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师范学院

百年学府新时代展新姿
坚守师范特色，书写本科教育“奋进之笔”

“你教室里的每个孩子/都是某些人的整
个世界/正如你的整个世界/也坐在某个教室
里……”2019年 1月 26日上午，一群刚刚走
上三尺讲台的师范毕业生重回母校，共同重
温读书期间的晨诵内容——《做一个幸福教
师》。这个富有仪式感的环节，是“我们回
家”——大地明师班毕业生返校日活动的开场。

“大地明师班”是由洛阳师范学院与中国
教师报、中小学课改名校联合共建，旨在为师
范生岗前培训提供思想和技术援助，培养一
批既能脚踏实地，又能仰望星空的梦想之师、
激情之师、责任之师，成就一批指向田野精神
和知行合一的明日之师、明白之师、明亮之
师。这是洛阳师范学院继国家级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实验区——中学名师培养创新实验
区、教师教育“2+1+1”人才培养实验班之后，
在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上的又一大创举。

目前，已毕业的第一届大地明师班42名
学员就业于山西运城国际学校、郑州中方园
学校、洛阳东方外国语学校等20余所省内外
中小学，均服务于基础教育一线，深受用人单
位喜爱，部分学员已经成为教学骨干、走上中
层管理岗位。

美育工作是洛阳师范学院教育教学的又
一大特色和亮点。学校通过构建美育体系、
丰富馆藏文化、加强课程建设、搭建美育活动
平台等多项措施，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全面
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学校成立有河
洛古代石刻艺术馆、“根在河洛”洛阳档案史
料展览馆、中国三彩艺术馆、中国石画艺术馆
等特色馆藏，并常年向学生开放，成为学生美
育教育的有效载体。设有河洛文化国际研究
中心、河南省教育厅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
心等平台，开展对美育工作的教学与研究，取
得丰硕成果。自国家艺术基金设立以来，洛
阳师范学院共获批国家艺术基金项目21个，
连续5年立项数量位居河南省高校第一。在
国家级展演、展览中累计获奖近百项，其中入
选五年一届国家美展近20人次，入选数量位
居全省第二、同类高校第一。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是学校
的职能使命。百余年来，洛阳师范学院始终
坚守教育强国初心使命，坚持师范特色，牢记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教学中心地位不
动摇，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先后通过“一
体两翼”“2+X”等人才培养模式，推进教育教
学改革，成绩斐然。

2018 年 11 月，学校接受了教育部本科
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组成员通过实地考
察、深度访谈、听课看课、察看教学设施等多
种形式，对学校的本科教学工作进行了全面
的“把脉会诊”。专家组组长李志义教授用有
活力、有品位、有温度、有颜值、有潜力的“五
有”大学给予了学校高度评价，这是对学校办
学水平和办学成绩的高度肯定。

2018年，洛阳师范学院杜燕红教授主持
的《乡村幼儿园“天地课程”体系开发与实践
研究》荣获第八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实现了学校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历史性突破。

与此同时，晋银峰教授主持申报的《小学
全科教师教育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获批
2018年度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洛
阳师范学院是教育学类别中河南省唯一一所
入选高校。

学科带动，科研水平迈上新台阶

5 月，第三届大别山大学生微电影节暨
第八届金画眉大学生电影节在信阳闭幕，由
洛阳师范学院“95后”学生拍摄的影视短片
《回家的路》，一举斩获“最佳剧本奖”。

7月，中国高校行星科学联盟成立大会
在北京召开，联盟由 27所高校组成，洛阳师
范学院是我省唯一签约高校。

8月，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
全国总决赛在大连举行。洛阳师范学院荣获
全国总决赛二等奖，成为全国唯一获得该奖
项的师范本科院校。

…………
近年来，洛阳师院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

头，大力实施科研强校战略和学科引领战略，
实施差异发展和错位竞争，着力打造特色学
科，发展新兴学科，重视应用学科，科研和学
科建设走在了全国同类院校前列。

实施“特色学科彰显计划”，进一步强化
河洛文化研究，形成富有特色的河洛学派和
特色学科。

全面实施人事、科研制度改革，不断优化
科研激励机制，凝聚研究方向，高层次研究成
果层出不穷，学术水平进入全球排行，应用型研
究遍地开花，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公共文化研究
中心、院士工作站、产业联盟来凤栖梧，智慧旅
游、枣科学、精准扶贫、河洛文化研究蜚声内外。

自2016年以来，学校连续入选ESI数据
库排行榜，化学学科 ESI排名进入全球大学
和科研机构前1%，旅游管理学科获批河南省
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一期建设学科。现有

省级重点学科8个。获批教育部国别与区域
研究基地、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创新联盟各 1
个；现有中原经济区智慧旅游河南省协同创
新中心、院士工作站、河南省功能导向多孔材
料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科研平台38个。

