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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动态
创业教育与素质拓展辅导员专业发展团队召开工作例会

5 月 12 日，创业教育团队课程设计小组在文理楼 559 会议室召开工作例会，研讨《创业基础》
课程授课设计，团队负责人梅琳作为召集人，唐丽坤主持本次例会。
讨论中具有多年授课经验的各位老师将授课环节中的薄弱环节及时间分配进行了阐明分享，面对
课程该“怎么教、教多少”进行了讨论。就课堂分享、计划书制作、创业实践开展等环节设置打假各抒
己见，同时对课程评价环节也更加明确及改进要求，争取《创业基础》课程授课环节更加完善。随后
小组每位成员承担一项授课模块，将结合“中创教育”教案进行完善，为团队全部成员授课提供充足的
智力支持。
据悉，课程设计小组将再通过 2~3 次小组讨论，形成完整的授课教案，并预计在 6 月份为团队成
员进行串讲，保障《创业基础》课程顺利开设。（石工学院 单珣）

◆院部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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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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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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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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学院举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精神学习报告会

5 月 11 日，地学院在工科楼 C 座 757 会议室举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精神学习报告会，地学院
党委副书记成宏涛为全体辅导员、党支部书记传达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精神。
会上，党委副书记成宏涛介绍了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召开的背景，指出此次会议是
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要会议，是高校党的建设历史上的里程碑，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
前进方向。成宏涛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
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值得学生工作者和学生干部认真思
考。他指出，作为高校学生工作者，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坚守意识形态阵地，确定好正确的
育人方向，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化校园文化建设，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同时，他指出，
省委书记刘家义强调高校想政治工作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要求与会人员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通过
切实有效的措施，着力解决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点问题。会议最后，成宏涛总结了学院目前思想政治
工作的开展情况，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要求与会人员自觉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统一思想认识，
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结合“两学一做”“双一流建设”等，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工作措施，将思想政治
工作各项任务落实落地，切实提升学生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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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院辅导员霍宁表示：“立德树人，德育为先。全国以及全省的思政工作会议为高校的一线辅
导员老师增强了信心，培养有理想、有目标、有担当的大学生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应该更加应该坚定
党的领导、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以“两学一做”的要求作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准绳，走进学生、关爱
学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培养学生的理想信念。”
地学院辅导员张蕾表示：“习近平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
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
备、全面发展的人才。作为高校辅导员，要坚持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不断提
升理论水平政治素养，完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水平，帮助学生成长成才。”
据悉，地学院还通过“中石大地学院团委”微信公众号推文、座谈研讨会等多种途径，加强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精神的学习，真正将思想政治工作做实、做精，切实提升学院思想政治工作水平，提高
学院人才培养的质量，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地学院 郑珊珊）

化工学院“花开五月天，感恩母亲节”圆满结束

为了培养大学生感恩的良好品行，让感恩之心盈满心间，化学工程学院于 5 月 15 日在荟萃广场
举办“花开五月天，感恩母亲节”活动，希望通过该活动，丰富学生们的校园文化生活，重温成长过程，
感恩伟大母爱。参加活动人员为能源化学工程 1 班全体学生。
上午 11 时活动正式开始，活动主要分为三个环节:首先分发贺卡、彩色便利贴请路过的学生写留
言并粘贴在展板固定位置，同时由班长将写满对母亲祝福的贺卡寄出。接着团支书对路人进行采访，
关于母亲的快问快答，同时也请路人对着镜头说出几句想对妈妈说的话。最后举办了关于中外名人称
赞母亲的诗歌名句的趣味竞答，答对的可获得小饼干和糖果等小礼品。感人的音乐声中，学生们都积
极热情的参与其中。
下午 1 时，本次活动圆满结束，通过该活动不仅号召同学们用实际行动对自己的母亲献出了最
真挚的祝福，而且弘扬了孝敬父母，珍视亲情的传统美德，引导学生从关心、体恤父母开始培养感恩
之心，学会关爱他人，以增强学生道德素质。(袁鑫 张海成)

体育部组织“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主题团日活动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高体 1601 团支部开展了主题团日活动——“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主题演讲
比赛。参加团日活动的有体育教学部团委书记姜庆林、辅导员亓琳以及高体 1601 团支部全体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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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体学生来讲他们不仅要做一名高水平的运动员，更重要的事要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这
次演讲活动，团支部每位同学结合自身经历，从“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中任选一个词语，向大家
讲述了自己的认识和体会。16 级的张瀚文同学在演讲中提到：“一名优秀的青年不应该只是身体上的
强壮更应该是精神上的富足，作为一名青年我们应该修炼优秀的品质，学习更多的知识，肩负时代赋
予我们的责任。”演讲活动的最后，姜庆林和亓琳分别对活动进行了总结，让大家更清楚地知道做合
格青年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才能做到最好。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明确提出广大青年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要在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上下功夫。此次主题团日活动，既是学习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学习
活动，也是响应团中央“一学一做”教育实践活动的号召，今后我部将继续探索更多的学习方式，举办
更多的主题团日活动。（体育教学部 董俊辰 亓琳）

