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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团建设●服务社会 

1.人文志愿者走进双泉镇贾庄村开展社区儿童服务 

 

3 月 25 日在第四个全国社会工作周来临之际，长清区青益志愿服务中心的

农村青年社工与山东管理学院人文学院的志愿者一起走进双泉镇贾庄村，开始了

一天的农村社区儿童服务工作。在贾庄村的一天，我们的志愿者们为农村社区儿

童进行一对一课业辅导，为提升儿童心里素质、培养沟通能力，在青年专业社工

带领下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进行“儿童自我认知”辅导课程。通过一天的互动，孩

子们与人文志愿者们相处融洽，让孩子们体会到了志愿者们的热情奉献。 

2.人文学院第五届团总支学生会学生干部培训及例会 

 

人文学院第五届学生

会全体会议在 3.28 日召

开，人文学院副院长牛贵

林，荀睿和袁嫣孜老师参

加了这次会议，对学生工

作进行了指导，对学生会

工作给予莫大的支持；在

会议上，学生会主席、团

总支、以及各部门部长对

学生会工作进行了总结并

且对新学期的学生会工作进行了详细的新安排，对学生会干事们也作出了相应要

求，希望干事们不断完善自己，继续保持严谨的工作作风，让学生会工作有条不

紊的进行下去，对今后学生会的不断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3.新闻专业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登上齐鲁晚报 

     

     

    为了庆祝“学雷锋纪念日”和“三八

妇女节”，3月 5日，山东管理学院新闻专

业的同学们来到济南百花洲畔进行社会实

践,见证了百花洲最美的一面:雷锋精神的

传承。 

    在百花洲,山东管理学院新闻专业的学

生一起参与了“学习雷锋,巾帼志愿在行

动”专题服务活动。见证了房泽秋志愿服

务驿站、房泽秋巾帼志愿服务队和历下小

学联合组织的一次关爱社区老人的社会公

益参观游园活动。 

 

 

4.山东管理学院学子：见证雷锋精神的传承 

   3月 6日，穿过青砖红瓦的老济南民居和静静流淌的曲水河，一路追寻和感

受着浓浓的老济南文化的足迹，山东管理学院人文学院新闻专业的同学们在新闻

教研室主任尚春燕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济南的百花洲畔，进行他们关于文化传承

记录片的取景拍摄。在这里，他们亲身见证和参与了百花洲最美的一面：雷锋精

神的传承。 

 

 

 

 

 



学生文体●校园生活 

1.春季趣味素质拓展人文学院荣获“项目优胜奖” 

 
    2017 年 3月 15日下午，为加强学生的沟通与交流，增强团队凝聚力，塑造

积极向上、团结合作的团队精神，我校面向各二级学院开展了一场激烈有趣的以

“集体中塑造自我，合作中拓展快乐”为主题的趣味素质拓展活动。人文学院在

此次趣味素质拓展活动中荣获项目优胜奖。 

2.新闻专业自行组织春日采风活动 

    3月 17日下午，新闻专业的同学来到了“第十六届杏花节”的举办地——

—张夏进行采风。本次活动加强了同学们之间关于专业间的交流，增强了班级的

凝聚力，提高了同学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使同学们开拓了视野、增长了专业知

识。 

3.人文人文，能武能文之篮球赛 

    3 月 17 日下午，第十二届“山管杯”篮球赛拉开帷幕。有着激情洋溢的拉

拉队员呐喊助威，人文篮球队的战士们在赛场上愈打愈勇。经过不懈努力，人文

女篮再次荣获全校第一，连续三次在篮球赛中获得冠军，同时人文男篮也表现出

色，获得全校第四的好成绩。 



 

 

4.学习部主办五子棋大赛取得圆满成功 

 



3 月 25 号下午，由人文学院学习部主办的“人文学院第二届五子棋大赛”

在 8号楼 201拉开帷幕。经过两个小时的智慧博弈，结果最终揭晓：一等奖：15

商英一班胡娟，二等奖：16 秘书二班张文静、16 学前二班禚恒嘉，三等奖：16

秘书一班刘子寒、15 商英二班龚雯、16 商英一班陈雪娇。大家在比赛中，获得

的不仅仅是名次，更重要的是过程中的欢声笑语和比赛中建立起的友谊。 

 

