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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创新河洛文化 构建文化育人体系

“九朝古都文明之源，太学精神薪
火相传……”言辞优美雅致、文化底蕴
深厚的洛阳师范学院校歌唱出了洛师
人传承河洛文明、为人师表的不渝情
怀与远大志向。

河洛地区自古以来就有着悠久的
尊师文化和师范精神。“昔者仓颉作
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相传仓颉拜受
洛书，“造文字，然后书契始作，则其始
也。”仓颉为汉字之师，从此中华文明
摆脱了蒙昧的洪荒岁月，走向了文明；
春秋时孔子入周向老子问礼，向苌弘
学乐；三曹七子之文章，玄奘求经之执
着，程门立雪之精神，都沉淀为深美宏
约的千年师范精神和尊师重教的良好
风气。

建校 100余年来，洛阳师范学院
校址几经变迁，校名几度更易，唯一不
变的是校名中的“师范”二字，始终延
续的是对师范精神的传承。学校的校

标、“敬业奉献，为人师表”的校训、“厚
德博学，励志笃行”的校风、“德以修
己，教以育人”的教风和“勤学善思，知
信达贤”的学风，充分体现了河洛文化
的优秀品格，也集中表达了洛师百年
不移的师范坚守。

“豫西地区凡是识字的人，都与洛
师有着莫大的关系：不是洛师教出来
的，就是洛师的学生教出来的。”豫西
民间流传的这句话形象地诠释了百年
洛师丰硕的育人成果。

近年来，学校确立了“两高五强”
的高素质教师培养目标，先后实施了

“一体两翼”“2+x”人才培养模式，创
办“名师实验班”“2+1+1”教师教育
人才培养实验班、“大地名师”研习
班，积极探索卓越教师培养路径，为
基础教育培养了一批高素质、专业化
的优秀师资，被誉为“牡丹牌”毕业
生。

凝练特色师范文化，熏陶浸润育人

今年九月开学季，很多陪孩子来
洛阳师范学院报到的家长都会做同一
件事，那就是“好好游览一下洛师校
园，拍几张美照，带回去发朋友圈”。

“很早以前就通过洛师微信公众号了
解到学校校园的独特魅力，到具有深
厚河洛文化底蕴的洛师去上学就是我
高考的动力！”2018 级学生杜雨在报
到时高兴地说。

学校创新载体，将河洛文化中的
德育和人文元素融入环境，建设中国
第一座建在大学校园里的主题文化
园，为涵育学生人文素养提供了优秀
载体，让一砖一瓦皆能布施教化，使一
花一草都可陶铸性情。校园建设以

“根在河洛”为核心主题，以汉魏建筑
风格为基调，按照“以人为本，以水为
韵，以文为魂，功能合理，生态和谐，持
续发展”的建设理念，精心打造大气、
古朴、厚重、典雅的河洛文化主题校
园。洛阳市委、市政府专门出台《关于
构建文化传承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

在资金、政策上大力支持学校文化主
题校园建设。

校园采用书院式的建筑，蕴含
“天人合一”“人天和谐”的中国传统
哲学思想。每个学院一栋单体建筑，
楼宇文化按照不同学院的专业特点
打造，充分体现根植河洛的专业文
化。围绕洛阳根文化将校园划分为
科技之根、艺术之根、思想文化之根、
教育之根四个主题园区，通过雕塑、
园林设计等主题文化景观，全方位展
现源起河洛的中华文化基因。校园
景观命名分为教育承传、道德教化、
河洛诗情、星光璀璨、根深叶茂、和谐
栖居六大系列，大门、道路、水系、楼
宇的命名，全部采用河洛文化的专属
元素，风格高度统一。

“生活在这里就像住在汉宫魏阙，
学在洛师仿佛时刻都能与先贤交流。
在洛师读书的这些日子里，我觉得连
呼吸的空气都弥漫着历史的墨香。”大
三学生安子逸自豪地说。

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洛
阳师范学院长期以来围绕河洛文化育
人这一特色，打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
地域特色的文化平台，与海内外相关
机构开展广泛合作，为文化育人提供
了广阔的舞台。

早在 2002 年学校就成立了河洛
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是全国最早的河
洛文化专门研究机构，是河南省第二
批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和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的研究

基地。中心围绕隋唐洛阳城与大运
河、隋唐洛阳城与丝绸之路、河洛非物
质文化遗产研究等重大课题，仅近几
年就连续获批25项基金项目。

学校还先后获批了河洛古籍整理
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河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基地、河南文化传播与社
会发展研究中心、河洛体育文化研究
基地、河南省河洛艺术创意产业发展
研究基地、中原经济区智慧旅游河南
省协同创新中心、河南省公共文化研

