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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叶晓婧冤厦
门软件学院团委学生会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晚上 19 时在校灯光
篮球场成功举办首届野凯悦园窑软
件杯冶厦门高校街舞邀请赛遥 参加
本次邀请赛的高校有院厦门大学尧
集美大学尧华侨大学尧厦门理工学
院尧 厦门华夏学院尧 厦门软件学
院尧厦门工商旅游学校尧厦门海洋
学院尧厦门演艺学院尧厦门兴才学
院尧泉州电力学院尧厦门大学嘉庚
学院尧 厦门工学院等 16 所高校遥
本次大赛邀请福建 OnlyDance 街
头文化工作室主理人 MC 作为活
动主持人袁同时邀请了福州 DTC
主力 DANCER 杨硕(jams)尧 2010
首届大爱潮店杯街舞大赛裁判阿

达 breaking 作为本场邀请赛的评
委遥 校长潘飞南教授尧副校长张念
教授尧学工处王华勤处长尧招生就
业与产学合作处处长潘振华副教
授尧 外语系主任刘爱平教授作为
比赛嘉宾莅临现场观看遥

各高校选手通过自己精湛
的舞艺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
精彩绝伦的演出袁最终在评委的
一致评判中院泉州电力学院和厦
门华厦学院技压群雄袁脱颖而出
的荣获 POPIN 冠军和 FIEE 冠
军袁厦门软件学院获得亚军袁厦门
理工学院获得季军遥 最后大赛在
激扬的颁奖音乐声中落下帷幕袁
本次邀请赛得到了各高校和野凯
悦园冶文化传媒公司的大力支持遥

我校成功举办首届野凯悦园窑软件杯冶
厦门高校街舞邀请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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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周
卉冤丹桂飘香袁金秋送爽遥9
月 1 日袁我校迎来了 2012
级新生遥校园内人山人海袁
迎新工作如火如荼袁 到处
都是忙碌的身影遥

随着迎新校车的归
来袁学校迎新工作人员热
情地上前迎接袁耐心地回
答新生和家长的各种问
题袁很快消除了他们初到
学校的陌生感遥 新生们亲
切地叫着野学长尧学姐袁冶
老师们周到地介绍办理
入学报到手续的各种程
序及其注意事项遥 一位刚
办理完入学报到手续的
新生说院野一下火车袁学姐
就热情地帮我提行李袁还
为我介绍着学校的大致
情况袁感觉非常的亲切遥 冶
一位家长也表示院野刚开
始还担心孩子初到学校
不适应新环境袁但是到了
学校后袁看到了美丽的校
园袁 感受到了领导的关
怀尧学生们的热情袁对孩
子以后的大学生活充满
了信心遥 冶

学校领导高度重视
今年的新生报到工作 遥

潘飞南校长亲自走访了
各系报名点尧 学生宿舍
楼及食堂袁 亲切关心学
生的饮食与生活遥 他充
分肯定了此次我校各部
门对迎新做的各项准备
工作袁 并在走访宿舍时
强调我们的迎新工作应
紧密围绕学生尧 家长的
贴心服务进行尧 在细节
上下功夫袁 要充分体现
我校野爱校如家袁育生如
子冶的教育理念遥

来自南平陪新生报
到的高中教师吕老师参
观了校园袁称赞了我校环
境的优雅尧 基础设施完
备袁新生接待工作的井然
有序遥 他提出高等院校不
仅要重视职业技能的培
养袁还要重视职业道德的
教育袁两者不可偏废遥

今年的迎新工作开
展顺利遥 学校热情的接
待袁细心的服务袁让新生
和家长在这充满关心和
友爱的环境中露出满足
的笑容遥 相信新生将会迅
速地适应新的环境袁全心
投入到自己的大学生活
之中遥

欢迎你 新同学

本报讯渊通讯员 周卉冤9 月 3
号上午 8 点袁 2012 级新生开学典
礼暨军训动员大会袁 在我校田径
场隆重举行遥 校领导尧部队领导尧
各系部负责人等嘉宾出席了本次
大会遥大会由副校长林茂溪主持遥

