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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周报
团 讯 速 递
1．4 月 1 日上午九点，由管理工程学
院学生会监管服务中心主办的“PPT 演讲比
赛”在阶教 202 举行。同学们通过比赛的形
式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2．2018 年 4 月 3 日中午十二点半，管
理工程学院与高职学院在三教篮球场展开
激烈角逐，最终在这场篮球比赛中管理工程
学院以 25:26 惜败。

本 周 检 查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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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处处长宋玲一行到我院走访调研学生工作
4 月 2 日下午，学生处处长宋玲，副处长申维东、鞠志强到我院走访，对学院新学

1.宿舍卫生检查结果

期新班子的学生工作情况进行调研。学院党总支书记梁虹、院长荀志远、党总支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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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5

记于利俊及各年级辅导员参加了座谈会。会上，于利俊详细介绍了学院概况、工作思
路、近期工作安排、就业情况等几方面内容，获得学生处领导的高度评价。

二、管理工程学院党总支召开“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务虚会
4 月 2 日，学院班子成员在二教 410 会议室召开了“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务
虚会。会上，党总支书记梁虹对学院开展“三大”工作和师德师风学习教育活动的总
体安排、主要内容、工作要求进行了部署。院长荀志远强调，新任班子成员要有新目
标、新作为、新气象，强化理论武装，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
努力实现学院内涵式发展再上新台阶。

三、管理工程学院党总支本科生、研究生党支部召开“大学习、大调研、
大改进”工作部署会
4 月 4 日，管理工程学院党总支本科生、研究生党支部于二教阶 302 召开“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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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早操及晚自习检查结果

大调研、大改进”工作部署会，党总支副书记于利俊，辅导员仝莉莉、马小童，全体
学生党员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于利俊针对“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工作的整
体安排、主要内容、工作要求对全体学生党员提出要求，仝莉莉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线与大家进行了探讨。希望全体学生
党员能够主动夯实党性修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一名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

四、管理工程学院圆满举办广播操比赛
4 月 1 日下午，管理工程学院于三教篮球场举行广播操比赛，党总支副书记于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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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以及出勤率

及各年级辅导员出席并打分，17 级十四个班共分为七组进行比赛。最终，信管 172 班
获得一等奖，造价 172 班、工程 172 班获得二等奖，工管 172 班，工管 173 班和造价

92

物流 172 工管 174
出勤率 97％

95

工程 172 信管 172
出勤率 100％

96

工程 171 信管 171
出勤率 100%

96

信管 171 信管 172
出勤率 100%

171 班获得三等奖。

五、管理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干部召开专题学习会议
4 月 8 日上午，党总支副书记于利俊及各年级辅导员在 416 会议室共同学习了《中
共青岛理工大学委员会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的工作方案》文件精神及《青
岛理工大学“美丽校园”建设工程实施方案》等相关内容。于利俊强调，要以“美丽
校园”为契机，把公寓打造为学生工作的主阵地和主战场，进一步推动学生公寓文化
建设和制度化管理，通过辅导员进公寓、宿舍文化建设、优秀宿舍表彰、倡导无烟宿

4.7

舍等措施，打造公寓管理新气象、新风貌，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明素养和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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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程学院就业直通车
截止到 4 月 5 日，国工签约率达
到 34.48％、
物流签约率达到 20.59％、
工程签约率达到 20.37％、造价签约率
达 到 15.28 ％ 、 信 管 签 约 率 达 到
16.36％、工管签约率达到 9.09％。
其中，国工 141、物流 142 和工程
142 在就业中取得骄人的成绩。

就业早知道

管理工程学院信息网签约人员名单
姓名

班级

单位名称

常亮

物流 142

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

韩利君

物流 142

青岛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胡露露

物流 142

青岛海尔全屋家居有限公司

黄小英

物流 142

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李超

物流 142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工程公司

刘超越

物流 142

中铁建工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刘均民

物流 142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毛俊蕾

物流 142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宋守玺

物流 142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汪润秋

物流 142

中铁建工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王燕廷

物流 142

中铁建工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吴珊珊

物流 142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赵娜

物流 142

青岛海尔全屋家居有限公司

周东

物流 142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王丽

信管 141

青岛中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赵瀚卿

信管 141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赵靖

信管 141

青岛中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郑磊

信管 141

金现代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周天宇

信管 141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杜晓晓

信管 142

青岛中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王立冬

信管 142

金现代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宗晓宇

信管 142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德州市分公司

张贺娟

信管 142

冠达品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王宇萌

造价 141

中建一局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刘洋

工程 142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曾利民

工程 142

深圳广田集团有限公司

赵静

工程 142

雅迪科技集团

李倩

工程 142

富鼎电子科技(嘉善）有限公司

中地海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该公司将于下周莅临管理工程学院对毕
业生进行人事招聘。中地海外是由国内大型石
油化工、矿业勘察、工程建设、投资基金共同
投资组建的跨国集团，在十余个国家主要从事
工程建设、贸易租赁、投资运营、代理咨询业
务。集团凭借长期扎根海外的团队优势，秉承
“合作创造财富，创新谋求发展”的经营理念，
为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中国资本和
技术“走出去”提供优质服务。

