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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隆重举行2018年庆祝教师节暨表彰大会
本报讯 9月 12日下午，我院在

图书馆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2018年庆
祝教师节暨表彰大会，院领导张杰、
林明旭、周勇军、吴勇、俞建群，受
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各单位负责
人、全体教师，以及学生代表300余
人参加了大会。大会由学院党委副书
记俞建群主持。

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张杰教
授在致辞中代表学院党政，向为学院
发展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全体教职
员工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他强调，学院每一步发展，都倾注了
广大教师的心血;每一点成绩，都凝聚
了广大教师的智慧。正是一批又一批
闽科人薪火相传、辛勤奉献，今天学

院才信心满满地站在独立设置的应用
型本科建设的新起点上。他指出，一
年来，学院本科教学中心地位进一步
巩固，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教师
队伍建设取得了新突破，学院各项事
业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实力和办学声
誉进一步提升。他希望广大教师要热
爱教学、倾心教学、研究教学，在

“三高”中登峰造极，力争“艺高”，
提升教学艺术，善于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提升改造学习、改造课堂的能
力；力争“学高”，下苦功夫、求真学
问，以扎实学识支撑高水平教学；力
争“德高”，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
德施教。

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林明旭宣读

《院长嘉奖令》，副院长周勇军宣读
《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 2017-
2018学年获得各级各类荣誉称号的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副院长吴勇
宣读 《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
2017-2018学年教育教学、科研表彰名
单》。与会领导为获奖的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颁奖并合影留念。

表彰大会上，光电信息学院张荣
辉、人文学院谢惠卿作为教师代表，
生命科学与化学学院团委书记傅莉玲
作为辅导员代表、2016级广告学专业
何启东作为学生代表先后发言，向全
体教师送上节日的祝福。

（新闻宣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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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高尚师德 潜心立德树人

2016-2017年度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
团委 原生命科学与化学系 学工部 武装保卫部 教务部

2016-2017年度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
李晓虹 陈佳兰 周秀梅 陈晓缘 谭属琼 吴秀清 高毅芸 陈佳玫

2016-2017年度精神文明建设“文明家庭”：
吴永进 王丽华、谭鑫 秦玲玲、庄天怀 黄琼英

2016-2017年度精神文明建设“文明宿舍”：
康美校区：
兰苑12#817（2015级城市管理）
兰苑2#613（2015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兰苑11#513（2015级英语）
兰苑6#407（2017级信息工程）
兰苑9#114（2016级电子信息工程）
兰苑5#509（2017级信息工程）
兰苑11#417（2015级汉语言文学）
兰苑7#206（2017级生物工程）
兰苑1#306（2015级食品科学与工程）
兰苑1#204（2017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升本>）

美林校区：
菊苑A#509（2016级汉语言文学） 菊苑C#206（2017级汉语言文学）

学院“先进基层党组织”单位:
原生命科学与化学系党总支 原光电信息科学系学生第一党支部
原人文艺术系学生第一党支部 原经济管理系学生第二党支部

“优秀共产党员”
吴 芳 李丽琴 余海涛 黄洪梅 曾富珍

“优秀党务工作者”
王丽红 华 清 郑将来 汪秉清 苏清山

2017-2018年度宣传信息先进单位集体
团委 教务部 原计算机科学系

2017-2018年度优秀信息员
庄天怀 郑将来 张丽娜 黄孔曜 孙 琦 陈佳兰

“十年育人长期服务奖”
何开松 陈夜羽 赵 林 马 戎 刘蒙佳 林继辉
杨文琴 曹养元 李丽琴 杨世强 刘建军 林雪珍
汪志评 刘昌建 黄洪梅 吴秀清 谈善燕 戴红霞
郑锦辉 李艺群 陈 捷 陈艳娜

2017-2018学年度“优秀班主任”
吴栋梁 吴明才 刘瑞国 张国庆 王春霞 陈和燚
蔡建钦 罗江华 王 敬 刘先福 李丽琴 苏宝玺
王伟鹏 谢 洁 谢勇武 杨 芳 刘新芳

第四届“我最喜爱的好老师”
郑春花 祝宝满 黄飞鹏 谭 鑫 刘巧玲
林巧丽 苏宝玺 谢三都 陈景升 金倩倩

2017-2018学年学院“本科课堂教学优秀奖”
徐俊东 张剑锋 王 敬 陈孔吉 陈景升 陈佳玫
刘瑞国 周 强 毛 宁 杨文琴 程荣福 王希华
杨 芳 苏文静 潘昊炜 刘武强 吴 芳 陈迎雪
戴飞练 张国庆 余海涛 王咏今

