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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批
准2018年下半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
通知》（教外函〔2019〕22号），批准36
个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泉州信
息工程学院与美国宾州滑石大学合作
举办的软件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成
为福建省本次获批的唯一项目。

我校和美国宾州滑石大学合作举
办的软件工程（中美合作）专业（专业
代码：080902H），经教育部批准，
2019年面向全国范围内计划招生。该
专业致力于培养能熟练运用中英双
语，掌握扎实的软件工程基础理论，
具备软件开发、软件规划、软件测试、
软件实施及与信息系统和信息技术

相融通的专业能力的应用型复合高
素质人才。可在国外企业、跨国企业、
国内企事业单位，从事可视化编程、
WEB 应用开发、信息系统及数据库
管理、软件测试等专业工程及项目管
理工作。

美国宾州滑石大学位于美国宾夕
法尼亚州，成立于1889年，是宾州政
府举办的州公立高等院校，是美国北
部最大的高校。学校具备本、硕、博，
文、理、工多层次多领域的办学水平和
各类人才培养的杰出能力，高质量的
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使其在美国获
得广泛认可。学校拥有9000余名在校
学生，450名教职人员。教师当中80%

人员是全职的终身教授，其中92%以
上拥有博士学位。

我校软件工程（中美合作）专业采
取“4+0双学位”模式：四年学业全部
在我校完成，不出国门，可实现“家门
口的留学”。学生达到中方及美方培养
要求者，可同时获我校颁发的本科毕
业证书、工学学士学位证书，以及中国
教育部认证的美国宾州滑石大学颁发
的本科毕业证书和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Science （理学学士学
位证书）。

同时，美国宾州滑石大学定期为
学生提供拜耳公司、美国钢铁公司、
Highmark Blue Shield 公 司 和

McKesson Robotics 等公司的实习
机会，毕业可同时享受滑石大学和泉
州信息工程学院合作企业推荐。毕业
成绩达到美国宾州滑石大学要求可以
直接升读该校硕士研究生，同时有机
会升读美国其他大学硕士研究生。就
业竞争力和升学优势明显。

学生就读我校软件工程（中美合
作）专业，教学质量有很好的保障。该
专业原汁原味引进美国宾州滑石大学
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材等，并可
共享美国高校教育网络资源。核心课
程由美国宾州滑石大学教授授课，其
他课程由学校选聘有海外留学背景的
优秀教师授课。

中美两校联合培养项目获教育部批准

本报讯 6月3日，2019年第二届东南亚金门籍
青少年祖地行——泉州海丝之旅暨“闽南文化在泉
信”启动仪式，在学校报告厅举行。30余名来自马来
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国家的金门籍青少年与泉州地
区青少年参加活动，通过体验闽南民俗、倾听闽南歌
曲、观看闽南曲艺表演、走访历史文化古迹等形式，
深入了解祖国、中华文化与祖籍地人文历史，增进血
溶于水的深厚情感。

活动由福建省金门同胞联谊会、泉州市海外联
谊会、泉州市金门同胞联谊会、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闽南科技学院共同举办。

本报讯 近日，中央美术学院建筑
设计研究院院长王铁教授一行莅临
我校进行为期三天的参访指导，并受
聘为我校专职教授，同时受聘的还有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张月教授、天津美
术学院彭军教授、内蒙古科技大学建
筑学院韩军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美
术学院李荣智副教授、葛丹博士。王
铁教授等高层次人才的加入，将为我
校创意设计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等增
添新的动力。

王铁教授一行参观了校园环境、
教学设施及2019届创意设计学院毕

业设计展，与我校校领导开展座谈会，
并参加了教授敦聘仪式。校领导、相关
职能部门负责人、创意设计学院院长
以及部分专业教师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林东常务副校长对
王铁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
介绍我校创校历史、发展现状及发
展规划。创意设计学院院长段邦毅
教授介绍创意设计学院的基本情
况，及以学科建设为抓手、开展学科
建设和深化教学改革的具体做法；
并邀请各位专家参与到打造“百年
名校”的各项建设中；还就创意设计

学院教授工作室的设立进行论证。
双方就学校发展、校园建设、专业建
设、团队建设和合作办学等展开了
深入探讨。

王铁一行对受聘为我校专职教授
表示感谢，并表示将为我校创意设计
学院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等工作贡献充分的经验和力量，并将

“四校四导师”课题延展到我校。能预
见到，王铁等教授们的加入，必将为我
校创意设计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等增
添新的动力，为老师和学生们搭建更
加广阔的研究、学习和成长的平台，实

现更好的发展。
王铁为“四校四导师”实验教学课

题项目负责人，该项目是由中央美术
学院王铁教授创意，与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张月教授共同发起，邀请天津美
术学院彭军教授共同创立的“3+1”名
校实验教学模式。自 2008 年开创至
今，项目已走过十一年。该项目强调的
是参加课题院校的教授、学生更加融
洽无障碍地交流。学生可以跨院校、跨
区域获得课题组19所院校教授责任
导师、学科带头人的精心指导，打破壁
垒，是该项目的创举。

