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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语学院
在第三届“华文杯”全
国师范生英语教学技能
大赛中荣获佳绩

      我校荣获贵州省国
家助学贷款“国之甘霖 
我知信诺”诚信教育校
园情景剧大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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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贵州省委携手我校打造全省性精品、高端青年论坛

本报讯  12月11日，我校在第一会
议室隆重举行“2013年度香港道德会
助学金”发放大会。香港道德会驻贵
州代表全奕女士出席会议。学校领导
校长助理夏卫东、资助中心主任王继
宁等出席会议。我校得到香港道德会
助学金资助的近50余名学生参加会
议。据悉，香港道德会自2009年在我
校成立助学基金至今，共计为学校捐
赠了82.5万元的助学金，资助我校贫
困学生250余名。

香港道德会贵州代表全奕女士

表示，通过走访校园、学生，了解贫
困学子求学历程深受感动。代表香港
道德会对学校所作的助学工作表示
赞赏，将积极争取进一步加大合作力
度，多为学校和学生提供资助。

学校领导夏卫东助理致欢迎辞。
对香港道德会多年来对我校的资助
表示衷心感谢。并希望通过加深对我
校助学工作的进一步了解，与学校能
达成更多的助学项目。

资助中心王继宁主任对我校“香
港道德会助学金”评选工作进行介

绍。2013年度的香港道德会助学金共
计15万元人民币，共资助50名家庭经
济困难的学生。资助标准为每生3000
元人民币。

随后，会议举行了隆重的2013年
度香港道德会助学金捐赠仪式。学校
向香港道德会赠送了锦旗。

受资助学生也纷纷在会上发言，
发自内心的表达了自己对香港道德会
的感恩之情，并立志发挥好“爱心、感
恩”的种子作用，继承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并将之发扬光大。 （宣传部）

本报讯 12月21日，九三学社贵州
省委召开七届三次全委会议，全国政
协常委、九三学社贵州省委主委黄宗
洪主持会议并传达学习中央和贵州
省委近期会议精神。社省委委员、我
校九三支社主委王超英教授出席会
议。会议对2013年先进集体与优秀个
人进行了表彰奖励。我校九三支社
荣获2013年度社会服务先进集体，支
社副主委孙祥伟博士荣获2013年优

秀社务工作者。
九三支社在九三支社贵州省委、

校党委的领导下，在校统战部的指导
下，始终坚持以践行“同心思想”为
动力，发挥自身优势，组织社员先后
深入毕节威宁县、贵阳乌当二中、乌
当区下坝乡岩山村、黔南州长顺县等
地开展教师培训、技术指导等社会
服务工作，积极探索与乌当科技局、
教育局等单位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同

时在师院开展了“九三讲坛”系列讲
座，邀请省内外九三学社专家来我校
讲学，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大学马
克俭教授，中国MBA中部联盟首届
执行主席、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高
级合伙人孙连才博士先后做客我校
九三讲坛，为繁荣师院校园文化、活
跃学术气氛、鼓励理论研究和学术
创新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统战部）

本报讯   为丰富校园
文化 ，推 进 校 园 阳 光 体
育活动，按国家教育部委
“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
的 相 关 规 定，由 校 学工
部、校团委、校工会、体育
学院共同组织，在全校13
个学院和各相关职能部门
积极支持配合下，我校在
全校范围内开展了“舞动
师院•青春飞扬”师生韵律
操健身活动。

活动中开展以来，每
天上午课间同学们纷纷走
出教室。随着“舞动师院•
青春飞扬”韵律操旋律响
起，在文韬院广场、知行
苑广场、逸夫楼广场等每
一个角落随处可见同学们
做操的身影。     

本 套“舞 动 师 院•青
春飞 扬”韵 律 操 由 我 校
体育 学 院 年青 教 师自编
自创，动作上引入了现代
舞、时 尚 运 动 的 基 本 动
作，突出了“健康、欢乐”
的风格，特别适合青年群
体，因此推出以来受到广
大学生的欢迎。

此项活动是我校继冬
季长跑活动后开展的又一
项体育健身活动，旨在展
现了年青人朝气蓬勃的活
力，达到强健体质和快乐
身心的作用，同时激发我
校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积
极性，为构建和谐阳光校
园服务。 （学生工作部）

