27 日上午十点在文理楼开展了四月份的组织生活，在
讨论两会精神之后参加淮安学习的老师还介绍了此次红色之旅的学习成果。（文学院 杜文倩）

◆简讯

14 条

1.5 月 2 日，测控 1603 班举办“最美瞬间，幸福永远”主题团日活动。
2.5 月 3 日，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举办团史图片展。（地学院 潘奕铭）
3.5 月 4 日，勘查 1603 班团支部于召开团员评议会并组织团课学习。（地学院 李嘉诚 ）
4.5 月 4 日，理学院学生党总支部在南教 301 举办了“扬五四，对联新对”活动。（理学院 贾犇）
5.5 月 4 日，学校纪念建团 95 周年暨 2016～2017 年度五四总结表彰大会在逸夫楼礼堂隆重举行。
6.5 月 5 日，油气储运工程 1601 班级举办了“忆五四精神，寻峥嵘岁月”的团日活动。
7.5 月 5 日，地物二班召开了以学习团的知识为主题的团课学习活动。（地学院 霍宁宁 ）
8.5 月 4 日，中国石油大学第七届研究生舞蹈大赛在唐岛湾多功能厅顺利举行。
9.5 月 6 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非你不科”志勇挑战赛于五人制足球场成功举行。（理学院 王梦佳）
10.5 月 7 日，第 25 期“孔子学堂”正式开始。（理学院 孙德藩 王梦佳）
11.5 月 7 日，地学院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之“最强宿舍”挑战赛初赛顺利举行。（地学院 李晓彤）
12.5 月 8 日，化学 1501 团支部在南堂 115 教室召开了共青团员座谈会。（理学院 廖枚顺）
13.5 月 9 日，地物 1501 团支部举行“青年的责任”主题团日活动。（地学院 刘昕雨 郑珊珊）
14.近日，石油科技创新创业协会正式成立。（石工学院 李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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