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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动态
学校举办《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专题培训
近日，教育部修订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为做好《规定》
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指导和规范我校高校学生管理工作，4 月 13 日下午，党委学生工作部邹维
忠做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习·解读·释义》的专题培训，学校相关部处人员和全体学
生工作者参加此次培训。
邹维忠结合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解读了《规定》修订出台的背景，深刻阐述了《规定》出台的意义以及对高
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新要求。随后，邹维忠针对《规定》的 7 章 68 条逐章逐条系统地进行了解读和释
义，并对相关条款进行了关联解读，其中穿插了丰富的案例对重要条款进行说明。
化工学院辅导员刘伟表示，“这次培训是对《规定》非常系统的学习，讲解中做到了前后关联呼
应，并穿插了生动的案例，对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此次培训讲座是学校贯彻落实《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组织的系统学习和培训，后期学
校将会通过组织外出培训和内部研讨继续加强学习，进一步完善学生管理制度，切实提高科学管理、
依法管理、服务管理的意识和水平。

◆院部风采
储建学院党委组织参观莱芜战役纪念馆和焦裕禄纪念馆
4 月 15 日、16 日，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党委组织学院教职工党员赴莱芜战役纪念馆和焦裕禄纪
念馆参观学习，缅怀先烈，接受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深刻感受党员责任和使命。
15 日，储建学院教职工党员、无党派教师代表等 30 余人到达莱芜战役纪念馆，纪念馆是 1997
年在原莱芜革命烈士陵园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馆内生动再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史上运动战的光
辉范例——莱芜战役。莱芜战役是 1947 年解放战争时期，由陈毅，粟裕、谭震林指挥华东野战军在
莱芜举行的一次著名战役，这次战役创造了运动战中歼 7 个师 6 万人的光辉战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展厅里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器物，一幕幕革命战士浴血奋战、英勇不屈的情景，深深感染和
鼓舞着每一个人。随后，大家还参观了鲁中抗日战争展览馆，展览馆忠实记录了党在鲁中地区带领广
大军民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艰辛历程，在场馆解说人员的引导下，大家怀着对历史和革命前辈的深
深敬意，参观了室内展厅，瞻仰了先烈们的光荣事迹和革命遗物，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昭示着共产党
人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对人民的一片深情、对事业的无限忠诚，给人以强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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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大家又来到位于淄博市博山县的焦裕禄纪念馆，在焦裕禄同志墓前，储建学院党委书记
李心市代表大家向焦裕禄墓敬献了鲜花，带领大家向焦裕禄烈士鞠躬致哀，缅怀这位把毕生精力献给
党和人民的模范共产党员，并带领全体党员庄严地举起右手，面向鲜红的党旗重温了入党誓词。在焦
裕禄纪念馆里，大家认真观看展厅里的展品和图片，仔细聆听讲解员对焦裕禄同志带领兰考人民战风
沙、治盐碱，战天斗地、感人肺腑、动人心魄的事迹介绍，学习焦裕禄同志深入群众、亲民爱民、艰
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
储建学院党委副书记张程表示，“这次参观学习既让大家感受了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顽强不屈、
自强不息的革命主义精神，也深刻感悟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像焦裕禄精
神，就很值得大家去回味，这样才能更加坚定大家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勤奋工作、刻苦钻研，用
心做好人才培养和教育工作。”（储建学院 郑健）

机电工程学院艺术团举办吉他教学讲座
4 月 14 日，机电工程学院艺术团在 19 号楼 6 楼活动室举办“吉他日式指弹技巧”讲座，艺术团团
长杨臻，团长助理兼校吉他社副社长焦诗哲作为主讲人出席讲座，机电院艺术团部分成员和吉他社部
分成员参加讲座。
讲座开始，焦诗哲先就讲座内容进行概述，“本次讲座主要讲些指弹，我会讲解指弹的种类的
各自的风格，但是本次讲座的重点是日式指弹。”随后，焦诗哲进行了示范，随着左手和弦的转换和
右手的滑动，演奏出一个个动听的音符。弹奏完毕后焦诗哲就一些较难的技巧如 attack mute 和 palm
mute 等进行详细重点讲解。有些基础的同学们开始拿着自己带来的吉他跃跃欲试，焦诗哲在同学之
间不断的纠错、解惑。有些同学喜欢指弹缺基础不够，焦诗哲耐心地向这些同学们教一些基础的课程。
学员冉沁杭在讲座结束说到，“一直很喜欢吉他，但一直没有好好了解的机会，这次讲座不仅得到了
理论的知识更有实践，焦副社长也很热情的在向我讲解各种问题，这次的讲座很有意义。”
据悉，为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使学生在校园文化生活中能发挥更大的价值，机电工程学院
开展了各种形式新颖有趣的讲座，此次“吉他日式指弹技巧”讲座就是其中之一。

