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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3 月 27 日，中共泉州信息工程学院委
员会党校第十二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在教学楼
JA101 报告厅隆重开班。校领导、党校校长许旭
明，党委宣传部部长徐竟芳，各党总支组织工作负
责人及培训班全体学员参加开班仪式，开班仪式
由徐竟芳主持。
开班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
许旭明
发表讲话，
他强调，
党员发展对象培训是确保党员发
展质量的需要，
是提升能力素质的需要，
是发展党员
工作的程序需要，
希望全体学员深刻领会培训的重
要意义，
加强党性锻炼，
力争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时，
他要求全体学员要：
加强学习，
切实端正入党
动机;提升素质，
切实发挥作用;注重锻炼，
切实提高
党性修养。
希望大家勤修学、
勤修身、
勤修心。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8 级投资学 2 班谢炜娟
同学代表全体学员发言表示：一要按照培训班的
统一安排，积极主动参加学习，认真听讲，做好笔
记，课后及时总结自己在思想上的收获，完成培
训作业;二要严格要求自己，遵守纪律，尊敬师
长，树立良好形象;三要主动完善自己，逐步向党
组织靠拢，把思想上的高度要求，落实到具体的
行动当中，把自己锻炼成符合党和人民期望的合
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她代表所有学员
郑重承诺，将以最饱+满的热情，最全面的投入，
最实际的行动，圆满完成培训班学习。
据悉，本次培训班从 3 月 27 日开始至 4 月 10
日结束，培训将采用集中授课、个人自学、实践活
动、影像资料学习、个人总结、交流研讨、培训考
试、总结鉴定等形式进行。

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活动现场

泉信
“金话筒”挑战主持人

模拟主持人环节

“金话筒
金话筒”
”主持人大赛获奖者合影

本报讯 近日，我校“主持
之星 闪耀泉信”第六届“金话
筒”
主持人大赛，
顺利举行，
学生
处处长石智生、
校团委书记李博
诗及各二级学院团总支书记以
及部分辅导员担任大赛评委。
比赛分为自我介绍、模拟
主持大赛两个环节。选手们以
铿锵有力的声音、激情昂扬的
仪态展现了大学生自信昂扬的
精神面貌。在模拟主持环节，选
手们各显神通，展示了新闻、综
艺、晚会、娱乐节目等各种不同
的主持风格，如土木工程学院

2020 级土木 1 班的罗星晨同学
展现的主持栏目是《新闻关键
词》，机 械 与 电 气 工 程 学 院
2018 级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
班翁素倩带来的主持节目是
《谁是最可爱的人》。比赛过程
中穿插了助力团队的才艺展
示，精彩的表演为紧张的比赛
氛围增添了不一样的风采。
“金话筒”主持人大赛为学
子搭建了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
学子们在活动中挑战自我、
锻炼
自我，
拓展了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能力，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
□蔡嘉蕊（2020 环境设计 3 班）

巴金曾说“我的祖国并不是人间乐园，
但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把她建设成为
人间乐园 。”爱国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强国
是一种宏伟的远大志向，报国是一种赤诚的
爱国行动。
爱国，是文人墨客碧血丹心, 舍身取义
的一腔热忱。回溯情感长河，你会真切的感
受到那“爱国之情”。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张
载一生为国为民的鸿鹄大志；
“ 苟利国家生
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林则徐精忠报
国的千古绝唱；
“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
多艰。”这是屈原赤胆忠心的坚定信念。
强国，
是我国在艰难道路上不畏险阻日益
强盛的充分肯定。
有了为国奉献的强国之志，
才会有之后一步一个脚印的未来蓝图。曾记
否，
“中国小麦远缘杂交之父”
李振声，他日日
夜夜反复实验，最后终于培育出“小偃 6 号”；
曾记否，
“花甲痴翁，
志探龙宫，
惊涛骇浪，
乐在
其中”
的黄旭华，
他就像深海潜艇一样，
无声却
有力量；
曾记否，
“中国天眼之父”
南仁东，
筚路
蓝缕了二十二年后打造出国之重器……正是
一代代人的奋勇拼搏，让祖国越来越富强，让
人民越来越自信，
让国家屹立于世界之林。
报国，是用实际行动，彰显对国家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的态度。观今下，在 2020 年这特
殊的一年，
新型冠状病毒肆虐，
看，
医护人员挺
身而出，
他们日日夜夜坚守岗位，
与病魔抗争，
与死神决斗，
与时间赛跑；
听，
“其实，
我不过是
个看病的大夫”
这是 83 岁的钟南山的语录。
他
有战士的勇猛、院士的专业、国士的担当；闻，
有“不计报酬，不计生死”
的凛然大义，有医护
人员徒步七十里的最美逆行，
有小伙到派出所
捐赠口罩的爱心之举……中国人民众志成城，
万众一心的意志，
终于让疫情得到缓解。
康德说，
“ 这个世界，有两样东西值得我
们仰望，一是我们头顶璀璨的星空，二是人
们心中高尚的道德律。”在我看来，爱国情值
得我们去守护。有爱国情，就可以为祖国的
未来蓝图立下强国之志 ，有这坚定的信念，
就要付诸于报国行动。
我浩瀚九州，一草一木都是繁华；我神
州大地，一丝一念皆是未来。愿吾辈青年能
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
份光，为祖国蓝图添上一笔靓丽的色彩。