本报讯  第三届“华文杯”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英语
教学技能大赛于2013年12月13日至15日在福建漳州闽南
师范大学成功举行，全国26所高校共80位选手参与了激
烈的角逐。我校外国语学院五位选手在杨定婷老师的指
导和带领下参加了比赛，其中四位同学获得教学设计二
等奖，一位获得三等奖；五位同学均获得教学技能三等
奖；同时，外国语学院参赛选手所代表的贵州师范学院
队获得了优秀组织奖。                         （外国语学院）

本报讯  12月18日，由贵州省教育厅、国家开发银行
贵州省分行共同主办的2013年贵州省国家助学贷款“国
之甘霖 我知信诺”诚信教育校园情景剧大赛总决赛在
贵州大学大礼堂隆重举行，学校校长助理夏卫东、学生
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王继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许艳波老
师及文学院陈亦桥老师参加会议。

由我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高媛老师带队参赛的情景
剧《向左向右》在24所高校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二等奖
和最佳编剧奖。我校还获得2013年贵州省国家助学贷款
“诚信教育网络答题”活动优秀组织奖。

此次活动得到文学院的大力支持，在文学院同学们
的共同努力下，情景剧演得绘声绘色，让诚信和失信有
了鲜明的对比，使同学们认识到诚信立身、诚信做人、诚
信做事的重要意义。同时，他们在舞台上展现了当代大
学生的才华，展现了贵州师范学院学生的精神面貌。

（大学生资助中心）

我校举行“香港道德会2013年度助学金”发放仪式

本报讯  为引领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世界观，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提升青年学生的综合素
质，为我省青年学生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育
人环境，民盟贵州省委携手我校打造全省性
精品、高端青年论坛，于2013年12月8日成功
举办首次论坛——2013贵州青年•大学生时
政论坛暨纪念一二•九 学生爱国运动78周年
特别活动。

论坛由民盟贵州省委主办，贵州师范学
院、贵州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民盟贵
州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承办，各省直高校民
盟支部及贵州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会员
学校协办。

省文联主席、省文史馆馆长、贵州省
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会长顾久，贵州
师范学院党委书记韩卉，省政协常委、民
盟省委副主委卢云辉、贵州师范学院副
院长张承鹄等领导出席会议。贵州大学、
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贵州财经
大学、贵阳中医学院、贵州师范学院、贵
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贵州工商职业学
院、贵州省畜牧兽医学校、贵阳市林海中
学、贵阳市第四实验小学等11所大、中、
小学校的教师及学生代表400余人参加
论坛。本次论坛是我省首次集结大学、中
学、小学的学生论坛，是一次学生思想道
德建设创新性模式的探索。本次论坛得

到西部开发报教育周刊的大力支持，教育周
刊主编徐雪飞、副主编王文忠出席活动，并
与青年学生交谈。贵州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关
注论坛，并作报道。

顾 久主 席、韩 卉书记出任 主谈嘉宾与
师生们畅所欲言，本次论坛以“传承‘一二•
九’精神，理性爱国，文化修身”为主题，热议
“12.9运动”是否还影响着当代青年学子？从
而引导青年们深思如何“看清自己”、“看清
世界”，“定位自己的发展道路”。

顾久主席对这次时政论坛的举办表示赞
赏，认为应该有更多这样的平台，让学生与老
师的思想交锋交流。“但遗憾的是学生们没有
把心底下的话讲出来，老师不是做导师而是

要让老师的经历对学生有所帮助，大家都有
自己的道理。”顾久老师还说到：“希望当代
学生能看到自己身处的这个伟大的时代。真
正的教育要让学生学会创新，不能让学生只
知道死记硬背。”

韩卉书记也对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肯
定，并且表示把省内的高校、中小学结合，是
以往时政论坛没有的，很有意义。当被问到对
当代学生有什么看法时，韩卉书记表示：青年
人要珍惜生命，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要拥有
远大理想脚踏实地，对未来充满期望。

