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校转型”
一把手访谈

南阳理工学院是河南省教育厅确定的
河南省整体转型发展试点院校。

就何谓转型、如何转型，记者近日专访
了南阳理工学院院长姚锡远教授。

姚锡远认为，高校“转型”是指一所大
学办学形态的转变，即办学体制、办学理
念、学校性质、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发生根
本变化。如学术型转为应用型，应用型转
为技能型；不同性质的学校相互转化，如师
范院校转为工科院校，医学院校转为经管
院校等应视为整体转型。高校转型发展，
是人才培养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
需求，可以破解中国高校发展同质化等问
题，同时可以解决企业“用工荒”和“就业
难”的矛盾。

如何能使大学科学转型发展？姚锡远
说，高校在转型中要注意循序渐进，不能一
风吹，要遵循高校自身的发展规律，关注国
人对教育文化的认同心理。新建本科院校
转型基点是内涵转型，尤其是培养模式的转
型；转型要立足中国现实，借鉴域外经验，进
行有中国特色的大学转型，提高应用型人才
的培养质量。具体说就是要做好四件事：定
其型、安其位、循其道、谋其事。

南阳理工学院如何向应用型大学方向
转型发展，探索出一条亲产业、进行业、融
地方、求合作、共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应
用技术大学建设之路？姚锡远说，该校自
升本后，就定位为应用型本科，以培养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定位为“植根
南阳、立足河南、面向全国”，为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较强实践创新能

力、综合素质优良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首先，是培养模式的转变与完善，学校

先后 3 次修订和完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
方案和与之配套的千门课程教学大纲的修
编工作。其次，学校以学研产用一体化为
路径，开启校企合作，九州通医药集团、南

阳汇森精密仪器铸造公司等企业与学校联
合开办了“九州通班”、“汇森班”等 10 多个
校企合作班，有效提升了人才培养与行业
需求的契合度。学校平均每年投入 2000
多万元购置实验设备，高标准建设起校内
实验实训中心（基地）26 个，实验室 165 个，
建立了大学生科技创新基地、创业孵化园
和科技创新工作室，大大缩短了人才培养
目标与岗位需求的距离。

学校 2010 年全面启动了“星月计划”，
教授到企业一线寻求合作、协同创新、实践
锻炼，成为“双师型”教师，同时为学生在校
外实践实训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有力配合
了转型发展的需求。实行“星月计划”，深化
校企合作引来了金凤凰。美国通用电气 GE
智能平台投资近 3000 万元与学校共建 GE
智能平台自动化系统实验室、美国微软公司
投入价值 4000 多万元软件与学校共建了
Windows8 重点实验室、德国博世投资 160 万
元共建了汽车诊断中心、中国长城计算机深
圳股份有限公司投入 400 多万元与学校共
建了河南高校首个校企共建的“云计算实验
室”……近 3 年，南阳理工学院从企业获得
科研经费 3041 万元。

在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亚洲
区域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等国际、国内赛事中，南阳理工学
院学生连连获取大奖，并成为河南省新建本
科院校中唯一一家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
培养计划”试点学校。近几年，南阳理工学
院生源质量和就业率一直位居全省高校先
进行列。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刁良
梓 通讯员 倪 崇）11 月 17 日，
记者在方城县投资 4000 万元建
成的实验幼儿园看到，趣味阅读、
科学探索、创意美工等特色活动
室宽敞明亮，现代化演播厅内，孩
子们在钢琴声中翩然起舞。

“这所按省级标准建设的幼
儿园，今年秋期刚招生，就有 800
多名孩子入园。大大缓解了新区
孩子入园难的问题。”幼儿园园
长许银玲说。

记者了解到，方城县城区，共
有 4 所高标准公办幼儿园。而这
仅仅是冰山一角。近 3 年，方城
投入建校资金近 3 亿元，在城区
征地 200 余亩，新建、改扩建学校
8 所；实施农村校舍维修改造、薄
弱学校改造等项目，先后改造 11
所初中、305 所小学，有效破解了
教育均衡难题。

如此大的投入，该县财政如
何？记者看到，作为省级扶贫开
发重点县的方城，2013 年一般预
算收入仅为 6.4 亿元，当年教育投
入却达到了 7.4 亿元，连续三年高
出一般预算收入 10％左右。

