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4 月 22 日 第四版

主编：于利俊 副主编：邹佳欣 仝莉莉 陈永亮 马小童

管理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周报
管理工程学院大事件
一、副校长齐德义到管理工程学院调研
4 月 13 日，副校长齐德义到我院开展专题调研活动，主要调研了管理工程学院
新班子成立以来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工作落实开展情况。
学院领导班子汇报了学院现状、组织架构、本科生、研究生的教育管理、科研及师
资队伍建设、学院发展目标及思路、“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工作及师德师风
学习教育活动的开展情况。

二、管理工程学院党总支教工第三支部开展《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专题学习会
4 月 17 日，管理工程学院教工第三支部于二教 517 开展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
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专题学习会。会上，各党员同志围绕党的十九大
报告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内容，深入探讨和学习意识形态领导权在全党工
作中以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

三、管理工程学院召开学风建设试点调研会
4 月 18 日，在班主任于利俊的带领下，2016 级国工专业开展了学习小组计划
调研会。会上于利俊对同学们提出了八点要求：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凝聚力量，
团结一心；上下结合，重在线下；机动灵活，把握核心；分类施策，因人而异；相
互监督，共同参与；严格要求，加强管理；互帮互助，全面发展。

四、管理工程学院召开研究生干部调研会
4 月 18 日下午，管理工程学院于二教 410 举办研究生学生干部调研会。党总支
副书记于利俊，辅导员仝莉莉及研究生各班班长、团支书参加此次会议。于利俊对
研究生干部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提出了要求，重点强调了宿舍、请假、安全、特殊
学生等问题，希望大家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提高工作水平和工作能力，共同探
索适应研究生特点的工作管理新模式。

五、管理工程学院研究生党支部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专题学习
4 月 18 日下午，管理工程学院研究生党支部于二号实验楼 501 教室开展《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专题学习。通过深入学习，党员们准确领会和把握这次宪法修
正案中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
地位；调整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容等六
大核心要义。

六、管理工程学院举办第六十二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4 月 19 日，管理工程学院于二教阶 402 举办第六十二期入党积极分子培
训班。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王菁华，管理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梁虹，党
总支副书记于利俊，各年级辅导员出席此次会议。王菁华详细解释了党员义务
与权利两者间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对共产党员必须履行的八项义务以
及享有的八项权利做出了说明，并进一步为同学们讲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民生问题”等重要理论知识及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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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讯 速 递

工 作 手 记

一、管理工程学院啦啦队在啦啦操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1、为全面落实学校“美丽校园”建设工程方案，加强文明宿

2018 年 4 月 18 日晚上，青岛理工大学于科学会堂进行了啦啦

舍建设，管理工程学院开展了“美化宿舍环境、提升生活品味、

操比赛决赛，最终管理工程学院取得了健美操单项第一名，啦啦操

共创美丽校园”为主题的文明宿舍建设活动，主要内容有：“我

单项第四名，总分第三名的好成绩。

为管院宿舍代言”、“无烟宿舍创建”、“宿舍文化长廊”等。
4 月 18 日下午，为提高同学们对吸烟、二手烟危害的认识，
提高同学们对安全用电的认识，学院专门设计了宣传标语，学生
会监管服务中心全体成员统一张贴在所有学生宿舍，温馨的提
醒，得到了学生们的好评。
同时，在学院 A 区公寓长廊两侧，学院设计了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党建、学院特色、学子风采为主要内容的公寓文化长廊；
在毕业生所在的 A 区 5 楼和 4 公寓 1 楼，分别制作张贴了以卫
生、安全、就业等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栏，每周宣传学院的“最美

周周有新番——心理常识番

宿舍”和“就业龙虎榜”中新签约就业的同学，有效提高了公寓
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品位，以实际行动配合了学校在公寓进行的书
院式公寓的探索。

为什么只有少数人能做到持续的努力？
随着年龄的增长，想坚持的事情越来越多，能坚持的时间越来越
短。为什么大部分人只是有一个梦想，最后却无法实现呢？为什么只
有少部分人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更聚焦一点说，为什么你有一个大
目标（譬如说是想成为专家、想瘦成一道闪电），并且从理论上讲你
也知道要达成目标需要下大功夫去做，需要持续很长时间真正全身心
的投入，较长时间的坚持。道理都知道，但大部分人、大部分时候为
什么却做不到呢？
其中一个核心原因是：伟大目标的困难程度更高，而且缺乏反馈。
缺乏反馈，别说即时反馈，甚至长期的反馈都很少。

