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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报赠阅方式

为便于广大教职工及
时看到《中国石油大学报》，
中国石油大学报社继续向
东营校区家属区楼下报箱
投放校报，请广大教职工及
时清空报箱并上锁。报社
在唐岛湾校区图书馆一层
东西两处电梯入口附近、图
书馆大厅、工科楼A~D座门
厅、文理楼电梯入口处、培
训楼大厅、留学生楼大厅设
立了10个校报赠阅点，另外
在学生宿舍值班室共设立
19 个校报赠阅点。在古镇
口校区山能新能源大厦和
研究生公寓设立了5个校报
赠阅点。每期新报纸星期
一上架，欢迎广大教职工取
阅。本报电子版地址：http:
//sydxb.upc.edu.cn/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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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晚，来自北京科技大学、河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等全国不同省市11所高校的80余位师生齐聚我校唐岛湾俱
乐部多功能厅，通过相声、木板大鼓、福州伬艺等多种形式，上
演了一场精彩的曲艺盛宴，500余名师生现场观看。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引导广大青年在优秀
传统文化中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团结带领青年学生深刻
领会、自觉践行爱国爱民、锤炼品德、勇于创新、实学实干的
实践要求。五四青年节前夕，团委举办唐岛湾剧场第8期

“永远跟党走”曲艺展演，邀请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曲艺周展演
团队进校演出。10个展演节目主题聚焦现实，包含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歌颂时代楷模、展现校园生活等内容，生动展
现出新时代青年良好的精神面貌和高校曲艺发展的优秀
成果，体现了曲艺人的魅力和风采及爱党爱国情怀。本次
曲艺展演在涵养学生文化情操的同时，通过将党史故事以多种形式再现舞台，增强学生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

大学生曲艺周由中国曲艺家协会、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青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曲艺周吸引了
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宁夏大学等全国多所高校的曲艺社团报名参加，最终从众多报送节目中遴选出10个优秀作品在我
校展演。 贺文萱 王焱焱 刘秋蘅 徐明权 报道 杨雪梅 摄影

4月29日上午10时，中国石油大学胜华交响乐团参与举
办的“交响西海岸，同唱映山红”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歌会
在青岛市大珠山景区展开，以丰富多彩的艺术表演形式，带领
广大市民和师生共同唱响红色经典，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当天，主题歌会在中国石油大学胜华交响乐团大气磅
礴的交响乐演奏旋律中拉开帷幕。中国石油大学胜华交响
乐团先后演奏了红色经典曲目《红旗颂》、歌会主题曲交响
合唱《映山红》。主题歌会通过红色主题与激昂旋律齐声高
扬，大众文化与大学文化有机融合，艺术表演与优美风景
情景交融，充分表达了我校师生与新区人民念党情、颂党
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心和决心，彰显了青岛西海岸
新区独特的城市魅力与我校乐团师生磅礴的朝气活力。

这次主题歌会由青岛西海岸新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中
国石油大学胜华交响乐团协办、山东广播电视台承办，共设1个主舞台和4个分舞台。主舞台设在大珠山景区，以山上竞相绽放的映山红杜鹃花
为背景，以红色经典歌曲“映山红”为主旋律，开展多种形式艺术表演。四个分舞台分别设在青岛东方影都星光岛、金沙滩啤酒城、中铁·青岛世界
博览城、铁山街道杨家山里。本次主题歌会是围绕庆祝建党100周年，体现新区文旅融合、校地合作实践的一项特色活动，也是我校文法学院以
及胜华交响乐团师生为庆祝建党100周年，积极传播学校文化和高雅艺术、服务地区文化事业发展的一次实践。 李汉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孙茂骥）5月 3日上午，采
油工程 1981级同学相识 40年座谈会在办公
楼 1416 会议室举行，副校长姚军应邀出
席。10 余位无法到场的校友通过视频连线
的形式，与回校的 30 余位同学一起参加了
座谈会。

姚军代表学校对校友们的到来表示热烈
的欢迎，并听取了校友个人的简单介绍，向校
友们赠送了饱含青春记忆的纪念品——学籍
卡片复制件。姚军向校友们介绍了学校的发

展与现状，并回忆起上学期间的点滴故事。
他指出，采油工程 1981级校友们团结、进取、
包容，充分展现了学校惟真惟实的校训，代表
了石大人的特质，希望校友们继续在各行各
业发扬校友文化，展现石大精神，继续关心支
持学校的发展，提升学校的社会影响力。

