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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动态 

 

化学化工学院举行理事会成立大会 
 

11 月 23日上午，化学化工学院在新综合楼 B2002 会议室举

办理事会成立大会。副校长彭淑贞出席大会，学院理事会理事、

理事单位代表、合作发展处主要负责人、化学化工学院党政主要

负责人、教师及学生代表 50余人参加大会。 

副校长彭淑贞在成立大会上致辞。他首先代表学校对化学化

工学院理事会的成立表

示祝贺，同时向与会嘉

宾介绍了泰山学院基本

办学情况。随后，化学

化工学院负责人介绍了

理事会的筹备过程。大

会审议并通过了《化学

化工学院理事会章程》和《化学化工学院理事会组织机构选举办

法》。依据《章程》和《选举办法》，山东华阳农药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闫新华当选为理事长，化学化工学院院长何国芳当选

为常务副理事长，泰山中学校长周军、泰安汉威化工有限公司董

事长孙桂彬、泰安中研复合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张博明、上

海第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国庆、化学化工学院党总支书



 — 3 — 

记李晓 5人当选为副理事长，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张建平当选为

秘书长。 

副校长彭淑贞、新当

选理事长闫新华为理事会

揭牌。理事长闫新华及理

事代表山东大学高洪银教

授就校企合作、共同发展

作了大会发言。                 

 

成立大会之后，与会嘉宾在图书馆前合影留念，并到中国

农村改革文献图片展室、

虚拟仿真中心、化学化工

学院实验室参观。此次理

事会成立大会圆满举办意

味着化学化工学院内部治

理结构将会更加健全，学

科团队建设、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能更好地适应相关产业做大做强的发

展需要，更好地为理事单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

管理水平服务。 

 

（撰稿人：张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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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专题 
 

全体党员集体观看“发现榜样”宣传片 
 

11 月 26 日，化学化工学院党总支组织全体党员开展“灯

塔大课堂”集体学习活动，集

体观看学习了“发现榜样”事

迹电视片，化学化工学院院长

何国芳、党总支书记李晓等

60 余名师生党员参加了此次

学习活动。 

学习活动中，党员们先后观看了《一心为民好书记》、《挑

战极限》、《好想再次牵起你

的手》、《乡村“百度人》、

《“丰华”永驻》、《老孟的

“梦”》的榜样事迹，通过观

看榜样的先进事迹，大家纷

纷表示受益匪浅、触动颇

深，要以榜样的力量为指

引，做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新时代泰山“挑山工”，用实际

行动践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为学院各项工作的内涵式提升



 — 5 — 

和跨越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化学化工学院开展的此次集体学习活动，有效贯彻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求，有力推动了党员主题教育

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撰稿人：宋玉冰） 

 
传承挑山工精神 ，争做新时代青年领袖 

 

为传承挑山工精神，造就

新时代青年领袖， 2019 年 11

月 16日，化学化工学院组织学

生干部赴肥城陆房突围胜利纪

念馆和山东省春蚕素质拓展基

地开展了“新时代·青年领

袖”特训活动。化学化工学院院长何国芳、党总支书记李晓等学

院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辅导员及

50名学生干部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围绕“爱国主义

教育”和“综合素质拓展”两

大模块展开。围绕“爱国主义教

育”，组织学生参观了陆房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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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纪念馆。在纪念馆内，大家认真聆听讲解员对陆房突围战役

