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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部风采
2016 级机自与机械专业召开年级大会
3 月 7 日下午，机电工程学院 2016 级机自与机械专业年级大会在南教楼 100 教室召开。2016
级辅导员刘旭华老师主持此次会议，总结回顾了机自与机械专业上学期成绩，同时规划展望新学期工
作。
会议伊始，刘旭华老师通过对上学期期末成绩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对成绩优异的同学提出了
表扬，也勉励了成绩欠佳的同学，激励他们要更加努力去学习知识，并说到：“同学们要重视知识的
积累，为今后的专业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 此外，刘旭华老师在会议中还着重强调了“再适应”
能力。在经过一个学期的生活，同学们要适应大学的学习节奏，适应大学的考试模式，新学期更需要
再适应新的课程。接着，刘旭华老师还要求各班培养乐学、自信、智巧的学习风气，提出加强与任课
老师沟通的建议，还提醒了同学们要重视英语平时的积累应用，为 12 月的英语四级考试打好基础。
之后会议就规划德育、社团建设、安全总务、大学生入伍等工作展开，要求各班加强自习与早操制度
管理，保持宿舍整洁卫生，共同营造良好学习生活环境。
各班沟通交流，群策群力，使得专业凝聚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机自 1601 班班长徐明会后感言
道：“会议让我认识到上学期工作的不足，也明晰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不但要培养自身能力，更要
带领班级共同进步。”新学期，新起点，新目标，机自与机械专业的同学们将携手奋进，共同迈向新
征程。(机电学院

张宏喆 孙登 )

我校志愿服务节开幕式成功举办
为了鼓励大学生争作青年志愿者，提高大学生志愿服务积极性和主动性，准备三月份的志愿工作，
3 月 5 日上午，由校青协主办，文学院青协承办的第十二届大学生青年志愿服务节在我校荟萃广场成
功举办。本次活动由营销一班王嘉琪主持，文学院青协全体人员和诸多青年志愿者参与此次活动。
活动共分三个部分：主持人致辞、全体人员宣誓和拍照留念。会议首先由主持人宣布开幕式致辞，
主持人从青年志愿者的使命、青年志愿者对社会和校园的贡献以及青年志愿者精神等几个角度进行生
动柔情的阐述，表达了主持人乃至整个校园、社会对青年志愿者的赞美和感谢。随后，主持人宣布全
体人员宣誓。在场的所有志愿者们行动一致，神情庄严凝重，起誓声豪壮嘹亮，传荡在校园的每角每
落。宣誓还引起了诸多过往行人的观看，他们自发停下脚步，为志愿者们故障以示尊敬。宣誓完毕后，
全体参与人员一起合照留念。
中午 12 时，开幕式圆满结束。观看此次活动的过往大学生法学 1601 郑辰在接受采访时说：“志
愿者们宣誓时庄严肃穆的神情与服务他人时热情友善的态度深深打动了我，我也要从现在开始，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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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活动，服务社会和他人！”本次开幕式不仅标志着第十二届大学生青年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始，更
促进了大学生投身于志愿服务活动的热情，促进志愿精神在校园的传播，为学校乃至社会渲染“服务
社会、奉献真诚”的氛围。 （文学院 杜文倩 陈思羽）

地学院科创联召开全体会议
3 月 7 日晚，地学院科创联在南教 205 召开了全体会议，科创联指导老师霍宁、学院辅导员李晓
彤、研究生 AAPG 协会负责人及科创联全体成员参加本次会议。
会议抓住“服务他人中完善自我，成就他人中突现自我”这一主题，围绕“科技活动的意义，2017
年科创联工作重点以及机构梳理，新网站建成并运营”三部分内容展开。
会议伊始，霍宁介绍到大学生科技工作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提升专业认同感，了解、热
爱、投身于自身专业；提升科研素养和自身科研水平、质量；培养团队意识，学会与他人合作；培养
创新意识，知识迁移和灵活应用；认识自身能力不足，开拓全球视野；实现自我，产生家国情怀。“希
望同学们可以做‘仰望星空的人’，勇于成为团队中坚力量乃至领袖！”霍宁说道。
紧接着，霍宁对科创联 2017 年工作重点和机构梳理进行了阐述。一是地质模型大赛的筹备安排，
活动继承以往又有所创新，主要分为两大团队——本科生主力构建实物模型、研究生院联合网络中心
等部门构建“地质博物馆数字化模型”，并支持跨院组队。二是将从研究生 AAPG 协会和本科生 APG
协会开始尝试联合学术组织，拟将主席设为研究生、副主席中设一本科生，以此实现“导师指导、研
究生领导、本科生参与”的模式，更进一步规范落实工作。
随后，李晓彤对油气地学大学生科技创新平台进行了介绍。网站于 2016 年 11 月，经过众多师
生共同悉心努力搭建而成，内容由秘书处会议组拟定，交由宣传部审核，李晓彤导员再审发布，从而
全方面保证质量。网站力求实用价值，设有活动指南、协会组织、榜样成果、科技新闻等板块，详细
为阅览者介绍科技创新方面的公告、新闻、通知、各类比赛，帮助各专业同学了解相关知识，“希望
网站为同学们参加科技活动提供帮助，成为消息来源的一个渠道，加强教师、学生们的交流与了解”
李晓彤导员说道。
本次会议旨在厘清问题、抓住重点，以期更好地履行服务职能，为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增
色助力。（地学院 范思远 蔡丽华 霍宁宁）

