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8 月 26 日 -29 日，2019 中国国
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重庆举行。本次智博会
以“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为主
题，围绕智能制造、大数据、区块链、5G 等热
门领域，聚集全球顶尖科技，集中展示大数据
智能化产业的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与新模
式。我校校长黄伟九应邀参加了开幕式。

在本届智博会平台上，我校以“打造智能
制造特色，服务创新驱动发展”为主题，依托
智能制造新型二级学院及其相关学院，在全
校精心遴选智能制造工程学院、新材料研究
院、人工智能学院、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等单位的绿篱修剪机器人、多功能教学型五
轴联动数控铣床、智慧旅游大数据汇聚服务
平台及大屏可视化、高性能超级电容器电极
及器件等 10 个项目展出。 （文 华）

我校科技成果亮相2019智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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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9 日，我校 2019 级
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分别
在红河、星湖两校区田径场举行。校
领导孙泽平、黄伟九、兰刚、谭宏、漆
新贵、王明华、罗茂，中国人民解放
军 31672 部队教导员刘昭军中校，
学校高层次人才代表，相关职能部
门负责人，各二级学院党政负责人、
2019 级新生辅导员和来自全国 27
个省（市、自治区）的近 5000 名新生
参加了大会。大会由副校长王明华

主持。
大会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

式。国旗飘扬、国歌嘹亮，全场振奋。
我校园林与生命科学学院 / 特色植
物研究院教授李洪雷博士作为教师
代表发言（详见 2 版），用他的学习
经历告诉新生成功的秘诀，希望同
学们要有梦想、学会坚持、懂得感
恩，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打下坚
实的基础，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篇
章。来自文化与传媒学院的陈怡璇、

音乐学院的邓玲作为新生代表发言
（详见 2版）。期间，党委副书记兰刚
和副校长谭宏分别为军训师授旗。

最后，校长黄伟九讲话。他代表
全校师生员工对 2019 级新生表示
欢迎，向新生父母和师长致以敬意，
介绍了学校近年来改革发展所取得
的成就，并希望全体新生爱国爱校、
不负韶华，勇于创新、敢于挑战，志
存高远、持之以恒，最终实现进德修
业、博文达理（详见 2 版）。

据悉，我校 2019 级本科新生组
成一个军训师，下设8个团、22个营、
70 个连，开展为期两周的军训。军
训以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和保卫祖国
的使命感、责任感，提升学生军事理
论和军事技能水平，进一步带动校
风建设、促进学风建设为目标，将队
列训练、国防知识教育、军体拳、战
术训练、应急演练及寝室内务整理
等内容纳入军训课程计划中。

（文 华）

我校举行2019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

本报讯 9 月 8 日清晨，细雨微
凉，入秋的重庆文理学院被满校园盛
开的桂花清香萦绕。来报到的新生和
家长们连连称赞学校真是又大又绿、
环境特别好！

阴沉的天气仍难以掩饰学校迎接
近 5000名新生的热情。早上七点，学
海广场出现了穿五颜六色文化衫、橙
色小马甲或红色志愿者服的各类迎新
工作人员，有的还戴着工作牌，这让新
生一眼就能看出自己有没有走错地
方。迎新棚的凳子一字排开，各专业见
习班主任们也带上电脑，提前准备电
路网线等。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回答新
生、家长提出的各式问题，并主动帮忙
拎行李，与新生及家长谈笑风生。不少
学院拿出自己的特色，比如文化与传
媒学院设置了迎新照片签字墙，上面
将签上学院所有新生名字。

八点左右，广场陆续出现很多拉
着箱子、背着书包，脸上写满向往与好
奇的大一新生，当然他们的身边一般
都至少有一个家长陪同。

周星雨的父母陪着她抵达学校。
“挺不放心她一个女孩子过来，所以我
们一起来了。陪她看看学校，我们也放
心一点！”她的父亲解释。

据了解，少部分新生来自外地，最
远的家乡在内蒙古。一位北方的家长
表示：“一开始我很担心孩子适应不了
南方的生活，但是优美的环境、同学们

热情的服务让我打消了顾虑，我对他
以后独自在校的生活充满了期待。”一
位普通话不怎么标准、显然是第一次
被采访的家长有些局促但认真地表达
了对孩子的期望：“希望他好好学习，
能好好适应大学生活，同时希望他开
开心心的，这是最重要的！”

招新中，新生们才是主角，记者当
然没有“放过”他们。

“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打算在
大学怎么深入发展呢？”记者问。绝大
多数新生的回答都是唱歌、跳舞、画画，
一个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男生却有点
与众不同，他说：“我喜欢黑科技，今年
智博会我去看了！”谈到自己喜欢的领
域，害羞的男孩瞬间眼睛里有了光亮，
他拉着记者聊 5G智能机器人、无人机
表演、智能产业链等。他希望在大学里
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玩耍和学习。