的讲解，驻足观看馆内陈列的图片、实物和影像资料，深刻感受

着革命先烈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

底的英雄气概，绝地反击、百折不悔的必胜信念和军民戮力、共

克顽敌的鱼水情谊。随后，同学们怀着敬畏之心瞻仰了革命烈士

陵园，并集体为革命先烈默哀。最后，在陆房战斗纪念碑前，全

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再次许下了庄严神圣的诺言。通过学习和

缅怀先烈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同学们的心灵受到了洗礼，境

界得到了升华，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增强了党性观念，激发了

进取精神。  

围绕“综合素质拓展”，

学生干部们前往春蚕素质拓展

基地进行了精彩的户外素质拓

展活动。学生干部们被分为两

大队六小组，每个队伍设计出

自己队旗和口号 ,并参加了

“信息传递”、“重走挑山工

之路”和“毕业墙”三个活动。在信息传递的活动中，各组员之

间相互配合，不断创新，在越来越多的限制条件和越来越短的交

流思考时间里，同学们通过各式各样、层出不穷的方法成功传递

了信息。第二个活动中同学们重走挑山工之路，每个人挑着 40

斤的担子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七十步，七十步里同学们有的气喘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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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有的筋疲力竭，但没有一个人中途停止，因为他们知道这七

十步仅为挑山工们工作的百分之一，他们脚下所走过的路，都是

挑山工们一步一步挑出来的，挑山工精神是无私奉献，是坚持不

懈，是勇往直前。最后是攀爬

4.2米毕业墙，面对如此高墙同

学们没有退缩，迎难而上，争做

“地基”，用自己的肩膀撑上去

了一位又一位的同学，当最后一

位同学成功攀上毕业墙时，同学们热烈欢呼，这一刻他们是一个

心连着心的整体。 

活动结束后，化学化工学院院长何国芳、副院长韩银锋为在

这次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学生进行了表彰奖励。党总支书记李晓作

了总结发言，勉励同学们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的的学习和

提高自己,培养团队合作精神,为成长成才奠定良好的基础。这次

的“新时代青年领袖”特训活动，不仅使学生干部认识到在困难

面前冷静处理、紧密合作、沟通交流的重要性。更让同学们亲身

感受了勇挑重担、永不懈怠挑山工精神。作为一名学生干部，要

积极弘扬泰山挑山工精神，不管山高路远，始终以奋斗姿态往前

走、向上攀，争做新时代青年领袖。 

 

（撰稿人：李永强、李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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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摆渡 

 

化学化工学院朋辈领航讲坛开讲了 

  

为让新生更好地掌握学习方法，营造积极向上向学的学术氛

围，化学化工学院于 11月开展了书香溢满园—朋辈领航讲坛活

系列活动。此次活动邀请了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等

的优秀学子为新生们传授学

习、生活方面的经验。优秀是

一种习惯，参加此次活动的优

秀学子的一言一语一思一行都

是他们优秀的勋章。他们言传

身教、现身说法，对新生讲述

了自己的大学故事，传授学习方法，分享心路历程。他们用亲切

的语言温暖着每位新生的心窝，用幽默风趣的语言，通俗易懂的

方式帮助新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专业，让同学们在今后可以做到

学有所重、学有所得。 

每一次出发都需要一次意义深远的开始，此次朋辈领航活动

的开展对同学们便是一次崭新的开始。活动的初始到如今接近尾

声之际，各位优秀学子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同学们，

为新生们点亮了一盏指路明灯，指引他们更加自信乐观坚强的度

过大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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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次朋辈领航讲坛活

动，同学们纷纷表示受益良多，

表示要以学长学姐们为榜样，规

划好自己的大学生活，努力成为

一名可爱可为的新时代大学生。 

 

（撰稿人：韩笑） 

 

学生风采 

 

 “爱生活，懂化学”知识竞赛 
 

为激发同学们对化学的兴趣，让同学们感受到化学的魅力，

2019年 11月 12日，化学化工学

院举办了“爱生活，懂化学”知

识竞赛决赛，化学化工学院党总

支副书记宋玉冰受邀参与了这次

活动。 

为使知识竞赛顺利进行，并且给同学们提供更多锻炼的机

会，本次“爱生活，懂化学”知识竞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部分。

在初赛过程中，知识竞赛题库涵盖面广，既有化学专业知识又有

生活中的小窍门知识，充分拓展了同学们的知识面；而且题目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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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多样，既有必答题又有抢答题和有挑战性的风险题，使同学们