征文启事
一壶清茶，
盈盈几段闲话；
一支钢笔，
娓娓如烟过往。
无需华丽辞藻，用质朴文字分享
感动。
无需框架束缚，随心抵达内心柔
软处。
提笔留下美好瞬间，留心记录所见
所闻。
即使是小小的感触，也给人带来以
温暖。
白茶清欢无别事，
勇敢迈出这一步。
集众人所思所想，
扬泉信百家争鸣。
我在这里，
等风也等你。
请 将 你 的 文 稿 、图 片 发 送 至
qxy@qziedu.cn，
优秀的作品将有机会展
现在校报这个舞台上！

泉 信 榜 样 —— 赖 洁 怡

向阳而生，勇敢捍卫梦想

赖洁怡在图书馆认真阅读
本报讯 多年以后，当赖洁怡回忆起大
学生活，她一定会记得拍毕业照的那个下
午，身穿学士服的她在学校田径场留下的
画面，夕阳洒在脸上，幸福而美好。
大学时光匆匆。回想那些在图书馆里
圈圈写写的韶华，那些在半月湖畔低语朗
读的时光，还有那些在后山上放声背诵的
日子……在泉信校园每个角落留下的记
忆，都在她心里铭刻。
青春、阳光的赖洁怡，
来自广东梅州，
是
泉信 2016 级土木工程学院土木工程专业的
学生。
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
她一直都很拼，
付出比别人多出数倍的努力。
她用自己的努
力和实力，
来证明自己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
生，不仅拿过国家励志奖学金，也是国家奖
学金的获奖者。
今年，
她参加广东省
“三支一
扶”
考核，
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生活严峻考验

她报之以努力

她是一个有着坚韧毅力的女孩，默默

地挺过生活的压力与困难。很小时，父母离
异，爸爸在广州开店。从小，她跟着爷爷和
太姥姥一起生活。
“屋漏偏逢连夜雨”，大一
刚结束那个假期，父亲突然病逝。不久后，
最爱她的太姥姥也离她而去。两位亲人相
继而去，使她伤心欲绝。
那段昏暗的时光，令她痛定思痛，也令
她深刻地明白：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珍惜
爱我们的人，因为谁也不知道，哪一天他们
会突然离开。
在学校老师、
同学和朋友们的帮助下，
赖
洁怡慢慢学会擦干泪水，
开始振作起来。
她想
起爷爷和太姥姥常教导她的，
“做好自己，
无
愧于心”
“你付出多少，
生活就回馈你多少”
。
她加倍努力学习、
生活，
她说她要完成向亲人
许下的诺言，
不能让远方的他们失望。
她定下学习任务，不让自己闲下来。学
习时，她总是给自己打气，相信自己一定能
做得很好。她就这样让自己保持良好的心
态，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苦难。日复一日，
寒来暑往，她坚持在图书馆预习、复习、练
习，每天的学习任务，她从不落下。20182019 学年她的学业成绩在土木工程学院
排名第三，综合测评成绩排名第一。

付出数倍努力

让自己更优秀

生活中，她自力更生。为减轻家庭负
担，她利用课余时间去兼职。最忙碌时，她
曾一天做三份兼职，在肯德基当服务员，给
小孩子当家教，还到托管机构去辅导学生。
“那是大二、大三的时候，刚开始，真的

