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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动态
我校职业规划团队召开新学期工作会
为进一步明确我校职业规划团队新学期工作任务，提高工作水平。4 月 1 日上午，职业规划团
队全体成员在工科楼 C 座 251 会议室召开会议，会议由团队负责人葛长波主持，团队成员参加会议。
会上，葛长波对 2016 年度团队建设情况进行总结，对团队一年来的工作表示肯定，随后就 2017
年的工作任务进行安排，确定团队全体成员在团队建设任务书和个人成长计划的指导下，加强职业规
划团队全体成员在团队辅导与个案咨询方面、内部学习交流方面、团队内部立项方面的合作，为团队
以后更高层次的发展做准备。会上，葛长波特别指出，团队下一步要更加重视职业规划在大学生教育、
管理方面的作用发挥和特殊需求群体（学业困难、就业困难、家庭困难、少数民族）的职业规划活动
开展，以使团队工作更好的为学生服务。
团队全体成员就职业规划全体验活动、个人读书学习和培训学习、课程教学质量和效果等内容
进行讨论，王晓琼认为职业规划全体验活动应该继续坚持和推广，各个学院要加大工作力度和就业指
导中心一同推进此项工作的进行；毕静、周晓东、姜雪认为团队应加强全体成员的培训、学习和交流，
坚持走出去找准目标、吸取经验、普及学习，让个人发展更好的支撑团队建设。
会议座谈阶段，团队还就今年的重点工作进行讨论，大家集思广益，确定了今年重点工作的分
步实施计划，为 2017 年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理学院 葛长波 穆海涛）

◆院部风采
文学院成功举办中译语通视频翻译软件培训讲座
3 月 31 号下文学院在南教 118 号教室举办了中译语通视频翻译软件 Aegisub 培训讲座。此次培
训由中译语通青岛分公司院校合作部门总监曹楠老师和项目经理姜泠漉老师共同负责。文学院 2016
级全体英语口笔译研究生及部分高年级英语本科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曹总监从公司概况、业务介绍与院校合作三个方面向各位同学介绍了中译语通公司的
基本运营模式和主要合作项目。其中，曹总监不仅为同学们展示了中译语通公司在传统翻译服务方面
的卓越成绩，同时还介绍了公司近几年在翻译业务上所做的各项创新，譬如各类前沿翻译软件的开发
与推广等。随后，由项目经理姜泠漉进行此次视频翻译软件 Aegisub 的培训。姜老师认真细致地向同
学们讲解了 Aegisub 软件的具体操作流程，在演示完软件操作的步序之后，带领同学们一起进行了实
战练习。最后，姜老师还为同学们提供了众多交流、分享翻译经验的平台，这不仅方便了解疑答惑，
更有助于院校合作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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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视频翻译软件培训讲座的成功举办，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同学们的行业视野，提高了他们利用
技术工具进行翻译的能力，同时加强了校企之间的联系与沟通，搭建起校内外交流合作的坚固桥梁。
（文学院 杜文倩 贺薪颖）

