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泉州信息工程学院党委主管主办·

农历庚子年六月初二

2020年7月22日 星期三
学校官方
微博号

学校官方
微信号

投稿邮箱：qxy@qziedu.cn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博东路249号 邮政编码：362000

□总编：徐竟芳 责任编辑：林继学 联系电话：0595-22767537 网址：www.qziedu.cn

2020年第 期2
学校官方抖音号

依然记得，十八岁那年的夏天
我们与泉信相遇
四载春秋一晃而过，骊歌响起
可是，我们又怎能忘记
那紫薇花开的路口
半月湖畔凉爽的夏夜
实验实训室奋斗的日夜
时光在不经意间雕刻了
最难忘的青春记忆
我们最亲爱的泉信
我爱你，再见

本报讯 特殊的2020年，特殊的毕
业季。6月28日，2020届毕业典礼暨学
士学位授予仪式于运动场举行。在校毕
业生现场参加典礼;无法到校的师生、
校友、家长朋友们纷纷通过抖音、微博
等线上直播平台观看典礼，并送上美好
的祝福。

学校常务副校长林东，副校长黄克
安，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吴元凯，党委副
书记陈卫华，副校长郭惠惠、张舜德、聂
利亚，校长助理岳爱臣、周宏博、傅明星
等校领导，及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成
员，资深教授，毕业班教师与在校毕业
生出席毕业典礼。典礼由岳爱臣主持。

毕业典礼开始，全体起立行注目
礼，升国旗、奏国歌。

典礼上，吴元凯宣读2020届本科、
专科毕业生名单。黄克安宣读学校《关
于表彰2020届本、专科优秀毕业生的
决定》。陈卫华宣读2020届毕业生校友
联络员文件。紧接着，校领导向优秀毕
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

2020届物联网工程专业王璐同学
代表毕业生发言，“回忆四年大学生活，
往事历历在目。军训、课堂、老师、辅导
员、同学、朋友……太多珍贵的同窗之情
都将永远铭记在心中!”她由衷地感谢学
校四年来对她的栽培，告别过往，即将踏
上新的征程，王璐坚定地说：“无论今后
身处何处，我们都将继续秉承'知行合一
'校训精神，在学习中增长知识、锤炼品
格，在工作中增长才干、练就本领，以真
才实学服务人民，回报母校，以创新创造
贡献国家。”随后，毕业生集体宣誓。

软件学院杨岚老师作为教师代表，

向同学们致以最诚挚的毕业寄语。对即
将离开学校，奔赴工作岗位的同学们，
她与之共勉：一要脚踏实地做事，不要
好高骛远、急功近利。二要坚持终生学
习，不要虚度一生。三要拥有一颗感恩
的心，感恩父母、老师、帮助你的人，也
要感激那些绊倒你的人、伤害你的人，
因为是他们强化了你的能力、磨练了你
的心智。四要得勿喜，失勿忧，不要过分
去纠结公平与否。

杨岚深情说道：“欢迎大家常回来
看看，回来看看曾经与你晨昏共度的
校园，寻找纯真的大学时光，体味浓浓
的师生情怀，老师们期待你们回家的
脚步。”

林东常务副校长在典礼上致辞，他
对本届毕业生给予高度赞扬。2020年
是不平凡的一年，给毕业生的生活、学
习各方面都带来许多困难。但令他欣慰
的是，同学们不仅做到服从各级政府的
号召，在家自觉防控，还克服重重困难、
千方百计按学校要求认真完成毕业设
计(论文)和复工复产后的实习任务，有
的还参加了所在社区的防疫工作，奋战
在战“疫”最前沿。他相信，这个特殊的
毕业季带给同学们的感悟和锤炼，将是

大家一生的宝贵财富。
林东带着同学们共同回忆四年来

学校和同学们共同取得的累累硕果，勉
励大家一定不负青春与梦想，继续书写
属于自己的华彩篇章。

展望未来，林东与大家共勉：一要
坚守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能力，正确理
解所处的环境；二要坚守伟大梦想和拼
搏奋斗的能力，用行动创造美好明天；
三要坚守开放精神和探索新知的能
力，让青春与时
代同频共振。他
希望，同学们要
敢于做先锋，让
创新成为青春
远航的动力，用
兼容并包的开
放精神和锐意
进取的创新能
力面向世界。

然后，张舜
德宣读获得学士
学位学生名单。

最后，校领
导和学校学士
学位评定委员

会成员，为2020届获得学士学位的毕
业生办法学士学位证书并执拨穗礼。

这是泉信学子全新的人生起航。
毕业是对泉信学子四年大学时光的
总结，亦是泉信学子未来幸福人生的
崭新开端。毕业生请记住，母校永远
关注着你们的成长，希望大家走出校
门，未来能够继续传承“知行合一”的
校训，拼搏向前，书写更加精彩的人
生篇章！