央美教授受聘我校 人才培养再添新动力

本报讯 6月初，学校迎来
乌克兰国立美术与建筑艺术大
学油画专业主任阿列斯-萨拉
维副教授，为创意设计学院
2017级、2018级学生开设大师
油画课。

本次授课为期4天，共三
个主题：乌克兰国立美院油画
专业发展史及作品赏析、真人
肖像绘画、美丽校园写生。

经典画作欣赏
第一堂课，萨拉维介绍，乌

克兰国立美院创办距今已有
102年的历史，油画专业在该
校已设立80多年。他根据各个
年代的绘画特点，精心准备很
多经典作品与同学们分享，这
些作品大都出自乌克兰著名美
术大师在乌克兰美院学习期间
所创作，另有一部分是其本人

作品。欣赏作品后，同学们感受
到美术大师的精湛技艺，不禁
发出阵阵赞叹。课后，同学们积
极与大师交流互动，并热情合
影留念。

真人肖像绘画
第二堂课，是肖像绘画课。

萨拉维亲自示范如何作肖像画，
同学们目不转睛地在一旁观察。
只见，萨拉维一边作画一边讲
解，用了3小时完成一幅教学作
品。见识了教授的绘画技艺，同
学们都跃跃欲试，他们将课堂感
受融于画笔中，尝试运用新的技
巧作画。待同学们作完画，教授
又一一点评，并细致地帮助每位
同学修改作品。同时，他还为每
一位同学讲解，如何更好地使用
色彩、调节冷暖色的对比以及构
图比例等。

美丽校园写生
第三堂课，是风景绘画，同

学们十分期待。天空作美，晴空
万里，教授和同学们顶着烈日，
在图书馆天台上描绘美丽的校
园。每个人都怀着雀跃的心情，
专心致志地描下每一帧风景。

下学期，学校将继续邀请
乌克兰高水平美术大师来校交
流和教学，通过艺术传递不同
国度的文化和历史，增进彼此
友谊，开拓师生的视野，共同发
现美。

国际油画大师精彩开课

本报讯 4月24日，泰国格乐大学校长杨金泉博士一行到校访问，并与
学校签署合作项目。校党委书记、校长陈笃彬，常务副校长林东，副校长黄克
安等，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并出席座谈。

座谈会上，陈笃彬说，泰国是中国的亲密友邦，也是东南亚地区同中国合
作最密切的国家之一，中泰两国政府也十分重视发展中泰友好事业，关心支持
两国的人文、教育和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两国大学间的合作更像是一条纽
带，承载着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和传递不同的人文、教育的使命。他希望，通过近距
离、面对面的交流，找到契机建立起两校在教育、文化领域中的合作与互鉴。

随后，林东向杨金泉介绍学校的发展、专业建设及取得的成果等。杨金泉对我校
办学水平和美丽的校园环境表示赞许，他十分赞同陈笃彬提出的探寻两校合作契机的
想法。他认为，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将中国推向世界的中心，成为世
界瞩目的焦点。他希望，未来能与我校进一步探讨建立中泰学术研究中心的可能性，及两
校共同培养本科人才的计划。本着这些美好的合作愿景，双方校长签署两校合作备忘录。

泰国格乐大学校长一行访问我校

本报讯 宾朋满座逢盛会，群贤毕
至绘宏图。4月20日，我校召开校友会
2019年年会，来自浙江、福州、泉州、厦
门、漳州等地的各分会校友代表齐聚
母校，总结2018年校友会工作，展望
2019年校友会工作计划。

参加此次年会的有党委书记、校
长陈笃彬，常务副校长、校友会会长林
东，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吴元凯等，和
各校友分会会长、副会长及秘书长。

本次校友年会共三项活动，参观
校园，工作会议，校友讲坛。清晨，与会
校友便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校
园、图书馆、实验室等。校友们漫步在
优美的校园里，回忆着往日在校生活
的点点滴滴，看到母校建设得越来越
好，无不赞叹和骄傲。

工作会上，陈笃彬作题为《做好校
友工作，凝心聚力，为建设特色鲜明的
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而奋斗》的讲
话。他首先代表全校师生向全体校友致
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对校友会

2019年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长期关心我校校友会工作的老师和
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接着围绕“提升
认识，正确把握校友在学校事业发展中
的地位”“转变观念，努力提高服务校友
的水平”“明确定位，充分发挥校友会的

职能作用”三个方面，阐明了校友会工
作的重要性，提高校友会工作水平的方
法，对校友会工作提出了殷切希望，为
校友会工作指明了方向。

校友会各分会就加强制度建设、
促进各分会交流、搭建校友共享平台、

服务异地校友等工作亮点进行了总
结，并就进一步推动校友会工作进行
深入交流和探讨。

林东作题为《交流信息，联络感情，
增进友谊，共同发展，把校友会工作提
高到新的水平》的报告。他全面总结了
校友会 2018 年的工作，并就校友会
2019年工作进行部署，要求校友会继
续加强自身建设，加强对各分会工作的
指导，进一步联系广大校友，努力提升
校友会工作内涵，以服务为宗旨，加强
校友成就推荐。并勉励校友会和校友们
进一步加强内涵建设，创新活动形式，
把校友会各项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为
广大校友服务，为学校服务，为学校顺
利通过教育部合格评估，建设特色鲜明
的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做贡献！