2、本周内管理工程学院开展就业指导进宿舍工作。学院党总

这时候要求你不仅仅能解决问题，还要去探讨问题背后的原因。
要求你主动去找那些更复杂、更困难的任务，做这样的活动一定很不
爽，许多时候你会一筹莫展根本没有思路和方法，但要硬着头皮上。
干好了也没有奖励和鼓励，干不好了可能会有许多批评与讽刺。这个
时候要求你思考更抽象、更本质和深刻的内容，要挑战你原来的认知
和习惯，甚至会对你的心智模式和价值观产生挑战。你会感觉被冒犯

支副书记于利俊两次带领学院辅导员来到毕业生宿舍，与毕业生
交流座谈，现场解答毕业生的问题，为同学们解决实际问题。

本周检查结果
1.宿舍卫生检查结果
表扬：A#546、A#508、A#511、A#520、A#524、A#536、A#537、A#637、

并且深度思考的艰难和压迫会让大部分人拒绝去做这些。

对于这种境遇，大部分人自然的反应是逃避和拒绝。表现出来， 通报：A#127、A#241
就是放弃了：人生苦短，不跟自己较劲；岁月静好，开心最重要。那
这种情况下，该如何保持持续下去的动力呢？
第 1 个是认知上的成长型思维。
第 2 个是将大梦想转化成小目标。
人都是短视的，有大梦想很好，但仍然需要不断的自我激励，完
成一个一个小目标就是激励的方式。美国管理学兼心理学教授洛克和
著名管理学家休斯在研究中发现，外来的刺激（如奖励、工作反馈、
监督的压力）都是通过目标来影响动机的。
胡适给大学毕业生不至于迷失、能够坚持学习的建议是“总得时
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个时候思考解决问题是目标。王健
林给想成为首富的人的建议是“先定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如说我先
挣他一个亿”，其实都利用了这种方法。
当你持续这样做，在某一天你环顾四周的时候，可能才发现你真
的成了理想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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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程学院就业直通车
截止到 4 月 14 日，工程签约率达到 44.44％、国工签约率达到 41.38％、物流签约率达到 33.82％、造价
签约率达到 33.33％、信管签约率达到 27.27％、工管签约率达到 30.30％、土地签约率达到 13.04％。

就业小技巧
遇到提问陷阱采用迂回战术
“如果我录用你，你将怎样开展工作”这是一道陷阱题，
如果应聘者对于应聘的职位缺乏足够的了解，最好不要直接

学生姓名

专业

单位名称

叶祥丽

国工141

青岛同策房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高蓉蓉

国工141

青岛利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的工作计划并报领导批准，最后根据计划开展工作。

徐祎浓

国工141

青岛利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注意扬长避短，发挥自身优势

谢睿依

工程141

宁波均普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发挥自身优势的前提是要对自我进行冷静分析、客观评

张彤

工程141

富鼎电子科技(嘉善)有限公司

判和正确认识，在重新审视自己中去发现新“我”。在寻找自

覃禹倩

工程142

深圳市鹏巨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什么，在大学期间，你积累了多少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获取

张玉雪

土地141

青岛鲁泽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了那些知识和技能，提高了哪些方面的能力等等；其次，你曾

宋孟珂

物流141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洁宇

物流141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王宗龙

物流142

安得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尹华良

物流142

山东温声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宗刚

信管141

青岛未来互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吕承瑶

造价141

济南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毕秀竹

造价141

青岛利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开发区分公司

说出自己开展工作的具体办法，以免引起不良的效果。面试者
可以尝试采用迂回战术来回答，如“首先听取领导的指示和
要求，然后就有关情况进行了解和熟悉，接下来制定一份近期

身优势方面，应当注意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你学到了

经做过什么。经历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往往可以从侧面反
映出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再次，你最成功和对自己
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你可能做过很多事情，但最成功是什
么?为何成功的?是自己能力所为还是其它因素?通过对最成
功事例的分析，可以从中发现自己身上优秀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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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佳 作