卢云辉副主委代表主办方民盟贵州省委
为论坛致开幕辞时指出，论坛的举办就当前
发生的国际国内的重要影响全局的
重大事件，就政党、社会集团、社会
势力在处理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
面的方针、政策和活动进行讨论交
流。论坛旨在为广大青年丰富政策把
握、拓宽文化视野，让青年学生们能
更加清晰地了解世界和国际大事件，
以提高青年自觉。

张承鹄副校长代表贵州师范学
院为论坛致欢迎词辞并指出：12 .9
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78年后
的今 天，我们 聚集 在一 起，以 这 样
一次“特 别活 动”的形式隆重纪念
“12.9”学生爱国运动，就是要继承
和发扬青年学生的爱国传统，“树爱

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将爱国的精神内化
为我们的报国的思想，外 化为我们报国的
行动，自觉地担负起实现中国梦的光荣而伟
大的任务。

西部开发报《教育周刊》主编徐雪飞出
席了本次活动，他认为 “理性爱国”首先要
有一颗爱心，爱自己，爱家人才能爱国家，爱
国是一种情怀。但是，由于教育体系的缺失，
导致如今的年轻人会有对历史一无所知，对
道德认知度不够深的现象。所以，通过教育
来实现“理性爱国”是至关重要的。

                   （宣传部 大学生记者团）

  我校九三支社被九三学社省委授予
                     社会服务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喜  讯

《黔诗纪略》是晚清著名诗人莫友芝等编纂的
明代贵州作家的诗歌总集，共收241位诗人诗作2406
首，另有方外的诗作68首、无名氏的作诗及杂歌民谣
24，总计2498。《黔诗纪略》最大限度地收集、保存
了的明代贵州诗歌，是研究明代贵州文学和历史的重
要文献资料。然而，莫友芝等人在编纂《黔诗纪略》
时，遗漏了部分方志中所收著的诗歌，现给予补录。

一、徐节诗三首
《黔诗纪略》卷二收录巡抚徐节诗一首，即《简

李美中索其疏草》。徐节，字时中，贵阳人。成化壬辰
进士，授河南内乡县知县。治行称最，被征，士民遮
道挽留，衣履为裂。擢御史，三上章数锦衣衞指挥
牛循罪恶，屡劾阁臣万安等，风裁凛然。历官云南右
参政，连破梁山、竹箐、米鲁诸寇。迁右副都御史，
巡抚山西。以刚直忤刘瑾，瑾矫制削秩罢归。瑾诛复
职，致仕。比老自拟渊明，生作《挽歌》、《行状》以
示其门人。卒年八十有六，赐祭葬。著有《蝉噪》等
集。（《贵州通志》卷二十八）《简李美中索其疏草》
系从清雍正年间临川李绂《黔中怀古诗》中录出。明
代郭子章著《黔记》时，收录了徐节的诗歌３首，而
此三首诗未被收进《黔诗纪略》，现补录如下：

其一
牂州境内有高连，唐史曾将景概传。
天马行空依北斗，人峰担宇立中天。
龙形络络环薇镇，虎阜连连障贵川。
一望东南形胜好，秀灵应发甫甲贤。[1]P194

此诗收录在《黔记》卷八《山水志》贵州布政
司宣慰词诸山之“高连山”条后，描绘了高连山的雄
伟气势。高连山在治城南二里，也就是新添关诸山，
“高而连属”，故曰高连山。诗中“唐史曾将景概传”
是指《唐史》武德二年（公元619）记载：“牂牁首
领，东谢（指朗溪）谢龙羽，遣使入朝，封夜郎郡公，
以其地为牂州”。又云：“牂牁因武德中改牂州，旋改
牂牁州，境内有石门、高连二山”。高连山与天马、贵
人诸峰连络，故诗中说“天马行空依北斗，人峰担宇
立中天”，由此也反映出高连山的高耸与崔巍。群山
连绵，犹如长龙镇守雄关；山川奇险，犹如猛虎屏卫
贵川。面对如此灵山秀水的胜景，诗人感黔地必将人
才备出——“一望东南形胜好，秀灵应发甫甲贤。”
此诗“秀灵应发甫甲贤”一句，《嘉靖贵州通志》作
“秀灵应发甫申贤”。嵇康《声无哀乐论》有言：“论
今以甲贤而心爱，以乙愚而情憎。”“申贤”恐有误。

