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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0年 10月 1日 8时，
在举国上下共同迎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1周年之际，学校全体在校师
生欢聚国旗下，同升国旗、同唱国歌，
向伟大祖国送上祝福。

学校常务副校长林东，党委副书
记陈卫华，校长助理岳爱臣、周宏博、
傅明星，留校中层干部和教师代表，以
及辅导员和在校学生等参加升旗仪
式。仪式由学生处处长石智生主持。

迎着清晨的阳光，国旗护卫队身
着戎装、精神抖擞，拥簇着鲜红的五
星红旗，迈着整齐威武的步伐，走向
升旗台。全体师生着正装，精神饱满
地列队集合，面向国旗庄严行注目礼
并齐唱国歌，目送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迎风飘扬。

林东代表学校董事会和党政领导
向全体师生和家人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和最衷心的祝福。他说到，71年前，中
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国

历史的新纪元。在这举国欢庆的时刻，
我们更要牢记光荣历史，肩负责任使
命。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
形势，广大师生选择留在校内共度佳
节，更有部分师生放弃节假日休息，依
然奋战在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合格评
估工作中，把对远方亲友的思念转化
为工作和学习的力量。对此，林东再次
向大家表达深深的敬意。他深情地说
到：“飒爽的秋色什么最美?是我们共
同坚守在校园中师生的身影，是我们
此时此刻“同升国旗，同唱国歌”的爱
国之情，是我们凝心聚力、砥砺奋进的
样子最美!”最后，林东还提醒大家假
日期间持续加强自我防护，勤洗手、多
喝水，注意锻炼身体，持续配合做好防
控工作。

升旗仪式后，伴随着悠扬的旋
律，现场全体师生挥舞着手中的小红
旗，共同唱起《歌唱祖国》，表达着对
祖国的美好祝愿。

本报讯 国庆逢中秋，佳节喜庆浓，2020
年10月1日，在泉信校园内，师生们脸上都
洋溢着笑容。大家都聚集到教师发展中心内
外，参加闽南传统中秋民俗活动——博饼，分
享节日的甜美与欢快。

博饼(跋饼)，起源于福建泉州，是闽南地
区特有的由饼文化外延的一种传统民俗活
动，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拓展项目 。博饼
是闽南人中秋聚会的保留节目，用六粒骰子
投掷结果组合来决定参与者的奖品。

10月1日上午9时30分许，主题为“喜
迎金秋双节，共享美好时光”的教职工中秋
博饼活动，和主题为“月圆中秋，心系泉信”
的学生中秋博饼活动，分别在教师发展中心
内外同时开始。常务副校长林东，校长助理
岳爱臣、周宏博、傅明星等校领导，纷纷与学

校教职工、学生共同参与到博饼活动中。
“叮当、叮当、叮当……”伴随着六粒骰

子在白色的瓷碗里一圈圈地滚动，一阵阵清
脆悦耳的响声在校园里响起来。状元、榜
眼、探花……眼看着转动的骰子刚刚停下，
惊讶声、欢呼声、惋惜声、加油鼓劲声……此
起彼伏，不断从人群中传出。很多老师和同
学都幸运地摇到了大奖，有的拿到料理机、
有的拿到电炖锅，还有的拿到榨汁机、月饼
和纸巾等等；即使没有拿到奖品的师生也因
这美好的体验而感觉到开心。

当骰子在大瓷碗里落下，发出叮叮当当的
清脆响声；当欢声笑语从人们的心底飘出，各个
眼底洋溢着快乐的微笑时，那种其乐融融的感
觉总是特别温馨。在这个满街扬起国旗，处处飘
着月饼香味的日子里，祝大家中秋国庆快乐！

本报讯 中秋国庆喜相逢，万家团圆意相同。在这个
双节同庆的日子里，在这个属于中国人的节日里，我们惊
喜的收到了来自合作院校——乌克兰国立美术与建筑艺
术大学，外事副校长奥斯塔普·科瓦里丘克先生，专门为
我校师生精心录制的祝福视频。
译文如下：

尊敬的同事们、朋友们，尊敬的郭小平董事长，大家
好！我谨代表乌克兰国立美术与建筑艺术大学向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致以诚挚的祝福！同时衷心的祝愿
大家在中秋佳节幸福安康，双节快乐！

