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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部风采
文学院召开 2014 级年级大会
为了进一步安排新学期的计划，帮助学生更好规划自己的大三生活，规划自己的未来，3 月 16
日，文学院 2014 级新学期年级大会于东环 101 教室召开。本次会议由 14 级辅导员赵振华主持，14
级全体学生参加。
本次会议以“规划·未来”为主题展开讲解。赵振华首先对保研、考研、工作三方面进行了强调。
他说道，要想在这三个方面做好，就必须从现在起对自己未来的学习生活重新进行完整的规划，要特
别注重提升沟通与交流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高屋建瓴，为自己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随后，他又
具体讲述了奖学金及保研相关工作的事宜，解决了学生们切身关注的问题。在谈完了保研的相关问题
后，他又就就业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赵振华认为，自身的学历和工作能力固然重要，但是面试环
节也不能轻视，在正视面试的着装、礼仪等一系列基础素养的基础上，更要注意自己的简历，不要“千
人一面”，而要针对不同公司和企业，投出有企业风采和特色的简历。之后，他对考研的学生进行了
加油鼓劲，祝他们能考入自己理想的学校。在会议的最后，赵振华老师又着重强调了安全问题，他通
过列举一系列发生在学生身边的真实案例，说明了网络安全、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的重要性，给所有
学生起到了警醒作用。
本次会议安排了与学生相关的诸多事项，有利于帮助学生规划自己的未来、规划自己的人生，为
自己出彩的未来打下基础；同时，也提高了学生们的安全意识，有利于提升他们自我保护能力，维护
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文学院 杜文倩 陈思羽）

理学院贯彻学习两会精神，师生共谋化学发展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落下帷幕，为深入学习“两会精神”，加强思想文化建设，3 月 24 日下午 4
时，化学系教职工党支部、本科生党支部于南教 219 号教室召开了“贯彻学习两会精神，师生共谋化
学发展”师生结对子党支部会议，本次会议由本科生化学党支部指导老师田方主持。
会议伊始，化学系教职工党支部书记张龙力老师总结回顾了过去一年党支部开展的“两学一做”
等系列学习教育活动，对化学系党支部过去一年的工作表示肯定，随后带领师生共同学习了“两会”
文件材料。“这次两会再次强调了要深化创新驱动力，当代大学生应当多动脑、多思考，这样才能成
为国家的创新引擎。”全体师生针对高素质教育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学习。最后张龙力总结道：“我
们要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开拓进取，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献出自己的力量！” 随后，化学系师生
针对“两会精神”和两会热点话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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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完两会精神，化学系师生就专业和学生的发展展开了交流，并针对考研和就业中的热点问题
进行了剖析，化学系主任姜翠玉老师总结道：“无论大家选择考研还是找工作，首先要有一个准确的
定位，明确了自身目标后还得全力以赴练‘内功’，具备扎扎实实的功夫的同时要做到自信、但不自负，
最后一定要注意礼节。”
使命重在担当，实干铸就辉煌。本次化学系师生党支部学习会议不仅让师生们对国策有了进一步
的了解，坚定了党的信念，还加强了师生党支部间的联系，为化学系更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储建学院第二届思美标兵评选会举行
3 月 21 日，储建学院第二届思美标兵评选会于工科楼 D 座 223 会议室举行。15 级辅导员郑健、
16 级辅导员宋扬及 14 级学生会主席张昊受邀担任评委。
响应思美节，储建学院举办“思美标兵”评选活动。经过个人申请、学院审评筛选、候选人答辩
等环节，最终有来自不同年级、专业的 10 位女生参加此次评选。在答辩过程中，参与答辩的学生自
信大方、声音洪亮。她们分别从学习、学生工作、科技创新、社会实践、文娱生活等方面展示自己，
赢得了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思美标兵的评选，不仅是评选先进个人，更是希望广大同学以“思美标兵”为榜样，不断努力提
高自身素质，充实大学生活，以昂扬的斗志面对困难，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储建学院 俞晖）