挖掘河洛文化丰富内涵，科学研究育人

长期以来，学校将《河洛文化概
论》作为全校通识教育必修课，并逐
渐完善了以育人为核心的河洛文化
课程体系，让每一名学生从传统文
化中汲取人文精髓。开设的文学艺
术课程系列包括河洛名胜、古琴艺
术、河洛大鼓赏析、河洛古代青铜文
化概论、河洛古玉文化研究与鉴赏、
龙门石窟音乐图像文化研究等；历
史遗存课程系列包括洛阳古都史、
河洛典故、千唐志斋墓志鉴赏、洛阳
区域考古概论、河洛地区出土墓志

整理与研究、洛阳唐代墓志研究等；
体育课程包括少林武术、南无拳、通
臂拳等。

“以前听说，机械专家杨叔子要求
自己的博士生必须会背《老子》和《论
语》，还不知道是为什么。到洛师来之
后，工科的学生竟然也开了很多河洛
文化的课程，到大四才明白，传统文化
对启迪思维和教我们如何做人是多么
重要，这些课程才是大学最宝贵的财
富！”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一名大四学
生这样告诉记者。

开设河洛文化校本课程，通识课堂育人

道虽学不行不至。河洛文化的深
厚内涵要靠实践加以展现，蕴含丰富
文化元素的实践活动也是涵育学生人
文素养的重要途径。

每周五早上，或在月明湖畔，或在
太学广场，都会看到一群大学生身穿
汉服在学校广场上诵读国学经典，已
成为洛师校园一道亮丽风景。这些同
学来自学校大学生河洛文化国学研修
班，该班每年一届，是洛师大学生系统
研习河洛文化的核心组织。

此外，学校每周一次的“河洛大讲
堂”已开讲近20年，深受学生喜爱，去

“河洛大讲堂”听专家老师讲传统文
化，已经成为不少学生课余学习生活

的一部分；举办了20届的“先锋杯”团
日活动设计大赛，组织团员青年结合
河洛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华夏霓裳社团每年在校内举办汉
服文化节，向学生介绍传统服饰和礼
仪，多次与洛阳市博物馆、汉服文化促
进会、传统文化研究会等合作举办祭
礼活动；将校园打造成洛阳市及周边
地区中小学生的游学基地，由大学生
引导中小学生参观、游览、讲解、座谈，
既传播了河洛文化要义，又提升了传
统文化素养，教育了自己；每年组织大
批学生奔赴基层开展国学支教，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带给边远地区
的中小学生。

开展河洛文化实践活动，亲历感悟育人

若问古今兴亡事，请君只看洛阳
城。洛阳有着 5000 多年的文明史、
4000 多年建城史和 1500 多年建都
史，数千年积淀，留下了不可胜数的历
史文化资源。学校依托得天独厚的资
源优势，致力打造内容丰富的博物（艺
术）馆群和特色突出的馆藏文化，成为
文化育人卓有成效的载体。

“我竟然在这里看到了颜真卿壮
年时亲笔书写的碑刻！这是在国内第
一次见到！”一位书法专业的教师在参
观了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之后感叹
道。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经过多年搜
集整理，收藏洛阳历代墓志石刻精品
500余件，拓本数千件，以其独具特色
的收藏在全国高校独树一帜。

此外，依托河洛文化研究和洛阳
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按照

“一院一馆”的目标，学校还建立了洛
阳铲博物馆，有各类藏品 300 余件，
系统展示了考古发掘、地质勘探重要
工具——洛阳铲的历史变迁；河洛地
契博物馆收藏历代契约文书 2000余
件；“根在河洛”洛阳档案史料展览馆
以图文并茂的方式系统展出了河洛

文化的源起、发展和内涵；中国三彩
艺术馆收藏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优秀
三彩艺术作品近千件；中国石画艺术
馆陈列了国内首创的石画艺术作品
数百件……

一排排陶器，爬满了岁月的风
霜；一件件青铜器，镌刻着盛世繁华；
一方方碑刻，记录了数千年的风流人
物；一本本古籍无声地诉说着千百年
来王朝兴亡更替的悲喜故事……这
些博物馆、艺术馆常年向学生开放，
随时近距离品鉴各种类型的文物和
艺术作品，成为洛师独有的文化艺术
教育途径。

