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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周报 

 

动之 3V3 篮球赛 

5 月 12日中午 1 点，“青春·梦·飞扬”主题系列

活动之 3V3篮球赛暨开幕式在三教篮球场举行。the one

队对阵万宝路队。PG five队对阵骑士总冠军队。经过激

烈角逐，最终万宝路队以 21：12的成绩战胜 the one队。

PG five 队以 21：14的成绩战胜骑士总冠军队。 

 

二、管理工程学院举办“悦跑二十一天”跑步计划启 

团 讯 速 递 

本周检查结果 

 1.宿舍卫生检查结果 

 表扬：2#418、2#420、4#110、4＃119、4＃207、4#208、4#216、

4#536、4#538、A#127、A#239、A#508、A#532 

通报：2#216、2#208、2#626、4#111、4#227 

 

2..早操&晚自习检查结果 

 

 日期 分数 班级以及出勤率 

早操 

5.07 98 
工程 172、信管 172 出勤、率

100％，工程 171 出勤率 97％ 

5.08 96 
信管 171、物流 172 工管 174

出勤率 100％ 

5.09 95 
土地 171、造价 173 出勤率

100％ 

5.10 98 
造价 171、造价 172、工管

172 出勤率 100％ 

5.11 96 
工程 172、信管 172、工管

173 出勤率 100％ 

晚自习 5.07 96 
工管 171、工管 172 出勤率

100％ 

 

２.早操&晚自习检查结果 

一、管理工程学院举办“青春·梦·飞扬”主题系列活 

动仪式 

五月六日下午两点，管理工程学院 2018年度“悦跑

二十一天”跑步计划启动仪式在普教 423 举行。此次活

动不仅强健了同学们的体魄，更培养了管院学子们拼搏

向上的精神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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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
签约

省外
签约

非派遣省
外签约

纸质灵活
就业

劳动
合同

考研 考公 出国
班级签
约率

专业签
约率

目标签
约率

国工141 31 8 3 7 5 1 1 80.65%
国工142 27 4 5 3 5 0 1 66.67%
工管141 33 2 9 4 0 0 0 45.45% 45.45% 95.00%
造价141 35 3 3 9 6 0 1 62.86%
造价142 37 10 5 4 8 0 0 72.97%
工程141 27 3 5 4 4 0 1 62.96%
工程142 27 6 2 10 5 0 1 88.89%
信管141 29 9 1 1 1 0 0 41.38%
信管142 26 4 1 2 1 5 0 2 57.69%
物流141 29 1 4 2 5 0 0 41.38%
物流142 39 12 3 3 1 0 0 0 48.72%
土地141 23 4 1 1 2 0 0 34.78% 34.78% 100%
合计 363 66 42 50 0 2 46 1 7 58.95% 58.95% 94.91%

45.59% 93.54%

68.06% 95.00%

75.93% 96.00%

49.09% 95.00%

管理学院2018届毕业生签约率

专业班级 班级人数

就业情况统计

74.14% 95.00%

 

 

截止到 4月 29日，工程签约率达到 75.93％、国工签约率达到 74.14％、造价签约率达到 68.06％、信管签约率

达到 49.09％、物流签约率达到 45.59％、工管签约率达到 45.45％、土地签约率达到 34.78%。 

一、提前 5-10 分钟到达面试地点，调整自己的状态。 

早到说明你对这场面试的重视，还留给自己准备的时

间，避免匆忙进场，状态不佳，犯不应该的错误；（2）见

面时要进行简单、有特色的自我介绍，向各考官问候，面

试完告别语不可少；（3）面试中的坐姿很重要，挺胸抬头，

将双手平放腿上，会让考官觉得你有正气，很自信。切勿

随意坐在那儿，双手交握，揉搓手指，没有一个公司会录

取一个工作没热情、不自信的职员。 

二、如何准备一场面试。 

1、首先如果某家公司让你去面试，你一定要了解这

家公司的相关资料，并且做好面试的准备工作，和思考面

试一般他们会问的问题。 

2、认真的准备一份你自己的相关简历，内容一定要

详细精确，这样才能让面试官更加的容易了解你，这样做

也是对面试人员的一种尊重。 

3、面试的时候一定要落落大方，穿着一定要得体正

式，说话一定要连贯有逻辑，面试时一定要注意不要表现

的很紧张。一定要淡定的回答面试官的问题。 

 

就业小技巧 

 

 

姓名 专业 工作单位
田乐 国工141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朱毛雨 国工142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江家金 国工142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夏晶晶 国工142 厦门天和项目管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刘宗泽 国工142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李佳秀 国工142 海阳鸿辉发展有限公司

盖修浩 工管141 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李东旭 工管141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杨顺 工管141 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何允飞 工管141 中建东方装饰有限公司

潘晖 工管141 中建东方装饰有限公司

李柳伟 工管141 中建八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柴琛 造价141 青岛建惠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宁 造价141 河南碧赢置业有限公司

