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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28日晚上，因受全球
疫情影响，一场本应在我校现场举行
的入学教育活动，只能在“云端”开展。
这场跨越山海的Zoom云端会议，将
万里之外的美国宾州滑石大学与泉州
信息工程学院紧紧相连。这是两校专
门为软件工程(中外合作)专业学生准
备的，旨在2020年秋季美方课程开课
前，为同学们做好入学教育。

出席线上活动的有美国宾州滑石
大学副教务长布莱德·威尔逊、萨姆·
海基宁，学院院长劳伦斯·邵等，以及
我校副校长、国际教育学院院长聂利
亚，校长助理岳爱臣，国际教育学院院
长助理余惠兰与2019级软件工程(中
外合作)专业全体师生。会议由萨姆·海
基宁主持。

北京时间晚上6时30分，正是美
国东部时间清晨6时30分，美国当地
多数人还在睡梦之中，然而，滑石大学
对这场活动非常重视，参会者都早早
在镜头前做好了准备。6时30分，会议
准时开始，萨姆热情洋溢的声音从耳

麦中传来，亲切鼓舞的话语令我校师
生感到兴奋。

滑石大学校长威廉·贝利、常务副
校长阿米尔·默罕默迪也在视频中向
同学们致以问候。“能参与这个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让我感觉莫大的荣幸。”
威廉·贝利校长在讲话中，表达了他渴
望见到每一位同学的心情。他希望，面
对疫情时，每位同学不仅要相互学习，
还要携手互相帮助。“在这里，滑石大
学和泉信将一起帮助同学们学习、成
长。”

常务副校长阿米尔·默罕默迪在讲
话中告诉同学们，滑石大学与泉信合作
办学的软件工程(中外合作)专业项目，
对滑石大学至关重要，对同学们也至关
重要，“我们之间不仅要相互学习，更要
注重人际与文化交流。”同时，他鼓励同
学们，要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培养诚
实正直、乐于奉献的良好品德。

“Students, welcome to Slip-
pery Rock University.”滑石大学参
加会议的副教务长布莱德·威尔逊，学

院院长劳伦斯·邵，专业课程教授阿贝
尔·吉安、系主任大卫·乔丹、珍妮·卡瓦
塔等和英语学术服务中心顾问瑞玛·拉
奥，分别向同学们做自我介绍，并热烈
欢迎同学们成为滑石大家庭的一员。

活动中，珍妮教授向同学们分享
了滑石大学校园导览视频，让同学们
真实地感受到滑石大学校园的美丽与
人文气息。同时，滑石大学的同学也分
享了“在滑石大学的一天”，让同学们
能够通过学生视角，直观地感受学生
在图书馆、操场、健身馆、食堂等有趣
的校园日常生活。

了解滑石大学的校园和校园生活
后，布莱德·威尔逊详细介绍了滑石大
学的线上学习资源、学习平台以及其
他教育教学资源，重点引导同学们浏
览“Doing Your Best”，鼓励同学们
合理安排时间、充分利用资源，通过努
力钻研和刻苦学习早日成才。紧接着，
阿贝尔·吉安教授详细为同学们讲解
了即将开课的两门课程的教学平台、
线上教学资源等，让同学们充分了解

课程内容及教学安排。
最后，聂利亚代表我校对美方的

热情参与和辛苦付出表示感谢，他说，
因为疫情的影响，很遗憾这个秋天美
方的老师们无法来到泉信，希望疫情
快点过去，等待春暖花开的时候，滑石
大学的老师们能来到泉州和同学们展
开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

Zoom云端会议结束后，聂利亚对
同学们提出真切的期望：希望同学们
严格要求自己;树立学习的信心，以积
极认真的心态去求学，认真做好每一
堂课的预习、认真听好每一堂课、认真
完成每一堂课的作业，努力成为一名
优秀的学生。

中美两校老师们真诚热切的讲话
和悉心详尽的介绍，使同学们得到了
充分的激励，对接下来的专业学习充
满了信心。相信状态满血的同学们，一
定会珍惜美好的青春时光，在学习中
成就更好的自己。