本报讯 为了全面提高我校应对疫情的应急
处置能力，切实做好学生返校复学准备及校园疫
情防控工作，5月19日下午，我校组织开展了2020
年春季学期学生返校复学和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学校常务副校长林东，副校长黄克安，党委副
书记陈卫华，副校长郭惠惠、张舜德、聂利亚，校长
助理岳爱臣、周宏博、傅明星等返校复学工作领导
小组副组长，以及各二级学院院长、相关职能部门
负责人等返校复学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演练活
动，北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现场进
行技术指导。

“返校复学及疫情防控应急演练现在开始!”伴
随着林东一声号令，演练开始，一辆辆载着学生的
汽车缓缓驶向校门口，学生们拎着行李，保持着安
全距离，认真配合工作人员进行“行李消毒”“更换
口罩”“测量体温”“核验健康码”……

应急演练以全程实景演示的方式，展现了学
生返校可能出现的五种场景，消杀、测温、扫码以
及异常情况处置的具体环节。

在演练过程中，各部门分工明确、配合密切，突
出了真实性和科学性，检验了学校应对疫情的应急
处置能力，为学生返校复学时的各环节工作积累了
经验。学校将认真梳理和总结演练中发现的问题与
不足，查遗补漏、全面研判、优化流程、细化措施，全
力确保返校复学和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到位。

全力以“复”等你回家
——我校开展返校复学及

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本报讯 6月 8日，学校毕业年级分批错峰返
校的首批学生(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机械与电气
工程学院学生)正式回到校园。

经历了史上最长假期，泉信终于盼来了一张
张熟悉的笑脸。平安归来的泉信学子唤醒了校园
的蓬勃朝气。纵使倾盆大雨，为了这场久别的重
逢，同学们仍如约而至!

入校前，同学们必须接受“一消二检三核四通
过”的检查。“一消”是指对行李、鞋底消毒，更换口
罩;“二检”是指检测体温;“三核”是核验身份证、
学生证、返校申请表和核验实时更新的八闽健康
码(或所在地健康码)是否符合要求;“四通过”是指
学生体温检测正常、身份核验无误后进入校园。符
合条件的学生方可通过。进入宿舍前还需再次进
行体温检测和信息登记。整个流程有师生志愿者
协助，各环节分工明确，顺畅有序。

校领导为了迎接同学们的到来，早早来到校
门口。常务副校长林东与同学们亲切交谈、解答
同学们关心的各种学习问题，党委副书记陈卫华
关心同学们的住宿情况，校长助理、机械与电气
工程学院院长傅明星关心同学们的毕业设计情
况，并帮助同学们将行李搬到车上。

错过了樱花的烂漫,没能一起看漫山杜鹃花
开,也未来得及采一朵木棉花送给爱的Ta，我们错
过了泉信的太多风景。如今，已是紫薇花初绽、凤凰
花开，但这些还不是最美的。等到了朝思暮想的你
们，盼来了久别后最美好的相遇，泉信，才有了最美
的风景！

错峰返校，首批学生回到校园

同学归来 泉信更美

本报讯 大一开学的场景还历历在
目，转眼却已到离别时刻，答辩、拍毕业
照、拨穗正冠、领取学位证……人生新
旅程即将开始，奔赴新学习阶段、走上
社会工作岗位、在这即将实现转变的路
口，泉信为你们准备了一份专属礼物。

所有的离别，都是一个伤感的句
子，但这个句子的结尾可以不是句号，

而是破折号，指向的是一个带着笑容的
温暖明天。在这个终点，也是在这个新
的起点，母校为每一位2020年毕业的
泉信er准备了一份精致而又独一无二
的小礼物——泉信个人定制款戒指。

泉信把记忆镌刻进戒指

每一位学子都是泉信的珍宝。因
此，母校在这份个人定制的戒指上，特
别镌刻上你的名字。内圈刻有个人学号
和姓名，这是属于每个人的独家记忆。
外圈刻有校徽、校名，希望你们走出校
门也能感受到母校的陪伴。

每一枚戒指，送给每一个独一无二
的泉信学子。希望你们承载着母校的祝
福和期待，坚定地走在人生的道路上。

来日方长，未来可期!泉信把记忆刻进
戒指，珍藏住属于你的泉信记忆。

如果把在泉信的这段时间比作书
签，那么书签上必定有字——知行合
一。只有内心的坚定，加上十足的行动，
方可成就知行合一，才能把岁月留下的
痕迹化作成长的书签。

希望每当看到这枚戒指便能想起
母校的嘱托!