难得的是，历史文化学院文物鉴
定与修复专业大学生实践课上使用的
均为文物原件，其他高校同类专业难
得一见的文物珍品成为学生观摩鉴赏
的日常。

“在洛阳师范学院，仿佛能够穿越
一个个时空，观之、听之、感之，与历史
对话，与圣贤握手，使自己在短暂的四
年大学生活中获得一生的难忘记忆与
美好感受。”历史文化学院学生小刘在
毕业时对母校恋恋不舍，感慨地说道。

□本报记者 张建华 本报通讯员 严涛 张利国

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2018年9月17日，由洛阳师范学院“中州派古琴艺
术表演人才培养”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全体学员和部分教师担纲演出的“神都琴韵
雅乐中州——古琴专场音乐会”在洛阳市河洛剧院举行，清如溅玉、颤若龙吟的古
琴声宛转回旋，余音绕梁，给数千名观众带来难得的高雅音乐享受，被部分文化学
者形容为2018年河洛旅游文化节最有传统文化底蕴、最具灵魂穿透力的活动。

洛阳师范学院校长梁留科介绍，学校植根河洛大地，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和洛阳地域文化资源，将河洛文化的育人元素融入学生成长成才的全过
程，探索实践以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卓越人才，搭建河洛文化育人平台，构建以河
洛文化为底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体系，成为学校近年来最具魅力的发展
特色。

建设河洛文化主题校园，情景交融育人

究中心、河南省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
软科学研究基地、科技与文化研究中
心等 9个省级河洛文化研究机构和科
研平台；建有河洛文化、艺术河南、武
术河南、河洛星辰、河洛文化数字图书
馆等十余个河洛文化元素为主题的专
题网站。

这些平台或独自发挥作用，或与
洛阳博物馆、洛阳考古研究院、龙门石
窟、民俗博物馆等本地数十家考古、研
究和收藏机构合作，建立实习实训基
地，成为对学生进行文化艺术教育的
广阔平台，每年都有数千名大学生在
这些基地接受培训和锻炼。

经过长期积淀，学校形成了历
史、文学、旅游、艺术、文献、非遗、创
意开发、文化传播等多学科协同交叉
的研究体系，优势互补，门类齐全，阵
容强大，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

国家级出版机构出版《洛阳考古集
成》《洛阳古代青铜器》《河洛大鼓传
统大书选》等学术著作 50 余部，在
《中国社会科学》《光明日报》《文学评
论》等报刊发表论文 200余篇，被《新
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
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 80余篇次；承
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艺术
基金项目等国家级项目 20 余项，省
部级课题 60余项，创作艺术作品 400
余件（部），获省部级以上成果奖 20
余项；《洛阳师范学院学报》连续 28
年开设“河洛文化研究”栏目，发表研
究论文 100余篇，被评为全国社科学
报优秀栏目。

参与这些项目的老师们在研究过
程中不断将相关成果转化为教育教学
内容，为特色文化育人提供了丰富的
内涵和坚实的基础。

创新形式传播河洛文化，古今融合育人

“以前我只在书上见到过三彩作
品，来到洛师我第一次见到真品。在三
彩艺术馆，我仿佛置身在三彩艺术兴盛
的大唐盛世，更奇妙的是我还能亲自去
制作三彩！”艺术设计学院的王明明同
学一边展示他刚刚制作的三彩骆驼一
边说。

长期以来，学校艺术设计学院将
河洛传统三彩制作技艺与现代美术技
法相结合，开创了多种工艺表现手法
融入三彩壁画的先河。“几年前的上海
世博会上，中国馆的独特造型令大家
印象深刻，其中河南馆中的主题壁画
就是我们学校三彩艺术大师郭爱和教
授的杰作之一。”学校三彩艺术馆讲解
员介绍。

创造性地将河洛文化融入育人，
是学校很多专业的特色。美术学院将

河洛传统元素和技艺运用到油画、版
画、剪纸等艺术创作中，融入洛阳旅游
创意产品中，设计了形式多样的旅游
商品。音乐学院传承河洛文化的音乐
元素，排演《河洛鼓韵》《易象·河洛》
《河图洛书》《黄河魂》《河洛雄风》等大
型节目，获得高度赞誉；以河洛文化为
主题，创作器乐合奏《丝绸之路》、合唱
《龙的传人》、舞蹈《河洛·颜子兮》斩获
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一等奖。河洛虚
拟再现实验室探索以新媒体手段实现
洛阳太学、汉魏故城等重大历史遗迹、
场景的虚拟再现，丰富了河洛文化的
表现形式。这些作品或以展览形式在
校内长期陈列并向全体学生开放，或
作为校内各类演出的保留节目，成为
每一位洛师人心目中对河洛文化最生
动的记忆。

