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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师范大学

崇德尚学七十载 求是创新谱新篇
11 月 8 日，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

海南师范大学即将迎来 70 周年校庆。
海南师范大学是省部共建高校、

海南省重点大学，是中宣部门批准的
首批部校共建新闻学院高校，为社会
培养和输送了各类人才 18 万余人，被
誉为“琼岛名校，教师摇篮”。

建校 70 年来，学校始终秉承“崇
德尚学，求是创新”的校训，以服务
海南基础教育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
己任，为海南高等师范教育谱写了一
页页精彩的篇章。

砥砺奋进，成就琼岛教师摇篮
海南师范大学前身为建于清康熙

四 十 四 年 （1705 年） 的 琼 台 书 院 。
1949 年秋，符致逵、符孔遴、康白情
等一批有志之士，怀抱振兴海南师范
教育之初心，在琼台书院内建起了

“教师只有十几人、在校学生仅百余
人”的“海南师范学院”，这是海南首
所公办高校。从此，海师就像榕树种
子在琼州大地落地生根，以“脚踏实
地，坚忍不拔，独木成林，爱满天
涯”的精神走上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70 载历史画卷，凝重而绚烂。办
校之初，条件简陋。海师人为海南和
国家培养师资的初心从未改变，在历
经停办、复办、撤并过程中不断演绎
传奇：1952 年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
更名为海南师范专科学校；1986 年恢
复海南师范学院建制；1999 年与海南
教育学院合并，成立新的海南师范学
院；2007 年更名为海南师范大学。

新 时 代 长 歌 浩 瀚 ， 不 断 跨 越 发
展。21 世纪以来，学校步入了发展的
快车道。时间轴上的一桩桩大事喜
事，记录了海师发展的铿锵轨迹——
2009 年被列为海南省重点大学建设；
2013 年获批为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
2014 年海南师范大学科技园成功获批
为国家大学科技园；2015 年被列为省
部共建高校；2018 年马克思主义学院
成为国家教育部门首批三全育人试点
单位；2019 年成为全国重点马克思主

义学院培育单位，获批设立中国语言
文学和生态学两个博士后流动站。

学校办学规模日益壮大。目前，
学校拥有龙昆南、桂林洋两个校区，
总面积达 3100 亩，校舍建筑面积逾 70
万平方米，有各类实习实训基地 366
个，设有21个学院、65个本科专业、4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6 个硕士
学位授权一级学科、9个硕士专业学位
授权点。面向全国 31 个省 （市、区）
和港澳台地区招生，在校学生 2 万余
人，具有完整的本、硕、博及博士后
人才培养体系，已从单一师范院校向
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奋进！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从海师毕
业的 18 万校友遍布世界各地，很多校
长、特级教师和教学骨干均毕业于海
师，而更让海南师范大校长林强自豪
的是：在海南，“凡有中、小学校处，
即有海师人!”

锐意改革，为学校发展添动力
校长林强说：“海南师范大学今天

的成就和辉煌，是数代海师人在党的
领导下，秉承‘崇德尚学，求是创
新’校训，扎根海岛、勤勉办学、躬
行实践、自强不息，坚持走内涵式发
展道路所取得的。”

海南省领导在 2015 年教师节前到
海南师范大学调研时，以及在海南省

七届六次全会、全省教育大会上，多
次强调：“海师要突出教师教育特色，
为海南培养和输送更多优秀师资和高
素质实用人才！”学校党委牢记使命，
近年来抢抓机遇、锐意改革，综合实
力和核心竞争力得到了显著增强，各
项事业蓬勃发展。

坚 持 人 才 强 校 。 采 取 引 进 、 培
育、激励等措施，不断加强师资队伍
建设，现有专任教师 997 人，其中高
级职称教师 560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
师 408 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优
秀教师等 10 人，国家教育部门创新团
队发展计划培育团队 1 个，享受国家
特殊津贴专家、中央直接联系专家、

“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等国家级别
人才 33 人，院士工作站 （院士团队创
新中心） 7 个。

坚持质量立校。以本为本，落实
“四个回归”，推进“大类招生、分流

培养”教育教学改革，形成跨院系、
跨学科、跨专业的人才培养机制，把
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成效卓著。学校现有国家级别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 1 个，国家级别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实验区 1 个，国家专业综合
改革试点专业 1 个，国家级别特色专
业 6 个。近 5 年，教师获得国家级别教
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4 项；学生获“小
平科技创新团队”“中国青少年科技创

新奖”、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一等奖
等 46 项国家级别奖励。依托国家大学
科技园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连续三届
获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全国银奖，大学生创业作品得到
各级领导点赞，被评为国家教育部门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大学生
就业率多年位列海南省公办高校之首。

坚持科研兴校。近 5 年，发挥国
家教育部门重点实验室等 13 个省部级
科技创新平台、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等 15 个新型智库作
用，实施科技创新驱动战略，承担国
家级别科研项目 222 项，省部级项目
547 项；发表学术论文 4168 篇，其中
SCI、CSSCI 收录论文 956 篇；获省部
级以上优秀科研成果奖 115 项，其中
一等奖 21 项；学校专家还获得第 14 届
贝勒龟类保护国际奖 1 项。