5.人文人文，能武能文之足球赛 

    “激情与速度，团结与竞技”正是本次人文学院足球队首秀的真实写照。3

月 27 日下午 3 时，伴随着一声哨响，人文学院吹响了拼搏的号角。队员们的脸

庞上带着自信的笑容，向着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前进。此次足球赛培养了团队合

作、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增强了人文学院的凝聚力，促进了比赛双方的友谊。 

 

6.秘书学专业趣味运动会 

 

    为锻炼同学们集体协

作能力，增强团队意识，3

月 30 日秘书专业在学校操

场自行组织并开展了趣味

运动会。此次活动吸引了中

文教研室的王亚老师、李志

浩老师、戴玮老师与同学共

同参与。本次趣味运动会包

含了两人三足、火车跑、钻

呼啦圈等项目，使同学们在

忙碌的学习中的身心得到放松，更巩固了同学之间的友谊。 



教师●教学●学术 

1.人文学院举办新闻专业讲座 

为提升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和专业技能，进一步加强以赛促教、以赛促学，3

月 1日下午, 8 号楼 105教室，人文学院特邀著名导演、百度山东总代理开创集

团艺术总监丁阳先生为新闻专业学生举办了一场电影专题讲座暨微电影作品交

流会，新闻专业师生参加。这场近两个半小时的讲座，丁阳导演为新闻专业的师

生们奉上了一场精彩的微电影制作知识盛宴，吸引了新闻专业许多热爱微电影的

学生。教室里面座无虚席，同学们纷纷表示通过聆听讲座，自身受益匪浅，不但

近距离地接触到了专业导演，拓展了知识面，而且进一步激发了自己对微电影拍

摄的热情，对自己的专业方向和学习规划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2. 3月 1日，学前教育专业召开 2015级汇报演出动员会。 

3.秘书学技能大赛辅导拉开帷幕 

 

 



4.人文学院参加“青春扶贫•益暖齐鲁”贫困青少年关爱项目 

为加强大学生思想品德、人文素质教育，鼓励更多的青年团员、志愿者走进

社区服务群众，锻炼自身专业技能、提高服务社会的能力，3 月 16 日下午两点，

在我校 668 会议室，人文学院举行了“青春扶贫 ，益暖齐鲁”贫困青少年关爱

项目校地共建启动仪式。 

 

5.商务英语专业顺利完成英语专业八级考试 

3 月 18 日，我院组织了专业八级考试，此次共 216 名学生报名参加。我院

考务人员对考场进行了恰当、合理的安排，共 19名教师参加了监考和考务工作，

考试中，考生认真仔细、冷静答题，监考人员一丝不苟，考试过程井然有序。 

6.我院教师参加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指导老师培训班 

为更好地推动新闻专业的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开展以赛促学、以赛促

教，3月 17日至 19日，人文学院选派新闻教研室孟令俊老师赴北京参加了第九

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简称大广赛）指导教师培训班，全国 29 个分赛区

300余名教师参加了大赛培训。我院新闻教研室于去年组织 6名学生参加大广赛，

其中有 1名同学获得山东赛区优秀奖，今年将继续组队参加大广赛。 

 

 

 



7.邹广德院长来人文学院调研 

3 月 16 日上午，山东管理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邹广德在组织部、办公室

相关领导的陪同下，前来人文学院调研。人文学院院长马银华、副院长牛贵琳、

侯雪丽及学院教师代表参加了座谈。座谈会上，邹院长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汇报，

并与大家进行了充分的交流。马银华院长首先从人文学院现状、发展规划、存在

问题和举措及对学校的建议等四个方面向邹院长做了详细的汇报。同时，马院长

也提出了学院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由于学科跨度较大，如何进一步优化学科布

局还需要大家不断的努力和探索。接着，牛贵琳副院长和侯雪丽副院长分别从各

自分管的领域，就人文学院在学生管理、人才培养和专业发展等方面做了汇报。

随后，各教研室主任结合各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创新举措及制约发展的瓶颈一

一做了汇报。听取汇报后，邹院长对我院的人才培养定位、专业发展布局给予了

充分肯定。他指出，人文学院整体呈现出了较高的人文素养，教师们对教育的本

质把握非常到位，所提所指，都紧紧围绕工作，大家事业心强，工作干劲足。邹

院长结合自身多年高校管理经验，与在座教师进行了分享。他强调，高校在人才

培养方面，要注重“调结构，抓方式”，弱知识传播，重能力培养。最后，邹院

长结合学校发展现状、发展举措及思路，对教师队伍建设、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及

实习实训条件的改善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同时表示学校将会从各方面

不断改善，不断提升，自己有信心，也有决心，与全校师生员工一起，把学校建

设好、发展好。 

 

