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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聚全员智慧 创美好未来
——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 2021 年春训纪实

张亦萌[1] 宣 丽[1]

春冬训一直以来都是学院的优良传统，每年教

学部门都会利用培训淡季，围绕教学培训中的重点、

难点和前瞻性课题，采取多种形式，传习知识技能，

分享前沿理论，交流教学经验，探索学习体会，研

讨学习成果。经过近 20 年的坚持和发展，春冬训

已经成为学院加强教职员工队伍建设、提升教学培

训质量的有力抓手，成为学院凝聚思想共识、提升

工作质量水平的“加油站”“助推器”。

本次春训为期三天，以建设有思想、有理想、

有灵魂、有价值、充满爱的校园，推动全体教职员

工为学院做贡献、与学院共成长为目标，紧密联系

学院发展与员工实际，注重以人为本，凝心聚力，

采用外请与自培相结合，专题讲授与开放式研讨相

结合的方式，深入体验知识获取的乐趣、能力锻炼

的欣喜、素质提升的愉悦、人生修炼的美好。

一、凝心聚力谋发展，团结奋进谱新篇

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专题辅导，激烈碰撞、

深入细致的交流研讨，将全员春训推向了高潮，进

一步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凝聚智慧、提升能力。

院长赵玉建作题为《文化铸魂 价值立本》的专

题辅导。结合多年工作实践和学习心得，深入解读

“上善若水、止于至善、文化铸魂、价值立本”的深

刻内涵和思想启示。通过分享四位思想家企业家的

成功实践，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髓，积极践行“上善若水”的思想和“止于至善”

的精神，突出文化这个灵魂、价值这个根本，努力

建设一个有思想、有理想、有灵魂、有价值、充满

爱的校园，创造一个快乐工作、幸福生活的家园，

实现教职员工与学院共同发展、价值共同提升，让

学院受社会尊重、被学员向往，始终站在思想理念

文化与价值高地；明确紧紧围绕戴厚良董事长提出

的担当中高层管理干部和战略预备队培训主力军的

使命和“五个一流”目标，紧跟中央决策和集团公

司战略部署，找准提升学院价值的思路措施，努力

为集团公司人才强企提供有力支撑。

党委书记钱兴坤作题为《风清气正 和谐幸福》

的专题辅导。解读了风清气正的丰富内涵，阐明了

风清气正对事业成功、学院发展、和谐幸福、培根

育人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分析了风清气正的现实环

境，在梳理总结学院 37 年来优良传统作风的同时，

查摆了作风建设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围绕开创风

清气正的局面、营造幸福和谐的环境，从讲政治、

顾大局、重学习、守纪律、促团结等五个方面，分

享了涵养守护的方法路径，寄望全体教职员工共同

努力，使学院的党风更好、政风更清、学风更淳，

在学院这片沃土尽情地施展聪明才智，为集团公司

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同时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出彩。

副院长翁自力作题为《精细管理 追求卓越》的

专题辅导。重点围绕学院“十四五”规划和 2021

年工作部署，认真分析形势，明确目标任务，结合

分管工作，就落实集团公司“四精”工作要求，建

设环境优美、和谐智慧校园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并

结合身边的一个个真实案例，以事说理，以情动人，

引发共鸣，使大家真正明白何为精细管理。精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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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一种理念、一种文化、一种科学，从精细管理