机电学院召开党建与宣传工作会
近日,机电工程学院于工科 E 座 927 会议室召开学院学期党建与宣传工作会，学院党委书记陈春
生、党委副书记刚旭出席会议，全体辅导员作为党建与宣传工作责任人参与会议。
会议主要围绕学院党建与宣传工作的成绩、问题与下一步工作思路进行研究部署。首先由分
管宣传工作的辅导员对学院宣传工作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工作进行汇报。汇报从宣传工作现状、存在问
题及改进方向三个方面展开，重点从宣传媒介分布、人员培训与设置、稿件质量与提升几个方面进行
了总结与反思，并提出从培训精准、文化升华、专题提取、注重思想引领几个方面进行后续改进。刚
旭结合汇报情况指出，要有效利用宣传工作形成学院积极向上的大氛围，并能够站在学校、学院大局
进行工作谋划与进行。要求辅导员理清工作思路，主动策划主动宣传，并能够有效利用易班强化宣传
阵地，强化宣传队伍力量。陈春生指出，回顾学院 2016 年宣传工作，有成绩也有不足，应坚持问题
导向，面对问题，解决问题。首先应理顺管理体制，责任到人，强化宣传工作考核与监督；其次要加
强辅导员自身的写作能力与宣传能力，有效提升学院总体的宣传力量，并应努力思考如何将宣传工作
做得更加贴合学生实际，符合校园文化氛围；第三是应当把握好新闻宣传的主题，结合学校 2017 年
新闻宣传的主题内容，学院将紧密围绕十九大召开、讲好石大故事等主题，讲好学院故事，传播正能
量；第四应注重团队精神，强调形成宣传合力，以增强学院荣誉为己任，全员投入到学院各项工作之
中。
会议第二项为党建工作研讨。与会人员围绕目前学院党建工作中心的运行机制、各部门的任
务分工，以及各位辅导员的工作现状，予以深刻研讨与总结，共同提出了党建中心工作合理合规以及
党员培养正规化等问题，确立了全体辅导员党建工作中不断学习不断提升素质的机制方法。陈春生结
合研讨情况，向大家传达了学校对于学院党建工作的相关要求，指出学院目前党建工作存在重发展、
轻教育，党建工作中心的合规性以及党建活动的质量有待提升等问题。他对后期的党建工作提出相关
要求，要求各位辅导员高度重视学生党员的发展与培养，认真学习相关规定与政策，做好学生党建活
动的指导督促和把关，进一步规范化党建流程。学院也将在下一步对各项工作进行考核与阶段性检查。
机电工程学院高度重视党建与宣传工作的开展与落实，直面问题，致力于解决问题，将紧密
围绕国家与学校相关精神，周密部署，稳步推进，保证党建与宣传工作扎实有序进行。

信控学院“毕业杯”篮球赛拉开帷幕
为增强学生体质，提高班级凝聚力，4 月 6 日 12 时,由信控学院团委主办、院学生会承办的信控
-3-

学院篮球联赛（XKBA）之“毕业杯”篮球赛初赛在灯光球场举行，此次比赛在信控学院 13 级所有班
级间开展。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队员们立即进入紧张的迎战状态。此次比赛不仅有男生，女生也作为队员参
与进来。篮球在队员手中来回传递，你争我夺，场面十分激烈。“控制节奏！不要急！”“防人防人！
好样的！”每一次进球都伴随着场外拉拉队的喝彩声。在比赛过程中，电气 1304 班采用了“二三联
防”，“挡拆进攻”战术来压制对手,最终，通过队员间相互合作，电气 1304 班以 35：27 取得胜利。
电气 1304 班冯国帅说：“篮球是一项需要竞技与合作的运动，通过力量的碰撞与技术的切磋，
增进了队友间的友谊。除此之外，还能增进班级的凝聚力。”（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盛彬）

地学院学生工作队伍召开工作例会
4 月 10 日，地学院学生工作队伍在工科楼 C247 召开本学期第四次工作例会，对近期重点工作进
行安排和部署。学院党委副书记成宏涛、全体辅导员以及学生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学风建设，常抓不懈。会议伊始便对近期课堂考勤、宿舍检查情况进行通报，各年级辅导员针对
出现的问题对近期学风建设工作进行部署。面对“迷茫”，邀请专业教师面对面，共话未来；对于“低
头族”现象，提出“无手机课堂”对策，效果良好；备战四六级，优秀经验共分享，交流互助。一系
列措施，帮助学生明晰目标、养成好习惯，提高竞争力。
同时，各年级对即将来临的文化艺术节积极建言献策，纷纷认领品牌活动，并对本年级负责活动
精心策划、积极准备，保障学院文化艺术节的顺利开展。
随后，全体辅导员对于五四表彰、青年之声及新闻宣传工作进行研讨，讨论深入且详实，对下一
步工作有切实的指导作用。
此外，辅导员郭雪娇将近期参加高校辅导员科研能力提升培训班的内容与大家分享，使各位老师
受益匪浅；校学生会主席徐明权同学向各位老师汇报近期参加首届高校地球科学院（系）青年领袖论
坛的感悟。
最后，成宏涛副书记对本次会议进行总结发言，强调了近期工作重点，并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
夯好基，对于部署工作要狠抓落实，提高质量；二是把好关，加强学生安全教育，春季学期学生思想
波动大，要及时关注；三是定好位，对于工作要有意识的进行整理和提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
业务水平。
通过本次会议，学生工作队伍更加明确了工作重点和前进方向，为学院学生工作扎实有序的推进
奠定坚实的基础。（地学院 张蕾）