突出特色，服务社会开门办学
坚持突出教师教育特色，服务海

南基础教育。自 2006 年来，学校积极
开展“国培计划”“双五百师范生与在职
教师置换顶岗支教培训”“周末流动学
院”等项目，累计为海南培训师资 10 万
余人次，开辟了农村师资培训新途径，
被上级领导批示进行经验推广。

“海南的未来在教育，教育的未来
在教师，教师的关键在海师！”近年
来，学校贯彻落实海南省领导的要
求，扎实开展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发
展帮扶计划，对口帮扶陵水、琼中、
儋州等县市幼儿园 75 所，为海南学前
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引领作用。推进
师范教育与基础教育深度融合，与儋
州市合作建立海南省首个教师教育改
革与创新试验区。自 2016 年开始实施

“海南省乡村教师支持服务计划”项
目，为乡村培养“留得住、干得好”
一专多能师资 792 人；学校还实施海
南省仅有的一项国家教育部门“卓越
教师培养专项计划”，累计培养中学教
师 6000 人。

突出学科特色，服务海南发展大

局。学校积极发挥智库、研究中心的
作用，推出了一些标志性成果，为海
南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如学校专家撰
写的关于生态文明的研究为海南生态
立省提供了理论支持，成果获得国家
领导的批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编
撰的《筑梦“一带一路”》系列丛书以9
种语言面向全球发行。此外，学校在
数据科学与智慧教育、定点精准扶
贫、热带药用资源化学研究与应用、
热带动植物资源研究和保护、激光技术
与应用等领域成果斐然，实现了转化与
应用，建立起多层次、宽领域、灵活多
样的社会服务体系。

坚持开放办学。学校抢抓“一带
一路”和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港）
建设机遇，建成海南仅有的来琼留学
生预科学院，现有留学生 426 人。与
海口市等地方政府部门及北京师范大
学等内地高校开展合作。与俄罗斯圣
彼得堡国立电影电视大学、美国德保
罗大学等 82 所国外大学建立合作关
系。学校还充分利用国家汉办东南亚
汉语推广师资培训基地、国家侨务机
构华文教育基地、国家教育部门菲律
宾研究中心“三块牌子”以及与马来
西亚世纪大学共建的孔子学院等平
台，积极扩大海外交流，传播中华文
化、讲好中国故事。

立德树人，打造校园文化精品
砥砺奋进七十载，初心不改薪火

传。建校以来，历经董早冬等 9 任党
委书记、符志逵等 14 名校长，一批批
执着理想信念、大胆探索的“领头
雁”，始终坚持以抓党建促发展，带着
海师人一步一步向前进。

学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聚焦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始终把思想政治工
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引导广大师
生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以文化人。学校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活动全过程，着
力打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培
养体系。作为一所建校 70 年的高校，
海南师范大学一直有着深厚而独特的
文化积淀和精神品格。元旦游园、园
丁奖、榕树讲座、读书月、艺术节、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周、“阳光海口”
志愿服务行动、校园“十大感动人
物”评选、“最受大学生欢迎的教师”
评选等一批品牌校园文化活动，百花
齐放，千帆竞舞，如春风化雨、润物
无声。近 5 年，学生在中国青年志愿
服务项目大赛、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联赛、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等活动中
获国家级别奖励 80 余项。其中，男女
沙排连续 4 年获得中国大学生沙滩排
球锦标赛冠军，学生的设计作品荣登纽
约国际时装周。“全国模范教师”郭力
华、“全国师德标兵”林明祥、“时代骄
子”张九精、“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吕
廷鸽等榜样力量激励着师生向善、向
美、向上。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
先进单位、海南省文明校园等闪亮荣
誉，彰显了海师人的良好精神风貌。

“海师因海南而生，海南要因海师
而兴！”校党委书记李红梅感慨地说：

“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不忘初心,以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为使命，努力建设教师教育
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曾丽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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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与中国电信建立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与中国电信建立““55GG战略合作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关系

不忘初心
以立德树人铸就教师队伍建设的根基

为人民办教育、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
要体现，也是教师继续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在广州
市的教师培训实践中，本着立德树人的根本理念，一方面把“党
的十九大报告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
革开放与创新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的
机遇与挑战”“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新时代高素质教师
队伍”等专题纳入广州市全员培训的计划中，夯实广大教师的思
想政治素养基础；另一方面，也非常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经
典的弘扬普及，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员的文化素养，激发
学员的爱国情怀。以此全面提升广大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和道德
水平，引导他们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办人民满意的教
育，从而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忠实拥护者
和实践者。

融合优化
打造广州教师培训全方位一体化平台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开发的广州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
（www.gzteacher.com），集“教学督管建”等功能于一体。面向广
州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广大中小学教师提供继续教育服务，有
效提高教学、管理效能，实现教学服务智能化、决策支持科学
化、管理过程精细化、数据分析即时化。搭建全网络学习支持服
务体系，基本建成人人可享有优质继续教育资源的智慧化学习环
境，构建了“学习—研修—生活”三社区融合的教师专业发展网
络研修社区，使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智能化水平、管理信息化水平