一个生活的幕后？从踏上车板的那一刻，她就陷进一个局了，一个熟不透的小人
间，现在给她不歇的笑温热了。那一定是，生活就是这么些局、这么些小人间拼接

火车

国工 162 班 李沐点

就是合上那几页纸的时候，她也不是很明白，自己究竟是否迂回到过那里。
身边的人还在高声阔气地说，说什么呢，她又听不进去，就侧拉过白色的薄被，
耷拉着头颅，把自己权当作一个独独的异类。毕竟她还是拼了命在品由唇齿间偷
偷溜走的余味——多可耻啊，她想，怎么就陷进了这么个熟不透的人间呢。
火车轮儿还是在辘辘地滚着，要跟斜移的天光赛着跑，一路西行。她偷偷丈
量这铁皮长物余下的脚程，加来减去的，不过是算出个离远了的结论。有人腆着
肚腩过来了。那些人哑了自个儿的嗓子，过不了多久又是突兀的几声笑。
她终于抻直了脖颈，扒拉一下一大蓬头发丝儿，端着乖女儿的模样，眼睛滴
溜溜地汪着一摊水，神儿就黏在走过来的两道杠上，不动了。腆着肚腩的两道杠
送来的是几条炸得酥掉了的小鱼儿，另有三两样红绿叠着的小菜，香气勾人啊，
那些唾沫星子横飞的人也都不说了。说什么呢？饿了，又没人比她好运气，一日
日就缩在糟糟的铺上等着乘务员来供饭食。他们得自己谋这个生活啊。受了食欲
的惊吓，一时间作鸟兽散，留给两道杠和她一个寂寥的清静。两道杠比之以前还
要寡言，只是胖脸上沟沟壑壑都在笑，纹路颤动着，一波波漾到她鼻腔里，来的
就是一阵阵饿意。她也就不说话，咯咯笑得像个小女孩儿，一双孩子气的手不客
气地提溜过食盒。这是一道温柔的逐客令，两道杠懂，她一直如此不解人意。
她倒真不像是南国养大的孩子，除却眉目间还算可辨的柔美，哪一点都和秀
秀气气的南方女孩儿沾不上边。可两道杠欢喜照应她。不全因她母亲的千万嘱托，
也是看多个孩子，旅程就多些朝气。大孩子嘛……也是孩子罢。她还是佯装的乖
女儿的模样，垂着头小口小口吞嚼着米粒儿，旁若无人的。她不知悉两道杠的想
法，慢慢浸回自个儿奇奇怪怪的世界里去。两道杠几时离去的，她也无知觉。
那些人一个个的也回了。火车上，还能吃上啥。好些的，带着家制的酱味卤
味，一只肥嫩的猪蹄儿在两片唇瓣间啧啧作响。最寻常的，一纸桶油炸面下了肚，
还不甚识味，一定要嘬几口零星飘着油沫儿的颜色可疑的面汤，终于重重叹口气。
满足了。又开始谈天说地。这次谈的不再是那些神神鬼鬼的大人的事儿了，她就
从糟铺子的一隅探出对慧黠的眼珠，拢住那茬人的拿腔拿调，给这些腔调注进些
鼓励，他们于是卖弄得更起劲了。他们谈孩子，谈油盐酱醋，谈家长里短。他们
也想逗逗她。这个女孩儿嘛，成天搁一块儿地，少见的寡言，只是笑，比得上年
画儿里抱一尾锦鲤的女娃娃，笑得人心里舒舒坦坦，像是媳妇儿不在的时候尽兴
地干几杯烈酒那种高兴劲儿。她还神秘。来往总有那些制服照应着她。她是啥人？
小姑娘，一人儿出来玩儿？
嗯呐。脆生生的回应，像是刚出水的萝卜，听得人心头一喜。他们就都咧开
嘴笑。这种笑法很是耿直，笑声是从他们喉头深处迫不及待拥出来的。她一听，
也颇为欢喜，对着他们循着自己以往那讨喜的路子笑。融融泄泄啊。她不是个异
类了。她细声细气地拿调，叔叔阿姨叫得香甜，他们也回礼，就只是不整齐。这
节小小的车厢包罗的可是五湖四海，各地儿不重样的乡音不重样的叫法就这么满
天飞，带来让人喜悦的尴尬。她狡猾地扯起被子遮盖大半张脸，吝啬地露一对灵
气丰沛的眸子任他们揣度。这女娃是个啥想法呢？其实他们都知道她笑着呢，笑
意都由眼睛倾泻出来了。他们也不计较，陪姑娘耍耍，就当解这漫漫长路的乏。
她玩儿够了，就孩子气地耍赖，要他们接着谈天给她听。本来就是孩子嘛。他们
就宽容她了，纵着她不讲礼还不讲理。