本报讯 9月 9日，英国切斯特大学中
国区主任徐进、塞浦路斯欧洲大学驻中国
首席代表刘冀亭、英国切斯特大学中国区
市场总监沈融、英国切斯特大学项目专员
(华南区)方馨等欧洲教育代表团一行，莅临
我校参观访问交流。

欧洲教育代表团一行在福建省外事办
刘燕燕、泉州市教育局对外合作科科长曾
志安、泉州市外事办刘永祥，以及我校常务
副校长林东、副校长聂利亚、国际交流与合
作处副处长马瑞天的陪同下，参观我校国
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福建应用中心、教育
部·中兴通讯ICT产教融合创新基地、泉州
市智能制造实训基地、德国工业4.0实验中
心，以及图书馆等，并与我校领导展开座
谈。座谈会由聂利亚主持。

座谈会上，林东向来宾表示热烈的欢
迎，并从校园规划建设、办学定位、学科专
业体系、人才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建设、教
学科研及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介绍了我
校建设发展情况及办学特色。

欧洲教育代表团一行对我校的
发展、建设表示赞赏，并分别对英国
切斯特大学、塞浦路斯欧洲大学做
了全面介绍。大家都表示希望和
我校建立校际合作关系，为泉
信学子搭建一座到欧洲优

质大学学习的桥梁。
聂利亚也向代

表团表达了深入交
流、合作的美好

意愿，期望能
为 泉 信 学

子 海 外
深造

提供更多选择和帮助，为推进学校国际化
办学注入新的动力。

最后，曾志安向代表团和我校提出希望，
期盼大家在合作交流时能够真正做到交心，
能站在学生成长、学校发展的角度，推进教育
发展合作;期盼大家能够找到互相认同的交
往路径，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我校坚持开放办学，目前已与美国、德
国、乌克兰、匈牙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多所高校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实现多
方面、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引进和共享
国际优质教育教学资源。此次欧洲教育代
表团的来访，将进一步扩宽我校与欧洲学
校沟通与交流的渠道，为学校国际交流合
作工作开辟新方向。

【相关链接】

英国切斯特大学创建于1839年，是英
国最古老的综合性公立大学之一，起初是
英国教会为培养教师人才创办的教育机
构，也是英国一所师范类高等学府，现在拥
有21000名学生。切斯特大学位于英格兰
西北部著名风景城市切斯特(柴郡首府)，距
离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不到一小时的路程。
切斯特大学是英国大学集团、英国教会大
学集团、西北大学组织的成员，拥有英国西
北部第1、全英第4的高比例专业认证教师
数 量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毕业学生的就业
率高达95.6%为英国西北地区最高就业率
高等学府(数据来自2017年高校毕业生就
业去向DLHE调查)。

塞浦路斯欧洲大学建于1961年，是塞
浦路斯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中国教育部
认证的境外高等学府。在多维全球大学排名
中，其科研成果、国际化办学等方面指数被
评为最高等级(多维全球大学排名为90个国

家的1300所高等院校提供评级)。该校师
资力量雄厚，拥有两位诺贝尔化学

奖获得者，环境优美，对留学生
采用英文授课。

本报讯 9月 12日，西安欧亚学院
胡建波董事长、刘瑾校长等一行 8人
莅临泉信参观访问，并与我校领导展
开座谈。我校董事长郭小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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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助理岳爱臣等校领导及党政办、
质管处等负责人参加座谈会。座谈会
由黄克安主持。

座谈会上，郭小平、林东向来宾表
示热烈的欢迎。林东从我校历史沿革、
规划建设、学科专业体系、实践教学与
科研平台建设、办学成绩等方面介绍我
校建设发展情况及办学特色，并就我校
如何实施五大举措，推进产教融合，提
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作重点介绍。

双方就学校发展定位 、未来规划、
校园建设、校企合作、国际化办学、质量
保障体系与质量标准建设等方面进行
深入交流和探讨，并真诚分享各自办学

心得和体会。
西安欧亚学院一

行对我校近几年的发
展、建设表示赞赏。胡建
波表示，这几年，泉信的
发展速度惊人，学校办学、
校园建设、国际合作、校企
合作等方面的发展特色逐渐
凸显。刘瑾也表示经过近几年
两校的交流，她明显地看到，泉
信的学习能力很强，泉信人的心
态很积极，泉信各方面都有快速的
进步。