储建学院毕业杯篮球赛暨趣味运动会举办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院 13 级同学即将离开母校，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充盈在
心间的是师生之谊、友谊之情、惜别之念。5 月 13 日午，储建学院 13 级毕业生于北门 9-11 号球场举
办毕业杯篮球赛。
毕业杯篮球赛是学院毕业班级间的传统活动，即将毕业的学子在激烈的比赛过程中展现着属于
他们的青春活力。此外，本次毕业杯中场休息期间举行趣味运动会，为紧张的篮球比赛增添一丝轻松。
其中趣味运动会包括女生定点投篮、绑腿运球、接力托球跑、螃蟹背瓜四个比赛项目。
此次储建院毕业杯篮球赛有来自 14 个班级的八支队伍参加，比赛将采用小组循环积分淘汰制。
经过层层筛选的队伍最终将进入决赛和总决赛，进行冠军的争夺。据悉，后续赛事将于近期陆续展开。
（储建学院 俞晖）

石工学院与教授有约之百名导师与学生面对面成功举办

由石油工程学院团委主办、石工督学会承办的 “与教授有约第 111 期”百名导师与学生面对面
活动在唐岛湾三楼多功能报告厅举办。石油工程学院油藏、采油、钻井、油田化学、海洋油气方向的
众多教授、导师出席活动，辅导员郭晓静主持本次活动。
活动共分为三个流程。首先，石油工程学院副院长张凯向在座的老师和学生介绍了学院现
在的整体情况以及研究生录取政策，介绍中张院长提醒大家要谨慎选择研究生的攻读方向，同时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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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对学院的实力、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要对学院的各项政策放宽心。之后，石油工程学院油藏、
采油、钻井、油化、海洋油气方向的导师依次登台向大家介绍自己的研究方向，以便学生们能准确找
到自己心仪的导师。介绍中，场下不断响起掌声笑声，教授们平易近人的一面在此时一一呈现。最后，
各位导师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来到了学生们中间，悉心为学生们解决考研问题和研究生方向选择问题，
帮助学生们做出最好的决定，防止走错人生又一个关键的路口。
石工 1411 班级刘世成在活动后说：“希望同在座的各位同学勤勤恳恳的努力，踏踏实实的进步，
选择到自己心仪的导师，一同铸就属于我们的石油梦，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
己的力量。” （石工学院 吕俊杰）

文学院学生工作队伍深入学生宿舍进行现场办公

为扎实落实辅导员“五进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学生宿舍的管理，营造一个安全、和谐、平安
的宿舍环境。文学院分党委副书记杨武成带队于 17 日上午对全院学生宿舍进行安全卫生大检查，此
次工作的重点是排除安全隐患，深入了解学生生活，全体辅导员和主要学生干部参与了此次卫生安全
大检查。
检查结果表明学院学生宿舍卫生及安全总体状况良好，做到了地面干净、桌面整洁、安全用电，
大部分宿舍环境整洁舒适，但仍有部分宿舍存在安全隐患、宿舍个人内务不整、物品乱堆乱放和存在
卫生死角等，对于这些宿舍，检查小组提出了宿舍整改意见，并将在随后进行不定期检查，以确保其
宿舍卫生得到良好改善、用电安全得到有效保证。杨武成与宿舍的同学亲切交流，仔细询问其生活学
习情况，对学生的学业十分关注，强调宿舍内严格禁用违规电器，平时要多注意通风，屋内物品摆放
整洁，保障宿舍卫生的同时一定注意宿舍安全。
同学们均表示很支持学院这次的查寝活动，督促他们保持寝室环境整洁，培养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也会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安全的寝室环境。（文学院 张娟）

机电工程学院举办第一期“领悟论坛”讲座

5 月 13 日下午，第一期领悟论坛讲座在南教楼 204 教室开讲，本次活动由机电工程学院 15 级年
级学生会主办，论坛邀请车辆工程专业 5 位优秀学长传授考研、保研、就业经验。
晚 7 时，主持人宣布论坛会开始，保研大连理工大学的单晗学长直奔主题，就学生们最关心
的保研流进行介绍，建议同学们多获得证书，多参加如大创等具有代表性的比赛，强调英语六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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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此外，他还将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就业进行对比，指出本科生考研与就业两个不同方向的优缺
点，这对有志于考研、保研的同学规划发展方向有着积极的作用。
签约上海通用五菱公司的柯鉴学长，在大一大二期间学生工作社会实践经验丰富，他总结自
身优势，重点分享实习经历，介绍面试流程。“不同单位单面、群面顺序不同，优秀企业竞争激烈，
在各个环节要做好充分准备。”之后他对本科生就业问题提出自身理解，从总体的就业率、就业方向
及就业待遇等展开分析，让同学们对就业前景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为同学们选择今后的发展方向提供
了部分参考。最后，学长们对部分学生提出的就业、考研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领略天下事，悟知未来心”，本次“领悟论坛”活动为学院同学提供良好的沟通平台，利于车
辆工程专业的本科生在今后的发展方向上做出更加明确的选择，对未来的人生进行更加详细的规划，
从而以积极昂扬的信心迎接新的挑战。