挺辛苦的。”赖洁怡回忆说，要保证不影响
学习，还要完成好兼职的每件事，同时，看
到其他同学在休息、玩游戏时，她还要调整
好自己的心态。渐渐地，她靠自己的信念坚
持下来，慢慢适应这种忙碌的节奏。
“只有事情多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自
己的潜力有多大!”她把事情分解开，一次
专注一两件事情，一点一点地把所有事情
完成。
“ 当事情全部完成时，真的让我幸福
感爆棚。”
忙得不可开交的她，校内表现依然优
秀。她是班里的文艺委员，又曾任数学建模
社团副会长，还任土木工程学院学习部副
部长等，各项工作她都出色完成。
她积极参加各种竞赛，曾多次获得中
青杯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三等奖，
还获得过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福建赛区二
等奖。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
“我要用努力和实力来证明自己。”赖
洁怡说，虽然自己的家庭不完美，但这并不
影响她的努力。她用实力证明，即使家庭背
景不好，只要愿意努力，也可以变得优秀。

好心态人积极

好方法学习棒

学习上，赖洁怡有自己的方法。
来到泉信之后，她要求自己要树立良
好的学习心态。
“ 良好的心态，能够给我强
大的学习动力，让我积极投入学习中。”赖
洁怡劝学弟学妹，一定不要相信那句“没有
挂过科的大学，不是完整的大学”。她说，那
是挂过科的人给自己的安慰。
“特别是想拿

奖学金、想参加评优评先的同学，就更应该
没有难倒她，她依旧以一种乐观、向上的态
有追求优异成绩的正确心态。”
度对待自己的生活和学习，也以这样的能
在良好心态下，
她的学习干劲十足。
学习
量影响着别人。”沈欣怡希望，同学们都能
中，
她很快发现自己的弱项在于对知识点的
拥有这样的宝贵品质，做一朵朝阳的向日
记忆。
常常别人能轻松默记下来的点，
而她可
葵，传播满满的正能量。
能背诵十几遍还记不牢。
“有时，
明明考前还
除了学习与兼职，赖洁怡的大学生活
背得很熟，
到考试时，
脑子却一片空白。
”
经过
过得丰富多彩。周末、节假日，她会约上小
不断摸索，
她终于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她开
伙伴们去跑步、爬山、骑单车，
“ 在运动中，
始边读边写，
手脑并用来加强记忆。
她还用心
我的压力被释放了，收获了许许多多的快
提炼知识的关键词，
再把这些关键词默写记 乐。”
忆下来。
靠着一个个关键词，
她终于能又快又
她热心参加志愿服务。她记得小时候，
牢地背下各种知识点。她说，这个方法很不
很多人给她送去温暖与关爱，在她心里种
错，
无论是英语四六级考试，
还是期末考试等
下爱的种子。那时她就立志，长大后一定要
的准备，
都有很好的效果。
参加志愿活动，像这些善良的人一样，把温
赖洁怡还想跟学弟学妹分享校园里几
暖传递给更多的人。
个读书好去处。
“ 同学们如果想要大声背
学习之余，她也喜欢看动漫，喜欢宫崎
书，可以到教学楼 7 楼、到后山，或者是图
骏的《龙猫》，特别喜欢里面的几句台词，
书馆的露台，这些地方视野开阔，安静又舒 “如果把童年再放映一遍，我们一定会先大
适。”她说，到这些地方绝对比在宿舍读书
笑，然后放声痛哭，最后挂着泪，微笑着睡
来得有效率。
去”
“有时我沉默，不是不快乐，只是想把心
净空。”
电影也是她所喜爱的，她经常看《幸福
像朝阳向日葵 努力捍卫梦想
来敲门》
《肖申克的救赎》
《弱点》
《风雨哈佛
在大学里，赖洁怡最感激的就是辅导
路》等。
“这些电影伴着我成长，它们带给我
员沈欣怡。说起相伴四年的沈欣怡老师，赖
许多正能量。”在赖洁怡努力的路上，经历
洁怡眼眶泛起泪光，
“ 欣怡老师对我而言， 过许多孤独与困苦，这些电影让她找到自
不仅仅是辅导员，而是我的姐姐、恩师。”她
己的定位，让她有勇气在认清现实的残酷
说，欣怡老师对她的爱，她会铭记一生。
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在沈欣怡印象中，赖洁怡就像一朵朝
她经常用《幸福来敲门》的一句台词来
阳的向日葵，乐观、积极、向上，无论是在学
鼓励自己，
“如果你有梦想，就要去捍卫它。
习，还是生活中，都充满了“正能量”。
“她的
那些一事无成的人，想说你也成不了大器。
如果你有理想的话，就要去努力实现。”
家庭比一般人要困难，但是这样的困难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