其二
时光迅速电，秋菊烂如许。
住节从来风雨旧，欺传诗句多愁苦。

真幸茫茫似有闻，絪緼瑞气洞仙行。
昔年勋业付流水，今日风豪倚夕曛。
更插茱萸向崖窟，感慨悲懽歌不歇。
洞酌龙山思古人，浣花溪上问明月。[1]P198

此诗收录在《黔记》卷八《山水志》贵州布政
司宣慰词诸山之“云崖洞”条后，其云：“云崖洞，旧
名唐山洞，在治城西北三里。”此诗是一首纪游诗，
却没有山光水色的描摩，而是借纪游而抒发愁苦的
心情。时光如电，秋菊烂漫，带给诗人的只是风雨依
旧，几多愁苦。

漫游仙洞，感慨功业的如过眼云烟，而今只有纵
情山水，“浣花溪上问明月”了。

其三《题杨参议廉清白堂》
君不见桀黠奴盐利数千万，又不见唐元载胡椒

八百斛，此身已矣名尤汙。争似关西杨伯起，白似玉
兮清似水，清白声华万古传。嗟公虽死犹不死，鬼神
示昭察不爽，纤毫理善必福兮。庆有馀，遗馥流来到
孙子，悠悠食其报，绳绳继厥美。索我题斯堂，援笔寓
深喜。喜此清风岂独擅，一家廉贫激懦应无已。[1]P854

此诗收录在《黔记》卷四十四《乡贤列传》之
《右都副御史徐节》传后。诗中所言杨参议廉在《黔
记》卷三十九《宦贤列传》中有传。杨廉，字念清，故
关西裔秦州人。洪武季用明经举为御史，历永乐迁陕
西佥事，寻调广西，擢贵州右参议。在贵六年，所雅
能操清白，抚绥夷民。宣德初皇帝赐玺书褒之。诗中
所言“桀黠奴盐利数千万”出于《史记》所载“桀黠
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盐商贾之利
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
千万”之事。“唐元载胡椒八百斛”之事，是用唐宰相
元载的典故。元载为相，骄奢淫逸，贪婪成性，事败
抄家时，仅胡椒即有八百斛。人为利而亡，且蒙羞万
世，张养浩在《三事忠告》即说“唐元载为相，惟利
是嗜，及其败也，籍没其家，胡椒八百斛，至其名之
秽，常若蒙不洁而播臭无穷者。呜呼！夫人以百年之
身，天假以年不过八十、九十，姑以八十为率计，其得
志不过三、四十年而已，岂有三四十年之间能食胡椒
八百斛之理？古人谓利令人智昏，兹明验矣。”而杨
廉的清廉与桀黠奴、元载的贪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故徐节说：“争似关西杨伯起，白似玉兮清似水，清
白声华万古传。”杨廉死后，其子尚在襁褓中，妻王恭
人度无资越万里扶柩还乡，遂卜葬城东三坡林，并在

此安家。至五世孙时，军人何祈给券买下塚间隙地，
后遂掠夺了墓地，至其先人骨骸暴于荒野。提学吴国
伦查得其实，召军人令还其地，并砻石纪之。诗中所
言“嗟公虽死犹不死，鬼神示昭察不爽，纤毫理善必福
兮。庆有馀，遗馥流来到孙子，悠悠食其报，绳绳继厥
美”，应该是吟咏此事。

二、杨彝诗一首
《黔诗纪略》卷之一录杨彝诗8首，其中《碧云

洞》一诗，《嘉靖普安州志》卷之九题为《游水洞长
歌》。《嘉靖普安州志》中尚录有杨彝另外两首诗，
现补如下：

其一 《北门楼》
层楼高结彩云端，画栋翬飞紫翠攒。
山势北来如凤舞，溪流南下若龙皤。
星河影落秋光早，钟鼓声催曙色寒。
想得公余有清兴，时来吟咏倚栏杆。[2]P37