赵灿 造价141 北京市政路桥管理养护集团有限公司

王君妍 造价141 中铁十九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任尊豪 造价142 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王东辉 造价142 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张帆 造价142 山东能源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白一汶 造价142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郭旭杰 造价142 青岛习远房地产土地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李竹梅 工程141 兴源轮胎集团有限公司

谭嘉 工程141 兴源轮胎集团有限公司

王鹏宏 工程141 北京金蝶管理软件有限公司

高小妍 工程141 北京燕东微电子有限公司

赵宁 物流141 仕达利恩（南京）广电有限公司

王钦 信管141 青岛未来互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郇超杰 信管141 青岛未来互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华雨 物流142 青岛菲尔斯特物流有限公司

袁泽彦 土地141 青岛习远房地产土地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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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佳 作 

野火不熄 
造价 161 班陈静 

无论你是谁，总有一本书，让你放下浮躁，潜心于文

字墨香。藉此契机，浅谈吾之读《野火集》后感，或推文，

或推之思考，惟愿你我成为爱书善思之人。 

《野火集》一本唤醒人们自由意识的书，一把作者抨

击时弊的利刃。或许台湾看起来距离我们很遥远，对于台

湾我们或许除了其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再无更多认识；或许 1984 年我们还未存在于世，然而作

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不得不思考，当时台湾的问题，在中

国大陆是不是也正带着虚伪的面具，在我们的社会手舞足

蹈。 

作为一个成年人，以读者的身份窥视作者思维与台湾

时政的同时，也审视着自身以及所深深爱恋的这片土地。 

在校园里长大，不曾用“成人”眼光注视过自己的国

家，“我想回去真正认识一下自己的社会”，二十三岁的

龙应台如是想。现在的自己又何偿不是，甚至更退一步，

大学以前的自己被保护得太好（当然不是埋怨保护，而是

自己可怕的依赖），现在只能堪堪以“半成年人”的身份

自居，生理与心理脱节。 

苏格拉底说：“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

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

制度。”当认识到自己社会与理想的差距时，龙应台选择

站起来选择大声地说，他很生气！“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

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

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

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

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

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选自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

不生气》）。当下，我们需要发声，更需要理智的发声。 

所谓理智，不是像钓鱼岛事件在日货商铺为所欲为，

也不是指类似台大学生攻占立法委的任何过激行为，更不

是说未经证实消息的大肆传播。法律看似约束了我们，却

也给予我们真正的自由。至少，我们不像封建社会，平民

似蝼蚁任人践踏。 

“如果打电话到环保局去的不只我一个，而是一天有

两百通电话、三百封信，你说环保局还能支吾其事吗？”

当一个问题上升会众人的，上升为社会的，同时，大家都 

有所意识，那么众人都将成为问题解决的推力，相关负

责者则必定做出相应举措。先生将刊载文章定义为“策

略写作”便也不难理解。 

“浓的墨、淡的墨，粗犷的笔迹、圆柔的笔迹，每一

封信的语气都很激动，很痛苦，在摸索出路，在寻找自由

呼吸的空间”，先生言，“当我说‘我拒绝活在一个野

蛮的国家里，’我其实已经接收到了读者隐瞒传来的一

组暗码”。果真如此，读者和作者之间，是有一种无需多

言的互动和默契。 

真正有信心的人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更不忌讳承

认自己的丑陋。试图遮掩粉饰才真正是没有信心的表现。

避讳或遮盖都是都是自欺，自欺意味信心不够，这，才是

真正的危机。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国家，当一个人无法

认识自己的错误，当国家以“美好”遮掩真相。“‘文

革’闹得家破人亡的时候，往外散发的彩色画刊每一页

都是儿童苹果似的笑脸、干净整齐的公园吗、欢乐幸福

的农村景观，表现处一片人间净土；美丽的图片所企图

遮掩的，当然是哀鸿遍野的人间。”文革是我们中国的

一次灾难，谁又能忍受将其重演？然而，当自己鼓起勇

气，查阅相关书籍，却是一带而过。所闻所识，不过历史

课本几页的文字。可为什么，每每忆起，我对国家的痛，

如此明晰。我明白，爷爷闲暇唠叨的贫穷，是多么沉重的

经历，任何一个现在的我们都无法忍受。因而，分外珍惜

来之不易的现在。 

纵使不在台湾，纵使不在 1984，一面小小镜子折射

的丑陋，同样存在。诗人说：生了梅毒，还是我的母亲。

又何尝不是？穹顶之下，我对祖国的爱恋，何曾改变? 

2015年，《穹顶之下》引发热议，“雾霾”二字浮于

大众眼前；2016 年，全国人民与“雾霾”亲密接触。为

什么问题早已发现，却还是“癌变”加剧，很简单，居民

无所变，政府无所重。柴静自费拍摄且置一侧，我们最应

关心的还是环境的恶劣。我想柴静一定看了先生的《野

火》，但不同的是她把小小火苗引入当今大陆。 

最后，以先生所写做结：风在吹，云在走，人在思想，

博弈在拉锯，前进和后退在迂回交错，价值在惊奇翻转。

愿小小火苗在你我心中永燃不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