 

 

 



8.人文大讲堂——魏建解读文学的力量 

3 月 22 日下午，山东师范大学魏建教授做客我校“人文大讲堂”，作了题

为《文学的力量——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的人生逆袭》的专题报告。山东管理学院

副院长杨西国主持报告会，科研处、人文学院部分师生聆听了报告。魏建教授从

“不以世俗的成败论英雄”、“先说我们熟悉而的陌生的鲁迅”“上帝关上门时

总会给你打开一扇窗”、“文学是人的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四个方面，以鲁迅、

郭沫若、茅盾及沈从文四位在中国文学史上众所周知的文学大家为例，为大家讲

述了文学家如何在失败中逆袭，带领现场师生感受文学的力量。报告结束后，杨

西国为魏建颁发了聘书，聘任其担任山东管理学院讲座教授。 

会后，魏建教授还应邀和人文学院就“青年教师如何搞好教学科研”进行座

谈。会议由人文学院院长马银华主持，科研处处长赵耀培、人文学院部分教师参

加了座谈会。座谈中，青年教师代表踊跃发言，围绕职业幸福感、知识传递、人

文学科的生存等方面积极提问。魏建认真听取青年教师的发言，对有的问题进行

分析，对有的问题进行肯定，对有的问题进行沟通，与青年教师们共同探讨了教

学、科研方面的思考与实践，交流了工作、学习的心得体会。 

 

 

 



9.3月 22日，2015级学前教育专业汇演第一次节目审查。 

10.英语教研室开展“第二课堂活动设计”研讨会 

为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第二课堂活动设计， 3月 29 日下午，人文学院商务

英语教研室、公共英语教研室共同举办了“第二课堂活动设计”研讨会。活动结

合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和公共英语教学改革，针对本年度各个教研室

承办的各类比赛，就比赛内容、选拔辅导、如何与第一课堂有效融合、如何与人

才培养目标有效对接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地剖析探讨。通过研讨，英语教研室组建

了“带动式”的比赛辅导团队，教师们树立了“以课程设计的思路设计第二课堂

活动”的教学理念，对于丰富学生的第二课堂，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和

思辨能力，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1.商务英语教研室精心打造“英语走廊”，积极营造英语学习氛围 

 

 

 

 

 

 

 

为了切实提高我校学生的英语学习兴

趣，营造英语学习氛围，人文学院商务英语

教研室在本学期初就拟定了打造“英语走

廊”的活动方案。该活动以各教学楼的走廊

为依托，用英汉双语展示“两会热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励志名言等内容，着力营

造随时随地学英语的氛围。首期英语走廊设

计将刚刚结束的“两会热词”的英汉对照表

达法以图片形式张贴于八号教学楼的走廊

外墙上，同学们在上下课路过走廊期间即可

驻足学习与讨论。 
 



在

卷检查排名第三，新学期教案检查排名第一，并顺利完成教学材料汇编工作。在

月

学生正在进行答辩工作，所有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工作将于

12.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开展行业调研 

3 月 17 日、23 日，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分别考察调研了红夕阳老年公寓和

幸福家园老年公寓，两家养老机构各具特色，一个是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具备紧

急救护设备，为老人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另一个是济南老牌养老机构，气氛热

闹，有家的感觉。通过调研看到机构养老较为完善，老人们都很愿意住在养老公

寓，既避免了孤独，又能能得到很好的照护，同时看到养老市场急剧缺乏老年专

业相关人才。 

 

13.“扬人文精神，唱青春赞歌——人口老龄化”专题辩论赛 

3月 29日，老年服务与管理筹划“扬人文精神，唱青春赞歌——人口老龄

化”专题辩论赛，以 2016级各专业班级为单位组队辩论，一方面让青年学生深

入了解当前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另一方面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 

14.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3 8日学校开展的学期初教学检查中，我院取得了理想的成绩。期末试

第 2周、第 6周和第 7周分别进行了期末补考、毕业清考、结业考试，我院所有

参考学生都按时参加考试。2017 届毕业班学生毕业论文都已完成，第 7 周专科

5月中旬全部完成。

教学上的其他工作也正有序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