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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师范不忘初心

岭南师范学院的前身可追溯至明崇
祯九年 （1636 年） 的雷阳书院，曾为广
东六大书院之一。清光绪 28 年 （1902
年） 改为雷州中学堂，1904 年首开师范
科。1935 年，学校更名为广东省立雷州
师范学校。新中国成立后，雷州师范学
校被国家教育部门定为全国 80 所重点配
备的师范学校之一；1978 年，升格为雷
州师范专科学校；1991 年再次升格为湛
江师范学院，开始招收本科学生，至今
已有 25 年；2014 年 6 月，学校更名为岭
南师范学院。

一次次升格，犹如一步步陟岭，岭
南师范学院的办学层次不断提升，办学
规模不断扩大，办学质量不断提高，师
范教育内涵不断拓展丰富。

2000 年，学校成为全国首所通过国
家教育部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师
范院校；2007 年，学校在教育部门本科
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获得优秀等级 ；
2010 年被列为广东省新增硕士学位授权
立项建设单位，2017 年再次被列为广东
省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

2016 年，学校成功入选广东省首批
转型试点高校，并成为全省 12 所省市共
建高校之一，同时被评选为大学生创新
创业教育示范高校。岭南师范学院又一
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在国家“双
一流”和广东“双高”大学建设的大背
景下，岭南师院的路该怎样走？

岭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罗海鸥认
为，教师教育是师范院校的根和魂。不
论时代怎样发展、需求如何变化，师范
院校都要坚持师范性，把教师教育做优
做强，更好地服务和引领区域教育和经
济社会的发展。

“当前，全国高校都在加快‘双一
流’建设，湛江市更是提出了打造环北
部湾科教中心城市的构想。在这样的大
背景下，要走出自己的路，必须坚持师
范性这一鲜明特色和突出优势，加快提
高办学层次水平。”岭南师范学院校长
刘明贵坚定地表示，“岭师有悠久的历
史传统，有良好的发展基础，更有创一
流、争先锋的锐气！”

学校以五大发展理念和战略思维打
造“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设特色鲜
明的高水平师范大学”的目标。通过科
学筹划，精准对接地方经济和社会需

求，对接地方产业行业需求，推动部分
专业特色聚焦和应用转型，构建了涵盖
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学前教育和特殊
教育四大门类、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
全日制教育与成人教育、教学科研和社
会服务一体化的完备的教师教育体系。
采用“3.5+0.5”模式与台湾师范院校联
合培养特殊教育人才更属全国首创。

学校现有省级中小学教师发展中
心、粤台教师教育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粤西教师教育研究中心等 8 个省级优秀
教学、科研、服务、文化和交流合作平
台。2016 年被列入数据中国“百校工
程”产教融合试点院校，标志着学校平台
建设踏上了新的台阶。岭南师院依靠这些
平台，为粤西基础教育培养和培训着成千
上万的优秀教师。

一流的治校方略、一流的治学氛围，
让岭师会聚起了一流的师资队伍。学校现
有135名正教授，有名誉教授和客座教授
110 多人、博士 250 多名，有美、英、
日、俄等国家留学经历的博士硕士150多
人，数学与统计学院的邓圣福博士就是其
中之一。他回国五年多来，主动组建团
队，开设讨论班，带领青年教师搞科研，
上示范课，主动辅导青年教师考博、学生
考硕，还拿到了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取得了远超同窗的丰硕科研成
果、成为数学学科带头人。

2016 年，岭南师范学院毕业生就业
率达到99.73%，431名同学考取硕士研究
生；2017 年，考取研究生学生达到 480
人，本科国内升学率在广东高校排名第5
位。学生在“创青春”创业竞赛、全国高
校化学专业师范生教学素质大赛、全国大
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广东省本科高校
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中接连斩获佳绩；单
是化学化工学院，学生参与教师科研并发
表论文就有 23 篇。2017 年，岭南师院在
广东省大学生“挑战杯”比赛中获得第九
名，连续四次捧回优胜杯。

在岭南师范学院的校园中，有一块形
如马头的巨大黄蜡石，上面刻着国际著名
雕塑家吴为山教授的题词：“岭南一流，师
范先锋”。这是大师对岭师发自肺腑的赞
誉，也是岭师人的拼搏动力与奋进之道。

坚守师道一脉相承

传道者，首先要明道、信道。真正
的师者，他们不仅要明道、信道，还要
以身载道。因为道在自身，所以，人在
哪里，教育就在哪里。

长期以来，岭南师范学院紧紧围绕
“立足粤西，服务广东，走向全国，面向

世界”的办学定位，不断创新办学方式和
人才培养模式，致力培养“负责任、强能
力、善创新”的具有驾驭课堂的教学力，
体验反思的教研力、协同创新的实践力、
心智专一的坚持力和为人师表的引导力的