学院第七届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竞赛
谢三都 谢惠卿 陈迎雪 林清强 谭 鑫
彭青梅 吴 芳 孙玉凤 潘亚文 李扬中

2018届本科优秀毕业论文指导老师
廖洪平 匡凤飞 林介本 张荣辉 李宏华 王 敬
黄 敏 陈美龙 黄新华 叶燕芬 江梦茜 张丽红
杨文卿 冯庆玲 谢三都 谭属琼 李丽琴 陈雅谦
王安群 杨 芳 姜 辽 范啟华 刘武强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学院“三育人”先进个人

林清秀 女，中共党
员，学院办公室秘书。思想
上，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
神及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严以律
己，宽以待人。工作上，坚持
学习各类教育教学文件精
神，为推进教育管理改革做
了积极努力，兢兢业业工
作，执行力及工作力强。岗
位工作之外，学院转设评估期间，任劳任怨加班，独自完
成了省厅、教育部评审的所有申报、汇报及发言材料，编
写学院三年、五年发展规划及三年目标管理责任书等。
科研成果上，主持或参与省教育厅中青年、A类、B类、省
重大教改、泉州市社科等课题近10项，发表论文3篇（第
二），近年来在《福建文学》《福建日报》《党员文摘》《女
友》等报刊发表散文、小说两百多篇，获各级各类奖项40
余项，散文集《柔软的时光》即将出版上市。2018年9月
被授予学院“三育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刘巧玲 女，中共党
员，光电信息学院光电教
研室副主任。教学上，主
要承担《光学设计CAD》
等多门理论与实验教学任
务，带领学生进行课程见
习，指导学生专业认知、
专业调查、毕业设计及毕
业实习等工作。工作上，
负责本专业的教学管理工
作，配合系主任完成系相
关工作；担任 2015 级光
电专业班主任，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工作，做好班主
任常规工作。

科研成果上，在做好业务工作的同时，积极参
加科研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参与了省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省级科研项目4项，独立承
担院级示范教研室等3项院级项目，发表了学术论
文1篇。2018年9月被授予学院“三育人”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陈美龙 女，中共党
员，计算机信息学院教
师。在工作上，担任教研
主任一职，积极参与学院、
系部的工作，修改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系部课程任
务安排、实验室建设方案
申报、虚拟仿真实验中心
申报、智能科学与技术专
业申报、国评期间互联网
示范中心相关材料整理、
校企合作毕业论文答辩工
作、举办学科专业竞赛、创建大学生软件人才培训基
地、参与系部闽科春晚、党支部等相关活动。在科研
上，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福建省教育厅A、B类科研课
题6项，主持院级课题3项，主持企业横向课题1项，
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3篇，指导省级大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2项、指导学生技能竞赛多项，担任
福建省首届软件测试职业技能竞赛评委。2018年9
月被授予学院“三育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刘标 男 ， 中 共 党
员，助理研究员，现任
学院教务部副主任、教
务部党支部书记、教工
团支部书记，兼任泉州
市人力资源协会闽科分
会会长。工作上，担任
学院转设评估核心组成
员，主持应用型成果展
厅设计布展，参与材料
组、专家考察组、专家
联 络 员 等 主 要 工 作 。
2015—2017教务部党支部连续三年获得学院支部立
项，2016-2017学年党支部绩效考核被评为优秀。科
研上，2017年获福建省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名第
2);2018年获福建省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名第4);
2018 年参与福建省重点教改项目 1 项(排名第 2)。
2017年被授予“福建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务管理
工作者”荣誉称号，2018年9月被授予学院“三育
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罗江华 男，中共党
员，硕士研究生，从事高
校思政理论课教学7年，
现任马克思主义学院负
责人、党支部书记。思想
上，热爱教育、勇于担当，
积极参加南安市“党的十
九大精神”宣讲。工作
上，认真备课、用心教学，
工作以来不断尝试思政
课的教学改革，并探索出

“听同龄人讲思政课”、
“时政五分钟”等教学模式，受到学生好评。工作之余
热心指导学生考研、考公务员、辩论赛、经典阅读等，
帮助学生成长。科研上，荣获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科
研项目（社科）立项，获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

“优秀教学奖”，获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第四届
多媒体教师技能大赛第二名，获评福建师范大学第二
届“我最喜爱的好老师”，先后两次在年度考核中评为
优秀。2018年9月被授予学院“三育人”先进个人荣
誉称号。

