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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0 日晚，欢庆 2015 元旦军民联谊晚会在北校区礼堂隆

重举行，农大师生与解放军第八十八医院的领导和医护人员欢聚

一堂，喜迎 2015 年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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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教职工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积极

倡导愉悦身心、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引导广

大教职工积极参与户外体育活动，科学健身。

我校于 12 月 28 日（星期日）上午举办“庆元旦.

迎新年”教职工冬季全民健身活动。活动受到

广大职工的积极响应。上午 8:30，三个校区的

教职工们，在各部门工会的精心组织下结伴而

行，陆陆续续到达活动目的地—冯玉祥纪念馆

（原烈士祠）。学校领导董新胜、孙永华、张宪

省，各部门、各单位领导以及 2000 多名教职工

热情参与。

随着我校冬季健身活动的落幕，校工会拟

定的 2014 年度教职工体育活动计划已圆满结

我校举办“庆元旦·迎新年”全民健身活动

12 月 30 日晚，欢庆 2015 元旦军民联谊晚

会在北校区礼堂隆重举行，农大师生与解放军

第八十八医院的领导和医护人员欢聚一堂，喜

迎 2015 年新年。

学校领导邢善萍、董新胜、车先礼、朱莉、

高东升、嵇景涛、王振林、吴衍涛，解放军第八

十八医院领导时利民、李晓武、刘文清、王永

清、朱征，以及学校和八十八医院各部门负责

同志与 1800 名师生一同观看晚会。

气势磅礴的民乐合奏拉开晚会序幕，欢快的

曲调、激昂的旋律，表达了全国人民昂扬奋发的

激情和对幸福生活的赞美。歌舞《中国梦》用动人

的和歌声和曼妙的舞姿抒发了对中国梦的美好

憧憬。女生小合唱《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歌伴舞《未来我来》展示了热血青年拼搏向上、勇

于担当青春风采；歌曲《思源》用真挚的情感抒发

了对母校、对老师的感恩之情。悠扬的弦乐四重

奏《卡农》曲调柔美缠绵，迷人的旋律中蕴含着勃

勃生机。戏曲联唱《梨园春》、舞蹈《古扎丽古丽》、

歌曲联唱《中华情》抒发了对祖国的赞美，展示了

中华文化的神韵。反映军旅生活的歌曲《我骄傲

我是军人的妻》和舞蹈《以青春的名义》、《大学生

当兵来》等节目用铿锵有力的旋律表达了部队官

兵保家卫国、不怕流血牺牲的壮志豪情。晚会在

歌伴舞《天耀中华》中落下帷幕，演员们把美妙的

歌声和动人的舞姿化作了深情的祝福，祝愿伟大

的祖国继续铸梦翱翔，更加繁荣富强。

整场晚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高潮迭起，为

观众们带来一场视听盛宴，赢得阵阵热烈掌声。

晚会上还揭晓并表彰了第五届“学生心目中

的十大优秀教师”。资环学院张民等十名教师获得

第五届“学生心目中的十大优秀教师”荣誉称号，林

学院王洪涛等十名教师获第五届“学生心目中的优

秀教师”称号。优秀学生代表为获奖教师颁奖。

在此次军民联谊活动期间，八十八医院的

专家来校开展了“健康校园行”义诊，举办了健

康知识讲座，与农大师生进行了体育友谊比

赛，这一系列活动充分体现出军民一家亲的良

好氛围，营造出了欢乐祥和的新年气氛。

（杨 宇 符晓梅 李思嘉）

军 民 联 欢 喜 迎 新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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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美丽南校”教职工排球组合比赛开赛

12 月 8 日下午，山东农业大学教职工

“路达杯”乒乓球单项比赛，在北校区体育馆

隆重开幕。学校副校长孙永华出席开幕式，并

宣布比赛开幕。

本次教职工“路达杯”乒乓球单项赛，学校

19个部门工会全部报名参赛，参赛队员达260

余人。共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和女

子双打四个单项。赛程中规定，为了增加比赛的

观赏度和激烈程度，上届男女单打和男女双打

的前八名可以兼项。12月8日—11日分别决出

各个单项的前四名，12日举行四个单项的半决

赛、决赛。整个比赛历时一周。

此次比赛，由校工会主办、水土学院承办、

山东路达试验仪器有限公司赞助。

（王其军）

我校教职工“路达杯”乒乓球单项赛开赛

束。一年来，校工会按照“每周有动静、月月有活动”