显著提高，堪称教师专业发展的“网上家园”。近年来，每年为
广州市近 15 万中小学教师提供近 100 万人次的培训，广州市中小
学教师参加全员培训的参训率已接近全部。

精准扶智
探索教师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的有效衔接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按需精准服务，结合广州市教师队伍的
实际情况，聚焦教师核心素养。在提升技能水平和专业发展基础
上，特别注重提升广大乡村教师的学历短板，助力广州基础教育
教师队伍建设，助推教育现代化进程。2019 年起，广州市教育
部门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关于新时代教师队伍建
设的精神，按照市政府部门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主导“广州乡
村教师学历提升计划”，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实施教学。着力
帮助那些政治过硬，师德高尚、热爱教育事业，长期扎根农村

（乡村） 教学一线，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素质教育，擅于在
教育教学改革中创新的乡村教师提升高一层次的学历。2019 年
秋季，首批面向番禺、白云、花都、从化、增城和南沙 6 区遴选
1000 名乡村小学、幼儿园教师，攻读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学历
教育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教育管理等本、专科专业。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通过搭建培训学分银行，实行学历教育
专业学分与教师继续教育专业学时相互衔接，实现学分替换的双
向“立交桥”。报读学历教育的教师，经审核每年可登记 24 个继
续教育专业学时；每年度在广州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选学与
报读与学历教育计划相一致的课程，经审核可申报替换 40%的课
程学分，激发了学习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教师“减负”提供

了新的思路。目前，这一机制已经应用于“广州市乡村教师学历
提升项目”，有效地缓解了广大乡村教师的工学矛盾，加速学历
提升的进程。

锐意创新
以新技术为乡村教师发展插上飞翼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基于其成熟的教师培训模式，进一步加
强新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创新融合应用，充分利用“互联网+”、
AI+、5G 及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为广大教师发展提供覆盖学历和
非学历教育的全方位、精准的咨询、培训、教学和管理支持服
务。广州市乡村教师学历提升计划的教学过程，将采用网络自主
学习为主与面授辅导为辅相结合的方式，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负责提供远程教学平台、移动学习平台和考试平台等智慧化的学
习环境实施教学。学员可以通过远程教学平台随时点播和下载网
上教学资源，利用网上直播、双向视频系统、手机 APP 等网络
交互手段或参加小组学习等方式与同学、教师进行协同学习。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依托“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立体化城
乡办学体系，将咨询、教学、考试等支持服务送到广大乡村教师

“家门口”。下一阶段，中国电信 5G 网络将陆续部署到广州市广
播电视大学各个郊区分校以支撑未来的 5G 教学，5G 将为教师培
训插上飞翼，打通乡村教师“读大学”的“最后一公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造就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创
新型教师队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以
此作为教师培训工作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深化改革、锐意创新，
推动广州市教师培训新发展，不断提高培训培养质量，满足广大
中小学教师学历提升和专业发展的需求，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提供智力支撑，响应党和国家对教育发展的殷切希望。

依托科技融合创新 聚焦教师专业发展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创建广州智慧师训新典范

市级教师发展中心在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揭牌市级教师发展中心在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揭牌

教师专业成长的三社区融合支撑平台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自2003年开始
起步教师培训工作，16年来，始终秉持
着“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办市民“家门
口的大学”的理念，为广州市中小学教师
提供专业化、高品质的教师继续教育，逐
步探索形成了“研训用”一体的特色智慧
生态师训体系，依托互联网+思维的新技
术应用、多元融合的智慧学习环境、全方
位支持的智慧管理服务、多维开放的资源
供给体系和大数理念的智慧评价体系五大
要素，服务广州市教师培训多年，探索实
现了教师协同研修，有效促进了教师专业
发展、个性发展、特色发展，规模和质量
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效，被誉为教师培训的
“广州模式”。2019年起，又承担了广州
市远程培训教师发展中心和广州市民办学
校教师发展中心两个市级教师发展中心的
建设任务，在广州市教育部门的指导下，
整合多方力量，以新技术赋能教师继续教
育，不断创新协同服务的长效机制，打造
新时代教师发展的智慧生态体系，努力打
造粤港澳大湾区继续教育高地。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提出建设
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和加快信息
化时代教育变革等战略任务，为教师队伍
的培养指出了路径和方向，广州市广播电
视大学也努力在教育信息化2.0时代有新
作为。

2019年5月，广州市入选国家教育
部门 2019 年度全国“智慧教育示范
区”，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为指导，落实
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树立德育为先、
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实施七
项重点工程。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是其中
“智慧培训工程”和“协同创新工程”的
主要实施单位，将积极联络新技术企业协
同创新，以“提升工程2.0”培训为契
机，引导广大教师积极主动适应和应用人
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借助信息技术提升
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为广州市打
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教师队
伍，创建广州智慧师训的新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