同时，我们还收到来自乌克兰优秀毕业生的祝福。
通过“国际本升硕绿色通道”项目，2019年我校将6位优
秀毕业生输送到乌克兰国立科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这
6名同学学习刻苦、团结友爱，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的大背景下，攻克语言关成功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他乡学子逢此佳节倍加思念祖国、亲人和母校，他们
相约在乌克兰国立科技大学主教学楼前张开一面鲜艳的
五星红旗，表达浓浓的爱国赤子之心和海外学子作为一
名中国人满满的自豪感。海外学子们祝福伟大祖国繁荣
昌盛，祝福母校泉州信息工程学院蒸蒸日上、办大办强！

值此国庆、中秋双节之际，母校也希望6位学子身
体健康，早日学成归国，为祖国蓬勃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母校永远是泉信学子坚强的后盾，时刻关注每一位学子
的成长。加油！

美好祝福
从乌克兰翻山越岭而来

升旗仪式 向祖国送祝福

传统民俗迎中秋庆国庆

本报讯 在这个洋溢着丰收喜
悦的季节，泉州信息工程学院2020
级萌新们成功完成了为期12天的军
事训练。2020年10月23日，我校在
田径运动场隆重举行2020级新生
军训总结表彰大会暨开学典礼，同
享喜悦、共期未来。

出席大会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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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国际教
育学院院长聂利亚，校长助理岳爱
臣、周宏博、傅明星，各学院、处室主
要负责人;以及来自中国人民解放
军31614部队的何艺龙少校、王子
荣上尉、王鹏中尉，以及全体2020
级新生。仪式由聂利亚主持。

全体起立、唱国歌，国旗伴随着
雄壮的国歌冉冉升起，2020级新生
军训总结表彰大会暨开学典礼正式
开始。伴着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
各二级学院代表方阵步伐坚定、精
神饱满，展现着泉信学子的蓬勃朝
气和青春力量。

吴元凯副校长宣读《关于表彰
2020级学生军训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的决定》。

2020级新生军训总指挥黄克
安副校长对本次军训所取得的效果
给予充分的肯定，向圆满完成军训

任务的新生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
为此次军训付出辛勤汗水的全体教
官、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同时，黄
克安希望全体同学能牢记军训这段
日子，进一步增强吃苦意识和自立
精神，以勤立学，磨砺意志，迎接人
生新的征程、新的挑战。

林东作题为《让青春与时代
同步，让奋斗与梦想同行》的致辞。
他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并对新
生提出了三点期望：一是涵养家国
情怀，树立报国志向。二是保持奋
斗精神，练就扎实本领。三是勇于

突破创新，点燃青春热度。他还寄
语新生们能够以泉信为荣，以校为
家，与学校同呼吸共荣辱齐发展，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学校的建设添
砖加瓦。“天道酬勤，功不唐捐”，希
望同学们勤勉好学、增长才干，让
青春与时代同步，让奋斗与梦想同
行。

今年，因为疫情原因，我校软件
工程专业中美4+0双学位项目美国
合作高校宾州滑石大学的朋友们，无
法亲临现场。但他们依然通过视频连
线送来了祝福，在线见证和分享新生

们成长的喜悦。
2020级土木工程专业程至仪

同学在发言中呼吁同学们永远保持
在军训中锻炼的顽强意志，在今后
的大学时光中，学会学习、学会做
事、学会做人，坚持人生目标，为梦
想不懈奋斗。

经济与管理学院2017级国际
商务专业纪桂鸣同学作为老生代表
发言，她说到“有幸成为一名泉信
学子，心中无比自豪。在这个充满
激情、理性和创造力的校园里，我
收获了成长。”她呼吁新生在接下
来的大学生活中践行“知行合一”
的校行，成为实基础、强能力、能创
新、高素质的人才。

创意设计学院谢陈梅老师作
为教师代表发言。她向同学们分享
了四句话：“放下包袱，积极自信”

“认准目标，持之以恒”“注重当下，
付诸行动”“百折不挠，柳暗花明”。
她还深情地说到：“作为教师，我们
早已做好准备，我们愿倾我们所
有，全力以赴。因为选择了这个职
业，就注定我们的梦想、荣誉都与
你们连在了一起，你们是幸福的，
我们就是快乐的，你们是进步的，
我们就是欣慰的，你们是成功的，
我们才是优秀的!”

