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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当下，回望昨日，南阳师范学院教
师依然清晰记得学校走过的每一步。

始建于 1951年的河南省立南阳师范学
校，1958年升格为南阳师范专科学校，1992
年，更名为南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一所朝
气蓬勃的河南省省属全日制专科学校。

2000年 3月，与南阳教育学院合并，成
立南阳师范学院，成为南阳历史上第一所省
属全日制本科高等学校，学校实现了从专科
到本科教育的华丽蝶变。

经过十余年的励精图治，2011年，南阳师

范学院获批为培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试点
单位，2012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17年
成功获批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2018年 10
月，顺利通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核查，从2019
年起开展招生、培养和学位授予工作，这是继
河南师范大学、信阳师范学院之后，我省第三
所师范类高校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也是南
阳这个拥有千万人口的大市唯一一所具备硕
士研究生培养资格的高校，实现了南阳高等教
育历史性跨越，拉开了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帷
幕，揭开了豫西南研究生教育新的一页。

办学层次大跨越

办学实力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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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绽芳华
——南阳师范学院40年发展速写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时树菁 付中欣

40年春华秋实，40载桃李芬芳。

40年，对于漫长的历史来说，也许只是一瞥，但对于在发展路上一路奔跑、一路追求卓越的南阳师范

学院来说，则是波澜壮阔、奋斗前进的40年。

这40年，是学校办学实力不断增强的40年。

这40年，是学校育人质量逐步提高的40年。

在这40年里，从专科到本科，再到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南阳师范学院不忘初心，在办学层次上跨越式

提升，正在建设成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区域高水平大学的路上阔步前进。

在南阳师范学院有这样一处人才培养
基地——建筑信息模型(即 Building In-
formation Modeling，以 下 简 称 BIM)中
心，创新土木建筑工程学院人才培养模式，
自 2015年创立至今，团队中前两批毕业生
均实现 100%就业率，全部就职于同济大学
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建一局等业内知名的大
企业，受到用人单位的高度评价。在今年 6
月份的第四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
大赛中，更是一举夺魁，获得特等奖。

而这并不是个案。在今年 8月举行的
第 11 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决赛
中，南阳师范学院获得国家级赛一等奖 1
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近日，该校学子
在2018中国教育机器人大赛全国总决赛中
喜获佳绩，共获得特等奖 1项，一等奖 1项，
二等奖 3项……近几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全国“挑战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等各类竞赛活动中，该校学生共获得省部
级以上奖励300余项。

以赛促学，通过实训练就真功，成为毕业
生就业天平上的黄金砝码。近几年，南阳师
范学院毕业生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那就是
高质量就业群体：软件学院2017届毕业生吉
梦迪，现就职于北京市诗舞梦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设计部，年薪近 20万元；经济与管理学
院毕业生刘云杰，创办了深圳市鸿韬科技有

限公司，成为电子香烟行业后起之秀……
在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这所高校

就业率一直稳定在92%以上，多次被评为河
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入选
河南最具就业竞争力示范院校之一、河南考
生心目中最理想高校之一。

除了高薪就业，每年都有一大批毕业生考
上211、985名校研究生。2018年，该校物理与
电子工程学院自2016年以来，学生考研录取呈
爆发性态势，共考取研究生102人，其中985、
211工程大学68人，有20人考取吉林大学，成
为学生口中奉为美谈的“吉大现象”。 马克思
主义学院2018届毕业生211人中，录取人数占
报考学生人数的近49.6%，其中7人被985高
校录取，39人被211高校录取。

南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黄荣杰告诉记
者，学校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将思想
政治工作融入人才培养各环节，累计为社会
培养各类人才 10 多万德才兼备的优秀人
才，无论是就业、创业，还是深造，他们在各
个领域崭露头角，将卧龙学子的美名远扬。

一路风雨，一路歌。四十年是历练，是
辉煌，亦是开始。南阳师范学院校长卢志文
告诉记者：“学校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专业
建设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队伍建
设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实现学校在
新时代的跨越发展！”

□南阳师院退休干部 左玉亭

昨天，我整理相册时看到一张微微
泛黄的照片，原来是英语系 77届毕业生
合影照，我已过花甲之年，亲眼见证了这
群大学生成长经历和南阳师院改革开放
40年来的发展变化。