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孙英
作为同学代表发言。她表示，感谢母校的教
育、培养，感谢老师们的无私奉献，感谢亲如兄
弟姐妹的同学们。每一位同学都会奋斗拼搏，

交给母校一份合格的答卷，真诚祝愿母校越来
越好，培养更多国家栋梁。

为表达对母校的感恩，采油工程 1981级
校友向学校捐赠 10万元。采油工程 1981级
的辅导员、任课老师以及石油工程学院负责人
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后，校友们参观了校史陈列馆、
“新时代 新征程——辉煌十三五、起航十四
五 庆祝建党 100 周年成就展”、图书馆（东
馆）、石油工程学院以及古镇口校区。

本报讯（通讯员 张佳佳）5 月 7～8
日，由我校承办的教育部高等学校地球物
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1 年第一
次全体会议举行。教育部高教司以及武
汉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吉林大学和中国
石油大学（华东）等全国 24 所高校的 25 位
委员参加会议。

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刘华东出席会议
并致辞，介绍我校的办学历程及学校地球
物理学类专业基本情况。指出地球物理学
类专业是石油勘探开发的主干专业，也是

学校的特色品牌专业，多年来已经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校企融合，协同育人”的油气
地球物理人才培养模式。

教育部高教司单蕾介绍了地球物理学
类专业的专业布局、人才培养、一流专业建
设、一流课程建设和基础拔尖基地建设等情
况，对 2021 年地球物理学类专业教指委工
作提出具体要求。

印兴耀委员介绍我校地球物理学类专
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情况。毛宁波委员、刘财
委员、姚华建委员和曹俊兴委员分别就国家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和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经验等做专题报告。全体
委员就一流专业建设、招生和培养质量、专
业设置、课程建设等进行充分讨论。

在主任委员李斐主持下，委员们就第
三批国家级一流专业遴选、基础学科拔尖
学生培养计划 2.0 基地以及国家级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等议题进行深入讨
论，达成许多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共识，
李斐还通报了教育部开展新一轮本科教
育教学评估工作的情况。

本报讯（记者 杨安）4 月 28 日，青岛西
海岸新区工委、黄岛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杜
乐江一行来校看望慰问符力耘教授和印兴
耀教授，副校长操应长陪同看望。

符力耘、印兴耀分别介绍在区工作生
活情况，感谢青岛市和新区长期以来对自

己的关心和支持，对新区高层次人才引进
和培育提出意见和建议。

杜乐江感谢符力耘、印兴耀等专家学者
为新区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新区将进
一步加大人才引进和培育力度，不断完善人
才政策，优化人才环境，为人才充分发挥作

用做好服务保障，促进校地共同发展。
操应长感谢新区对学校建设发展给予

的大力支持，希望新区在医疗保健、住房、资
金等方面加大对人才支持力度，给予学校更
多支持。学校将继续引进和培养更多优秀
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通讯员 何明）5
月 7 日，由中国青年报社、中
青校媒、腾讯微信团队共同发
起的“创造正当年——2021高
校视频号创造营”暨“2021年度
影响力高校视频号”颁奖仪式
在深圳举行，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视频号获评 2021 年度
影响力高校视频号。

微信视频号是微信在2020
年推出的短内容创作平台，致力
于为用户提供一个人人可以记
录和创作的平台；一个了解他
人、了解世界的窗口。我校于
2020年10月开通视频号，并成
为加入中青校媒联合腾讯微信
团队发起的“青年星火计划”的
第一批高校。学校视频号主要
发布思政教育、校园新闻、校园
景色、校园生活等各类视频作
品，紧跟传播热点，创新视频剪
辑，注重思政育人，生动立体地展
示石大形象，讲好石大故事，传播
石大声音。累计发布视频19条，
总浏览量超100万，总赞数超2
万，其中，短视频作品《石大新地
标》浏览量破50万，《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名片》浏览量破20万。