山东省先进班级代表与化工学院班长团支书进行交流会议
为增强班级学生干部的组织、管理能力，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4 月 11 日晚 9 点，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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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院学生会组织，李金伟、刘阳等三名省先进班级代表在工科 A325 与化工学院 2015、16 级全体
班长、团支书进行了交流会议，化工学院 2016 级辅导员陈兆辉出席此次会议。
会议伊始，刘阳，“山东省五四红旗团支部”获得班级班长，分享了班级体的优秀与平日支部在微
信、公众号等方面的宣传工作密不可分的自身经验，他建议班级应当把责任具体落实到个人，量化学
习评比的考核，建立班级内的个人荣誉档案，进而更有效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紧接着，李金伟，带
领班级获得“省级先进班集体”荣誉，提出了班级干部以身作则的重要性，“持最平常的态度，做最基
础的服务，交最‘淘气’的同班朋友。”他指出班级内的感情联络、互帮互助是必不可少的。之后，“处
在省级先进班集体”的祁玉龙补充了班级内部的明主问题，班级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决策能力，能够
适当的引导班级内部舆论，才可以更加有效的让班级中的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会议最后，陈
兆辉强调，班级工作的优质完成同样离不开班级状况的及时反馈。
旨在促进班级体的有效发展，此次会议丰富了学生干部的管理技巧，为高效率建设班集体提供了
切实可行的方法。对化工学院的班级建设和师生工作有着积极意义。（化工学院 湛文健）

储建 14 级第一党支部举办第二次党支部组织生活会
近日，山东女企业家苏银霞之子于欢刺死涉黑人员杜志浩一案在网上备受关注，3 月 30 日晚，
储建学院 14 级第一学生党支部在 13 号楼活动室就“于欢是否应该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的问
题展开讨论。会议由 14 级第一党支部书记姜赛赛主持，组织委员董晓真记录，党支部成员全部出席。
首先，支部书记姜赛赛引出本次会议讨论焦点，她陈述到，刺死辱母者被判无期血案，母亲欠债
遭 11 人凌辱，儿子目睹后刺死一人被判无期，争议很大，引起广泛关注。一般来说，每次法律判决
成为舆论焦点，其实都是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冲突，这些判决将对社会发展产生示
范效应和深远影响，其中，大多数的情况，是符合法律规范的执法、司法过程及相应裁决，违背社会
良德，将危害社会基本秩序。“因为我们对相关法律并不了解，对事情的知晓也只是通过网络渠道，
我们无法辨别孰是孰非，但我们应该明白，作为法官他的裁决肯定是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我们应该
尊重并客观的对待”，党员徐国稳说道。其他党员和预备党员也就此问题展开激烈讨论，纷纷表达自
己的观点。
储建 14 级第一党支部本学期第二次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圆满结束。（储建学院 孙雪莹）

石大易班举行素质拓展活动
为提高易班发展中心全体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丰富课余生活，由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党委学
生工作部（处）主办，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易班发展中心承办的易班发展中心素质拓展活动于 4
月 8 日早在中石大足球场开展。中石大易班全体工作人员参与本次活动。
天气渐暖，易班工作人员一大早就聚集在足球场，感受着春日的气息。本次素质拓展活动形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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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内容丰富，其中包括十一个小活动，分别是跳绳乒乓接力、夹气球、踢毽子、两人三足、盲人避
障、吸管运输、钻竹竿、你划我猜、拔河、定点投篮和篮球友谊赛。通过分部门对战计分的方式，提
高活动的参与性。
本次活动不但为了增强易班工作人员的身体素质等综合素质，更是提供了一个给新入成员融入易
班集体的机会。活动伊始，现场气氛并未活跃起来，但当跳绳乒乓接力开始，同学们都投入游戏中，
加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为各自的队伍呐喊助威。夹气球、踢毽子、两人三足……精巧的游戏设计
让每个工作人员都参与其中，团队协作的形式更加有利于各部门内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融洽相处。
比赛结束后，比分最低的一组进行了真心话大冒险游戏，更加增添了本次活动整体的趣味性。最后在
欢笑嬉闹之中，合影并结束了本次素质拓展活动。
本次素质拓展活动增强了内部成员间的沟通和团队凝聚力，让新成员更好地融入易班集体，更增
强了成员体质，提升了体育素养，在学习和工作之余，让成员更好地放松身心。
（易班发展中心 周彬）