嵌套的了，她也就应该不俟记起那几页纸记述的地方了。那也是一个局罢？
余味也最终消泯了。她不甘心地咂咂嘴。一幕代替一幕进行下去。她好奇着谈
天的他们历经过的局，却在那些婉拒的目光下怯场了。别人的舞台，还是别人一手
打造的，她哪来的门路去探究一根儿台柱的来历呢？他们莫不是在暗示她，有些风
浪还是要她自己穿梭过才摸得透——但现在，太早了。哪儿又不对了呢？只是一趟
旅行，何故生出这些枝蔓？她多而纤细的触角受到了一点点刺激，突然竟连目的地
也忘却了。可好，她彻彻底底，失落在这趟孑然的旅途中了。
夜色都浓稠得腻人了，她犹在发痴。还是两道杠，肩章上两道，脸上的就数不
清了。她愣愣地瞧着他近了，心头还盘算着他的年轮几何，就见他涨红了好些杠杠，
从货架上给她扛下了小山似的行囊。一回神儿，噢，谈天的早就不知所踪了。她揣
着个兔子起身道谢，再也不是佯装的乖模样了，真真切切是个不老成的小孩儿。于
是他的话她也一溜模糊了，只顾着恍惚往前赶。她被落在后面，大叫声给风一口口
嚼碎了，由此再不见。她逃命一样。可又能逃到哪儿去呢？这不到站了吗？她还负
着小山似的行囊呢。人都行色匆匆的，是要赶赴何地，还是倦鸟归巢？她骤然慌张
起来，就是小孩子那种单纯的慌张。她终于嗷得给惹哭了，又赶紧闭了嘴，唯恐引
起不必要的注意。于是她撇嘴，牙关咬得紧紧的，一阵阵儿抽噎，那张年画里的脸
儿也不好看了，皱得和布满褶子的小笼包似的。还是个小大人，爱美，自个儿明镜
似的，强行止住了低泣。脑袋开始闷痛，好巧不巧还惆怅起来。她忽地想起两道杠。
那时等他就好了。
只得拖着行囊不回头地走。一个人。还是一个人。也不逃命了。她认命了。这
么多行色匆匆的呢，哪一个又逃脱了？人嘛，彳彳亍亍着，等哪一个，还不是等不
到，还不是一副身子走一生。她恍然。谈天的人们真心欢喜她，也真心将彼此认作
浮萍，决心此后相见不相认了。他们比她更爱生活，爱蜜糖，也爱真相。两道杠也
是。她还红肿着一双兔儿眼呢，又忍不住要笑。年岁没有削去两道杠的两颊肉，已
经手下留情了，只刻了杠杠，“到此一游”，是真慈悲啊。
潮水拥着她到了闸口。她远远眺见了接站的父母，轻噢一声。原来到家了。倾
泻而出的潮水失去限制，吵嚷推搡着四散而去，她一滴落单的水珠，也不显得孤独。
父母早就迎着来了，她可以清晰辨识两人眉宇间的骤然一松。照例是热烈的肢体接
触。她在父母面前才是真正的孩子，真正的宝贝。她环着母亲，突然想掉泪。两颗
晶莹就落下去了，轻轻打在母亲衣领上，渗得不深，有幸未让她察觉。
出站口邻近的就是进站口。两个口子并排着，一个可劲儿地吐，一个可劲儿地
吞。她直觉对比的鲜明强烈，心头犯怵。吞人的地儿，有个老头儿，隔得太远，她
只认得出一圈轮廓。轮廓是不动的，就朝一个方向，很固执。他良久端详的是个啥？
她脑子里遥遥浮来一句“目送”。也许是这样的吧。人间的局，大多你送我往，可
送人又没法护一辈子。为啥还有送人的？她摇摇头。这又是一个新的难题了，叫她
无心应付。惫懒得要人发指。可她突然就记起了日记本里的那个地方。失望地发现，
她的局，都是一个模板。永远存着个熟不透的人间。这又岂非世人的局呢？她凝着
眉，扯了母亲的袖，开了口。
妈啊，我做了一个好长的梦，好多人入梦了呢，但是路，明明只有我一个人走
啊。这就是你们的“行者”罢？她该后悔开黄腔的。她能洞察母亲的失措。母亲如
此仓皇，她是从未见识过的。母亲哭了？哭了……遥遥一声破空来。她心道，火车
离站了。

她其实热衷听取这样的谈天。认认真真地讲生活，你一言我一语，缝隙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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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着五味的生活被包装成从里到外的蜜糖。是顾着她个小孩儿他们才美化这个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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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以免她温暖的身体冻在这个僵局里？她兀自将挟着那几页纸的日记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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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落稚气的几笔，只洗耳听他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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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把心肠啊，还是颇有些沟壑的。不然怎么会自动放弃年幼的自在，去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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