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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25日是全国大学生心
理健康日，5月是泉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月。这个5月，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围绕疫情之下学生常见心理问题，开展线
上心理健康摄影比赛、心理健康直播讲
座、疫情心理健康教育主题班会、“爱生
命，爱自己”心理健康知识竞赛等一系列
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月活动，不断提
高我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点亮生活，温暖前行”
心理健康摄影比赛

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广大学子被迫
开启居家线上学习模式。疫情防控、网络
学习、居家生活等方面，给许多学子带来
不可忽视的压力。大学生要如何用正确
的态度，对待心理健康压力的问题呢？

我校围绕疫情期间的故事，以“点亮
生活，温暖前行”为主题，引导学生用镜
头记录下身边的感动，从摄影、设计作品
中挖掘真善美，从抗疫的平凡与伟大中
对生命的意义进行思考，传播积极乐观

的生活态度。
本次线上摄影活

动，很受同学们喜爱，他
们积极参与到活动中，

向中心投来

各种特色作品，其中有许多是同学们的心
血结晶，蕴涵着各种深刻的意义。正如，
2019级视觉传达设计1班的林境佳创作
的《希望·重生》，寓意着“万物皆有裂痕，
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那光照之下的生
命，都将赋予重生”；而2019级产品设计
2班的王诗雨拍摄的《焰火》，让人在黑暗
中看到绚丽的光彩，寓意着“每个人只要
心存希望，即使身处黑暗之中，最终也能
够抓住属于自己的灯火”；还有，2019级
产品设计2班的李加林设计的《诗和远
方》，寓意着“生活的不确定性正是希望的
来源 ，让我们向往着成长，向往着诗和远
方。”……

《“心”战“疫”“心”成长》

心理讲座
5月25日中午12：30，我校心理健

康中心老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黄老
师利用钉钉平台开展《“心”战役“心”
成长》讲座直播，我校心理协会成员、各
班心理委员及心理学爱好者等300余
名学生积极进入直播间，聆听讲座。

直播中，黄老师围绕疫情中常见心
理问题的积极应对办法，并结合《泰坦尼
克号》中的剧情，生动地给大家普及突发
事件危机心理的表现及干预。通过与同
学们互动，引导学生加强自我心理素质
培养，提升心理调适能力和心理危机应

对能力，促进个体心理健康成长。

疫情心理健康教育
主题班会

学校心理健康中心结合疫情心理
确定了心理健康五大班会主题：

1.刻不容缓的心灵关注--大学生
心理健康与成才;

2. 消除烦恼，让生命放出光彩--
做人格健全的现代人;

3. 学会感恩，推开窗就是满屋阳
光——探索人生的意义;

4.成功的起点——面对现实，学会
适应，接受挑战;

5.走出迷惘，树立目标——大学生
生涯规划及能力发展。

全校各班级围绕五大主题开展线上
班会，班级心理委员协助辅导员全面开
展，做到所有班级全覆盖，各班自由组织
丰富多彩的线上主题教育活动，同学们
积极参与其中。通过主题班会的普及，能
够更好地帮助同学们在疫情防卫战中始
终坚持聚力同心、战疫同行，不畏艰难险
阻，战胜“恶魔”，心向阳光。

“爱生命 爱自己”
心理健康知识竞赛

学校心理健康中心还
特别筹划了“‘爱生命
爱自己’心理

健康知识竞赛”活动。
本次知识竞赛分为初赛和决赛，比

赛时间为5月25日-5月29日，同学们
赛前先进行心理相关知识学习，然后通
过5·25知识竞赛链接或二维码进
入问卷网答题。知识竞赛答题不限
时，回答正确率高且用时短者胜出，
通过两轮PK，评选出竞赛获奖学生
并进行奖励。

希望通过心理健康教育月
系列活动向同学们普及疫情心
理和常规心理相关知识，广泛
宣传心理健康知识及理
念，增强学生的心理健康
意识，提高学生整体心理
健康知识水平，从而
更加有信心有能力
去应对当下疫情心
理危机的挑战，
促进学生健
康成长。

为激励更多即将踏上考研路或正在这条
路上奋战的同学，官微最近陆续推出考研系
列专题，分享研路心得。希望能够为在黑暗中
摸索前行的你，带来微微亮光。

一、在大学的蜕变

“在大学期间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了
我所期待的蜕变。”乐观开朗的赵欣韵在总结
自己的大学生活时，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赵欣韵认为，在泉州信息工程学院的四
年，对她来说是自我适应、自我调节、自我奋
斗的阶段。