机电工程学院举办自主创新项目立项宣讲会
为培养和提高我院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开拓精神，指导大学生进行课外科技创新活动的项目化和
常态化，第 246 期科创沙龙——自主创新项目立项宣讲会于 3 月 23 日晚 21：00 在南教 205 举办。本
次活动由机电工程学院团委主办，机电科协承办，重点针对感兴趣的大一同学讲解如何做好自主创新
项目以及知识产权问题，解答同学们关于大创、金点子大赛、专利相关问题的疑惑。
宣讲会首先由主讲人、科协大创部副部长孙园植简要介绍自主创新科研计划立项选题的重要
性、申报的注意事项以及立项后的项目流程与具体要求。接着请出优秀项目负责人姜石琨讲解球形六
足机器人项目的诞生、发展的具体过程，并给出了机器人制作和材料选择方面的具体建议。接着由葛
振友同学介绍社会调研项目“电子垃圾回收模式的探索”。葛同学与大家分享了调研中的酸甜苦辣，并
强调了调研过程中公关与团队协作的重要性。之后由研究生讲解知识产权问题。
几位负责人生动的讲解让同学们大大加深了对自主创新项目的了解。宣讲会结束后，同学们
纷纷上前询问更详细的信息，与学长学姐交流想法，寻求指导。很多大一同学表示会更认真地构思选
题立项，争取做出优秀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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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院 2015 级开展宿舍卫生检查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保持良好的宿舍环境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舒适的学习氛围，更能于细
微处检验与培养一个人的道德素质。所谓“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为进一步提高地院 15 级学生的
生活质量，创建安全、整洁、文明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也为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和生活习惯，地
球科学与技术学院辅导员郑珊珊和 15 级勘查、地物、地质 3 个专业的班长于 3 月 22 日中午对地院
15 级勘查、地物、地质各宿舍进行了卫生大检查活动。
地学院向来高度重视学生宿舍卫生情况。此次检查的重点是大二勘查、地物、地质 3 个专业宿舍，
检查不仅包括宿舍整体卫生状况、个人卫生情况，对一些打扫死角也进行了彻底的检查与整治，还包
括电源使用情况以及有无安全隐患等。就检查结果来看，大部分同学能够保持干净整洁的宿舍环境，
并积极响应学校号召，做到人走电断，消除可能引发宿舍危险的各种隐患。通过这次检查，不仅督促
了同学们及时打扫并保持宿舍卫生，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宿舍安全。
此次卫生检查倡导同学们能够各尽其力，更加注意身边小事，维护宿舍的安全和卫生，努力营造
一个安全、健康、舒适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共同创建安全和谐的美丽校园。(地学院 瞿晓阳 郑珊珊)

中国画创作中的审美哲学——第 146 期国学智慧沙龙举办
3 月 17 日晚，第 146 期国学智慧沙龙在南教 117 教室举行。本次活动由国学智慧沙龙协会主办，
营销与投资协会、民乐团、翰墨飘香书画社协办，百余名国学爱好者慕名前来。
首先，由民乐团成员带来扬琴独奏《四小天鹅舞》及古筝合奏《大鱼海棠》。接下来，智慧课堂
由国家一级美术师王连强为大家讲解了《中国画创作中的审美哲学》，指出中国画艺术能在有限的形
式中纳入无限的内容，其深刻的内涵与悠远的意境令人充满遐想的空间。活动中展示了王连强及翰墨
飘香书画社的书画作品，王连强还进行了现场作画。最后，参与者进行互动交流，探讨中国画创作中
的哲学思想。
本次沙龙活动，通过中国画的创作教大家认识了哲学，不但将哲学与绘画联系起来，更使哲学深
入人心。（经管学院 王海珍）

计通学院成功举办第二届“迎春杯”乒乓球挑战赛
3 月 26 日下午两点，由计通学院团委主办，院学生会承办的第二届“迎春杯”乒乓球挑战赛在 11
号楼一楼乒乓球活动室顺利举行，众多乒乓球爱好者参加了此次比赛。
本次球赛分为循环赛和交叉淘汰赛，男女分开进行。男生分为四组，女生分为一组，循环赛
结束后每组积分前两名进入交叉淘汰赛，争夺晋级名额。男生女生都精力充沛，目光紧随乒乓球的来
去，脚步灵活，用力巧妙，整个活动室都是学生们加油鼓劲的声音和乒乒乓乓的响声，使活动室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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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青春的气息。最终，张潇晨获男子组第一名，邹成竹、张志远分获二、三名；赵欣彤获女子组第一
名，陈以之、王慧芳分获女子组二、三名。挑战赛圆满结束。
本次乒乓球挑战赛丰富了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使学生们感受到了
国球的无穷魅力，实现了“强身健体，弘扬体育精神”的目的。（计通学院 冷雪琪 贾涛）