“教育要发展，资金是关键。”
方城县主抓教育的副县长马伟
说，“改扩建学校、增加学位、提高
教育质量，是我们构建‘大教育’
格局的突破口。”

今年秋天，券桥乡中心小学
1500 多名师生刚刚从老街旧校搬进了位于

“凤凰城”社区的新校舍。让记者感兴趣的
是，建校所需的 1000 多万元资金全部来自企
业捐赠。

为优化教育结构，方城县在加大财政投
入的基础上，把拓宽融资渠道作为解决教育
经费不足的重要途径，引进捐赠项目，鼓励社
会办学，每年引入社会资金 300 多万元。

“硬件”跟上了，“软件”也要跟上。近年
来，方城县足额补进教师，3 年共补进教师
1000 多名。并坚持选派教师多次外出考察、
学习先进教学经验，聘请先进县“课改标兵”
到方城为中、小学教师进行轮训。

在刚公布的“省级教育先进县评估验收
结果”中，方城被评定为“河南省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先进县”。

“通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初步形成了基础
教育和高职教育并重，城区教育和农村教育
均衡的大格局。”方城县教体局副局长向国秋
说。

“ 我 将 再 接 再 厉 ，勤 于 钻
研，进一步发挥带头作用，为我
县教育振兴做贡献！”前不久，
被授予桐柏县高级中学“首席
教师”称号的靳保国在表彰大
会上表态。

据悉，为发挥优秀教师在
本学科的示范引领作用，桐柏
县采取多种措施，实现教育复
兴的“桐柏梦”。

评选优秀教师。每年在县
域 内 两 所 高 中 评 选“ 首 席 教
师”，每学科各 1 名，任期 3 年，
由所在学校每人每月发放教研
补助 300 元；在初中的语、数、外
等 9 门学科和小学的语、学、外 3
门学科中评选一定数量的“教
研骨干”，任期 3 年，由所在学校
每 人 每 月 发 放 教 研 补 助 200
元 。 2013 年 ，评 选 出“ 首 席 教
师”18 名、“教研骨干”443 名。

输入新鲜“血液”。自 2009
年以来，该县分 4 批先后招聘特
岗教师 680 名；2013 年，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教师 175 人，从农村
学校向城区学校选调 101 名优
秀教师，满足了城关镇实验小
学等城区学校的教育需求。由
于历史原因，该县两所高中的
分校共有 115 名教师一直未正
式入编。今年春季，这部分教
师已顺利入编。

加强师德建设。通过开展
师德师风大讨论活动，表彰师
德先进典型等，普及《教育法》、

《教师法》、《中小学教师职业道
德规范》等法律法规。3 年来，

已有 354 名教师获得师德师风
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在今年召
开的教育工作会上，县教育局
下发了《桐柏县中小学师德评
估 方 案》，推 动 师 德 教 育 日 常
化、规范化建设，严格落实“五
条禁令”，采取平时暗访和年末
评估相结合的办法，建立起社
会、家长、学生三位一体的师德
建设监督体系。

提升“技术含量”。桐柏县
扎实开展了教师继续教育培训
工作，把教师日常培训、校本培
训和“国培”、“省培”等有机结
合起来，全面提升教师教书育
人水平。2013 年、2014 年，县政
府连续两年拨付专款 200 多万
元，在暑假对全县中小学教师进
行全封闭式业务培训。该县还
相继邀请桐柏县检察院、交警大
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
负责人开展校园安全工作培训；
邀请国内知名教育专家对全县
400多名中小学班主任进行集中
培训；邀请清华大学教授举办讲
座，为高考学生加油助力；争取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社会实践基
地正式落户桐柏。

远航开启新蓝图，风好正是
扬帆时。“我们坚信，有这样一支
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纪律好
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桐柏老区的
教育水平必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桐柏教育事业跨越发展的春天
已经来临！”谈起教育的未来，桐
柏县委书记莫中厚、县长贾松啸
充满信心。

“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
好人”在内乡县灌涨镇上，人们总
能看到一辆贴着这个标语的四轮
电动车，倘若遇上急事或者你行动
不便，只要招招手，车一准儿会停
下来带你一程，电动车的主人叫徐
国义，内乡县灌涨镇供电所的一名
普通职工。