潘飞南校长在讲话中袁 代表
学校全体师生员工袁对新同学的到
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袁向负责新同
学军训的部队官兵表示深深的感
谢浴随后他介绍了学校的历史和取
得的成绩后表示院野像亲人一样关
爱你们尧培养你们袁尽心尽力地让
你们满意袁千方百计地让你们成长
成才袁是我们全体教职员工共同的
心愿和首要责任遥 冶最后希望新同
学们在大学期间能够明确目标袁严
于律己袁学以致用袁不断完善自我曰
在军训中能够吃苦耐劳袁珍惜军训
这珍贵的一堂课遥

教师代表崔宝礼上台讲话中
表示院作为厦软的一名教师袁目睹
了诸多学子从这里出发袁 成为国
家的栋梁袁大学是个重要的阶段袁
希望同学们要找准定位袁 规划好

人生袁 我们将尽心竭力带领与陪
伴各位同学不负时光袁助力成长遥
学生家长代表来自山西太原霍云
杰女士在讲话中殷切地希望 野孩
子们冶牢记领导尧老师和父母的期
望袁努力学习袁树立规范意识曰熟
练掌握专业知识袁 做适应社会发
展的复合型实用人才袁 为祖国献
上自己的一份力遥 之后新生代表
陈攀旭作了发言遥

厦门武警支队张声宏副参谋
长代表部队领导就如何落实好本
次军训任务做了动员遥 他要求全
体参训同学服从命令袁听从指挥曰
树立强烈的集体荣誉感袁 在训练
中争创一流的成绩袁勇夺第一遥最
后他提醒同学们要注意科学训
练袁加强保护袁确保本次军训万无
一失遥

招生就业与产学合作处潘振
华处长宣布了 2012 年优秀新生奖
学金的同学袁主席台就座领导颁发
了奖学金遥 最后军训教官表演了擒
敌拳尧格斗术遥他们娴熟的技能和精
彩的表演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遥

新生第一课院军训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叶晓婧冤9
月 20 日厦门软件学院各大社团
在榕树下迎来了新的一轮纳新袁
纳新活动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袁
大学生社团联合会为各社团提
供桌椅尧音响尧调控台等设施袁方
便各个社团进行纳新工作的开
展与实施袁纳新工作在如火如荼
地进行中袁每个社团都围观了不
少驻足观看的新生袁心动之余纷
纷加入自己喜欢的协会遥 社团们
更是赚足了广大同学们的眼球袁
其中袁街舞社受到了广大同学的
关注袁 自由 Dancer 街舞的激情
与活力吸引着新生们前来观看袁

多变的舞步让人眼花缭乱袁赢得
新生们的阵阵掌声与尖叫声曰还
有跆拳道协会在纳新现场展示
自己协会的特色袁有力的回旋踢
毫不逊色于其他协会遥 当然袁社
团们都用独特的方式吸引着新
生袁 此次纳新依然人流如潮袁报
名现场人头攒动袁 热闹非凡袁从
积极活跃的咨询到最后的填表
报名都充分体现着学生们良好
的精神风貌遥 相信在校团委与团
工委的指导组织下袁会有更多的
同学加入学生社团的大家庭袁奋
斗出属于自己大学生活的一片
天空遥

大学新鲜人
校团委开展新学年社团纳新活动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王素珍冤
2011-2012 世界休闲小姐福建
赛区总决赛在福建石狮体育馆
落下了帷幕袁我校应用外语系学
生王晓玲以优雅的气质尧清新休
闲的形象袁成为当晚最耀眼的新
星袁摘得了冠军头衔遥

本次赛事由泉州市委宣传
部尧泉州市旅游局主办袁石狮市
委宣传部尧石狮市文化旅游新闻
出版局协办遥 世界休闲小姐赛
是国际性知名赛事袁 影响力极
大袁本次大赛受到了各级领导们
的高度重视遥 赛事邀请了世界
休闲小姐中国区总导演杨旭尧世
界休闲小姐福建赛区执委会主
席陈清泉尧著名舞蹈家闫永等担
任评委遥

世界休闲小姐大赛是一项

国际性大型赛事袁以野休闲改变人
类生活冶为主题袁倡导积极健康的
生活态度袁增进世界休闲文化交
流袁促进国际休闲度假产品的发
展遥 本次福建赛区总决赛在诠释
美的内涵袁呈现美的意义的同时袁
更体现了时尚与产业的对接袁充
分展示了城市的文化特色遥