信控学院启思杂志排版培训讲座顺利举办

为了更好的推进启思排版工作的进行，我院宣传部于 5 月 13 日晚 7 点，在工科实验楼 E 座 1202
举行启思排版的讲座。此次讲座有幸请到上一届启思主编王晓同学，讲座由我院宣传部负责人主持，
研会主席和多名研会成员参加了本次培训。
在启思排版方面，王晓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首先，排版要整齐划一，每年的排版格式可以不一
样，但是一定要做到统一，这样才能整洁。其次，尽可能的让更多的成员参与到启思的排版当中去，
一方面可以锻炼同学们排版的能力，为今后学写论文打下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启思排版的任务比较
重，人多力量大，也更好的保证了在研三师兄师姐毕业离校之前能够拿到一份启思打印版。最后，要
分享在排版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为下一届的启思排版留下宝贵的财富。
此次启思培训讲座，增强了研会新一届同学对启思排版的信心，提高了成员的排版能力，为以
后排好启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次启思排版讲座的学习让我受益匪浅，解决我对启思排版的很多
疑问，让我对启思排好版更加的又信心。”宣传部部长孟妍说道。（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李晓辉）

全球 SPE 校园大使芮振华博士来我校做讲座

5 月 15 日，美国 IPA 公司高级研究员（IPA 前身为世界前五的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的
能源项目研究部）芮振华博士作为 SPE 校园讲座大使，受邀来我校做题为“油气项目系统评价体系”
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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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内容主要包括 SPE 介绍、油气系统评价、石油行业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芮振华在开场首
先向同学们介绍了石油相关行业的专业协会，对 SPE 的发展、结构以及会员总数进行介绍，此外，还
将当前国外油气项目开发的情况向同学们进行了简要汇报，使同学们充实意识到油气系统评价的重要
性。会后，芮振华博士就职业规划、未来发展、行业选择等问题与参会学生进行了深入沟通，通过讲
述自己的工作经历以及感悟，鼓励同学们对石油行业要有信心，尽早确定目标，努力奋斗，或者尽早
转行，进入喜欢的行业。
芮振华博士现任国际石油工程师协会(SPE)全球技术董事顾问（首位华人）、SPE 国际 PF&C 技术
大奖评委会主席、SPE 全球技术年会（ATCE）的主要负责人和分会主席，SPE 国际青年委员会委员，
SPE 校园讲座大使等，同时兼任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评专家和加拿大自然科学基金的国际评委以及 J.
Nat. Gas Sci. Eng. 等五个国际主流 SCI 期刊的副主编、编委及特邀编委。（石工学院 赵文）

◆简讯

13 条

1.5 月 10 日，文学院英俄党支部在文理楼 306 会议室内举行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专题会议。
2.5 月 11 日，第二届“学而思杯”模拟教师风采大赛校园决赛激烈展开。（理学院 覃能）
3.5 月 11 日，“学而思”文学院招聘宣讲会在文理楼 306 举行。（文学院 赵振华 柏辉）
4.5 月 12 日，理学院 2016 级班干部会议于文理楼 283 室召开。（理学院 田方 王冉）
5.5 月 12 日，储运 1402 班学生通过易班回顾了第 100 期思创论坛。（储建学院 刘昱辰）
6.5 月 12 日，研物理学生党支部召开了一次支委会及其扩大会议。（理学院 吴康康）
7.5 月 13 日，信控学院同心圆青年志愿者协会进行第一次新闻写作培训。（信控制学院 王彦霏）
8.5 月 13 日，理学院“晓六艺·知书理”传统文化大赛于荟萃广场拉开帷幕。（理学院 张佳祺）
9.5 月 13 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第二届现代礼仪大赛在讲堂群西环 301 举行。
10.5 月 14 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第二届答辩大赛展开。（理学院 覃能）
11.5 月 15 日，石工 1607、1608 团支部举行了以“我的青春我的梦，做合格共青团员”的团日活动。
12.5 月 16 日，理学院数学、信息、光电、应物等四个专业召开班长团支书会议。
13.5 月 19 日，理学院 16 级本科于南教 209 教室召开期末迎考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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