的总体要求，通过组织开展以各类体育竞技活动为

引领，以群体性登山健身活动为特色的各类丰富多

彩的文体活动，使广大教职工在充分享受运动快乐

的同时，进一步确立了“每天锻炼一小时，快乐工作

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的健身理念，营造出了积

极健康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为推进学校的文化强

校名校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 （王其军）

11 月 5 日下午，由校工会主办，南管委承办

的山东农业大学 2014 年“美丽南校”教职工排球

组合比赛在南校区体育场开赛。副校长孙永华宣

布比赛开幕，副校长高东升致辞。

高东升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南校区的基本情

况，他指出，学校将教职工比赛安排在南校区举办，

其目的不仅是活跃校区文化生活，增强教职工体

质，更是加强师生交流，浓厚校区育人氛围的重要

举措，比将为建设和谐稳定发展幸福南校区，推动

学校跨越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下转第 3页）

（上接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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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校工会主办、水土学院承办、山东路达试验仪

器有限公司赞助的我校教职工“路达杯”乒乓球单项

赛，于12月12日在北校区乒乓球馆圆满落幕。

本次比赛共有 19 个部门工会的近 260 名

运动员参赛。共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四个单

项。为了增加比赛观赏性和激烈程度，上届比赛

的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前八名的选手可以兼项。

四个单项均采用淘汰赛制。 （下转第 4页）

我校教职工“路达杯”乒乓球单项赛落幕

一个人最大的财富是健康！一个人最

幸福的也就是拥有健康！有了健康的体

魄，我们才能更好的快乐工作和幸福生

活！越来越多的教职工早已意识到锻炼

的重要性，登山健身也成为了他们的自

觉行动！为满足教职工们的强烈要求，11

月 29 日，我校组织教职工冬季登山健身

活动，也从而拉开了冬季全民健身活动

的序幕。

上午 8:30，三个校区的教职工们结伴而

行，一路欢歌笑语，赏美景、拉家常、增感情、

促健康，三三俩俩结伴而行，陆陆续续到达登

山目的地———龙潭公园。此次活动，领导重

视，职工踊跃，吸引了学校副校长孙永华、原

副校长董树亭，各部门、各单位领导以及 2000

多名教职工的热情参与。

我运动、我快乐，我健康。校工会一直非

常关注教职工的身体健康，每年都要组织多

次全民登山健身活动，此次活动是今年冬季

登山健身活动之一。

（王其军）

“我运动，我快乐，我健康”———校工会组织教职工冬季登山健身活动

本次比赛共有 19 支代表队的近 200 名

队员参赛。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

小组循环，小组前两名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

段采用交叉赛，直至决出前八名。比赛历时 8

天，到 14 日结束。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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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校工会主办、南管委承办的 2014 年