为助力高校打造自己的
品牌名片、讲好自己的品牌故

事，并培养更多的短视频人才，中国青
年报旗下中青校媒联合腾讯微信团队
于 2020年 8月 5日共同发起“青年星火
计划”，借助微信生态在青年群体中的
广泛影响力，推动全国高等院校通过视
频号展示高校形象、发布资讯、促进师
生交流，引导广大青年通过视频号找到
新舞台展示自我、发挥创造力。中青校
媒根据多维度综合考量，公布了100位
2021年度影响力高校视频号名单，中国
石油大学（华东）视频号位居第33位，并
获评2021年度影响力高校视频号。

教育部高等学校地球物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2021年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在我校举行

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黄岛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杜乐江来校看望慰问专家学者

采油工程1981级校友相聚石大，共话母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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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跟党走”大学生曲艺周展演举行

中国石油大学胜华交响乐团协办“交响西海岸，同唱映山红”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歌会

本报讯（记者 杨超）
5月 12日，学校党史学习
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
第三次例会，研究布置党
史学习教育有关工作。
学校党史学习教育领导
小组成员、党委副书记万
云波主持会议并就扎实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提出
明确要求，学校党史学
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体成员参加会议。

会上，党史学习教育
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结
合各自分工分别汇报前
一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存
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下一
步工作打算。会议认为，
前一阶段各单位重点结
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清华大学重要讲话精
神、“两优一先”推荐评
选等工作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活动，取得良好成
效，但仍存在读书学习
不深入、结合不到位、工
作推进不均衡等问题。
结合存在的问题，会议
进一步明确下一阶段重
点目标任务。

万云波对学习教育
前一阶段工作整体情况
给予肯定，赞成会议对问
题的分析判断，认同提出
的 改 进 措 施 和 目 标 任
务。为进一步扎实推进
学习教育，万云波要求
重点把握好以下两点：
一是把控关键时间节点
抓好关键环节，在“七
一”前要着重落实好讲
专题党课和“我为师生
办实事”两项任务，做到
准备充分、方案扎实、保
障到位、督导有力、务求
实效；二是抓好统筹，各
部门要提高站位、提升认
识、密切配合，把抓好党
史学习教育与落实上级
精神要求、围绕中心工
作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结
合起来，采取措施切实解
决教育工作推进不均衡
问题，在工作中要力戒形
式主义，发扬务实作风，
做好结合文章，以推动解
决问题为重点确保党史
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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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峰 王大勇 刘润 通讯
员 张志健）5月12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副
主任艾宏歌带队来校，就我校出国留学培训
工作“十四五”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学校党委
副书记、副校长刘华东会见了艾宏歌一行。

艾宏歌调研了“十四五”期间我校出国
留学培训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机
制，并进行了专题指导。调研期间，艾宏歌
出席了我校出国留学培训 2021 国际项目启
动会；同时，对委托我校编制的《出国留学培
训项目思想政治课工作指南》进行指导，并
就进一步完善优化提出了相关建议和要求。

“石油大学出国留学培训在20年的办学

实践中，持续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在国际项目的发展、开拓等方面
取得了很多成果”，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副主
任艾宏歌对我校出国留学培训给予了高度评
价，“希望学校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初心使命，为国家国际化人才培养以及广
大学生的成才圆梦做出更大贡献。”

“出国留学培训是我校国际化办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刘华东表
示，学校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出国留学
培训要立足行业、服务山东、面向全国、放眼
世界，着力建设全国示范性出国留学培训基
地，全力打造“山东领军、全国领先”的出国

留学办学品牌。
学校出国留学培训在 20 年的办学过程

中，牢牢把握人才培养质量“生命线”，积极推
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逐步形成了以

“五全一多”为主要特色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体
系，打造了一流的出国留学办学品牌。据悉，

“十四五”期间，我校出国留学培训工作将正式
启动“生源质量强基”“人才培养提质”“留学派
出升级”“思政育人铸魂”四大工程计划，全面
升级出国留学人才培养体系，持续提升办学
水平与培养质量。同时，将正式启动“卓越英
才”奖学金计划，从而更好地确保生源质量，进
一步激励学生刻苦学习、争先创优。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副主任艾宏歌来校调研出国留学培训工作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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