聚焦重大战略，服务地方发展显成效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对外传播独具优势，
河南不缺翻译人才，缺的是文化翻译人才。为
更好地传播河南文化，服务河南发展。2018年
3月，河南省“一带一路”语言服务研究中心在
洛阳师范学院成立，努力打造国内知名、省内
一流的语言服务翻译人才创新研究高地。

为讲好大运河文化带上的洛阳故事，洛
阳师范学院发挥优势主动担当，在前期参与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理论研讨、政策服务等
各项工作基础上，2017年专门成立大运河研
究院，设立专项研究基金，组成跨学科专家团
队，鼓励大家深入开展相关研究。自2018年
以来，洛阳师范学院还先后在洛承办两届“大
运河文化论坛”，在京召开“大运河文化（北
京）研讨会”，在《人民政协报》等媒体组织刊
发相关研究文章，建议将隋唐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纳入国家“大运河建设”布局。

小学全科教师“洛阳模式”全省推广。
2016年，洛阳师范学院在有关方面大力支持
下，决定自当年开始至2020年，以单独招生的
形式，按照“自愿报名、择优录取、定向培养、公
费教育、定向服务”的原则，每年为洛阳乡村偏
远地区的小学培养150名小学教师，以解决制
约农村教育发展瓶颈。2017年全省在专科小
学全科招生中推行了“洛阳模式”，如今已经成
为农村教师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补充。

合作办学，对外开放拓展新天地

马来西亚是“一带一路”经济带东南亚地
区重要的节点国家，也是东南亚地区从国家
层面支持华文学校及华文教育的主要国家。
2018年 4月，洛阳师范学院正式获批在马来
西亚设立马来西亚海外分校“河洛学院”，首
批招生的两个专业是小学教育及汉语国际教
育，目前已进入正式培养阶段。

今年 5月，洛阳师范学院与美国阿克伦
大学合作举办小学教育专业本科教育项目获
得教育部审批立项。这是该校中外合作办学
继音乐学项目获批招生后，在本科层次合作
办学项目上的又一突破。

近年来，洛阳师范学院实施开放办学战
略，对外开放拓展新天地。学校先后与意大

利都灵理工大学、爱尔兰卡罗理工学院、爱尔
兰沃特福德学院、白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马
来西亚城市大学、韩国培材大学等院校合作
办学，开展本专科及研究生联合培养、学生互
换、教师访学进修、科学研究等多形式、宽领
域的合作，签署20余项对外合作协议。

倾心援疆，民族团结一家亲

一棵小枣树，改变大世界。
2014年 6月，洛阳师范学院创建了枣科

学研究应用中心，赵旭升作为该中心首任主
任，带领团队开始了对枣树品种选育、种质资
源保护、枣树抗病、枣深加工全产业链等研
究。近年来，由赵旭升教授带领的枣科学志
愿服务团队通过分子设计育种，选育适合新
疆和田等寒冷地区种植的新郑灰枣，指导农
户在沙地种植灰枣，并定期奔赴新疆进行技
术指导，助力中西部农民增收。

去年4月，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在北
京召开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洛
阳师范学院枣科学志愿服务团队作为志愿服
务扶贫项目入选全国“四个100”先进典型。

说起与新疆结缘，还得从 2011年说起，
当年洛阳师范学院在新疆招生时，了解到哈
密地区师资力量匮乏，就决定开展援疆支
教。截至目前，学校共计派出 16批 1218名
师范专业大学生和80名教师进行支教。

作为河南省唯一一所支援新疆的大学，
洛阳师范学院的教育援疆不是“规定动作”，
而是他们的“自选动作”。学校一直在不断完
善教育援疆工作，稳步扩大支教援疆规模，加
大哈密地区基础教育骨干教师和管理人员的
培训，深化与哈密地区基础教育师资的对口
交流。

在此基础上，洛阳师范学院还实施援疆
“硕果工程”，打出“科技援疆+教育援疆+旅游
援疆+文化产业援疆+生态援疆”的“组合拳”。

九年如一日，洛阳师范学院以师范生支
教方式开展的教育援疆项目实现了多方共
赢：既增加了新疆教师数量，促进了高等师范
院校教育教学改革，也提高了大学生教学实
践能力，培养了他们能吃苦、不怕苦的宝贵品
质和维护民族团结的思想情感。

校长梁留科表示说：“下一步，洛阳师范
学院将继续突出特色发展和内涵建设,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以质量提升为核心，全面提升
学校核心竞争力，推动学校跨越发展，写好新
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洛师新篇章，以优异成
绩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 ●● ●●