“五力型”高素质师资，为广东特别是粤
西培养了 17 万名毕业生，有效地满足粤
西基础教育需求的同时，有力地提升了粤
西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纵览粤西基础教育的大军，有 492
位中小学的正副校长、55 位特级教师及
数以万计的一线教师出自岭师，他们扎
根粤西，坚守边缘，传承师道，默默耕
耘，可以说，“没有岭南师院，就没有
粤西基础教育的今天”。

黄伟明，广东省山区优秀教师、省
特级教师，1987 年从雷州师专毕业后，
自告奋勇进入乡村执起教鞭，30 年来一
直坚守在高州教育一线，因业绩突出得
到高州市记大功奖励。

林伟，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
国模范教师，1990 年以优异成绩从雷州
师专毕业，在简陋的雷州乌石中学一干
就是 13 年，生动展示了“学为人师、行
为世范”的风采。

“能用、顶用、耐用”，是珠三角众
多用人单位对岭南师范学院毕业生的肯
定。岭师毕业生凭借优良的思想素质、
扎实的专业基础、过硬的教学技能，被
媒体赞誉为“粤西过江龙”。

“有能力，有热力，有毅力”，是西
藏林芝地区教育部门对岭师学生的赞
叹。岭南师范学院有着 30 年的援藏支教
传统，先后有 30 多名岭师毕业生志愿援
藏，占全省高校援藏支教毕业生的70%。

一个个令岭师为之骄傲，令师道生辉
的学子，汇聚成了一股磅礴的力量，与学
校、与学校的教师一起，为粤西基础教
育，为湛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
态的全方位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刘金祥教授的“屋顶种草”科研项
目拥有十多个国家专利，对湛江生态系
统的发展，乃至国家“海绵城市”生态
系统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陈道海教授
团队的虎斑乌贼人工养殖和人工孵化专
利项目，受到湛江市领导的高度肯定，
上了央视节目。

2012 年，岭南师范学院作为粤西地
区仅有的开设社工专业的高校，在社工
老师钟耀林牵头下，借助高校平台成立
了湛江培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和尚义社

工服务中心，先后承接了广东省社会创
新观察项目“首善之区·爱在邻里”、
省共青团“亲青伙伴”项目以及市共青
团的岗位社工购买项目等，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

岭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暑期“三下
乡”17 年来，连续多年被共青团中央组
织、国家教育部门、中央宣传部门等授
予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先进单位。仅
2017 年，学校便组建实践队伍 185 支，
5000多名学生在170多名老师的指导下奔
赴广东、广西、河南、江西、甘肃等五省
区开展文化支教、科技支农、文化调研等
实践活动，取得服务社会和引领学生

“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的双丰收。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师生连续 17

年开展红嘴鸥生态护鸟志愿活动，使保
护红嘴鸥成为保护湛江生态环境的代名
词，受到省市科技和环保部门的嘉奖。

师道精神在传承，在延伸，在闪光。
“ 广 州 民 营 企 业 首 人 ” 袁 志 敏 、

“WTO 官司首律师”何培华、香港青年
协进会庆祝香港回归游行总指挥蓝瑞明
等是岭师毕业生的杰出代表。

目前，学校依托“广东省中华文化
传承基地”“民政部门社工培训基地”

“南海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大学生
电子商务创业就业孵化基地”以及商学
院、文传学院、亚洲潜水学院等资源优
势，积极打造文化传媒、社工服务、休
闲体育等文化旅游与工商管理学科专业
群，有效对接和促进地方经济贸易和社
会服务的发展。学校正抓住省市共建的
重大战略机遇，先后建立“省级中小学
教师发展中心”“广东省特殊教育教师
发展联盟”“中国—东盟教育文化发展
研究中心”等基地，积极与宝钢湛江钢
铁基地、中科炼化和晨鸣纸业等企业开
展合作，并争取持续在环境保护与建
设、国土资源开发与利用、化学化工、
海洋渔业与资源开发等领域为湛江经济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师道精神是支撑，是灵魂，是血性。

国际交流成果丰硕

“ 新 渠 之 水 ， 其 来 舒 舒 。 溢 流 于
野，至于通衢。”

如果说坚守是岭南师范学院的光荣
传统，那创新就是岭师的希望所在。多
年来，岭南师范学院始终坚持“开新
渠，引活水”，坚持国际化发展战略，
深化学校的国际交流合作特别是与台湾
高校的交流合作，有效服务于学校人才
培养、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以及文化交
流推广等方面的发展。

2014 年，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高校
外国文教专家工作委员会年会上，岭南
师范学院被评为广东省 2014 年度高等院
校对外交流与合作先进集体。