理学院理科实验班召开专业座谈会
为了让理科实验班 2014 级学生更加深入了解保研、考研以及择业等就业渠道的相关知识，同时
明确目标，制定个人发展规划。4 月 16 日晚，理科实验班于南教楼 501 号教室召开了专业座谈会，
本次座谈会分别邀请了 13 级保送名校学生、考研高分学生以及顺利签约石油石化学生共六名，辅导
员刘威和 14 级全体学生、部分 15 级学生参加了本次座谈会。
会议首先由理科实验班学习部长魏钰琳介绍了 13 级优秀学长学姐的基本信息以及就业情况。随
后，潘雨晴和袁发又结合自身的保研历程，分别针对前期的准备工作、联系导师和参加夏令营三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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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强调了需要重点注意的问题，同时提醒 14 级意向保研的学生要注意各网站上的信息，主动联系老
师，真诚沟通；顺利考研学生赵滕和陈旭分别讲述了自己考取外校和本校的经验，在分享经验的过程
中，他俩都提到了决心、规划和效率的重要性，同时还指出要完成每天规划的任务，脚踏实地的走好
每一步；而刘鸿瑞和周欢在分享自己求职经历时，首先强调自信心的重要性，不要受当前的石油石化
行业发展现状影响，动摇找工作的决心。同时他俩还讲述了自己找工作的经历和面试时的注意事项，
指出没有送上门的工作，只有自己走出去才能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针对如何抉择考研还是择业，他
们一致认为，只有明确自己的发展规划，才能做出准确的决定并付诸于行动。
本次会议让面临就业和准备攻读研究生的同学们受益匪浅，参加座谈会的安邦同学表示：“通过
这次座谈会，我了解了很多以后有可能要面对的问题，也避免了很多以后可能走的弯路，对自己以后
的发展方向也有所认识，帮助很大”。（理学院 刘威）

化工学院举行二级团校结业典礼暨表彰大会
4 月 15 日，学院于南教 208 举行二级团校结业典礼暨表彰大会，学院团委书记徐光辉，辅导员
薛慧、魏孟吉、尹斌、陈兆辉参与本次会议。会议邀请到了第八届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校团委
副书记石国卿担任主讲。
会议开始，石国卿作题为“学生干部的担当与工作艺术”的演讲。他从自身出发，结合自己做学
生干部及辅导员的每段经历，讲述了优秀学生干部应该具有的一些品质，石国卿提到：“学生干部的
优秀品质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生俱来的，这部分外在条件是强求不来的。而另一方面，就是
后天的积累，成绩好、品行好、乐于助人、善于沟通、富有责任心等，这部分往往才是我们应该去努
力实现的。”
接着，石国卿从周易出发，围绕中国古代的孔孟哲学，从道和术两方面详细阐述了学生工作中的
哲学规律与方法论。他强调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干部，要胸怀高格局、要怀揣理想、要饱含热情、
要主动担当，要有一颗公仆心，这是学生干部的“道”。同时学生干部要眼中能看到事，看到事也要
会做事，做完事还要学会如何成就这件事，要学会沟通、协作、平衡、思考、学习，要多沟通、多思
考、多理解、多总结，少包揽、少懈怠、少抱怨、少失误，这是学生干部的“术”。幽默而不失内涵
的演讲赢来了在场同学的一致喝彩。
随后，徐光辉宣读了对本次二级团校优秀学员的表彰决定，并勉励他们，“踏实的做好自己，对
事物怀着一颗敬畏之心。这不仅是针对学生工作，更应该是一种人生态度。”
最后，石国卿、徐光辉为获得表彰的学员颁发奖状，本次二级团校也落下帷幕圆满结束。“这次
团课不仅学到了作为学生干部的责任担当，更收获了不少的做人道理。对于团校对我的表彰，是对我
过去努力的一种肯定，这让我着实振奋，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会更加努力，努力为同学做出自己的贡献。”
获表彰同学李博一这样说到。(化工学院 许晨杰 尹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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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控学院同心圆协会进行暑期支教纳新宣传
4 月 15 日中午，信控学院同心圆青年志愿者协会于玉兰餐厅西门举行了暑期支教纳新的宣传活
动，本次活动由星愿队队长郝世愣负责，其他服务队队员参加。
志愿者们身穿印有同心圆字样的红色马甲，在玉兰餐厅门口，向来往的学生们发放宣传单，
有兴趣的学生主动向志愿者咨询，志愿者们为学生讲述支教细节、山区孩子的情况和支教过程中的趣
事，郝世愣为一位同学讲述时说道：“虽然我们的力量都很小，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真的已经足够了。
只有你怀揣一颗爱心，那么你所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带给孩子们希望。让我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吧！
用我们的双手，托起孩子明天的希望！”
本次宣传活动旨在让更多学生了解支教活动，并参与到其中，与志愿者共同助力山区孩子的成长。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孙晓慧）