大一时，赵欣韵就在心里默默规划好了
大学四年的生活。她从参加自己喜欢的部门
和社团开始，积累经验、提高实践能力。

大二时，成功竞选成为土木工程学院团
总支宣传部副部长，同时还是学校思源文学
社编辑部主编;

大三时，她如愿成为一名助导，所带的班
级是2018级工程造价1班，新生入学、军训、
竞选班委、班级管理……方方面面，她都协助
辅导员安排得妥妥贴贴。

在她自己的班级中，她担任生活委员。在
老师和同学眼中，赵欣韵工作勤恳踏实、乐于
助人，与她相处总是令人愉悦。在评优时，赵
欣韵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获得师生的高
度认可。

赵欣韵不仅学生工作做得好，还是一名
不折不扣的学霸。在校连续三年获得校奖学
金，并获得“三好学生”等荣誉称号。同时，因
品学兼优，她成功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共
产党员。

在竞赛方面，她也有自己的心得。她参加
过五一数学建模比赛、英语演讲比赛等，都取
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她觉得自己的参赛经历
比较少，希望学弟学妹们趁现在时间还早，多
去参加一些比赛，不为了名次，只为了在这个
过程中学习到更多，结识更优秀的人。

在助导工作接近尾声时，赵欣韵开始准
备考研。她说：“我准备考研的时间不是很
长，想告诉学弟学妹们，只要你们的目标足
够明确，步伐足够坚定，时间不会成为你们
的绊脚石。”

赵欣韵说，她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比较满
意。在来泉信之前，她给自己定了几个小目
标，照着自己的规划和节奏，一步步前进，踏
踏实实积累。四年过去，她认为自己的各个小
目标都可以划上圆满的句号。

二、回忆考研时光

赵欣韵刚上大学就有想要考研的想法，
就像很多刚刚踏入大学校门拥有满腔热情和
抱负的青年一样。

她开始着手准备考研(选学校、选专业、
买参考书等)是在大三的下学期。开始利用零
散的时间看高等数学的学习视频，之所以先
从数学开始是因为她觉得数学是她最大的难
关。在2019年 8月份，赵欣韵则完全投入到
考研复习中。

她说：“考研的经历确实是辛苦的，就连
我自己都不想把那段时光再来一遍，甚至回
想起来都很佩服自己能坚持下来。”

学校的图书馆是早上8点开门，她这样
安排一天的时间：早上6点半起床，7点之前
出门去学校的山坡上找石头桌椅背书(因为
她考的专业课背诵量比较大);图书馆开门
时，在四楼的阳台继续背(专业课+英语作文，
到后期会加上政治的内容一起背)。

早上的时间基本都是花费在背书上，中
午吃完饭直接去图书馆趴一小会儿;下午开
始数学的复习，刷英语的真题卷;晚上刷政治
的小题。

九点半图书馆关门后，赵欣韵并没有结
束一天的复习，而是回到宿舍洗漱好后，在床
上继续翻看政治做错的小题。她说，因为题目
量很大，所以选择每天看一点。每天晚上大概
要到凌晨1点左右才睡觉。

当你经历过，就知道什么是分秒必争。赵
欣韵也充分利用每天往返于宿舍、图书馆、食
堂路途上的时间，边走边背英语作文。

赵欣韵提醒，她的作息时间仅供参考，每
个人都要不断调节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时间
表，从而事半功倍。

用刻苦努力催生
华丽蜕变

本报讯 为做好返校消防安全指导服务工作，普及消防常识和
逃生技能，4月9日下午3点，我校组织全体师生观看由应急管理
部消防救援局开展的“大学消防公开课”网络直播，系统学习了学
校消防安全管理和防火自救常识。

网络直播公开课采取专家讲授、情景模拟、案例剖析、应急演
练等形式，重点讲解学生宿舍、食堂、实验室、图书馆等重点场所
的火灾危险性、防火工作要点及应急处置措施，解答了网友提出
的问题。直播中使用许多触目惊心的案例，如上海商学院学生宿
舍火灾现场、2019年桂林雁山区造成多名大学生伤亡的“5·5”火
灾现场等，使大家深刻认识到“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的
重要性。直播还通过介绍广西师范大学食堂消防安全管理经验、
模拟图书馆火灾正确处置程序等向师生们讲解逃生知识和注意
事项。