石工学院举办少数民族演讲比赛
3 月 12 日，为促进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对民族团结和学业成长的理解与认识，由新疆内派教师
曙光推动，石工学院团委主办的“青年之声-石油工程学院少数民族学生演讲比赛”在工科楼 347 会
议室举行，学院全体辅导员应邀作为评委参加了比赛。
参加此次演讲比赛的 22 位选手紧紧围绕主题，结合自身实际发表演讲，他们个个满怀深情，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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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声情并茂，比赛现场不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们或激情澎湃的赞美伟大祖国，
赞美党的民族政策，或朴实真诚的阐释大学经历，用自己的切实感受讲好民族故事。他们从不同角度、
不同层面，通过鲜活的内容、生动的语言，充分展示了其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一家亲的赞扬，对刻
苦学习成长成才的渴望，抒发了为追求理想而不懈奋斗的决心和信心，展现了我院新疆籍少数民族学
生的文化素养、青春活力和精神风貌！
经过激烈的角逐，13 级的肖开提同学、14 级的热法提同学及 15 级的赛福拉同学荣获一等奖，比
赛圆满结束。学院团委书记赵晓珂老师对选手们的表现做了精彩的点评，并对广大同学提出良好祝愿
和希望。王方晴老师以切实的例子阐释了民族团结，民族融合交流带来的对广大少数民族同学成长的
良好促进。最后，一张幸福的全家福将此次活动永远定格在民族团结的大环境中。（石工学院 李昀
泽）

化学工程学院 2016 级应环学联召开年级大会
为总结上学期应环学联的学习生活情况，激励本学期同学的学习兴趣，让同学们及早的进入到新
学期的学习生活中来，应环学联于 2017 年 2 月 26 日在西环 101 教室召开新学期第一次年级大会。会
议由辅导员陈兆辉主持，应环学联全体同学参加。
会议伊始，陈兆辉重申毕业要求并强调自主选课的重要性。会上陈兆辉还大致展示了上学期学联
各班级成绩以及宿舍检查的情况，进行了学习方面和生活总结，并警醒属于“学分预警”的同学重视
补考。陈兆辉还提醒同学加强体质锻炼，争取在运动会中取得良好成绩；鼓励同学积极参加班级集体
活动，提高班级凝聚力。会上还要求同学们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和自律能力，并布置了新学期的日常考
勤制度。
会议过程中学联学生会主席刘小琦代表学联学生会回顾了上学期学联学生会取得的成就，分析了
上学期学联学生会以及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不足，对本学期的学习生活提出了一定要求。最
后，陈兆辉就英语四级考试向同学们讲解了一些注意事项。
至此，本次应环学联年级大会结束。会议激励同学更好的投入到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来，对同
学的学习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化工学院 蒋滨莲 张晗）