杨彝，余姚人。少卓荦，文章、书画无不精妙，
尤长于诗。洪武间为长泰主簿，子显被诬死刑部狱，
孙志编戍普安，杨彝闻，弃官诣阙，自陈，授吏部考
功主事。二十四年从驾幸华山，献《览胜赋》，称旨。
二十五年乞就养普安，居东屯，四面多松树，开轩其
中，匾曰“万松”，自号“万松老人”。著有《鳯台贵
竹》、《东屯南游》诸集，《古今律选》，卒年八十。
普安北门楼重修完毕后，杨彝与众好友一起登临，
写景抒怀。北门楼台高耸，雕梁画栋，与诸山融为一
体，而“山势北来如凤舞，溪流南下若龙皤”的宏伟
气势更让人震撼。然而，如此胜景，对因子孙谪戍普
安而来到边鄙之地的人杨彝来说，不免有一丝的凄
凉“星河影落秋光早，钟鼓声催曙色寒”。然而，如此
的胜景，终究让杨彝找寻到了内心的平静：“想得公
余有清兴，时来吟咏倚栏杆。”

参考文献：
[1]明郭子章，万历间刻本《黔记》，见北京图

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
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 

[ 2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普安州志》，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
嘉靖刻本影印 。

注：[1]此论文系贵州师范学院课题“《<茶经>中的
“天人合一”思想研究》（编号2013DXS024）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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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工会成功举办“六一”亲子活动。

卢云辉副主委代表主办方民盟贵州省委为论坛致开幕辞

与受资助学生合影

参会嘉宾与同学们在现场积极互动，气氛热烈。

青春动感的师院韵律操

支教风采 教人不计多年苦，老骥能经几载寒？
  ——记华师杨道麟教授在我校的支教事迹

杨道麟教授是华中师范大学的语文教育学
专家，对语文教育学有着独到的见解，并著有
《语文教育美学研究》和《语文教育学导论》等
著名的论著。为践行“真善美融合”的语文教学
理论和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2012年杨
教授毅然决定远赴贵州师范学院支教。

杨教授于2012年11月14日来到贵州师范学
院。此时的贵州已开始迈入寒冬。但寒冷的天
气丝毫阻挡不了杨教授渴望投入工作的热情。
尽管初来乍到，但杨教授很快便融入了师院这
个大家庭。从入校的那天起，杨教授就没有把自
己当作“流水的兵”，他以主人翁的责任感与使
命感，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工作。发挥自己的专
业优势，积极为师范学院文学院的专业发展和
学科建设建言献策。参与讨论和编制文学院非
编机构“贵州民族审美文化研究”、“贵州语文
教育研究所”的五年发展规划；指导青年教师申
报课题和科研项目；与美学专业教师和语文教育
专业教师进行多次的学科学术研讨。

身为教授，杨老师学识渊博，经验丰富，但
他丝毫不摆架子。支教期间，为帮助文学院青年
教师成长，参与和了解本科教学，杨教授受文学
院委托指导青年教师教学。从接受任务的第一
天起，杨教授就起了个大早。早早地到教室外
等待，为的是深入课堂听课。他成为了第一个到
达教室的人。他说，这是对被听课老师的尊重。
他不计辛劳地深入课堂，2个月共听课108节。基
本做到了对每个青年教师的指导都是“量身打
造”，极大地提高了指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
时，撰写《听课情况汇报》近14000余字，给学
院青年教师培养提供了宝贵材料。

工作之余，杨教授开设了多场学术讲座，尤
其以《读第一流的书  做真善美的人》最受学生
欢迎，到场听讲座的老师及同学无不为杨教授
幽默生动的语言与与灵活有趣的授课方式所折
服。在讲座上，杨教授与学生精彩互动，讲座结
束后又与学生亲密交谈，认真倾听学生们在学习
上的烦恼并给出了力行的意见。在与学生的交谈

中，杨教授总是能准确地指出学生的不足之处并
鼓励学生勇于实践，“在行动中发现问题然后解
决问题”。杨教授把学生都当做自己的孩子，耐
心且细心地教导同学，他甚至身体力行，让学生
们真正体会到了治学的严谨和崇高。