就业小技巧
尽量展现机智、果断、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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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应届毕业生，缺乏经验，如何能胜
任这项工作?”此题的回答应体现出面试者的
诚恳、机智、果敢及敬业。如“作为应届毕业
生，在工作经验方面的确会有所欠缺，因此在
读书期间我一直利用各种机会在这个行业里
做兼职。我也发现，实际工作远比书本知识丰
富、复杂。但我有较强的责任心、适应能力和
学习能力，而且比较勤奋，所以在兼职中均能
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从中获取的经验也令我受
益匪浅。请贵公司放心，学校所学及兼职的工
作经验使我一定能胜任这个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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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追求的信仰；信奉宗教的教徒有他们自成一体的共同的信仰；投身
于科学研究事业的人有他们出于对真理和科学的崇高信仰；伟大的中华
民族也有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仰。那么，我们大学生青
年一代的信仰又是什么？
身处科技高速发展、物欲横流、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五彩斑斓世界
里，提起无形的精神追求，大多数的青年人更倾向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物
质追求，这些人的信仰已经被“利益化”
，失去了信仰本身的价值。对于
“我们以后究竟要做什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想必即使是
即将面临毕业的大学生也很难说出自己真正的答案。有些人的信仰是“得
过且过”，“吃好、玩好、睡好”，“人生苦短及时行乐”、“青春是用来挥
霍的”
，还有的一些大学生所树立的偏离正确价值观的信仰，它们就像是
我们精神的咖啡因，麻痹我们的大脑，侵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迷失于
茫茫人海的十字路口处并且愈走愈远。

学 生 佳 作
信仰
造价 161 闫洁
一直以来，我所期待的大学生活并不是整日地游手好
闲、无所事事、或是只想着如何消磨日子、随遇而安、贪
图安逸享乐，同时，也不是要将所有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都
投入到学习中去，因为这种做法只是又重复了一遍高中的
过程，如此一来，我不禁要问：上大学有何用？周围的这
个圈子里，有低头沉思行色匆匆认真思考的“学霸”，有手
牵手徘徊在校园各个角落的热恋情侣，有沉溺于温暖的被
窝抱着没有温度的手机而想着“明日何其多”的“拖延症
患者”，有将其自身置于虚拟游戏世界中无法自拔的“大侠”
和“英雄”
。在这些人身上，我总感觉少了些什么，或许是
小学生身上特有的稚气，或许是初中生身上洋溢的活力，
亦或许是高中生身上焕发的朝气，思前想后也无法得知这
种所谓的在多数大学生身上“丢失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然而，这些日子里有一个词一直占据着我的想法，它就是
——信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是苏东坡热爱
生命，不拘一格，浑然洒脱的信仰；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
破楼兰终不还”是王昌龄对于不懈奋斗，保家卫国的信仰；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是屈原对美好理想

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毛主席酷爱爬山，他在攀爬杭州的一座山
峰时，当他和其他随行的人爬到了半山腰已是傍晚之际，有人说再往前
走就没有路了，天黑了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提出下山往回走。然而，毛
泽东不满地说：
“你们是累了吧，不能累了就不干了，路不是人走出来的
吗？我们往前走，绝不下山，不能走回头路！”这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泽
东的个性，其中所体现的正是他坚定的共产党的信仰。他的这种信仰，
带领中华民族站了起来，建立了新中国。人是要有精神的。我们的习近
平主席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一个没有信仰
的人很难理解一个有信仰人的思维和行为，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冲突是
价值观的冲突。每个人都可以有着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人的信仰可以是
各异的，但必须是正确的，要以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为基础，同时，一个
国家也只有在一个相对统一的信仰的拥护下才可以繁荣昌盛。
对当代大学生而言，信仰更是一种追求，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在
任何情况下都能坚守得住内心的那一片宁静，耐得住寂寞，守得住繁华，
艰苦奋斗，保持一颗热爱生活不断进取的心。我们在高等教育阶段所接
受的这些知识，有多少大学生会在我们考完试之后，就把厚厚的资料和
课本扔到垃圾桶，这一辈子都不会拾起？因为这就是中国人的实用主义，
学习不过就是一块敲门砖。然而，高等教育的目的除了要培养各行各业
的知识人才外，更重要的是要指引一名大学生找到自己人生的信仰，找
到自己人生的追求和价值。因为当有一天我们走向社会，手里掌握了社
会资源进行选择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只有拥
有自己想法的人才不会随随便便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而摇摆不定，优柔
寡断。一个人的心中有信仰，脚下才有力量，才能在万千世界越走越远！

周周有新番——心理常识番
总是焦虑怎么办？教你一招
1.小范围地冒一冒险
在安全的环境下，小范围地冒一冒险吧！这是一个对你那些“思
维之墙”很好的试探，看看他们是不是只是看上坚固，实则虚
弱
2.珍爱生命，远离焦虑
接近那些简单快乐的人，看看那些干净明亮的电影和书籍，做
一些无缘无故的快乐的事情。站在阳光里，你会慢慢晒走黑暗。
3.做成功的日志，你就成为牛人
这个日志可以是一本书，可以是一些短信，也可以是一个邮箱。
总之，找到一个让你觉得自己太牛的地方。每天告诉自己，我
曾经有多好。
4.面对焦虑，触底反弹

管理工程学院新闻中心
责任校稿：栾崔力，袁甜娇

版面设计：栾崔力

焦虑就是一个懦夫，当你触及他的底线，接受事情最坏的结果，

文字编辑：陈本昌，黄祺智，高晶，高阳，王春禹，曾佳玉

然后开始准备和它大干一场的时候，它早就逃之夭夭了。

摄影：黄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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