新生军训总结表彰大会暨开学典礼

国庆节国庆节，，我校举行升旗仪式我校举行升旗仪式。。

本报讯 2020年11月12日，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第十四届田径
运动会开幕式在田径运动场隆重
举行。刘地松、林东、黄克安、吴元
凯、许旭明、张舜德、聂利亚、岳爱
臣、周宏博、傅明星等校领导，各
二级学院和处室主要负责人，本
届运动会各代表方阵及全体在校
师生参加开幕式。仪式由岳爱臣
主持。

校运会开幕式拉开帷幕，国
旗、校旗、会旗等方阵，身着亮丽
的队服，迈着矫健的步伐、高喊口
号，精神抖擞地步入会场，成为运
动场上一道道绚丽的风景。

入场式结束后，国旗在嘹亮
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师生们深
情注目着五星红旗，热血沸腾，情
绪高昂。紧接着，校旗、会旗伴着
歌声升起，在风中飘扬。

本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副
校长张舜德致开幕词。他强调，体
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渠道，是
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面。
张舜德介绍了一年来我校体育工
作取得的进步：一是在教学方面，
进一步加强体育课程改革，推进
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二是在课
外体育竞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
成绩。三是在课外体育活动方面，
积极开展群众性体育文化活动。

随后，运动员代表陈炳炜同
学宣誓，接下来，裁判员代表刘媛
媛老师上台宣誓。

紧接着，常务副校长林东宣
布第十三届田径运动会开幕。

历经两天半激烈、紧张的比
赛，运动会圆满落下帷幕。2020
年11月14日，运动会闭幕式在学
校田径运动场举行。

本届运动会规模大、项目
多、参与面广、参与人数多，共有
898名运动员，参加了54个项目
比赛。全体运动员勇敢顽强、团
结协作、奋力拼搏，赛出了风格，
赛出了水平，展现了较高的竞技
水平。运动会期间，共有2项校运
会记录被刷新，3个单位获得“体
育道德风尚奖”，28名运动员获
得“优秀运动员”称号，30名裁判
员获得“优秀裁判员”称号，30名
志愿者获得“优秀志愿者”称号。

校运会结束了，但它不是终
点，而是一个新的开始。今后，希
望全校师生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
习惯，将健身作为一种风尚，让身
心健康成为一生的追求，积极投
身到体育锻炼中去，每天锻炼一
小时，健康工作几十年，幸福生活
一辈子，希望大家都拥有健康的
体魄，享受精彩的人生，努力工作
学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做出更大的贡献。

火热运动盛会 青春梦想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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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2020年10月1日，我校在学校田径运动场，隆重举

行主题为“金秋双节情满华诞，共度团圆逐梦青春”的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暨2020年中秋晚会。

晚会上，同学们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有婀娜多姿的现代舞《映山红》、有气势豪迈的朗诵《中
国梦》、有时尚劲爆的舞蹈《TBD》，还有优雅的器乐合奏
《青花瓷》，精彩的话剧《白雪公主》……12个节目精彩纷
呈，涵盖舞蹈、相声、歌曲串烧、情景朗诵、大合唱等，令
观看的师生们流连忘返。

最后，全场师生齐声合唱《在灿烂的阳光下》，唱出
了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之情，祝福伟大的祖国永远繁荣
昌盛，祝福祖国明天更加美好。

我校举行迎中秋庆国庆晚会

国中有家，家中有国。国庆中秋过双节，团圆庆祝齐
开来。在2020年，以人民为最坚强后盾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迎来了71周岁的生日，2020年10月1日，浓浓的爱
国情怀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荡漾。

泉信教学楼JB209成为了一个小型电影院，全天开
放，座无虚席，有四部爱国影片、大型记录片在此播映。泉
信er一起感受祖国的辉煌成就和飞跃腾达，《红海行动》
《最美逆行者》《叶问4》《攀登者》，让每一个到场观看的同
学都满怀激情，深深被强大的中国英雄气概所震撼。

观红色影片 学子爱国情怀浓厚

2020年10月2日，由全校社团联合举办的国庆中
秋游园活动，在学校田径运动场上火热进行。各式各样
的游戏和礼物吸引了一大批同学前往参加。暖阳撒下，
一个个红色的帐篷架起同学们的热情和情谊，前来参与
游园会的同学络绎不绝。

在汉服社优美的舞蹈，魔术社奇妙的魔术表演，以
及布拉格音乐协会热力的演唱中，游园会正式揭开序
幕，丰富而精彩的游戏火热启动。

热闹游园会 丰富国庆中秋

林东常务副校长等领导参与活动林东常务副校长等领导参与活动

开学典礼现场开学典礼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