“美丽南校”教职工排球组合比赛，于 11 月 14

日圆满落幕。学校领导孙永华、高东升出席比

赛开幕式，并在比赛期间光临现场指导。

本次比赛共有 19 支代表队的 230 名运

动员参加。比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小组

循环，小组前两名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交

叉加附加赛，最终决出 1—8 名。参加比赛的

各代表队，本着“交流、友谊、快乐、参与”的宗

旨，排球场上充分展示了各代表队团结协作、

不畏强手、顽强拼搏、勇争第一的精神风貌。

运动员中既有 50 多岁的教授、泰山学者，也

有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教师；既有院长、基

层党委书记，也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教工。他

们不仅知识渊博、为人师表，课堂上谈吐睿

智、工作中敬业奉献，赛场上更是一丝不苟、

每球必争、相互鼓励、追求完美。整个比赛赛

出了风格，赛出了友谊，赛出了水平。全体裁

判员老师严谨细致、公正评判，得到了运动员

们的一致好评。本次比赛南管委专门设置了

服务处，为运动员们饮水提供了方便，同学们

热情周到的服务，得到了老师们的赞誉。

经过 8 天近 50 场的激烈角逐，体艺学

院、校直机关、后勤处代表队获得本次比赛的

冠、亚、季军。获得 4—8名的代表队分别是林

学院、经管学院、信息学院、农学院、生科学

院。经过比赛组委会的认真评选，农学院、信

息学院、后勤处、文法学院、机电学院、水土学

院、园艺学院获得组织奖单位。

（王其军）

2014年“美丽南校”教职工排球组合赛落幕

运动员们本着交流感情、增进友谊、切磋

球艺、共同提高的宗旨，在紧张、快乐、团结、

和谐的氛围中展开角逐。在赛场上，运动员们

全身心的投入比赛，团结协作、相互鼓舞，热

情高涨、斗志昂扬，不畏强手、每球必争；场下

对手之间有说有笑、相互交流探讨每一个球

的细节，其乐融融。他们尊重裁判、尊重对手、

尊重观众，赛出了风格、赛出了友谊、赛出了

水平，增进了运动员们的感情。比赛中，裁判

员严格执行比赛规则、严谨细致、公正裁决，

得到了运动员们的一致好评。比赛期间，学校

领导董新胜、孙永华、朱莉、高东升亲临现场，

给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以极大鼓舞。

经过 5天近200 场的激烈角逐，男女单打

的前四名分别被侯作存、冯大鸣、李向东、庞凤

东，丁文、袁会香、杨美丽、李霞获得；获得男女

双打的前四名是：侯作存 /范军、周毅 /庞凤

东、李祥 /张海森、戴景军 /王春堂，杨美丽 /牛

红军、魏冰 / 郑柏香、丁文 / 马晶、袁会香 / 李

霞。各个单项的并列第五名也均有归属。

经过比赛组委会的认真评选，水土学院、

机电学院、体艺学院、后勤处、信息学院、生科学

院、食科学院荣获组织奖单位。程合俊、张军、张

洪东、邱健壮、彭清才、李坤荣获优秀裁判员。

比赛结束后，裁判长郑亮和男单冠军侯

作存，为大家奉献上了一场精彩的表演赛。

（王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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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了解教师对课程建设、教学方

法、教学模式以及教书育人方面的建议和取得

的经验，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促进教学

创新，加快年轻教师的成长，根据期中教学检

查活动安排，11 月 4日下午，学院在文理大楼

811 会议室召开了期中教学检查教师座谈会。

学院党委书记倪才培、院长尹洪宗、学校督导

组成员曲祥金教授、系（中心）主任、专业主任、

教学秘书以及学院教师代表出席了座谈会。

会上，教师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结

合自身实际谈了对教学工作的理解和看法。

大家一致认为，爱岗敬业是提高教学质量、做

好教书育人工作的前提。教师要从备课、教学

设计、教案设计、教学素材积累、教学方法、课

后交流、课后辅导、关爱学生等各个方面从事

教学工作，才能把教学工作做好。同时，还要

始终保持高昂的教学热情，寻找科学的教学

方式和育人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

生享受学习的乐趣，让每一位学生都成才。会

上老师们还就多媒体课件质量、教室教学设

备、音响效果以及上下课铃声等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尹洪宗院长在总结讲话时说，尽管我院

的师资力量仍然比较紧张，但教师队伍的整

体素质比较高，特别是老教师教学经验丰富，

爱岗敬业，吃苦奉献，在各个方面发挥了榜样

作用；年轻教师积极进取、上进心强，能虚心

向老教师学习，实现个人的快速成长，各方面

成绩突出。今后要继续强化教学工作是学院

化学院举办青年教师座谈会

近日，学校发放 2014 年“校园金秋助学

金”，100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 10 万元助

学金。

“校园金秋助学金”来源于 2013 年学校

教职工的“爱心一日捐”捐助基金。经山东省

教育基金会批准，拨付其中的 10 万元捐助

金，以“校园金秋助学金”的形式资助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重点资助大一年级的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经个人申请、班级推荐、学院审核、

学校批准，农学院胡娟等 100 名学生获得“校

园金秋助学金”资助。

自 2010 年以来，学校已连续 5 年开展校园金

秋助学活动，711 名学生受到资助，资助总金

额 71.1 万元，体现了全校教职员工对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的关心关爱之情，是大学生“阳光

成才”资助体系的有力补充。此前，山东省慈

善总会高校分会划拨 1.5 万元，对我校身患重

病的生科院学生周经昊、农学院学生陶化兴

分别给予 10000 元和 5000 元特困救助。目

前，全校专门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各项

奖助学金近 20 项，每年有 9000 人次的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获得资助，资助金额 1500 余万

元，有效地保障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学

习、健康成长。 （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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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页）