一水激活万水流，岭南师范学院通
过积极谋划已与英、美、日、韩等多个
国家和地区 40 多所高校建立了密切的合
作关系，每年到海外境外学习培训的学
生超过 300 多人次。学校抓住国家“一
带一路”发展机遇，加强与白俄罗斯等
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建设“孔
子课堂”，为进一步开展国际交流工作
搭建宽广的舞台。

2014年学校共派出团组31个74人次出
国（境）进行考察、培训、参加国际会议及
交流学习，接待15批来访代表团共165人
次，聘请外籍教师23人次，招收长短期留学
生共16人，派出学生24批共333人次，出国

（境）实习、社会实践、调研、交流、学习，
派出学生数量居全省高校前列。

学校与台湾地区师范院校合作构建
了“一营四坛两中心一专业”（湛台大学
生夏令营，海峡两岸教师教育论坛、特殊
教育论坛、师范大学校长论坛、心理传记
学学术论坛，海峡两岸教师教育研究中
心、粤台教师教育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和合
办特殊教育专业）的常态化、制度化的平
台，开展与台湾高校之间的深度合作，使
学校学科专业布局不断优化，办学育人水
平不断提高。如与台湾师范大学、台中教
育大学、屏东大学合办特殊教育专业，聘
请台湾师大特教创始人、教育学院原院长
吴武典教授任特教系主任，高起点建设特
殊教育专业，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进
行“3.5+0.5”的模式学习，实现了大陆—
台湾两段式整班培养学生，首届 24 名特
殊教育毕业生除 5 人考取特教研究生外，
其余全部被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中
山等特殊教育学校录用。

2015 年，学校分别与韩国清州大学
工业达成了工业设计专业的长期授课协
议，创造性地提出了将韩国技术与湛江
本土原料相结合的教学理念；与德国
BSK 国际教育机构就德语培训、学生项

目、科研合作、教师学者交流等方面达
成了一致意见；接待泰国兰实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及艺术设计学院学生代表一行
23 人来校进行交流访问。

2016 年，学校与英国朴茨茅斯大学
就干部培训、学生联合培养“3+1 模
式”、学者短期讲学、合作成立文化创
意中心等项目进行了深入探讨；与英国
林肯大学确定了机械设计制作及其自动
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两个本科专业的
合作办学项目，并就共建智能控制系统
研究中心等达成协议。

2017 年，罗海鸥书记应邀率队访问
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瑞士瓦岱勒国
际酒店与旅游管理商学院、意大利比萨
大学等，就学科专业、师资队伍、应用
型人才培养等事宜进行了友好交流并洽
谈签订合作事宜，有效扩大了岭南师范
学院在欧洲的影响力，有力地提升了学
校的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水平。

学校还与英国阿伯泰大学就其在欧
洲名列首位的计算机游戏专业等达成了
进一步合作意向；与澳大利亚格里菲斯
大学就“中澳国际合作平台和 2+2 人才
培养合作”交流项目等相关事宜进行洽
谈，明确了两校合作方向及操作方式。

为了进一步提升学校的人才层次，
招贤引智，刘明贵院长主动出击，亲赴
日本、英国等地参加招聘会。在广东省教
育部门组织的 2017 年广东省高水平大学
高层次人才（伦敦）招聘会上，众多留英

学子在听完刘明贵校长恳挚的介绍后，表
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其中不乏牛津大学、
帝国理工大学、伦敦大学的博士生。

学校还积极利用国际交流的渠道弘
扬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外
文化交流。2015 年与白俄罗斯国立体育
大学联合举办中国武术文化和茶艺文化
为特色的孔子课堂以来，在白俄罗斯反
响良好，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的关注和
参与，并在今年举办的中白大学校长论
坛上介绍经验。2017 年 6 月，由国家汉
办主办、岭南师院承办的“中白大学生
夏令营”取得巨大成功。

文化校园彰显自信

岭南师范学院的东校门，端庄大气
典雅，富有民族特色，弥漫着厚重的人
文气息。校名的字体集于中国师范第一
人毛泽东，大气磅礴。

漫步校园，书院广场里的七棵百年参
天古榕、苍翠挺拔、独木成林，仿建的雷
阳书院棂星门上，“守道重醇儒经师人师
文运宏开钦北斗，立名遵先哲言教身教士
风不变式南邦”的楹联，出自岭南文化名
人、雷阳书院老山长陈乔森，彰显出学校
深厚的文脉和纯真的“师道”。

往前走，鹏园丁字路口，有台湾著
名陶壁艺术家朱邦雄博士创作的大型陶
壁作品 《问渠》。这正与雷阳书院文化
形成呼应和延伸，拓展和提升了学校的
书院精神，引领着学子们思索、追寻梦
想的“源头活水”，实现了传统文化与
现代校园的完美结合，有力地提升了文
化校园的育人功能。