我校师生积极响应号召，准时观看学习此次直播课。
在校教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分批集中学习，学生则在
家自行观看直播。通过此次消防安全直播学习活动，提高
我校师生的防范意识，掌握防火、灭火基础知识和不同情
况下正确的处理方法及逃生手段。我校将以更高的标准、

更实的措施，全面提升消防工作能力，扎实开展
消防安全学习，确保校园财产和师生生命安全。

考 研 分 享

赵欣韵

本科专业：工程造价
录取学校：安徽建筑大学
录取专业：土木水利

“心”战“疫”“心”成长
——学校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月系列活动

泉信榜样

用坚持和倔强，以刚克刚

师生观看
“大学消防公开课”

本报讯 他一心想参军入伍，想成为一名铁
骨铮铮的战士。到部队，他强忍双脚骨膜炎的疼痛，
每天坚持长跑训练，只因不甘落后;在摔跤比赛前，
他在两个月的集训里，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仍
默默坚持到底……

他就是泉信2019级工程造价专业的杨守贤，他
曾经也是一名武警战士，现在是校卫队的一员。他
早已深深爱上那片橄榄绿，誓要一生永葆军人本
色，把部队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穿上军装，成为一名坚强战士

高三毕业那年，杨守贤有一个强烈的心愿，他
希望能够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铁骨铮铮的战士。然
而，家人却不赞同，“家里人心疼我，担心我会受苦，
不舍得我去参军。”

但此时的杨守贤已被那一身橄榄绿深深吸引，
他心里早已默默下定参军的决心。经过他的努力争
取，家人看到他参军的坚定决心，才点头支持。他还
向家人承诺，在部队一定要拿到最好的成绩。

2017年9月13日凌晨5点，身穿迷彩服的杨守
贤，与其他应征的战友，从福建宁德老家踏上开往
广西南宁的火车，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刚到部队，新兵连班长点名时，杨守贤下意识
地大声喊“到”，那一刻，他认识到，“我现在是一个
真正的兵了!”

新兵训练中，有一次班长带他们在烈日下进行
队列训练。班长说，“一个合格的战斗员，除了要有
过硬的素质，还要有坚定的眼神!”班长下令让他们
挺直腰板面对太阳。此刻，强烈的阳光直射进眼睛，
他一下子睁不开眼。但是，他心想，自己要做一个有
血性的军人，怎么能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呢!他努
力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一直到眼睛已经模
糊，他依然坚持着。收操时，班长对他竖起大拇指。

不甘落后,日夜训练终得回报

下连队时，杨守贤双脚患了骨膜炎，跑步时疼
得厉害。他第一次参加5公里摸底考核时，拖了班级
的后腿，心里很是内疚。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赶上大
家。于是，每天夜晚他都悄悄给自己“加餐”，小群练
兵时大家跑3000米，他就跑5000米。等大家收操之
后，他还要再跑上一次3000米。每天晚上，战友们
都能在营区里看到他奔跑的身影，他拼命地训练，

“因为我不想拖班级后腿。”
默默地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在一次季度考核

时，他强忍着骨膜炎的疼痛，跑到队列领先位置。这
时，他看到战友一直跟不上，急忙帮战友背起枪，还
拉拽着他们，帮助大家一起跑完全程。最后，他们班
夺得了大队第一的好成绩。“战友就是我们的兄弟，
无论在哪里，一个都不能少!”杨守贤在部队学会，面
对战友和队友“不抛弃，不放弃”的团队精神。

不言放弃,倔强坚持以刚克刚

印象最深的一次比赛，是部队武警支队组织的一

次“勇士杯”联合大赛。在两个月的比赛集训中，
他每天都在摔倒和爬起之间不断循坏，身上摔得
青一块紫一块。他默默地坚持着。

淘汰赛中，他被对手摔倒在地时，由于对
方的失误，导致他肩膀脱臼，疼得他眼里浸满
泪水。此刻，离比赛结束只剩30秒，而他还落
后对方1分。如果就此倒地不起，你就输了比
赛，要是站起身再拼命一博，说不定还有赢的机会。

疼痛之中，他抬头发现班长正站在远处望着自
己。“班长对我充满期望，我又怎能辜负他!”他咬着
牙，忍着疼痛，强撑着身子站起来。

赛场上，战友们屏住了呼吸，秒针轻轻跳动的声
响，让空气中的氛围更加紧张。杨守贤再次把手搭到
对手的肩膀上，一阵阵钻心的疼痛袭来，他强忍着疼
痛，死死地盯着对手。眼看只剩10多秒比赛就将结束，对
手突然又拽起他的肩膀，他顾不上疼痛，大吼一声，借着
一股巧力把对手放倒在地。

“赢了……”远处的班长看到杨守贤成功放倒对手，激
动地大声喊起来。比赛最后，他荣获“勇士杯”摔跤联合大
赛三等奖的好成绩，“成绩只是比赛结果，最重要的是，经
过这次比赛，让我更加坚信，任何时候都别轻言放弃!”