“国义啊，知道，我们镇上
的老好人。”提起徐国义，在灌
涨镇可谓是小有名气的人物，
24 年如一日做好事被当地群众
津津乐道。

最珍惜的荣誉：
“战斗功臣”和“好人徐国义”

“那一天血水混着泪水，我
一辈子也忘不了。”1982 年 18 岁
的徐国义参军入伍，回忆起对
越自卫反击战的经历，徐国义
的声音开始颤抖起来，语速明
显加快。“我和战友一起往前线
运送补给，路不好走，我们只能
手抓着通讯电缆，背负着物资，
深埋头，一步一步向前行，突然
几 发 炮 弹 在 身 旁 两 三 米 外 炸
开。”他至今清晰地记得战友牺
牲的场面。那一天，他的战友
们先后 5 人负伤，1 人牺牲。徐
国义也被弹片划伤，留下眼疾，
荣立二等功。

脱下军装，徐国义回归普
通的生活中。“现在做义务宣讲
员和司机是我最开心的事。军
功和群众的褒奖是我最珍惜的
荣誉”他说。

2012 年，徐国义买了一辆
四轮电动车，车身上贴着“共产
党员号”节假日、双休日，老人、
残疾人、妇女、军人免费乘坐”
的字样，车后贴着路线图，方便
路人。

“要不是老徐，俺一家老小
就要被大雨挡在外面了。”灌
涨镇陈营村的陈富强提及徐国
义，便连声称赞。10 月 23 日，身
患病症的陈富强在家人陪同下
到县城看病，看完病到灌涨镇
已是下午 5 点多，大雨滂沱，冷
风不止，下班路过的徐国义看
到避雨的一家老小，赶紧让这
一家人坐到了车上，顺利将他
们送回了家。这两年多来，徐
国义接送过多少像陈国富一样
的人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在徐国义的车里还有他自己
订做的《弟子规》，令记者惊讶的是
这些《弟子规》竟是用繁体字印制
而成。

“现在的孩子受传统文化
熏陶比较少，我就想从娃娃抓
起，让他们了解一些传统文化，
懂感恩，心向善。”徐国义说。
现在每到一处，他都会按响小
喇叭，弟子规、善行歌的旋律便
响彻乡间。招手即停的“共产
党员号”，已成为灌涨镇一道亮
丽的风景。

最大的心愿：
成立爱心宣讲团

“现在的青少年，离战争年
代越来越远了，但英烈不能忘
记，英雄的精神需要传承。”现
在徐国义正和志同道合的人一
道筹划成立“爱心宣讲团”，希
望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年轻
人探索幸福观、价值观，传递正
能量。

“今年麦收时节，我到瓦亭
镇山南村参加了一次志愿者服
务，为贫困户抢收小麦，给幼儿
园孩子捐赠桌椅、文具，看着孩
子们的笑脸，我觉得这样的人生
很有意义。”徐国义笑着说。“我
会继续前行，相信越来越多的人
会加入到志愿者的队伍，‘全民
志愿’的时代应该不远。”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樊 迪

小镇上有个
“共产党员号”电动车

老地名老地名，，就该就该变成回忆吗变成回忆吗？？
□南阳观察记者南阳观察记者 李铮李铮 实习生实习生 孙明孙明哲哲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王玉王玉

培养“接地气”的高质量应用技术人才
——访南阳理工学院院长姚锡远教授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罗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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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好正是扬帆时
□南阳观察记者 李铮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魏广平 聂红林

核心提示

地名对居民来说，是
一种对故土的眷恋，对游
客来说，是一种对当地文
化初步识别的符号；而老
地名，更是这个城市历史
人文的记忆。改革开放
以来，随着城市的快速发
展和现代化的不断推进，
一座座地标性建筑拔地
而起，一个个新地名横空
出世，而老地名正逐渐消
失或被人淡忘。2014 年
11 月 17 日，南阳市安排
部署第二次全国地名普
查活动，以此为契机，记
者对南阳市老地名进行
了一番探寻。

老地名：南都的记忆

“红庙路知道，从何而来就不知道了。”
对于南阳红庙路的由来，记者随机采访了
南阳市居民，除了一些上了年岁的人模糊
知道红庙路是因为曾经红色的庙宇而得名
之外，多数人对于红庙路的来历一无所知。