在岭师校园内，还有一尊非常难得
的一流雕塑。它与 《问渠》 遥相辉映，
那就是国际著名雕塑家、中国美术馆馆
长吴为山的作品 《问道》。作品取材于
孔子问道老子的历史典故，虚实相生，
阴阳刚柔，刀削斧劈的写意手法将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和自信融入雕塑艺
术创作中。回顾岭南师范学院 110 多年

的艰辛办学历程，又何尝不是一场场问
道寻道呢！

图书馆南侧的慎思园，园内雕塑所
刻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图书馆
顶端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大学
之道相呼应，诠释着中国高等教育的目
标、规律、方法与路径。

如今的岭南师范学院校园，是一个
“绿树成荫、香飘四季、花不间断，文化

品味，师范特色”的南方园林学府。书院
广场、百年师范纪念塔、陶壁 《问渠》、
博学园、春晖园、慎思园、师道园、立德
园、笃行园、树人广场等一批校园文化景
观，使学校成为“以景感人、以文化人、
以境育人”的求知问学的理想去处。

岭南师范学院领导认为，理想的校园
建设，应与大学精神本质一致，彰显大学
文化的使命。不是为了追求奢华、复杂，
而应还原其简约、纯真的本色。师法自
然，大拙至美，这是中华美学精神，也是
大学校园景观建设应有的理念。高水平大
学应有高水平的校园文化；高水平的校园
文化，其文化景观应有自己的特色和魅
力，给人以视觉冲击和享受，让观赏者有
新的发现、感动与信心。

“ 山 水 有 灵 ， 亦 惊 知 己 ； 性 情 所
得，未能忘言”。在校园中，你可以看
见上世纪 50 年代大学毕业后落户岭师的
90 岁老人谭笑与学生们一起漫步，向学
生传授学习的经验和做人的道理。校园

中，你可以看见 1983 年从化州调入雷州
师专的中国著名美学家、文艺学教授劳
承万“退而不休”，孜孜不倦地为年轻
教师传经授道，甚至在“陋室”里为文
传学院青年博士讲课。校园中，你可以
看见 1987 年从湖南调入雷州师专的文学
教授、“中国小小说教育首人”刘海
涛，30 年坚守初心，带领学生做课程、
搞研究、建网站、玩慕课。校园中，你
还可以看到化学化工学院院长王胜教授
正带领着青年博士群体埋首于科研创
新；还能看见一大批像王胜教授一样的
优秀中青年教师，正身体力行地践行着
学校“勤教力学，立己树人”的办学理
念和师道精神!

人、景、文化，共同构成了岭南师范
学院和谐的校园环境，形成了岭师独特的
人文底蕴。吴为山教授曾评价说：“这个
校园不奢华也不气派，但非常有文化魅
力，我想，大学的校园就应该是这样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郭锡良更是赞
叹道：“这就是大学，就是岭南花园。”

在校园小路上，偶遇一位同学，问
起她更喜欢岭南师范学院哪个地方，她
会脱口而出：“图书馆，又大又摩登，
更喜欢待的地方，没有之一。特别是

‘发呆区’，仰望星空时，烦恼和疲倦瞬
间一扫而散，更有一种‘只要努力梦想
一定会成真’的豪情。”

“岭之南、师之范”景观石，是由
学校办本科教育 25 年来培养的 20 多名
中小学校长和特级教师共同捐赠的。大
音希声，大象无形，巨石于沉默中宣示
着岭师人的理想与信念，于守望中激励
岭师人迸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力量。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我们坚信，在国家推进高等教育
改革发展、建设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
科的强大东风中，在思路清晰、真抓实
干的岭南师范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带领
下，岭师必将发挥出自己的独特优势，
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把学校建设成为
一所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师范大学。

一所百年师范的理想使命与责任担当
——岭南师范学院发展之路走笔

招生热线：0759-3183211
学校电话：0759-3183226
http://www.lingnan.edu.cn

“岭之南，师之范”。
这是岭南师范学院主校道端口处新建的校园景观，寓意深远。
“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学识”“要有仁爱之心”。这是“师之范”。
“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

献祖国的引路人”。这是“师之范”。
规范，示范，努力成为典范。这是“师之范”。
地处五岭之南，祖国大陆南端的岭南师范学院，在其百余年的师范教育历程中，始终坚守“勤教力

学，立己树人”的办学理念，培养造就了大批优秀教师、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应用型人才，为广东特别是粤
西地区的教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岭师人，用实力与实干向我们生动阐述了师范教育的“母机”作用，彰显出师者之于个人、集体，乃
至社会的使命和担当。

校领导和学生共同为学校点赞校领导和学生共同为学校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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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问道””雕塑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