石工学院党委张卫东书记解读两会精神
3 月 31 日下午，我院举办第 108 期与教授有约活动。本次活动以“我与两会同行”为主题，全
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石油工程学院党委张卫东书记与师生分享两会精神解读，共同探讨两会内容，学
院辅导员毛剑主持本次活动。
张书记首先根据政府报告内容，围绕八个方面将报告内容进行浅显易懂的讲解，围绕发展、改革、
创新、质量、民生等各个环节，说明了目前取得的成绩和进步。他指出，“两会在创新方面关注颇多，
同时去除过剩产能、发展新能源、新动能等要求，对石油行业来说具有巨大影响，我们在座的石油学
子需要准备好应对措施。”在谈到目前的创新形势时，张书记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我们卖包子，
不外乎一张皮、一团馅，现在我们需要对口每一位顾客的口味，就不能千篇一律，你得有自己的特色。”
他表示，中国要在保持稳定发展的大局下，不断创新、稳重求进。
在谈及今后国家关注的问题时，张书记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要让经济运行形式保持在合
理的区间，还需要把眼光放在人民普遍关注的问题上。”他重点谈到依靠创新驱动战略，不断实现新
旧动能转换，青年一代就要有新的发展理念，在目前双创的大好环境下，大家要充分发挥自身聪明才
智，提升双创效果。
在讲到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要领时，张书
记由衷赞叹：“中国人的智慧太厉害了！只有我们这种哲学大国才能提炼出这样的要领。”活动的最
后，张书记就现场同学提出的几个问题做出了解释，围绕同学们的成长成才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本次活动让在场师生更加深入的了解两会精神，明确未来发展建设的宏观理念和具体落实，增强
了在场师生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指导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再上新台阶。（石工学院 赵泽鹏）

化工学院 2015 级召开班长团支书会议
3 月 20 日，化学工程学院 2015 级在工科 A 召开班长团支书会议，旨在总结开学以来各个班级在
学风建设、思想建设以及化学工程学院团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2015 级辅导员徐光辉
出席并主持此次会议。
会议伊始，徐光辉指出了班长、团支书在学风建设、班级管理等工作中的重要性，希望大家明白
所担当的角色与责任，并要积极开展学生工作,在我校、院组织的各种活动中以身作则，起到模范带
头作用。随后，在学院开展的“雷锋月”活动刚刚落下帷幕之际，徐光辉表示，各个班级举办的活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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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点、深刻度等没有做出新的突破，“三会、两制、一课这三项工作要及时落实，班长同团支书一定
要交流好，共同开展好班级的各项建设。”最后，他希望班长团支书学会理解，在繁重的工作和压力
中真正得到锻炼。
此次会议的召开，不仅激励了在座的学生干部不断努力开展工作的热情，更认识到自己身上承担
的责任，积极进取。“在学院团委的指导下，我一定积极带领全班同学配合学院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让班级越来越优秀。”化工 1504 班班长王飞在会议结束说道。

经管学院社团联举办思美节手工活动
3 月 19 日晚，经济管理学院社团联于南堂 216 教室开展丝网花教学活动。活动旨在锻炼学生动
手能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首先，2016 级社团联成员于琨玥为现场成员分发手工材料，播放丝网花制作教学视频，并细致
讲解做法。接着，学生们按照讲解自己动手，做出精美的丝网花。在熟悉了制作流程后，学生们发挥
自己的想象力，不断尝试新的配色和花型，互相交流心得体会。“我是男生，做的有点丑，但我也觉
得做丝网花很有乐趣，希望能够多举办类似的活动”，工管 1601 班胡贵如是说。
此次活动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彰显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并为热爱手工的同学提供了一次展
示自己的机会。（经管学院 陈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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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月 23 日，“墨香浸染夕阳红”书画研习班开班典礼在峨眉山路社区举行。（ 化工学院 张婷婷）
2.3 月 24 日，由文学院团委主办的少数民族学生演讲比赛在文理楼 358 室举行。 （文学院 杜文倩）
3.3 月 25 日，“石大小黑板”第二期活动在南堂南侧的地球仪广场举行。（文学院 王晓双）
4.3 月 25 日，储建学院在工科实验楼 D 召开座谈会。（储建学院 卢赟）
5.3 月 26 日， 孔子学堂第一期“茶的前世今生”在南教 206 正式开课。（文学院 吴月）
6.3 月 25 日，第三届古风翻唱大赛决赛于唐岛湾三楼多功能厅举办。（储建学院 窦泽康）
7.3 月 26 日，理科实验班学生党支举行了党员发展对象申请答辩。(理学院 张沫)
8.3 月 27 日，文学院全体学生工作者召开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专题研讨会议。（文学院 张娟）
9.3 月 29 日，理学院本科生材化学生党支部在南教 214 召开组织生活会。（理学院 韩承高 ）
10.3 月 30 日，地学院举办“共商国是 奋进小康”两会精神宣传图片展。(地学院 郑珊珊)
11.3 月 30 日，信息 1601 班班会于南教 109 召开。（理学院 何书汝）
12.3 月 30 日，理学院于南教 206 组织召开了 2017 年校运会春训动员会。
13.3 月 30 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学术团队建设学院论证会在 358 会议室进行。（文学院 杜文倩）
14.3 月 30 日，基础数学系举行了《高等数学》教学研讨会。（理学院 陈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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