俄罗斯彼尔姆国立大学来地学院座谈交流
4 月 19 日，俄罗斯彼尔姆国立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卡贾亚、教授孔达科夫来地学院座谈交流，
地学院副院长刘华、测井系主任邵才瑞、测井系副主任谭宝海、地质系海外留学博士李善营参加了座
谈。
座谈会上，地学院副院长刘华代表学院对卡贾亚处长一行来院座谈交流表示欢迎并详细介绍了学
院的历史沿革、师资力量、学科建设及国际交流情况。测井系主任邵才瑞介绍了院系概况、学科优势，
回顾了与彼尔姆国立大学的交流合作情况。随后，卡贾亚也分别介绍了彼尔姆国立大学的重点学科、
发展现状及国际交流情况，特别希望能与地学院在科学研究及学生培养方面进行积极合作。双方就两
校学生学分互认项目、本科生的 2+2 及硕士研究生的 1+1+1、1+2 等联合培养方案进行了深度沟通与
交流，双方希望深入合作。
近年来，地学院与彼尔姆国立大学在国家公派优秀本科生项目、俄罗斯暑期地质实习项目、校际
短期学生交流项目等方面开展了密切合作。其中，俄罗斯暑期地质实习项目于 2016 年启动，2016 年
8 月地学院选派了第一批 10 名师生参加，该项目得到了双方参与师生的高度评价和认可，今年双方
将加大合作力度，暑假地学院将选派第二批 13 名师生参加，同时今年对方高校将选派一名专业教师
负责带队实习。目前，地学院参加 CSC 彼尔姆国立大学项目学生达 11 人，俄罗斯暑期地质实习项目
10 人，接收对方高校短期交流学生 3 人。据悉，双方将进一步加深校际短期交流项目合作，扩大交
流学生人数规模。
彼尔姆国立大学建于 1916 年，是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第一所高校，被列入俄罗斯第一批 50 所国际
化综合大学之列，在俄罗斯综合性大学排行中位于前五名。2010 年被授予“国家研究型大学”的称
号。该校现有 12 个系部，两所分校，56 个硕士研究生专业，6 个博士研究生专业。
（地学院 郭雪娇 谭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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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教师参加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2017 年年会
2017 年 4 月 14-16 日，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2017 年年会暨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十周
年纪念大会在上海同济大学举行，我院孙大满副院长、研究生教学管理部刘艳芹主任、淳柳及朱珊老
师参加了会议。
此次会议分三个环节进行：（1）14 日晚举行海上论坛，进行校企对话，讨论市场需求与人才培
养；（2）15 日会议正式开始，开幕式上全国 MTI 教指委主任委员黄友义、副主任委员仲伟合分别对
我国 MTI 教育进行了回顾与展望，随后澳门大学的李德凤教授、同济大学的李梅教授及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的崔启亮教授分别做了主旨发言，会上崔教授首次公布了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就业调
查，并提出了八条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3）15 日下午，我院教师参加了 MTI 教育专业特色建设与
发展、MTI 教育的师资发展途径、翻译实践与实习基地建设、本地化与翻译技术及翻译管理人才培养
等论坛，并与与会教师交流 MTI 办学经验，互相取长补短。（文学院 杜文倩 柳淳）