愿你在岁月里熠熠生辉

若干年后，你是否还会记得漫山的
杜鹃花海，热烈地盛放、洒脱地凋落？你
是否还会记得食堂的菜品小食，飘香的
记忆、味蕾的跳动？你是否还会记得球
场上挥洒的汗水，热血拼搏、意气风发？

愿你不忘初心，铭记校训，知行合
一；愿你勇往直前，坚守不渝，拼搏奋
进；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希
望下次见面，可以鲜活又明亮。

虽然这段时光像夏天的冰淇淋
转瞬即逝，由于处在疫情的特殊时
期，我们匆匆会面然后仓促离别，很
多故事尚未结尾就了了"杀青"。那就
道个别吧，和课桌黑板，和实验实训
仪器，和操场食堂，和吹过教室走廊
的最后那一阵风，和那一段一去不回
的青春。

泉信力量，滂沱而又掷地有声，毕
业戒指承载着所有的期许。泉信一直
在你们身边，祝你们跃入人海、各自精
彩；愿你们在彼此看不到的岁月里熠
熠生辉。

这份专属礼物，属于2020年毕业的泉信er！

本报讯 4月20日，我校在教学楼JA101会议室召
开2020年工作推进会，校常务副校长林东，党委副书
记陈卫华，副校长郭惠惠、张舜德、聂利亚，校长助理岳
爱臣、周宏博、傅明星等校领导，及各部门、二级学院
(中心)全体中层干部参加会议。

会上，林东作主旨发言，就进一步推进2020年学校
八个方面的主要工作进行了部署：一要加强党建工作，引
领工团学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筑牢发展根基;二要深化教学改革，强化内涵建
设，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确保本科教学合格评估顺利
通过;三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守育人职责，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全面提升思政工作水平;四要完善工作机制，加快
平台建设，扎实推进产学研合作，提升科研创新与服务能
力;五要实施双百工程，推进百青计划，打造师德高尚、业
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六要加强国际交
流，做实合作项目，规范相关制度与管理，稳步推进国际化
进程;七要明确主体责任，加强工作统筹，落实文明校园创
建工作，确保年底顺利通过届末验收;八要狠抓安全维
稳，强化后勤保障，做好“十三五”收官和“十四五”规划
前期工作，确保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林东强调，击鼓催征稳驭舟，奋楫扬帆勇向前，
2020年是学校实施“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学校接
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合格评估与创建省级文明校园决胜
之年，做好今年工作至关重要、意义非凡。我们要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
神，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忘教育初心和使命，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开拓创新，
砥砺奋进，为实现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建
设目标而不懈奋斗!

学校召开
2020年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6月 26日晚，我校党委以
简约而特别的方式举办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争当新时代的合格党员”为
主题的2020届毕业生党员教育活动。
因疫情特殊情况，本次活动采取线上直
播方式，设置1个主会场和4个分会场。

学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吴元凯，
党委副书记陈卫华，校长助理周宏博，
党委组织部部长庄秀民，党委学工部部
长石智生，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机械
与电气工程学院、软件学院、土木工程
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创意设计学院
党总支的负责人，以及全体毕业生党员
参加教育活动，活动由庄秀民主持。

会议刚开始，全体毕业生党员同志
收看了教育部第二场《党旗飘扬 筑牢
红色防火墙”高校党组织战“疫”示范微

党课》的视频报告。报告展示了同济大
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南大学
战“疫”的情景，再现了学校领导科学组
织、精准施策;科研人员呕心沥血、锐意
钻研;医务人员医者仁心、筑起守护生
命的防线;心理学教授开展心理危机干
预和心理疏导等动人的故事。一个个鲜
活的事例、一幅幅感人至深的图片、一
句句触及心扉的文字，把大家的记忆再
次带回举国战“疫”的特殊时期。当看到
逆流前行的共产党员，尤其是有一批
90后、95后的青年党员同志们，他们用
闻令而动、挺身而出诠释了共产党员的
力量，现场党员表示深受触动。

随后，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吴
元凯，学校校长助理、软件工程学院
党总支书记周宏博，党委学工部部长

石智生，电子与通信工程党总支书记
蔡培参，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党总支
副书记李博诗引领与会党员重温入
党誓词。

最后，吴元凯作《扎根家国沃土，搏
击时代浪潮》的讲话。在讲话中，他对即
将毕业离校的2020届毕业生党员提出
三点殷切的期望：一是希望全体毕业生
党员同志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勇毅，
初心如磐、自信逐梦。二是希望全体毕
业生党员有“风劲帆满图新志”的奋进，
中流击楫、乘风破浪。三是希望全体毕
业生党员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坚守，
定力如山、百折不回。

同时，吴元凯对大家文明离校提出
四点要求：一是毕业勿忘党员的荣誉和
职责，继续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自觉

维护校园秩序，带头遵守文明离校的规
定，做到诚信离校、文明离校、安全离
校。二是尽己所能，为同学们做好服务，
积极协助老师完成好本班同学离校工
作。三是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毕业离校，
热心帮助同学解决思想困惑和离校前
遇到的具体困难，永远为党旗争光。四
是给母校留下好印象;给学弟学妹留下
好榜样;给老师留下好口碑;给他人留
下好环境;给自己留下好回忆。

鱼翔浅底、鹰击长空，天宽海阔，任
凭翱翔。希望2020届毕业生党员扎根
家国沃土，搏击时代浪潮，继续秉持“知
行合一”校训，勤奋努力，不负韶华，积
极投身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实践中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我校举办2020届毕业生党员教育活动

云程发轫，万里可期！
——2020届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

毕业
典礼

携手同心 防控疫情

20202020届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现场届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现场

林东为毕业生执拨穗礼林东为毕业生执拨穗礼

泉信个人定制款戒指泉信个人定制款戒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