座谈会后，西安欧亚学院一行还
参观我校泉州市智能制造公共实训基
地、图书馆等。

我校将继续积极学习和借鉴其它高校
先进办学理念和举措，促进学校内涵式发展，
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力争早日建成特色鲜
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西安欧亚学院
莅校参访

本报讯 为进一步落实好教育部办
公厅 国务院扶贫办印发的《贯彻落实<
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2016-
2020年)实施方案>》有关精神，促进双
方进一步友好合作，7月12日，由西藏
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
拉巴次仁，党委委员、副校长赖映浩，学
工科科长次仁扎西，政治处副主任武金
贺等组成的参访团莅临我校进行参访
和洽谈。我校董事长郭小平，常务副校
长林东，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吴元凯，党
委副书记陈卫华，副校长张舜德、聂利
亚，校长助理岳爱臣等接待了参访团一
行并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林东介绍了我校建设
发展情况及办学特色，并从五大方面
对我校多年来开展对口援藏工作情况
做了介绍，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保
障机制;二是着力支援专业建设，提升
教师专业能力;三是实施管理队伍培
训，助力管理水平提升;四是提供项目

经费，帮助实验实训室规划建设;五是
协助新专业调研和可行性论证。林东
表示，学校将进一步整合各方面资源，
全力支持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的发展
建设。

拉巴次仁代表林芝市职业技术学
校，对我校多年来的帮助和支持表示
感谢，并送上锦旗。他表示，林芝市职
业技术学校在制度建设、文化建设与
环境建设等方面都需要向我校多取经

学习，并希望我校能进一步从课程开
发、人才培养方案、师资队伍建设、双
创工作及学生交流等方面给予更多的
指导和帮助。

座谈会后，拉巴次仁校长一行考
察了我校校园、图书馆、泉州市智能制
造公共实训基地、国家增材制造创新
中心福建应用中心等。

自 2014年以来，我校积极、稳步
地推进与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的对口
支援工作，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认真
落实对口支援计划，取得了实质性成
效。对口支援工作意义重大，我校将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按照教育部工
作部署，明确工作任务，完善工作机
制，强化责任担当，抓实抓细对口支援
西藏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各项工作，
为增进民族团结、助推民族繁荣发展
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讯 8月 8日至9日，学校常务副校长、校
友会会长林东，党委副书记陈卫华，带领党政办公
室主任庄秀民、学生工作处处长石智生，专程赴福
州看望校友、参观校友企业、了解校友动态、调研校
友工作，通报学校发展情况，听取校友对学校发展
的意见和建议。

林东、陈卫华一行先后走访经济与管理学院
2007届校友、福州校友分会会长、南顺船务有限公
司总经理肖小邓，软件学院2005届校友、福州校友
分会秘书长、广州联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徐威，经济与管理学院2007届校友、福州校友分会
副会长、福建科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章
明，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2005届校友、中国大地保
险个贷部福建分公司总经理陈始坦，软件学院
2014届校友、福州市某机关公务员林骏凯，以及土
木工程学院2019届校友曾能杰、2020届校友叶历
君等在福州就业创业的部分校友。

每到一处，林东、陈卫华都与校友们亲切交流，
深入了解校友事业发展状况，对校友们创业和发展
过程中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同时认真听取校
友对母校改革发展的意见建议，对校友们多年来给
予学校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

8月 8日下午，林东、陈卫华一行应邀参加福
州校友代表座谈会。福州校友分会会长肖小邓代
表福州校友，对母校领导专程前来看望大家，表
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同时，他对福州校友分
会工作情况进行汇报。会上，与会校友代表踊跃
发言，汇报各自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深情地
分享自己和母校的点点滴滴，感谢母校的用心栽
培与持续关心，为母校今日的发展成就感到自
豪，并围绕如何进一步服务母校发展，踊跃发
言，献计献策。