打造豫沪高校合作标杆

1916 年 8 月，洛阳师范学

院的前身——河南省立河洛师

范学校成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洛阳

师范学院历经百年风雨，从 100

多年前办学规模只有最初几十

名学生的河南省立河洛师范学

校，到累计为社会培养 15 万名

毕业生、在校学生３万名、科研

实力位居省内同类高校前列的

本科院校，堪称河南高等教育的

一个见证和缩影。

“进入新时代，洛阳师范学

院牢固确立‘精心营造教师摇

篮’的办学思想，强化学校顶层

设计，开展教育理念大讨论，以

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学校事业

发展高质量，加快内涵发展，努

力建设特色鲜明的地方高水平

师范大学，学校办学质量、办学

效益显著提升，社会影响不断扩

大。”校党委书记王洪彬说。

□本报记者 李宗宽
本报通讯员 龙开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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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育新人 深化改革提质量1 服务行业强特色 汇聚资源引创新2
学校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人才培养

中心环节，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一切
工作出发点，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人才培
养全过程。不断夯实十大育人体系，探索

“思想引领、文化引育、青马引航、典型引
路、实践引导”的“五维同育”工作机制，打
好思政工作“组合拳”，“三全育人”工作载
体不断丰富，协同育人理念深入人心，育
人成效显著。学校先后荣获全国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优秀机构、河南省十佳
优秀学生工作先进单位等，涌现出全国高
校思政课教学能手、河南省教学标兵、河
南省“李芳式的好老师”等先进典型。

学校主动适应高等教育要求，深化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机
制，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力。

构建集群合作育人模式。建有“建筑
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应用型学科专
业集群，全面对接建材行业和区域产业体
系。实施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学科
融合，以学生需求为导向建立“辅修专业双

学位”“微专业”等跨学科培养路径，鼓励学
生跨专业选课、跨学科学习，培养复合型人
才。打造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模式。学校是
首批“教育部—中兴通讯 ICT产教融合创
新基地”、首批教育部数据中国“百校工程”
项目院校、惠普—洛阳国际软件人才及产
业基地项目合作高校，建有“力诺电力学
院”“世椿智能装备学院”等校企合作行业
学院，在苏州中材、海螺水泥等数百家企业
设立校外实习实践基地，通过“厂中校”“校
中厂”模式提升人才供给精准度。推进“课
堂教学革命”。建立应用型课程体系，将行
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嵌入课程教学，选
派教师赴企事业单位参加工程实践，邀请
行业专家走进课堂，建有“教师工作坊”等
教师能力提升培训平台，积极推进教学范
式改革。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制定基
层教学组织建设标准，按照“三全三固定”
开展标准化业务活动。建立专业和课程年
度质量报告制度，形成“学校—二级院部—
基层教学组织”三级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作为全国唯一坚守建材特色的高校，
学校为国家建材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
智力支撑。先后当选中国—东盟建材合作
委员会和中国建材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盟
副主席单位、中国应用技术大学联盟新材
料专业协作会理事长单位。学校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服务中国建材“走出去”，
先后承担“一带一路”国家职业技能培训
班、发展中国家青年领袖研修班等国家商
务部援外培训项目，被评为全国建材“走出
去”发展先进单位。

学校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
全过程，按照课内课外、第一课堂和第二课
堂、理论和实践“三结合”原则，建立“三层
两级”大学生科技创新体系。将科技创新
纳入素质拓展学分，聘请创新创业导师助
力大学生科技创新，形成多方力量互助互
补的创新创业机制。学校建有创新学院、
创业学院、大学科技园，形成“创客空间+大
学科技园孵化器+高科加速器+科创产业
园”的闭合式创新创业链，成为学生创业项

目培训和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千度创客空
间被认定为国家级众创空间，大学科技园
先后获批为省级大学科技园、河南省科技
企业孵化器、河南省青年创新创业示范园
区、河南省双创基地。

学生创新创业素养和应用能力不断提
升，近三年在“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
业大赛、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等各类竞赛中获省级以上奖励 1586项，
国家级奖励 187项。三获“挑战杯”竞赛国
家级“优秀组织奖”，连续六届捧得河南省

“优胜杯”，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5%以上。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将秉承
‘致知、致善、致能、致新’校训，坚守育人初
心，把学校建设成为在建材行业有影响、服
务地方有贡献、‘一带一路’有作为，特色鲜
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为河南高等教育
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洛阳理工学院校长
刘国际说。

洛阳理工学院

建设新时代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洛阳理工学院鸟瞰洛阳理工学院鸟瞰

丰富多
彩的创新创
业活动

青 春
梦想从洛
理起航

□本报记者 李宗宽
本报通讯员 赵燕昌 赵政

2013年被确立为河南省首

批五所转型发展试点院校之一。

2014年以优异成绩通过教

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

2016年被确定为河南省示

范性应用技术本科院校。

2019 年获批河南省“三全

育人”综合改革示范校、硕士学

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

…………

近年来，拥有60多年办学历

程的洛阳理工学院，始终秉承“让

政府放心，让社会满意，让学生受

益”的办学理念，不断深化“行业

性、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

努力建设新时代特色鲜明高水平

应用型大学，实现了办学历史上

一个个新成就、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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