按照学校《关于在全校教职工中开展师德

建设教育月活动的通知》精神要求，学院扎实

开展了一系列推进师德建设的活动，先后成功

举办了以“弘扬高尚师德，带头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青年教职工演讲选拔赛

和青年教师硬笔书法比赛。经过选拔和推荐，

演讲比赛获奖选手及硬笔书法比赛获奖作品

分别参与了学校的相关赛事并斩获佳绩。

为了进一步增强广大教职工的身体素

质，提高运动技能，加强教职工之间的广泛交

流，学院以“师德建设月”为契机，开展了人人

参加、全员参与的“羽毛球活动月”活动。

此次“羽毛球活动月”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以 5 个工会小组为单位进行预赛活

动，实行单循环比赛，各小组男、女前三名代

表各工会小组进入决赛阶段。第二阶段决赛

与学院传统活动项目“羽毛球和谐杯”比赛紧

密结合，进行团体和个人单打比赛。决赛于 11

月 2 日在校体育馆成功举行。“羽毛球活动

月”历时一个多月，经过近百场的男单、女单、

男双、女双、混双激烈角逐，最终实验中心代

表队技压群雄，摘得“和谐杯”桂冠，同时实验

中心队员陈长宝、孙华分获男、女单打冠军。

此项活动得到学院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

力支持，学院党委书记倪才培同志到场祝贺，

院长尹洪宗教授、副院长姜林教授临场厮杀。

全体院领导与参加决赛教职工集体合影

留念。 （化学学院工会）

化学院成功举办“羽毛球活动月”

中心工作的意识，作为一线教师，应从自身做

起，重视自己的工作，干好自己的工作，为学院

的发展做出贡献。学院将在各个方面向教学一

线倾斜，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育教学名师，形

成尊重教师、重视教学的和谐学院氛围。真诚

希望：一是年青教师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学院

改革、发展的大背景下去考虑，树立大局意识、

发展意识和育人意识。二是要把教与学结合起

来。教师要重视政治理论、社会理论、业务理

论、职业技能等的学习，不仅从书本上学，从老

教师身上学，而且要从实践中学，加强业务进

修，完善自我，使自己的教学水平尽快提高。三

是要把教书和育人结合起来，创造良好的育人

环境。四是要多组织交流活动，以系、中心和课

程组为单位多组织教学研究和教学观摩活动。

倪才培书记对学院教师提出几点要求，

一是要认真备课，注意备课中的每一个环节，

多媒体课件要精益求精，从文字、图片、色彩

等都要认真处理；二是课堂授课过程要精心

设计，从总结上次课的内容开始，逐渐引入本

次课程内容，课堂提问要有针对性，要提前设

计好，不能泛泛的为了增加提问这个教学环

节而提问；三是要加强听课与交流，老教师的

课要听，年轻教师的课也可以听，做到取长补

短，同时年轻教师间要加强相互交流，对于课

程内容的处理、讲课技巧、授课心得等多探

讨，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学院将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认真研

究，属于学院的问题加紧落实整改，属于学校

的问题，学院将积极向学校管理和职能部门

提出整改建议。 （化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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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 日，由中国侨联、中国文联、中国

美协、中国书协、台湾中华侨联总会、香港侨

界社团联会、澳门归侨总会联合举办的第二

届世界华侨华人美术书法展在北京炎黄艺术

馆开幕, 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克辉，

中国侨联副主席康晓萍，中国文联副主席左

中一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我校侨联主席、

泰安市侨联副主席鞠达青的油画作品《泰山

风景———龙潭飞瀑》入选并获得优秀奖。

此次美术书法展共收到来自海外 42 个

国家和地区近 2000 名作者选送的近 4000

件参评作品，经评委会严格评选，共有 292

件书画作品参加展出。展览设佳作奖和优

秀奖两种奖项，展出作品题材丰富、艺术形

式多样，充分体现了中国书画艺术在不同

国家的传播传承与创新发展，展示了中华

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蓬勃生机与独特

魅力，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对祖(籍)国文化的

强烈认同感。

（杨圣慧）

学校侨联主席鞠达青在第二届世界华侨
华人美术书法展上获奖

近日，第八届山东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名

单正式公布，我校四位科研人员入选，分别是

植保学院薛明教授、动物科技学院王中华教

授、农学院孙学振教授和园艺学院郝玉金教

授。

山东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评选活动，由山

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科学技

术协会和山东省公务员局共同组织。评选范

围为全省工业、农业、科研、卫生、教育等战线

上，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以及相

关科学领域从事科研与开发、普及与推广、科

技人才培养或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并在一

线工作、成绩突出的科技工作者。评选活动每

3年开展一次，每次评选出 60 人左右。被评为

“山东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的，由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省科协记二等功，颁发证书，并