不仅在待人接物上杨教授都能做到亲厚无
隙，他的渊博的学识和修养更让师院师生佩服。
2013年6月，杨教授受邀参加扶风诗社的《扶风
印象》发刊会暨诗歌交流会，到会的有师院领
导、校外诗歌爱好者、贵州省各高校文学性社团
以及校内爱好文学的同学，面对整个因意见分歧
而热闹起来的会场，杨教授侃侃而谈，不仅指出
当前高校诗歌创作出现的问题和误区，还给出了
宝贵的意见，让上百的与会人员受益匪浅，更令
贵州其他高校诗歌爱好者对贵州师范学院的文
学社团刮目相看。对此，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终
身教授周复刚教授也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然而，天不佑人，在杨教授在贵州师范学院
授课期间，杨教授的爱人王翠娥女士却突然身
患重病，突然袭来的噩耗使杨教授陷入的教学
与家人的两难境地。在听到爱人重病的消息时，
杨教授并没有慌乱，尽管心情极其沉痛和焦急，
但他还是迅速做出了选择，他并没有放弃爱人，
也没有放弃工作，而是在当天照常主持了2009级
本科生（语文教育学方向）的毕业论文答辩后向
学校请假并在当晚十点四十分从贵阳乘火车回
武汉探望病重的爱人。杨教授回家匆匆做好了
安排后又重新返回学校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他
的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了师院的师
生，他对教育事业的不懈追求更成为了师院教职
工与学生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尽管杨教授的支教工
作已经结束，但他敬业奉献、谦虚严谨、潜心学
术的精神却深深地刻在学生的脑海里，支教期
间，他付出了热情，付出了心血，付出了时间，他
的这些付出，如细雨微风，虽不掀起大波大浪，
但却能浸入一代学子的心田。 （文/罗利梅）



本报讯 12月27日, 贵州省女领导干部联谊会
暨“话改革勇担当共圆中国梦”女领导干部论坛
在我校隆重举办。活动由省妇联、贵州师范学院
联合主办。活动共分两个部分。一是女领导干部
联谊活动。女领导干部们相聚一堂，通过礼仪、
健康知识讲座等内容，共同围绕如何发挥女干部
优势，展示女性风采交流了经验。随后，在省妇
联主席、党组书记罗宁的主持下，隆重召开了“话
改革、勇担当、共圆中国梦”女领导干部论坛。我
校党委书记韩卉为论坛致欢迎辞。韩卉书记向与
会领导介绍了学校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规划，并希
望各位领导关心、支持、帮助贵州师范学院教育
事业的发展。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叶亚玲、省政府
参事翟丽雅、省民政厅副厅长甄燕驰、省国资委
机关党委书记吴嘉陵等领导分别就实现贵州中
国梦，探讨女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现实担当、个

人素养、大局观念、创新勇气等方面发表了热情
洋溢、激情澎湃的演讲。

活动第二部分是女领导干部们加入由省
妇联、省文联、省文史馆及我校主办，省音乐家
协会、省杂技家协会承办，省黔剧院、省歌舞剧
院、市京剧院、我校艺术学院协办的“畅梦想、
展未来、迎新春”迎新年文艺晚会。女领导干部
们在晚会上既是观众也是演员。随着节目主持
人的介绍，踏着激昂、欢快的音乐节奏，女领导
干部们身穿各式职业装依次上台表演。她们不
时变换着队形，摆出各种造型，展示着女性充
满庄重大方、高贵典雅的风采。女领导干部们
的表演令人耳目一新，赢得全场一片叫好声。
女领导干部们不仅在各行各业做事业的带头
人，同时要与时俱进，“引领生活新风尚”，做
了生活的带头人。                （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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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赴德国、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参加
                               “21世纪高等教育展”

本报讯  据国家教育部、中国教育国
际交流协会组织，我校校长李存雄、继续
教育学院院长赵德肃2人，同教育部新闻
办公室、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国教育报
社以及国内13所高校共计30人，于2013年
12月2日至11日赴德国、塞尔维亚、阿尔巴
尼亚加参加“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展”等
系列活动。分别与德国图宾根大学、塞尔
维亚梅加特伦德大学、阿尔巴尼亚农业
大学等高校就国际合作办学等方面的问
题进行了交流，与相关大学签署了意向性
合作协议。