离开部队,在校仍葆军人本色

离别，这个令人不舍的时刻，纵有千般不愿也依然悄
然而至。

退伍前，杨守贤获得连队领导和战友们的肯
定，获得了“优秀义务兵”的荣誉。

“两年的部队生涯，说长不长，说短不
短，我哭过、也笑过，受过伤、也流过血。但
是，这一刻，这些经历都化成美好的回忆。”
回忆两年的部队生涯，杨守贤心里充满感
激。在部队，他不仅学会了照顾自己，更
懂得了照顾战友;他不仅学会了独立
生活，更懂得了坚持的意义……

这两年，他最感激的是新兵连的
班长。“班长是我到部队时，第一个对我
微笑的人，给我无限的温暖。”班长教他
做人做事，带他圆满完成各种训练，还
总是夸他，“你是我带过最优秀的兵，你
是一颗金子，到哪里都会闪光。”班长的
鼓励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动力。

2019年秋天，杨守贤退役复学
回到校园。他继续发扬部队的“尖刀”
精神，在课堂上，努力学习、刻苦钻
研，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同时，他很庆幸在校园里遇到了
校卫队，“他们给了我温暖，给我如同亲
人一般的关心!”校卫队的同学都是退
伍军人，杨守贤感觉，这些来自五湖四
海的人，既是同学又是战友、兄弟。他们
在一起的时候，始终不忘自己曾是一名军人，
他们要永葆军人本色，把部队的优良传统发扬
光大。

2020年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把人们笼罩在阴霾中。每天醒来，人们就是焦急地查看
疫情最新通报，急切期盼着“拐点”早日到来，疫情尽快
结束。

疫情期间，每个好消息都如同明媚的阳光振奋人
心。中国成功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毒株；全国累计治
愈出院病例不断增加；用于接诊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患者的专门医院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
院完工；医护人员逆行汇成战“疫”洪流，社会各界驰
援武汉；疫情防控急需的防护服、口罩、医用隔离面罩
等生产企业开足马力生产……这些好消息抚慰每颗焦
灼不安的心，让人们看到病毒终将被战胜的希望。

新冠肺炎威胁着每个人的生命健康，疫情面前没有
人能置之度外。他们是共产党员，是战士，冲锋在前; 他
们是医务工作者，是战士，日夜奋战；他们是劳动者，是
战士，坚守岗位；他们是支援者，是战士，慷慨解囊……
无论是放下12000元转身就走的“东港环卫”袁兆文，还
是捐献10万元“千叮咛万嘱咐不要透露个人信息”的爱
心人士;无论是免费派发5万个口罩的祖孙三代，还是
为医护人员24小时送餐的武汉90后餐饮店老板娘邱
贝文……每一个人都战斗在其中，微善集大爱、同心克
时艰。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面对严峻形势，作为
疫情抗击第一线的广大医务人员“逆向而行”，在年夜饭
饭桌上和家人告别，驰援武汉，日夜奋战，发扬了救死扶
伤的伟大精神。疫情面前，人人都是受威胁者，人人亦是

抗击疫情的行动者。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更应该
秉持那些“逆行者”的伟大信念，应该利用所学知
识，做好宣传工作，为防控疫情作出贡献，不给国家
添麻烦。

疫情是考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
要坚信生活充满阳光，充满爱与团结。无论什么时

候，我们都不孤单，我们的背后有强大的祖国
和全国人民。我们大学生作为祖国生力军和
突击队，应该正确对待疫情，在这段日子传递
满满的正能量！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与每个人息息相
关、休戚与共，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散发光和
热。以双手为利刃，让残酷无情的病毒无处遁
形，让绝望的心溢满温暖。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
个春天不会到来。待到春暖花开时，
定是疫情消散时，到时千千万万人树
下看樱花，樱花在树上看遍千千万万
的人……

与“疫情”赛跑
□傅育婷（2019视觉传达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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