信控学院欢乐“女生节”，浓浓七班情
3 月 7 日是一年一度的“女生节”。“女生节”虽不是传统节日，但是在全国各大高校，特别是
在工科院校中却十分流行。3 月 7 日晚上，电气（卓越）1407 班全体成员于南堂 301 举办了送礼物、
送祝福等一系列活动，男生们以此表达对班级女生的节日祝福。
活动中，班长贾楠向班级学生介绍了“女生节”的由来和发展，并展示了其他高校在“女生节”
当天开展的各种趣味活动。随后，男生代表向女生送上事先准备的蛋糕和节日贺卡，并对女生送上祝
福。在贾楠的组织下，每位女生随机抽取两位男生，并现场说出一个心愿，由抽取到的男生负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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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活动过程中充满了温馨与欢乐。“真的是非常惊喜，感谢我们大七班的男生们，给了我们一个完
美的女生节！”电气 1407 班的赵晨辰说道。
本次活动，加深了卓越班学生之间的友谊，增强了班级凝聚力，也让每个同学感受到了班集体
的温暖。（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宋鹏程）

经管学院 2017 年团校开幕
3 月 5 日上午，经管学院团校于南教 201 教室举办。本次活动由学院学生团总支刘佳峰主持，团
委书记李峰弼老师、马克思主义学院张会芸老师到场出席。学院学生干部和团校学员参加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分为团校开幕式、团课第一讲、团课第二讲三个部分进行。在团歌《光荣啊，中国共青
团》的旋律中团校拉开序幕。团委书记李峰弼老师致辞，并宣布团校开幕。随后，团总支刘佳峰向大
家介绍团校章程。通过他的介绍，在场各位加深了对团校章程中的考核制度等内容的理解。接下来，
李峰弼老师加强围绕共青团组织第二课堂建设开始了团课第一讲。他以自身为例，说明了加强共青团
员对团的认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各类调查研究数据向在场学员展示了大学期间学生工作、社团、竞
赛参加程度的不同影响了一个人未来从事职业的选择。最后，马克思主义学院张会芸老师为大家带来
团课第二讲——雷锋精神。不同以往的雷锋生平介绍，张会芸从三个阶段讲述雷锋精神的演变。分别
是第一阶段得重心在爱党爱毛主席、第二阶段的工作勤恳、第三阶段的助人为乐。通过她的讲解，学
员对雷锋精神有了新的认识。
本次团校活动的举办，加深了学院团员对于共青团的认识，为日后更好的投身于团的建设、为团
服务奠定良好基础，促进了共青团员的全面发展。(经管学院 孙玲珑)

机电学院 14 级材安学联召开第一次班长例会
3 月 10 号，机电工程学院 14 级材安学联第一次班长例会在八号楼值班室顺利召开，14 级材安
学联辅导员蔡小茵以及导员助理、各班班长参加此次会议。
会议上，九位班长依次将各班同学的学习情况、寝室卫生情况、团日活动情况和思美节活动情
况向辅导员蔡小茵做了详细的汇报，蔡小茵认真听取并根据各班的学习、卫生情况给出合理的工作建
议，并着重强调学习上要加强对欠学分严重同学的管理工作。
汇报工作完成后，蔡小茵向各位班长了解了班里同学的毕业意向以及同学们的近期准备情况，
总结出了学联学生在考研、保研、找工作、出国留学准备期间所遇到的几条问题，对这些问题做出了
解答，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深刻地分析了目前考研的形势和报考研班的利弊，并为根据各班情况
制定了相应的升学目标。
会议最后，辅导员蔡小茵对各班班长接下来的学生工作做出了强调说明。会后，各班长表示，
此次班长例会意义很大，每个班长都应督促班级同学尽快找准自己的目标，并不断整顿好班级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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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

“石大小黑板”心理学术讲座顺利开展
为丰富学生们的课余活动，为学生们搭建一个心理交流的平台，为广大师生科普心理学的知识，
王青工作室开展了以“石大小黑板”为主题的心理学术讲座活动。该讲座在南堂南侧的地球仪广场举
行，文学院 2016 级辅导员张娟担任主讲。此次学术讲座吸引了过往学生们的积极参与，现场气氛活
跃
讲座伊始，张娟介绍了讲座的主题“遇见”，向学生们讲述了有关遇见的心理学知识。并让学生
们以这一词语为中心联想这一天的遇见，并让学生们进行分享。在这个过称中，张娟以美国心理学家
的实验为例，并引用卡耐基的名言，着重向学生们强调了与人交往的重要性，不与外界沟通，人类无
法生存。引起学生们的热烈的讨论。接着，她发起了“寻找有缘人”这一活动。她让学生们自由抽取
不同的标签，凭借标签的颜色形状去寻找自己的有缘人。在学生们找到有缘人之后，大家分享了他们
之间的共同点，现场气氛达到高潮。
在接下来的讲座中，张娟向学生们讲解了几种在日常沟通中常见的心理学趣味知识，并举例了相
关的事例和手绘图画加以说明，让学生们了解到更多的与人交往的技巧与心得。
下一环节中，张娟提出了几个有关如何与人交朋友的问题，同时让学生们分享了自己交朋友的方
法。随后，她阐述了人际交往的影响因素，并鼓励同学们冲出自己的舒适区，敢于和新的环境，新的
朋友交往。接着，她便让学生们开展游戏，打乱站的顺序，并鼓励他们和身边的新朋友交流，现场欢
声笑语不断。
最后，张娟说到：“相遇，本身就是场奇迹，世界那么大，谢谢你让我遇见你”。在这句话中，
结束了今天的讲座。“张娟老师的这场心理讲座让我受益匪浅，也让我教到了更多的朋友，世界那么
大，相遇也是种奇妙的缘分。”文学院学生陈思羽说到。（文学院 杜文倩 陈思羽）