从中择优推荐参加“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评

选。 （王敏）

四位教师获山东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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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1 日至 23 日，由全国农林高校教

职工羽毛球运动联谊会主办，南京农业大学

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农林高校羽毛球联谊赛在

南京农业大学体育馆举行，我校教职工羽毛

球队获得了第十名的好成绩，并荣获优秀组

织单位。

为参加本次比赛，我校组成了由副校长

高东升为领队，共 14 名教职工参加的代表

队。在两天的激烈角逐中，队员们在高校长的

率领下，发扬了顽强拼搏、不畏强手、团结协

作、积极进取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

神，认真对待每一局对决、每一场比赛，共同

切磋、稳扎稳打，展现出高超的技艺。赛出了

友谊、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赛出了山农

大教职工的精神风貌，为学校争得了荣誉。此

次联谊赛，加强了全国农林高校之间的沟通

交流，使各高校彼此切磋了技艺、交流了感

情、增进了了解、建立了友情。

据悉，今年参加比赛的各代表队，大多以

年轻队员为主，平均年龄较小。我校则是以老

队员为主，虽有比赛经验，但体力承受不了紧

张的赛程和高强度的对抗。为今后的比赛，努

力发现、积极培养喜欢羽毛球运动的年轻队

员已势在必行。 （王其军）

我校在全国农林高校教职工羽毛球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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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第十届全国高校“校长杯”乒乓球

赛在河南理工大学举行，来自全国 22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 23 支代表队、300 余名运动员

参赛。我校朱莉副校长作为山东省高校代表队

九名队员之一参加了比赛。经过三天的激烈角

逐，河南省第一代表队夺得团体比赛桂冠，江

苏、广东代表队分列二、三名，跻身前八名的代

表队有上海队、天津队、山东队、湖南队、甘肃

队。此次比赛由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河

南省教育厅协办，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乒乓球

分会和河南理工大学共同承办。

全国高校“校长杯”乒乓球比赛作为我国

高教界的一项重要体育赛事，以“兢兢业业当

校长，轻轻松松打乒乓”为理念，为来自全国

各地高校的校级领导们提供了交流与展示的

平台，促进了各高校间教育、管理等工作的交

流，有力地推动了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王其军）

11 月 8-10 日，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组织的“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决赛

在北京举行，我校生科学院苏英华、图书馆刘

玉博制作的《分子生物学 -蛋白质的生物合

成》课件作品经山东省教育信息中心初评进入

本次大赛决赛，并获得高教理科组二等奖。

为推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学理念和方

法的更新，推动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在教

学中的应用，充分挖掘各地教育教学单位的

优秀课件成果，提高学科教师的课件制作水

平，探讨和交流现代教育技术在实际教学中

的应用与推广，进一步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

学质量，促进学校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自

2001 年以来，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举办

此项赛事至今已举办了十四届，各省、市教育

信息中心负责本省、市高校的参赛作品初评。

我校教师 2011 年以来第二次参加该项赛事。

我校另有三件作品也参加了本次比赛，

其中，生科学院吕巍的《植物细胞对矿质元素

的吸收》、刘凯等的《普通微生物学》获高教理

科组优秀奖，机电学院樊桂菊等的《Mechanics

of Materials—Internal Forces in Bending》获高

教工科组优秀奖。

（孔庆国）

我校教师荣获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二等奖

朱莉参加第十届全国高校“校长杯”乒乓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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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校妇委会、工会组织的全校女教

职工妇科专项体检在泰安慈铭健康体检中心

进行。

此次体检共设四个体检项目：妇科检查、

宫颈 TCT 检查、乳腺彩超、甲状腺彩超，按照

自愿报名、个人交费与学校适当补贴相结合

的原则，以充分体现学校对女教职工的关心

关怀。全校共有 537 人报名，其中离退休女职

工 55 人。

体检结果将由泰安慈铭健康体检中心直

接通知本人。通过体检，广大女教职工对自己

身体的健康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检测

到的问题进行进一步复查和治疗，力争将问

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李萍）

我校组织女教职工进行妇科专项体检

报：上级工会、学校党委、学校领导

送：各基层党委、党总支、各院、处（室）

发：各部门工会

（共印 2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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