理科实验班 2013 级召开团支部会议
为深化毕业班的团员队伍思想建设，严格团员教育管理，同时做好毕业晚会的准备工作，2017
年 4 月 10 日晚，理科实验班 13 级各团支部在南教分别召开了名为“倒数第 X 次团支部会议”的团员
教育评议会及毕业晚会筹备会。会议由各班团支书主持，辅导员刘威老师及各支部的全体团员参加了
本次会议。
首先，由团支书介绍了团员评议的流程及评议标准，强调团员评议对团员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以
及团支部建设对国家发展的必要性，要求每位团员能够得当的自我评议，公正的做出民主评议。接着，
各支部严格按照自主评议、民主评议和团支部评议的程序开展团员教育评议，各团员从评议年度内的
个人表现和发挥团员作用及学习教育情况对自己进行介绍，其他团员对他进行评议，肯定成绩，指其
不足，最后对支部团员进行测评投票，经团支部委员会综合个人自评、团员互评和测评投票结果,结
合团员日常表现，研究提出每名团员的建议评议等次。1304 班的团支书郭雯指出：“此次评议让我
们更加了解作为一个团员我们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端正自我态度，更好地为组织和人民服务。”
团员教育评议后，各团支部对毕业晚会的节目进行了讨论。为打造出一场高质量、高水平的毕业
晚会，每位同学热情高涨，积极建言献策，提出新颖的节目策划方案，并且共同讨论方案的可实施性，
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合适的解决办法。经过商议，最终确定了各支部的节目。
这场筹备会展现了同学们对于这次毕业晚会的倾注的心血，使同学们更加确信这次晚会能为大家在石
大的青春峥嵘岁月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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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等级考试知识讲座顺利举行
4 月 8 日晚 7 时，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普通话等级考试知识讲座在南教楼 114 教室成功举行。
本次讲座由校团委主办，校朗诵爱好者协会和文学院俄语 1501 团支部承办，国际教育学院汉语国际
教育系主任、学校语委副主任齐卫华副教授担任主讲。参加本次普通话等级考试的广大学生到场聆听。
“大家马上就要参加这次的普通话等级考试了，希望这次的讲座可以给你们提供帮助。”讲座伊
始，齐卫华副教授便对参加考试的学生表示祝福。随后，她从考试简介和经验分享三个方面展开本次
讲座。普通话考试有什么题型及评分标准？考试时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应试有什么样的技巧？针对
这些问题齐卫华一一为学生们介绍。“普通话等级考试对于你们这些大学生来说并不是很难，而且拿
到证书以后对你们今后的工作也有帮助，希望你们能取得好成绩。”讲解最后，齐卫华再次向参试学
生表示祝福。
“当时参加考试之前也是比较紧张，但是后来想想又有什么好紧张的，大家都是在那么多考试的
‘枪林弹雨’中过来的，还用害怕吗？”来自俄语 1501 的尚丰涛在活动最后以过来人的身份向在场
的学生介绍自己去年参加考试时的经验，“最重要的还是心态，一定要相信自己。”
本次讲座的顺利举行，向参赛学生们介绍了经验，为他们的考试扫除了一定的障碍。“十分感谢
这次的讲座，毕竟‘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知道考试的类型和注意事项才能让我们真正安心地参
加考试。”来自汉语言文学 1601 班的李旭斌在讲座结束后说到。（文学院 张明坤 杨明宁）

◆简讯

10 条

1. 3 月 30 日，文学院党委中心组开展专题理论学习。（文学院 杜文倩）
2.4 月 7 日，理学院 2016 级辅导员田方于南教 109 召开团支部大会。
3.4 月 7 日，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物联网 1501 团支部召开团支部大会。
4.4 月 7 日，山东省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及数学建模比赛启动仪式。（理学院 王涵钰 游应红）
5.4 月 6 日，春晖志愿服务队于工科楼 C 座办公室召开工作规划会议。（地学院 曹亚楠）
6.4 月 8 日，理学院入党积极分子培训于南教楼 201 室进行。
7.4 月 8 日， “第七届大学生绿植领养活动”在玉兰西侧举办。（地学院 韦彤）
8.4 月 8 日，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与公共行政学系李连江教授到访文学院。（文学院 杜文倩）
9.4 月 9 日，理科实验班 14 级各团支部在南堂召开团支部大会。（理学院 肖菁枫 杜秋宁）
10.4 月 10 日，化工 1510（卓越）班进行四月份第一次班会。(化工学院 倪万鑫）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