我经历了学校 40年改革的曲折、艰
辛、阵痛和专升本的成功，一路风风雨
雨、有痛苦也有喜悦。如今的南阳师院
一片生机盎然，呈现出政通人和、蒸蒸日
上的良好局面实属不易。

现在的年轻人是新时代幸运儿，职
称、职务晋升公正公开公平，经过奋斗都
能圆梦。你如果走进花园般美丽校园，
从南阳师院人脸上看到的肯定是满满的
幸福感、获得感。

再说说照片中这群大学生。他们毕

业后奔赴全国各地从事教育教学、外贸
外交、翻译出版等工作，其中不乏教育
家、科学家、外交家和厅处级干部。40年
来他们以良好的政治素质、扎实的专业
技能、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骄人的工作业
绩博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为改革开放
作出了贡献，也为母校赢得了荣誉。获
得博士学位回校工作后被提拔为副校长
的李文安说：“是母校搭建了成长平台，
改革开放成就了我们，我们将竭尽所能，
携手同心把祖国和母校建设得更好。”

改革开放后 40年的变化，三天三夜
都说不完。当把我们这些经历放到改革
开放的大环境中去回忆时，就不得不发
出这样的感慨：我们无疑是改革开放成
果的受益者，是改革开放一路风雨的见
证者，也是改革开放的推动者，一生无怨
无悔！

□南阳师范学院南阳发展战略研究院院
长 陶海东

转眼间来到南阳师范学院已近 10
年了，从初出茅庐意气风发，到历事克难
律己担责，从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十
年的光阴，我有幸伴随着师院一起成长。

记得 2008年刚到学校的时候，学校
校园还只有东、西两区，十年间，新西区，
图书馆、张衡教学楼、实验实训大楼和全
新的食堂、宿舍拔地而起，原来的西区现
如今也改名叫中区了。与此同时，学校办
学层次也从本科上升到了硕士研究生培
养单位，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实现了质的
飞跃。如今，在本科人才培养中，围绕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分类更加精细，特
色更加鲜明，转型之路清晰而坚定；在研
究生培养中，以高层次人才教育为核心，
措施更加得力，重点更加突出，升级之路
真切而执着。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氛围
萦绕着学校，也使我沉醉其中欢欣鼓舞。

在这十年里，我从一名普通教师走
上了领导岗位，从教书育人钻研学术，到
带领团队服务发展，是转变更是成长。
十年来，在参与完成国家级科研项目、获
批省级在线开放课程的同时，我也积极
参与学校教学改革、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制定学校专业建设规划、带领研究团队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十年
来，在学校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多次受学
校委派外出进修充电，从省委党校学习
到参加教育部新加坡高校行政管理人员
培训班，都使我获益良多，衷心的感谢学
校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十年一路走来，我深深体会到了“博
大、厚重、睿智”的大学精神，正是对这种
精神的坚持，使学校经历了从专科、本科
到研究生的大学发展历程。恰逢改革开
放 40周年，这既是收获的季节，更是新
征程的起点，坚持大学精神，坚持转型升
级道路，我将继续和师院一起成长，也坚
信师院的明天必将更加辉煌。

□文史学院1992级 梁冰河

那时的母校还叫南阳师专，那时还
是南阳卧龙岗上一个方方正正的不大的
校园，那是26年前了，记忆却很清晰。

1992年的夏天，我怀揣着一纸通知
书，从家乡的小村来到南阳师专，在那个
位于老图书馆旁边的宿舍楼4楼的寝室，
在教学楼4楼的中文系教室，度过一段现
在回忆起来无比美好的青葱岁月。

在物质生活远没有现在丰裕的 26
年前，母校的伙食却给我留下了非常幸
福的回忆。可能现在无法想象，那时 50
元钱就是一个月的伙食费。每到就餐
时，几个相熟的同学，各打一份菜来，有

米有面、有菜有肉，围坐一起，共同品尝，
一两元钱就吃得好，吃得幸福感十足。
食堂一楼旁边，有一个小小的面包房，出
产一种烤制的发面糕，晚上自习归来，花
两角钱切上一块，又香又甜，足以温暖漫
漫寒夜，那种感觉至今回味不绝。

和那个年纪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我
也算是一个文艺青年，不时写些虽幼稚
但很真挚的小文，得到了校报编辑部勾
俊涛等老师的热情鼓励和指导，受益匪
浅。他们现在在母校仍继续着教学工
作，愿他们桃李满天下，青春永不老！