问及学习规划时，新生们则有不
同的声音：有人希望大学过得清闲点、
课少点，不要太累；有人明确表示高考
没发挥好，定下了以后要考研的目标；
有人说把四六级过了、计算机证考了

也就差不多了；还有的觉得自己自觉
性不太强，希望大学学习氛围好点。一
位见习班主任说，已经有新生在打探
有没有便宜的四级资料可以在学长那
里入手。他感叹：真是一届比一届强！

新生们对自己的专业也很好奇。
来自电子电气工程学院智能电网信息
工程专业的霍永陈表示：“今天是我第
一次来学校，我觉得学校很棒，我很满
意。但让我困惑的是我的专业好像是
新开设的，而且我也从来没听说过，不
知道它的学习内容是什么，以后能找什
么工作呢？”记者特意了解了一下，得知
这个专业是国家 2010新增的，旨在培
养掌握信息采集、电力系统通信技术，
可以在信息化、自动化电力系统从事
多种工作的复合型高级工程师人才。
除了这个专业，学校今年还新开设了
智能制造工程和运动训练两个专业。

“在遇见我的室友们之前，我好奇
会遇见什么样的人，害怕相处出现问题。
遇见他们之后就放心了———现在我们
是整整齐齐的一家人，一起吃饭、一起
学习。”教育学院新生孙玉凤开心地说。

“之前我听过你的名字。”新生冉
小艳拽着室友的手，一个个确认名字。一
个月之前，他们了解了自己的专业，再
后来知道了室友，建立了小群，一起聊
天互相了解。一个月之后网友见面，惊
喜之余是遇见亲人般的感动与温馨。

迎新中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志愿者
了。他们一天要在门口、寝室来回走动
数十遍，耐心地为
新生们介绍校园特
色、最好吃的店、快
递收发点等。记者
采访了几位教育学
院的志愿者。2018
级的章钦钦总结：
“其实一天的迎新
挺辛苦的，可是看
到学弟学妹，我又
特别开心！”2018级
的代江林介绍她的
主要工作，是引导
新生入住寝室，讲
解怎么办理水卡、
电卡，以及解答教

学楼在哪、上课地方在哪之类。志愿者
左文评价，大部分新生及家长都非常
有礼貌，而且她感觉新生们的独立性
都蛮强。

迎新中，小雨将桌子淋湿，志愿者
们就用电脑包垫着。更有因四川地震
导致高铁停运、有些新生报到被迫延
迟。为了等这部分新生，见习班主任们
很晚了仍坚守在岗位上。

“迎新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更
好地生活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迎新这一
步做好了，咱们这个头就开得很漂亮，我们
才更有动力开展接下来的工作。”文
化与传媒学院党总支副书记书记邱飞
说。 （陈雯霞 冯清 胡义姗 席燕）

我们都是文理人
———重庆文理学院喜迎 2019 级新生

本报讯 暑假期间，2019 创新创业与数
字经济峰会暨全国移动互联创新大赛“橙色
云”杯西南赛区（高校组）决赛在广西科技大
学举行，来自 19所高校的 80支团队入围决
赛，我校机电工程学院赵立军博士带领三支
团队参加了决赛。经过激烈角逐，我校“智能
分拣码垛设备”项目、“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
服务机器人”项目分获大赛一等奖，“基于物
联网远程控制的智能鱼菜共生装置”项目获
大赛三等奖。 （文华）

我校喜获全国移动互联、
创新大赛两项一等奖

本报讯 按照中央、市委、市委教育工委
关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部
署，重庆文理学院党委高度重视，主动增强
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不等不靠，通过“四抓
四早”，推动主题教育如期展开，实现良好开
局：一是抓谋划早准备，二是抓学习早发动，
三是抓融合早调研，四是抓保障早落实。

9 月 11 日，我校召开主题教育动员部
署会。市委第十六巡回指导组组长刘文华到
会指导。会议由党委副书记兰刚主持。

党委书记孙泽平作动员讲话。他指出主
题教育的重大意义、提出要达到的预期学习
效果，并对领导干部和基层党组织提出两点
要求。刘文华强调了主题教育在全市工作中
的重大意义，对指导组的职责任务作了介
绍，认为重庆文理学院提前谋划，先学一步、
先行一步，工作安排扎实有效，并提出四点
要求。兰刚就主题教育工作提出四点要求，
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兑现市委提
出的“三个确保”政治承诺，通过“理论上的
大学习”，促进“工作上的大落实”。

（文华）

我校“四抓四早”唱响
主题教育先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