会上，林东充分肯定福州校友分会的工作，称
赞校友们以吃苦的精神、忠诚的品质、坚持的意志，
建功立业，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还提
升了母校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力，他代表全校师生对
校友的成就表示祝贺，对校友们长期关心、帮助和
支持母校表示感谢。林东希望福州校友分会进一步
广泛联系和服务在榕校友，将校友分会打造成校友
学习成长和事业发展的互助平台。他强调，母校是
校友永久的精神家园，诚挚地欢迎大家常回母校看
看，校友是学校宝贵的财富，学校发展离不开校友
的支持，希望校友为母校未来发展建言献策，期待
校友与母校寻求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校领导带队
赴榕看望校友

8月5日，“2020高校招生服务光明大直播”全媒体团
队走进泉州信息工程学院，其直播观看量为39万人次。

作为全日制应用型本科院校，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坚持“面向产业、服务地方”，以工为主，工、经、管、艺等
多学科协调发展，设置8个学院、1个通识教育中心和4
个产业学院。学校专业设置涵盖了十大热搜专业里的
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电子商务、物联网工程、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软件工程六个专业；同时，学校的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软件工程专业还是福建省一
流本科专业。 （来源：光明网）

光明网直播走进泉信
“产学研用创”特色受关注

●7 月 21 日上午，党委组织部部长庄秀民、学
生处处长石智生、经济与管理学院党总支宣传委员
王斌、校友会秘书长刘虹等，前往福建东银科技有
限公司进行走访和交流活动。在校友徐进发总经理
的带领下，他们参观了福建东银科技有限公司，了
解公司的发展历程以及各个重要阶段的变迁历程。
校友坚持不懈的创业自信，勇于面对困难与挫折和
对未来发展充满希望的精神，让参访的同志十分钦
佩，深受感动。

●7月24日上午，石智生、王斌、刘虹一行参访
了由校友林小炜创办的福建协盟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校友林瑞泉创办的晋江市鼎丰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校友叶春(车肯品牌创始人)创办的泉州市松航
商贸有限公司等。

参访的同志向多年来始终关心和支持母校事
业发展的各位校友表示衷心感谢，并向校友们详细
介绍了学校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
面取得的成效。参访过程中，校友们介绍各自实习、
就业、创业的经历与感悟，并感谢母校一如既往地
关心和帮助。

●7月24日下午，石智生等人马不停蹄地走访
校友会宁德分会会长叶华任副总经理的泉州鼎尚
教育公司。双方就校友会的组织建设、活动开展、校
企合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叶华的引荐下，
参访同志一行还走访了泉州市宁德商会。商会表示
希望为贫困学生提供资助，为就业困难学生提供工
作岗位。

走访考察期间，广大校友在交流中回忆在母校
学习和生活的美好时光，感恩母校对自己的培养，
使自己的人生炫丽多彩，同时为母校日新月异的变
化感到骄傲，他们纷纷表示将积极为母校的事业发
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相关链接】

欧洲教育代表团
莅校参访交流

西藏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一行莅校洽谈

跨越山海 中外项目“云端”开讲

Dear colleagues：
Today we were honored to present our first QUIE/SRU Joint Pro-

gram orientation, and we are celebrating this moment we shared
across the world! This was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remarkable joint program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develop future
generations of highly successful graduates. Their future success
will be due in great part to the sincere cooperation and hard
work of all those involved in our cooperation, both at SRU and
QUIE!

To Vice President Amir Mohammadi and Vice Presi-
dent Tony Nie, Dr. Liu Fengshan, Associate Provost
Brad Wilson, Dean Shao, Dr. Jordan, Dr. Gyan, Ms.
Kawata, Ms. Sunny, and the rest of our staff in the
QUIE/SRU family, I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efforts.
We are looking very forward to the coming steps
and future success of our QUIE/SRU students and
our continued cooperation! We look forward to vis-
iting Quanzhou and warmly welcoming our QUIE
family here at Slippery Rock when conditions allow.

I can't wait to speak with our QUIE students
in our next meeting!

Sam
September 2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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