林全旺 男，中共党
员，人文学院教师。工作
上，勤恳认真，多次获评学
院年度考核优秀，曾被授
予“优秀班主任”荣誉称
号，2011 年 9 月所带专业
英语四级成绩优异受到学
院表彰。科研上，注重科学
研究，及时把握学科的发
展动向，先后在核心刊物、
大学学报等各类刊物发表
多篇论文，并先后主持和
参与多项科研课题，其中主持1项福建省中青年教师
教育科研项目（高校外语应用型教学研究专项）课题，
主持1项院级教学改革课题，参与多项省级、院级课
题。2017年 9月外语专项课题立项受到学院表彰。
2018年9月被授予学院“三育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陈迎雪 女，中共党
员，商学院教师，南安市引
进高层次人才。工作上，
自觉遵守教学规范，始终
坚持“立德树人”，以高度
自觉的敬业精神、认真负
责的教学态度、较高的学
识修养和严谨的教学方法
影响学生。科研上，注重
教学和科研相结合，主持
省教育厅中青年社科项目
1项，参与横向课题2项，
省教育厅社科项目1项，教育部高教司产学合作协同
育人项目1项、院级教改项目1项。发表论文2篇，参
编教材1本。积极指导学生参加各种实践与竞赛，所
指导的学生项目获省级立项1项。在教学、科研、实
践方面积极参与，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从全方位引导
与培养学生成才。曾被授予“优秀班主任”荣誉称号，
获评2015-2016学年院本科课堂教学优秀奖，2017-
2018学年院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二等奖。2018年
9月被授予学院“三育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谢勇武 男，中共党
员，生命科学与化学学院
教师。工作上，担任一线
的教学、科研工作，几乎每
学期工作量排名都靠前。
思想上，具有强烈的责任
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在
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保
质保量地完成各项教学任
务，善于开拓创新，不断创
新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技
能，以提升整体教学质量，
得到了各届学生的广泛认可。同时，时时刻刻提醒自
己党员身份，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政治理论
学习、教书育人、科研创新和遵纪守法等各方面都较
好地发挥着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饱满的工作热
情，扎实的工作作风、优异的工作成绩，赢得了领导、
同事和学生的普遍好评。2018年9月被授予学院“三
育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曾荣根 男，中共党
员，思政讲师、学院团委
副书记。工作上，把辅导
员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
满腔热忱地投入到工作
中，曾参与省高校学生宿
舍管理工作课题立项，参
编 《大学生心理健康》、
《大学生安全教育读本》、
《大学新生入学导读》，曾
获泉州市工作案例三等
奖、泉州市精细化论文评
选二等奖，多次获得校级思政论文与工作案例奖
项；在服务、教育和管理学生中，先后被授予省优
秀辅导员提名奖、泉州市优秀班主任、校十佳辅导
员、院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院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
个人、院安全稳定工作先进个人、院实习工作先进
个人等荣誉称号。2018 年 9 月被授予学院“三育
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傅莉玲 女，中共党
员，思政讲师，生命科
学 与 化 学 学 院 团 委 书
记、辅导员。曾获第七
届福建省高校辅导员素
质能力大赛三等奖；作
品 《不忘初心跟党走，
争当优秀共青团员》 获
福建师范大学二等奖并
成功入选 2017 年福建省
青马微课“优秀青马微
课”；所撰写的学生工作
案例《阳光总在风雨后》获福建师范大学一等奖；
曾被授予泉州市“优秀共青团干部”荣誉称号，闽
南科技学院优秀辅导员、闽南科技学院优秀党务工
作者、闽南科技学院“三育人”先进个人等荣誉称
号。2018年9月获得院长嘉奖。2018年9月被授予
学院“三育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刘建军 男，中共党
员，艺术设计学院教师，人
文艺术系党总支委员、教
师党支部书记。工作上，注
重师德风范，言传身教、教
书育人，在教书育人的工
作中认真负责，追求因材
施教、深入浅出的教学理
念。科研上，注重教学和科
研相结合，主持省级课题1
项，院级课题2项，参与多
项，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
文5篇，核心1篇；获得第23届中国真维斯杯休闲装
设计大赛“伯乐奖”，指导学生获第四届海峡两岸大学
生职业技能大赛“服装工艺技能竞赛”项目二等奖。
2018年9月被授予学院“三育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郑社彬 男，中共党
员，学院武装保卫部消安
办副主任。思想上，认真
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
策，能够模范贯彻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和学院的各
项规章制度，通过报纸、杂
志、书籍积极学习政治理
论。工作上，主要负责学
院的消防安全管理、武装
部征兵、保安管理工作，能
够较好地履行岗位职责，圆满地完成学院领导交办的
各项工作任务。曾被授予南安市政府“征兵工作先进
个人”、泉州市政府“征兵工作先进个人”、福建省高
校“安全稳定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18年9月被
授予学院“三育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17-2018学院表彰
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名单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