储建学院举办“思”“美”飞花令
思美节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专门为女大学生开设的节日，旨在提高女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
她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意识。因此，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储建学院储先锋新媒体工作室在
3 月 12 日举办了一期思美节特别活动。
此次活动在校园内举行，由新媒体工作人员进行采访和拍摄。该活动以比赛的形式展开，比拼
双方为男方和女方。只要参赛人员能说出带有“思”或“美”的诗词，就代表着他们所对应性别的队
伍通过这一轮比赛，同时获得活动小礼品一件。如果回答失败，参赛者则需要送石大一段祝福语。此
次活动引起了在校老师和学生的积极参与。最后，新媒体工作室人员会将此次拍摄的视频做成剪辑进
行微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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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动不仅展现了石大师生的才华，同时也响应了石大思美节“思我之佳人，美其于才德”
的主题。(储建学院 贾贝贝 张乐)

“惟真学社”传书香，引校园“阅读热”
“胸藏文墨怀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一本好书影响一种人生态度，决定一种生活高度，常读
书的人，心境常常平静而悠远。为了能够将传递读书魅力，培养当代大学生的阅读习惯，以“惟真惟
实”为宗旨与追求的“惟真书社”应运而生。
3 月 5 日晚，“惟真学社”开幕仪式在文理楼 580 室举行，经管学院院长李雷鸣，公管系教师
李辉、王菊娥，及来自各学院的读书爱好者受邀参加。“如何才能从阅读中感受到作者的思想？”李
雷鸣院长在仪式上与大家共同分享读书体验，他提出读书“要宽不能专”，多阅读思想性强的书，并
提倡孔子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通过阅读来提升思想的长度、宽度、高度，学会以不同角度、不
同层面来解读社会、审视社会。
“惟真学社”为提供一个舒适的阅读环境，与图书馆达成合作，定期收集新书并定期推送推文，
向热爱阅读的同学们推荐有意义、有深度的书籍。“惟真学社”如同一个微型图书馆，在校园中促进
形成读好书、好读书的文化氛围，以号召更多人加入到热爱读书的行列中来，打造更好的读书氛围，
高举“阅读”之旗帜而前进。(经管学院 高宇)

◆简讯

10 条

1.3 月 5 日，春晖志愿服务队开展“三月春晖迎雷锋”系列活动。（地学院 曹亚楠）
2.3 月 6 日，科创论坛第 210 讲在大学生活动中心成功举办。（文学院 孙琪 陈思羽）
3.3 月 6 日，张传军作题为“航天事业创新与大学生创业”的主题报告。（文学院 张远旭）
4.3 月 7 日，地学院科创联在南教 205 召开了全体会议。（地学院

范思远）

5.3 月 7 日，机电工程学院机自 1601 班召开了新学期班会。（机电学院

张宏喆 ）

6.3 月 7 日，地学研 15-1 党支部秉承优秀传统开展了“思美送温馨”活动。（地学院 张雁）
7.3 月 7 日，地信 15 级团支部举办了“从你的手里牵走一个心愿”的思美节活动。（地学院 秦雪）
8.3 月 7 日，CHU 先锋传媒中心在南教学楼 110 教室召开全体大会。（储建学院 陈子琦）
9.3 月 7 日，地质 1502 班组织全体成员进行登小珠山的活动。（地学院 魏亦晗 王梦梦 郑珊珊）
10.3 月 9 日，由文学院工会举办的教职工乒乓球团体赛成功举行。（文学院 杜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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