汇聚河洛文化特色馆藏，观摩品鉴育人

天然的地域优势、独具特色的历
史文化积淀、完善的平台、强大的学
者团队等因素集于一体，助推洛阳师
范学院形成了鲜明的河洛文化育人
体系，产生了令人瞩目的良好育人成
果，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第十届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怀西为学校题词：

“研究河洛文化，弘扬办学宗旨。”
10月 11 日，本报报道了洛阳师

范学院“三彩艺术创新人才培养”研
修班项目。报道指出：“具有百年办
学历程的洛阳师范学院历来重视传
统文化的发掘、保护与传承工作，在
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成果丰
硕，对中国三彩的教学和研究一直走
在河南乃至全国高校的前列，为中原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作出了卓越贡
献。”

近年来，学校开设的通识教育课
《河洛文化》入选河南省精品视频公
开课并获得教育部“精彩一课”一等
奖，《中国美术史》被评为河南省精品
课程，两门课均在全国第十八届教学
信息化大奖赛中获得一等奖；《孕育
河洛之境 挖掘河洛之根 培育河洛
之子 弘扬河洛之魂》项目获批河南
省第一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特色品
牌重点建设项目；舞蹈节目“河洛大
鼓”在央视五套播出；在全国第四届
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丝绸之路》
《龙的传人》《河洛·颜子兮》等三个以
河洛文化为题材的作品全部获得一
等奖，在参赛的 100多所高校中排名
第一；在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上荣获
3金 2铜、在第八届中国大学生空手
道锦标赛中获得3金1银 9铜，培养的
1名学生在第十八届亚运会上荣获女
子52公斤级散打冠军；美术学院教师
在全国性美展中入选作品38件，其中
获奖作品 15件，第 12届全国美术作
品展入选5件。

近三年，学校获批国家艺术基金
项目16项，位居全省高校前列。获批
项目多为河洛文化传承创新与人才
培养方向，如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

“中州派古琴艺术表演人才培养”“三

彩艺术创新人才培养”等，这些项目
从国内外邀请该领域知名专家，培养
了一批弘扬和传承相关艺术遗产的
卓越人才；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

“合唱《美丽中国》”、青年艺术创作人
才资助项目“舞蹈《河洛·颜子兮》”
等，排演的节目在国内屡获大奖。

学校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郭爱
和教授创作的大型壁画《国之中·城
之源》《唐韵》《鸟巢》等 60多幅作品，
荣获国际、国内各类奖项40余项，《唐
韵》《丰收》《太阳花》等作品被中国工
艺美术馆、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上
海工艺美术博物馆永久收藏；学生创
作的动漫作品《丝绸之路》《洛阳映
画》和展示作品《男子成人礼——冠
礼展示》分别入选2015年、2017年中
华学子青春国学荟优秀国学教育文
艺作品；河洛星辰网站荣获“全国高
校优秀网络栏目”提名奖，系河南省
唯一获奖高校网站，连续七年被评为

“全国高校百佳网站”。
一位地方中学的校长曾这样评

价：“我总感觉从洛阳师范学院毕业
的学生身上拥有一种独特的文化气
质，他们都很自信，走上工作岗位后
也很有奉献的热情，他们志存高远，
奋发有为，能够在短时间内成长为优
秀老师。”

已经毕业多年的校友回忆起在
校岁月时动情地说：“假如时光能够
倒流，我愿意再做一次洛师的学生，
洛师求学的经历是我永不穷竭的智
慧源泉，在其中所得到的滋养让我终
身受益无穷。”

百年耕耘，栉风沐雨。面向新
时代，洛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王洪
彬提出，学校将始终围绕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以传承和弘扬河洛文
化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
任，以学生成长成才为导向，将素质
教育、能力培养和创新精神贯穿于
文化育人全过程，构建多样化文化
育人模式，培养具有家国情怀、扎实
学识、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的高素质
应用型人才。

河洛文化育人成效突出，硕果累累

洛阳师范学院所在的河洛地区孕育了中国最早的文明，成就了底蕴深厚的河洛文化。儒学在这里奠基，道学在

这里产生，佛学在这里传播，理学在这里萌发，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多年来，在洛

阳师范学院，老师们深入挖掘以河洛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育人因素，并应用于育人过程，同学们潜心

向学、亲身实践，并积极向全社会传播传统文化。

洛 阳 师 范 学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