在校友讲坛上，毕业于我校2012
届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现就职于福
州市纪委、监委的林骏凯作为优秀校
友代表，作题为《行政单位、事业单位、
国企的考录及发展前景》的报告，传达
最新公考资讯和发展前景，并传授了
他的亲身经历和宝贵经验，为学
弟学妹提前做好职业规划提供
了帮助。

2019年校友年会 共谋合作发展

本报讯 5月17日，以重庆市民办教育协会驻会副会长，重庆市
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陈传文为团长的重庆市民办教育协会调研团
15人莅临我校开展相关专题的考察调研。

福建省民办教育协会袁德俊会长、郑元鼎秘书长，我校党委书
记、校长陈笃彬，副校长黄克安，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吴元凯等校领
导，以及各部门相关负责人陪同考察调研。

调研团考察了我校校园、图书馆、泉州市智能制造公共实训基
地等，并对我校建设表示充分的赞许。

座谈会上，陈笃彬对陈传文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向调研团介
绍学校的基本情况、教学改革与创新发展成果、人才培养与专业建设、
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双方就办学相关问题展开深
入的交流与探讨。

重庆民办教育协会调研团莅校考察

本报讯 5月13日，东南管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卢志春、销售
经理李杨等莅临泉信应用技术研究院，参观并与学校举行战略合作
及管阀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学校常务副校长林东，校长助理张舜德、
傅明星，泉信应用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金在等参加签约仪式。

座谈会上，林东介绍了学校发展情况、人才培养模式以及
学生就业情况，表达了学校与企业协同育人，实现合作共赢
的意愿，希望双方接下来在实践教学、人才培养、技能提升、
毕业生实习就业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共同打造校企合作
平台。

签约仪式上，张舜德、陈金在与卢志春分别代表学校
和东南管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及管阀项目
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密切合作，以泉信应用
技术研究院为基地，成立“东南管阀研发中心”，中心将
在“省力化阀门开闭开发设计”、“管道内壁焊接残渣
自动打磨系统开发设计”等方面展开研究。

随后，双方共同为“东南管阀研发中心”揭
牌，并合影留念。

加强校企合作
推进协同育人获双赢

本次仪式同时也是我校“闽南文化在泉信”的启
动仪式。闽南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丰富的内
涵，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强化青年学生
的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创新意识，增强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文化艺术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学习传统
文化，规范思想品德培养爱国情怀，培养积极的人生
态度和深厚的礼仪道德，我校进行了特色鲜明而富
有成效的探索。通过开展“闽南文化在泉信”系列活
动，以丰富多样的形式，推动“闽南文化在泉信”品牌
建设，将其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闽
南文化知识的融合、传承的培育和能力的训练融入
人才培养全过程。组织号召青年学生认真学习闽南
文化中蕴含的敢拼爱赢、海纳百川、崇文重教、爱国
主义的精神，进一步探索和挖掘更多闽南文化的精
髓，推动青年人更好的传承与发扬闽南文化。

此次活动为期6天，来自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
亚国家的金门籍青少年与泉州地区青少年共30余
人参加。他们将在短短6天时间里，通过听闽南历史
文化讲座、体验陶瓷及影雕制作艺术、动手学习包粽
子、观看端午民俗表演、徒步穿越古城等方式，切身
感受泉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发展变化，寻找共同的
根，培养血溶于水的深厚情感，并将所见所闻与家人
和朋友分享，传播、传承中华文化。

启动仪式上，福建省金门同胞联谊会副会长、泉
州市金门同胞联谊会长林荣代表主办方欢迎来自东
南亚的金门籍青少年来泉开展海丝之旅；我校党委
副书记、副校长陈卫华介绍“闽南文化在泉信”的开
展情况；文莱福建会馆青年团团长蔡信喆代表东南
亚金门会馆表达感谢之意；马来西亚巴生兴华中学
陈伟彬代表海外青少年表达不忘祖、传承中华文化
之志；福建省金门同胞联谊会会长、我校党委书记、
校长陈笃彬，泉州市委统战部副调研员牛宏，闽南科
技学院副校长周勇军为活动授旗。

金门籍青少年祖地行
寻根寻源传承中华文化

大师课

第二届金门籍青少年祖地行活动启动仪式现场第二届金门籍青少年祖地行活动启动仪式现场

出席启动仪式的领导与嘉宾出席启动仪式的领导与嘉宾

现场举办活动授旗仪式现场举办活动授旗仪式

与会领导与金门籍青少年合影留念与会领导与金门籍青少年合影留念

阿列斯阿列斯--萨拉维副教授为学子授课萨拉维副教授为学子授课

学生户外写生
学生户外写生

绘画作品
绘画作品

20192019年校友会年会顺利召开年校友会年会顺利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