相传红庙修建于乾隆年间，在这里，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留下《过南阳》
的佳作，被当地居民津津乐道。为纪念韩
愈，附近的村民自发用捡来的砖头盖起一
座庙宇以作私塾之用，并在这里供奉韩愈
的塑像，以期望这里能走出像韩愈一样伟
大的文学家。后来人们将建筑的外墙漆
成红色，久而久之，人们就习惯性地称此
建筑为红庙，而红庙北侧的道路也就被称
为了红庙路。

“南阳郭门外，桑下麦青青。行子去未
已，春鸠鸣不停。秦商邈既远，湖海浩将
经。孰忍生以戚，吾其寄余龄。”尽管这里
现如今已物是人非，然而留下的诗词佳作
却成为南都永久的记忆。

对于家住老城文正街北侧的李明强老
人，老地名承载着他儿时的回忆。“小时候
和小伙伴们经常去老鳖坑挑逗坑中的老
鳖，大人们在坑边洗衣服，甚至还会用爬上
岸的老鳖做搓衣板，用完后用木棒轻轻一
敲老鳖就起身爬走了。”李明强说。

和红庙路、老鳖坑一样，在南阳百里
奚、麒麟岗、西华村，这些老地名中承载的
是老人们心中对故土的怀念，是南都的记
忆。

物是人非:老地名的消逝

“老鳖坑早都不在了，原坑址上早已被
填平并盖起了民居，过些日子一旦老城拆
迁重新规划，也不知道老鳖坑的故事还能
流传多久。”提起老鳖坑的消逝，李明强老
人有些遗憾。

如今，记者发现红庙早已不复存在，原
址上办立多年的市第四小学幼儿园也于不
久前搬迁，被开发商盖起了高楼，附近仅留
下当年红庙一堵破旧的墙，早已没有了当
年的景象。

附近的老人们告诉记者，以前红庙规
模很大，是当时南阳地区标志性的建筑之
一，上世纪 80 年代因修工业路，市第四小
学迁到了工业路以东的位置，原址办起了
幼儿园。到了 2002 年，红庙只剩下了一座
破旧不堪的大殿。2006 年，一场暴雨彻底
摧毁了红庙，最终红庙退出了历史舞台。

红庙原址建筑工地的刘师傅跟记者
说：“以前倒是听说红庙的故事，不过现
在谁还顾那些啊！你瞅现在就剩下个破
墙了，早晚也会扒，这些老东西没多少人
稀罕了。”

来自南阳市民政局的资料显示，改革
开放 30 多年来，南阳地区 1000 余个老地名
已消失，而目前留存有 200 多个老地名也
正在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

保护老地名，传承南阳文化

历史悠久的南阳古城还有很多渐行渐
远的老地名，有那虽然屹立但已被路人淡
忘的望乡台、远近闻名却杂物满堆处境尴
尬的百里奚……这些昔日人们耳熟能详的
老地名，如今却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力度
加大，历史的印记正在一点一点被抹去。
老地名，该成为回忆吗？

采访中，有人表示，城市的发展，道路
的拓宽、延伸必然带来老地名的消逝，我们
不能只为古人活着，城市地名应该是为人
们现代生活服务的。

而有人则表示，老地名是文化的积淀，对
于知名度较高、具有代表性的老地名应该被
完整地保留下来，即使不能保留原址，也应该
保留对它的历史记载，使之得以传承。

对此，南阳市民政局局长褚庆义说：“通过
此次全国地名普查，对南阳地名的历史文化有
一个基本全面的排查。在地名普查各方面工
作强力推进的同时，南阳市民政局会着力对老
地名的整理、保护、修复、完善等工作进行部
署，通过与其他各职能部门的有力结合，更好
地保护好老地名，更好地传承南阳文化。”

开栏的话：推动普通本科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
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我省自去年 1月启动了
本科学校转型发展试点工作以来，先后15所本科院校作
为试点学校。如何通过转型，解决高校发展同质化？如
何通过改革，破解学生就业难？河南日报开辟专栏，同院
校一把手面对面交流，倾听教改一线的权威声音，关注高
校转型之路。

【院长经典语录】

无德无以立人，不善无以亲民，乏智
无以做事。 ——姚锡远

教育振兴看桐柏教育振兴看桐柏

徐国义正在准备宣讲的喇叭。 樊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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