向精益管理迈进，需要全员的参与，扎实有效推进，

需要从点滴做起让精细管理逐步成为工作的日常和

习惯，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促和谐。

副院长李志刚作题为《全面对标 争创一流》的

专题辅导。从对标管理的理解认识出发，结合国内

外一流管理的成功案例与经验，解密何为对标管

理、为什么要对标管理，让大家深刻理解一流管

理需要文化支撑，需要坚持对标提升导向，持续推

进高质量发展。围绕建设一流党校和一流管理干部

学院的愿景和“五个一流”目标，运用对标管理工

具，查找出战略契合、组织协同、业务完备、运行

有力、效益彰显等 5 个方面的不足，对标先进找

差距，学习经验促提升，明确了学院对标管理改进 

措施。

三天时间，领导班子成员 4 场次讲课， 10 个研

讨组充分结合对课程内容的体会与理解，围绕主题，

谈个人感想，谈本职工作，谈努力方向，沟通交流

讲心声，畅所欲言谈改革，经过交流研讨，形成 20

余份研讨成果。共同学习、深入探讨、共谋发展的

全员春训，是一次教学业务大讨论，也是一次全员

大培训。

二、别样晚会展风采，美好未来共创造

“我为学院做贡献 我与学院共成长”主题春训

晚会，员工欢聚一堂，共享春训盛宴，共度美好时

光，展现管院人别样风采。

舞蹈《热舞青春》引爆开场，歌曲《春暖花

开》温暖你我，合唱《军歌联唱》振奋人心，原创

诗朗诵《培训 信仰》《水调歌头 培训 力量》彰显了

培训新风采，特色舞蹈《海草舞》引爆全场，一曲

曲动人的歌唱出了管院人饱满的热情，一段段熟悉

的旋律映射出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员工们用

活泼、生动的方式诠释着对学院的真情和热爱，诠

释着对工作和生活的思考。

每一名员工都是学院最宝贵的财富，无论在任

何岗位，都能为学院做出不同的贡献，创造不同的

价值。每一名员工都在努力将责任心、创造力、执

行力落实到日常工作中的方方面面，把关爱与奉献

贯穿到团队建设之中，营造快乐工作、幸福生活的

环境。2021 年，学院将继续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四型”定位、

锚定“五个一流”目标，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

过硬的作风，奋力开创学院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以

优异的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三、充电蓄能再出发，砥砺奋进新征程

三天的学习充电，每一名员工积极参与，认真

研讨，共同为学院发展建言献策，展现了昂扬向上

的精神风貌，营造了风清气正的学习氛围，对推动

学院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形式多样，氛围浓厚。学院领导率先垂范，亲

自授课，重点围绕学院“十四五”规划和 2021 年

重点工作任务，展开专题授课辅导。授课内容紧扣

学院的重点工作，与每个员工从事的工作和切身利

益紧密相关，进一步拉近了领导和员工间的距离，

大家一同为学院发展出谋划策，一同勾画心目中最

美的学院。一场春训晚会，丰富多彩的节目表演，

展示了管院人别样的风采，营造了团结和谐、愉悦

温馨的文化氛围。一场主题沙龙，以新颖、开放、

活泼的形式，带领大家一同绘就学院蓝图。

精心筹备，凝心聚力。领导班子亲自抓落实，

专门成立筹备组，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在课程

内容设置上，充分征求各业务部门意见和建议，紧

紧围绕学院发展实际，制定详细的培训方案，让不

同岗位的每一名员工，能够真正融入到课堂，能

够真切理解和把握学院发展思路，明确发展方向和

发展目标，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贯彻落实学院

2021 年职代会、工作会等大会精神上来，切实为学

院高质量发展提出更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交流研讨，共同提高。为提升培训学习效果，

每半天领导专题辅导结束后，各组学员在组长和催

化师的引导下，围绕“我为学院做贡献，我与学院

共成长”，谈个人感想，谈本职工作，谈学院发展，

大家发散思维，畅所欲言，进一步交流思想、增进

友谊、相互学习、共同提高。本次（下转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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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终端延伸培训触角，做强做大线上培训，实现一

部手机就是一个课堂，一个移动终端就是一个在线

学院，扩大培训覆盖面和及时性，解决工学突出矛

盾，与线下教学形成优势互补。对于知识类的课程

如企业文化、制度政策类的课程采取班前自学的方

式，并通过线上考核合格后进入线下培训班，从而

减少线下组织培训的时间和成本。

（2）针对现在成人学习时间碎片化、地点碎片

化以及内容碎片化的特点，培训课件应讲求短小精

悍，只针对 1 ～ 2 个知识点进行讲述，时间以不超

过十分钟为宜。

6. 学习 + 生活。坚持“快乐学习，快乐生活”

的培训理念，在内部讲师培训时， 着重培养讲师欢

快轻松课堂氛围的营造能力，擅长使用成人学员喜

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学工作，让学员因为喜欢上课

堂氛围而喜欢上课、享受上课。

在课余时间，由培训管理者组织素质拓展、文

艺汇演、趣味活动等各类丰富有趣的活动，让学员

从强度较大的培训活动中跳脱出来，劳逸结合，侧

面激发学习热情，同时增进学员友谊，维系学习关

系，促进回归岗位后的交流。例如，我们会在培训

期间为学员学习或者生活的精彩瞬间拍摄照片或者

视频，并剪辑成视频在结业仪式上进行播放，算作

送给该期学员的礼物，当视频中的欢声和坚持、艰

辛与汗水在视频中呈现出来的时候，大部分学员眼

中会含着眼泪，表达不舍，从而强化了学员对企业、

对培训班集体的依赖感和归属感。

三、结语

历经五年的建设与发展，四川销售已按照既定

目标完成三个分院的建设，年培训经理人超 1200 

人次。凭借实战导向的课程体系、雄厚的师资力量、

严苛且新颖的培训管理模式及立竿见影的培训效果，

基地经理人培训项目专业化输出能力已初步体现，

开始陆续接到外部销售公司经理人送培订单，逐步

开启市场化运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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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1 页）春训期间共形成了上百条研讨成果

和建议意见，每一条、每一句都是学院发展最宝贵

的财富，是每一名员工作为主人翁对学院未来发展

殷切的希望和美好的憧憬。

激发干劲，笃实务行。春训是一次全员思想教

育动员会，响应了董事长戴厚良转“熬冬”为“冬

训”的号召，吹响了推动学院高质量发展的号角，振

奋了精神，鼓舞了士气，明确了思路，为完成 2021

年各项任务目标，实现“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提

供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和政治保障，全体员工进一步

增强了全局意识和大局意识，实现了解放思想，提

升了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切实增强了学院高

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主题突出、内容丰富、讲授精彩、氛围浓厚、

组织严密的春训学习，使全体教职员工进一步统一

了思想，凝聚了共识，提高了素质，为提升学院教

职员工整体精神风貌，营造风清气正氛围奠定了坚

实基础。全体教职员工将以春训为契机，努力提升，

共同发力，为学院高质量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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