在收获知识的同时又感受到化学独特的魅力，并且彼此分享了收

获与感悟。 

经过层层筛选，在初赛中脱颖而出的同学顺利进入决赛，并

且做了充分的准备。决赛开始，主持人致开幕词并由各学院组成

的参赛队伍参与答题。决赛过程中使用多媒体课件展示化学题

目，让参赛队伍派出代表进行答题，此次答题可以求助队友。化

学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此次答题过程中，同学们了解到许

多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化学知

识。决赛过程中由化学化工学

院和艺术学院的同学带来的歌

曲表演和游戏环节，将比赛的

氛围推向了高潮。最终，物理

与电子工程学院的氯化辣队和

核聚变队荣获一等奖和三等奖，化学化工学院的醇醇裕动队荣获

二等奖。活动结束之际，宋书记对本次 “爱生活，懂化学”知

识竞赛做了总结发言，为本次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本次知识竞赛的圆满举办，为各学院的参赛选手提供了展示

风采的舞台,增进了各学院之间的友谊，同时也为营造浓郁的校

园学习氛围和加强学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撰稿人：科技创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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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尺讲台，展师风采”讲课大赛 

 

围绕着“化学为乐、求是创新”学风建设品牌活动月，为进

一步活跃我院学生的学习氛围，考验学生们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技

能，化学化工学院于 11月 26日举办了“ 三尺讲台、展师风采 ”

讲课大赛活动，本次活动邀请

到了专业课教师和优秀的朋

辈导师担任评委。   

八位经过层层选拔脱颖

而出的选手在比赛中都有十

分精彩的表现，讲授重点突

出、生动形象、选题新颖，涉及到了锦绣河山、底线、国护、化

学反应热、电影、心肺复苏、小说等内容。选手们或幽默、或稳

重、或严谨，结合独具个人特色的教学设计展现出了扎实的专业

功底。其中化工与制药类三班

季玥独辟蹊径，用对明星肖战

的讲解带动学生情绪，引起无

数共鸣，将现场气氛掀起了高

潮。比赛最终评出一等奖两名，

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两名。 

本次讲课比赛活动，不仅是对学生教学基本功、专业掌握度

的一次检验，也是倒逼学生加强对专业学习、教学技能提升的重

视程度的一个契机。通过此次比赛，相信化院学子在未来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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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会更加注重师范技能的培养及运用，不断提升自己的语言艺

术、授课能力，为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而不懈努力。 

 

（撰稿人：社团部） 

 

迎新秋，唤雏凤—空竹宣传活动 

 
经历了春的躁动和夏的热烈，成熟的秋天如期而至。不知不

觉中，旋转的季风如期带来我们

所企盼的日子，19 级新生来到泰

山学院两个多月了。为了丰富

2019级新生的课余生活，让同学

们了解空竹的历史文化，以便更

好的传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空竹社团于 11月 17 日举行了“迎新秋，唤雏凤”活动。 

本次活动设计了游戏环节和交流环节。在游戏环节，“手舞

足蹈”考验了同学们的肢体协

调能力和反应能力，让同学们

更加投入到游戏当中。“零零

七”侧重于考验反应能力，

“异口同声”则是需要团队中

队员之间的配合，合理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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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字的重音，让猜题者能听得更清晰。在交流环节，主讲人为

同学们介绍空竹的概念、历史、种类和发展。通过深入浅出、趣

味十足的讲解，同学们对空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并对其产生了

强烈的兴趣，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最终，高分子二班荣获

一等奖，化学师范班荣获二等奖，化工与制药类四班荣获三等奖。 

这次的活动不仅增强了同学们之间的友谊与团结协作，展现

了空竹的魅力和空竹社团的风采，也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传承与发展。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秋天是一个丰

收的季节，希望每个人都能在秋天收获到幸福。   

 

（撰稿人：社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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