经济管理学院和文学院党校 2017 年春季联合培训班开课
4 月 15 日，文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党校 2014 年春季入党积极分子联合培训班开班典礼在西环 201
举行。校统战部副部长任晓东、经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刘江华、文学院党委副书记杨武成以及文学
院、经济管理学院辅导员出席开班典礼。本次教学对象为文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142 名入党积极分子。
开班典礼由文学院党委副书记杨武成主持。在雄壮的国歌中，全体师生起立，奏唱国歌。随后，
杨书记肯定了文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党校联合培训班所起到的积极的作用，并向大家介绍了本次入党积
极分子联合培训班的教学计划，提出了培训班的学习制度。校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任晓东老师讲授第一
课——《端正入党动机》。任晓东老师从目前的入党形势，入党条件，党员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正确的入党动机等方面进行了讲授。他通过例证分析与理论知识相结合的方法，向学生们深
刻讲述了单纯动机和非单纯动机的不同，以及最后造成的结果，从而得出只有确立正确的、先进的、
有利于人民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的入党动力，才是保证每位入党人先进纯洁、自律廉洁的主观
根基和重要保障。
本期党校的主要培训内容包括党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等。培训形式以理论授课为主，专题调研、观看录像、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相结合。本期
培训班计划学时为 24 学时，其中理论教育环节 20 学时（包括必修内容 16 学时，选修内容 4 学时），
社会实践环节 4 学时。社会实践环节以撰写学习心得为考核依据，每次实践课结束都要上交一份学习
心得。学员结业成绩由三部分组成：结业考试（70%）、社会实践（20%）、课堂表现（10%）。课
堂表现根据学员平时考勤、课堂纪律、讨论发言等进行评定。经综合考核合格的学员，颁发学校统一
印制的党校结业证书。
-6-

第六届“跃动地铁，彩绘未来”大地彩绘活动举行

4 月 16 日，在青岛地铁三号线全线开通，一号线海域工程过半之际，由化学工程学院团委主办、
学生会承办的以“跃动地铁，彩绘未来”为主题的大地彩绘活动在学校行知路举行，化工学院 2016 级
全部班级的部分同学及其它七个学院的学生会代表参加，化学工程学院团委书记徐光辉，16 级辅导
员刘芳含、魏孟吉、陈兆辉，13 级辅导员尹斌，学生会主席房克昌等担任评委。
在同学们的殷切期待中，主持人介绍了活动的主要流程和参加队伍后。在场的 200 多名学生开
始了调色、画图、涂色，一个创意丰富的车头、一节预示地铁飞速发展的超人车厢、一个刚刚冲出大
海的车尾······每个班级同学根据自己对地铁的憧憬，画出一节节风格各异的车厢，大家经过三个多小
时的努力，一列长达百米的“地铁”呈现在眼前，最后，评委对各个班级的作品进行评比打分，“我们
班的作品是以海洋为主体，表明青岛地铁顺利穿越海底，而各种海洋生物能够在地铁周围自由游动，
预示着社会的发展不会打破生态平衡，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装控 1601 的赵家乐对自己班级的
作品介绍到。
此次大地彩绘活动，向同学们宣传了地铁的便利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和价值的同时，为同学们提
供了一个团队合作的机会，表现出了同学们对青岛地铁的向往和憧憬，增强了学校的艺术气息。
（化工学院 陈浩）

◆简讯

12 条

1.4 月 10 日，应化 1601 团支部年度教育评议工作团小组会议成功召开。(化工学院 陈兆辉）
2.4 月 12 日，化学工程学院 AIChE 协会 Chem-E-Car 竞赛队员进行实操。（化工学院 孔得辉）
3.4 月 13 日，工业设计 1501 班于 17 号楼团体活动室进行了时间管理的团体辅导活动。
4.4 月 14 日，化工学院 2016 级学生参观了学校特种楼的石油工程训练中心。（化工学院 耿广仁）
5.4 月 15 日，学院于南教 208 举行二级团校结业典礼暨表彰大会。（化工学院

许晨杰）

6.4 月 15 日，机电工程学院机自 1601 班举办“笔墨澄怀”现场书法活动。
7.4 月 15 日，机电工程学院 2016 级 2016-2017-1 学期表彰大会在西环 201 举行。
8.4 月 15 日，信控学院 2014 级篮球赛决赛在北门灯光球场举行。（信控学院 焦誉豪）
9.4 月 16 日，机电工程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016 级举办保护海洋公益活动。
10.4 月 18 号，理学院材料物理专业在南教 206 教室举办了发展对象思想汇报活动。
11.4 月 19 日，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第二期专业交流会于南堂 306 室召开。
12.近日，机电学院李亚东获 2017 石油管及装备材料国际会议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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