前两年返回母校，同窗相聚，重温师
专的生活点滴，惦记好久没联系的同学，
浓烈的同窗友情弥漫流淌，暖人心扉。

□文史学院1993级校友 李涛

前段时间，欣闻我的母校南阳师范
学院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我激动得
彻夜难眠。回忆带我回到了 25年前，当
时还是南阳师专，但绝对是河南省师范
类大学里的翘楚。我就读的中文系是当
时学校最大的系，有四个班，我分在了中
文系三班。

我的班主任尚爱雪老师其实比我们
大不了几岁，像一位大姐姐一样关心着
我们。她教我们现代汉语，爱岗敬业，做
学问一丝不苟。我的老家方言里 h、f音
不分，普通话考试时，我显得很是费劲，
班内考了几次就是不过。尚老师耐心地
给我讲解普通话学习方法，指导我查字
典，记住一些 h、f发音的字的偏旁部首。
后来我按照她的指导，果然奏效。教我
《文学概论》的陈长生老师已经五十多岁
了，讲课娓娓道来，他爱通过大量事例佐
证自己的观点，听他的课感觉时间过得
飞快。教我《现当代文学》的张书恒老师
是南阳文学界有名的文学评论老师，他

知识渊博，在他的讲解里我明白了好多
文学常识。教我《文学写作》的刘克老师
课堂语言雅俗共赏，不讲师道尊严，和学
生打成一片。他抛开课本，大胆传播自
己的独到观点，很受学生欢迎。教我
《外国文学》的周庆贺老师上课激情飞
扬，学贯中西，尤其对文学名著里的那
些精彩段子可以一口气连珠炮似的一
字不差背上一阵子，让课堂里经常充满
掌声……他们是值得我一生一世感激
和尊敬的恩师。

大学里的时光表面散淡，其实充实，
我的绝大部分时间一门心思泡在了图书
馆。在图书馆里，我好像一头牛冲进了
青翠的菜园，如饥似渴弥补着高中文学
阅读的饥渴。南阳盆地浓郁的文化气
息，厚重的历史底蕴，加上南阳作家群体
的群星灿烂和南阳楚汉文化的博大精
深，让我有了莫大的收获，真是万幸。

我发自内心感谢母校，母校不仅给
了我渊博的知识，更教给了我做人的道
理，让我放飞了文学的梦想，走向无比宽
阔的新天地。

一张照片的记忆

十年光阴十年成长

一块面包的芳香

一生情一辈子

厚重的南阳师范学院中区大门20世纪90年代学校校门

20世纪80年代南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经过 40年的发展，南阳师范学院已在

原老校区的基础上扩建为东、中、西三个校

区。目前，学校建筑面积 85.2万平方米，教

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3.76 亿元。中、外文

纸质图书 223.4 万册，电子图书（期刊）954

万册，中外文数据库 49个。全日制在校生

近 2.6万余人，设有 23个学院（部），72个本

科专业，涵盖文学、理学、工学、法学、经济

学、教育学、历史学、管理学、农学、艺术学

等十大学科门类。

自古至今，人才，是事业兴旺发达的关

键。近年来，南阳师范学院实施人才强校

战略，将引进高层次博士作为人才队伍建

设的重要一翼常抓不懈。学校逐步深化人

事分配制度改革，创新人才管理体制机制，

在政策待遇、学科平台建设、人文关怀等方

面加大力度，全力营造重视人才、尊重人才

的良好氛围。实施“引进海内外杰出人才

计划”，先后引进了海外工业控制专家张

鹏、“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别人选黄思

良等一批高层次人才。学校现有在岗教职

工 1600余人、专任教师 1293人，其中，有教

授 147 人，副教授 388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

师 374人。

随着人才引进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

升，继之而来的是学校科研实力的迅速增

强。该校先后建成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

教育基地、国家级特色专业、省级特色专

业、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省级教学

团队、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省级精品课

程和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等教学研究平台，

近五年，获立国家自科、社科基金、973计划

等高层次项目 100 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近 300项。

培养质量大爆发

教师眼中的40年

“卧龙学子”眼中的40年

绿茵伴书香

环境宜人的校园

卧龙学子多次在国字号比赛中摘金夺银

南阳师范学院学生在国际赛事中崭露头角

如今现代化的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