决赛时袁30 名福建籍佳丽
先后进行休闲装尧运动装尧泳装
走秀的比拼遥 在这个过程中袁还
有瑜伽尧健美操尧街舞等精彩的
文艺表演遥校参赛选手王晓玲在
休闲装尧运动装尧游泳走秀的比
拼中袁赢得了评委的青睐袁取得
了优异的成绩袁成为了当次比赛
最璀璨的一颗新星袁摘得了冠军
头衔遥王晓玲同学将代表福建赛
区参加中国区总决赛遥

我校应用外语系 08级学生王晓玲荣获
2011-2012世界休闲小姐福建赛区总决赛冠军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周永军冤6
月 12 日晚袁厦门软件职业技术
学院 2011-2012 学年星级 野文
明宿舍冶 创建总决赛在教学楼
多功能厅 F201 隆重举行遥 经各
系推选袁学生处评审袁共有九间
宿舍进入本次总决赛遥 围绕内
务卫生尧安全纪律尧宿舍文化及
精神风貌等方面袁 各参赛代表
队进行了现场展示袁 经过激烈
的角逐袁 来自网络技术系 B-
314 宿舍尧 管理信息系 C-316
宿舍尧 软件技术系 A-308 宿舍
获得前三甲遥 校长潘飞南莅临
现场并为获奖代表颁奖遥 他指
出院星级野文明宿舍冶创建是学
校精神文明建设和校园文化建
设的重要内容遥 宿舍虽小袁却越

来越成为学生学习尧工作尧生活
的重要场所袁 学生在宿舍的表
现体现着舍风尧班风和校风遥 当
前袁 全校上下正齐心协力围绕
野迎评促建冶 这个中心工作袁加
强内涵建设袁 我们要以此为契
机袁以创建星级野文明宿舍冶等
形式为载体袁以评促建袁重在建
设袁不断优化育人环境袁努力构
建学生素质养成体系袁 形成良
好校风学风遥

学生处公寓管理中心周永
军老师对本学年星级 野文明宿
舍冶 创建活动作了总结发言袁学
生处尧各系尧校办尧招生就业与产
学合作处尧后勤保卫处尧团委等
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学生代表参
加了本次活动遥

我校举行 2011-2012学年
星级野文明宿舍冶创建总决赛

校园 广 角

2012年迎新

应用外语系教师胡焱尧张
晓意尧张蕾尧陈梅芬组队参加
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英语课
堂 教 学 课 件 大 赛 荣 获 二 等
奖曰在外语系教师钟克俭尧胡

晓晴尧白雪指导下袁我校学生
代表队在第三届全国高职高
专英语写作大赛 渊福建赛区冤
中袁分别获得两个三等奖和一
个优秀奖遥

应用外语系荣获第三届
全国高职高专英语大赛多个奖项

由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
心尧 中国教育信息化理事会主
办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尧全国各
省教育厅指导的 野第四届全国
大学生创业大赛冶 福建赛区选
拨赛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要7
月 1 日在厦门诚毅学院举办遥

本 次 大 赛 以 野 创 业 之
星要要要大学生创业模拟对抗系
统冶和 野金蝶工业沙盘冶为竞赛
平台袁并由教育部相关领导尧高
校专家与国内外知名企业高管

组成评审团进行综合评判遥 我
校指派管理信息系计算机信息
管理专业陈彬彬尧张剑玺尧丘其
星尧 余文菊等同学参加本次比
赛袁由庄小兰老师尧廖娟娟老师
带队遥 比赛中袁 以陈彬彬为
CEO 在金蝶工业沙盘企业经
营环节中袁 被综合评定为高职
组第一名袁荣获野第四届全国大
学生创业大赛闽赛区冶 决赛二
等奖袁 庄小兰老师荣获优秀指
导老师称号遥

管理信息系荣获野第四届全国
大学生创业大赛冶闽赛区决赛二等奖

2012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于 4 月 27 日-4 月 28 日
在漳州举行遥本次大赛袁共吸引了
全省 64 所高职院校 1200 多名选
手参加 17 个大类尧24 个竞赛项
目的角逐袁是福建省历届高等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项目最多尧规模

最大的一次省级赛事遥 我校选派
10 支代表队由副校长张念率队
参赛袁获得了叶英语口语曳尧叶建筑
CAD曳及叶现代物流储存与配送
作业优化设计和实施曳等三个项
目的三等奖和二维动画制作等
六个项目的优秀奖遥

我校代表队夺得
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多个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