12月3日上午9时，在德国图宾根大学
举行了首场中国高等教育展，中国驻德国

法兰克福总领事馆官员亲临现场讲话，图宾根
大学汉学中心主任致欢迎辞，中国代表团团长
刘京南讲话，图宾根大学的大学生们参观了中
国高等教育展。下午，图宾根大学校长Bernd 
Eng ler 会见中国代表团，并在会议 室进行了
多方座谈。

12月5日上午9时，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梅加特伦德大学举行第二场中国高等教育展，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大使张万学出席启动仪
式并讲话，梅加特伦德大学校长Mica Jovanovic
致辞。数千名大学生参观了中国高等教育展。下
午1时至4时，中塞高校双方进行双边会议，交流
发言。我校就双方互派学生短期交流学习及文
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可行性讨论，并签署了相

关的意向性协议书。当天，贝尔格莱德多家新闻
媒体现场进行了采访并进行了系列新闻报道。
国内媒体（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光明日报、环
球网、人民网等）也报道了此次活动的情况。

12月8日上午，代表团访问了阿尔巴尼亚农
业大学。并与阿方校长、及各个系科的负责人举
行了座谈及文化交流。

12月10日上午，在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
进行座谈，受到叶皓大使的接见。

在进行中国高等教育展的同时，代表团还
重点考察了上述各 校 的 校 区、办 公 楼、图书
馆、多功能教室、实验室及学生公寓等，分别
就留学生、短期培训、学习课程、教学计划等
作了重点考察。               （继续教育学院）

本报讯  由贵州省妇联、贵
州省文联、贵州省文史馆、贵
州师范学院联合主办，贵州省
音乐家协会、贵州省杂技家协
会联合承办，贵州省黔剧院、
贵州省歌舞剧院、贵阳市京剧
院、贵州师范学院艺术学院共
同协办的送文化进校园，迎新
年文艺活动于12月27日在我校
演播大厅隆重上演。

省政协副主席蔡志君，省
文 联 主 席、省 文 史馆 馆长 顾
久，省妇联主席、党组书记罗
宁，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

碧川，贵州省女领导干部联谊
会代表、我校党委书记韩卉、
副校长令狐荣锋、校长助理夏
卫东等领导出席观看了演出。
晚 会 内 容 丰 富多 彩，形式 多
样，集歌曲、舞蹈、戏曲等表
演 为一 体，旨在 展 现 贵 州 发
展变化，点燃贵州文化激情，
实现伟大中国梦。

晚会上，吟诵表演《万马
如龙出贵州》光彩夺目，省文
联主席、省文史馆馆长顾久的
诗词朗诵，省文史馆馆员、历
史学者谭佛佑的古诗吟诵，著

名书法家、省文史馆馆员、贵
州师范学院书法艺术教育研究
院院长刘惠浦的书法演示，贵
州师范学院陈玉 莲的古筝 演
奏，贵 州 财 经 大 学音 乐 教 师
朱博的古琴即兴 伴 奏 聚 焦了
中国 传 统 文化 的 精 粹。不仅
带 给 师生们 全 新 的 视 觉、听
觉 享受，也让 观 众 们 在 潜 移
默化中感悟中国传 统 文化的
魅力及熏陶，彰显中国传统文
化的博大精深。

演出中，专业团队以其扎
实的 功 底，娴 熟 的表 演 征 服
了在 场 的 观 众，贵 州 师 范学
院艺术学院的师生们也用其
独特的魅力展演贵州师范学
院 风 采，为本 次 活 动 画上了
圆满句号。           （宣传部）

本报讯  我校以党的十八大精
神为指导，进一步坚定科技强省、
科技强国建设的信心，进一步明确
科技创新的具体目标任务，经过精
心筹建，于12月17日隆重举行贵州
师范学院创新科技研究院揭牌暨首
任院长签约仪式。现任职于瑞典皇
家工学院，瑞典自然科学最高奖获
得者，中组部首批千人计划入选者，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重大研
究计划“973”首席科学家，合肥微
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Bio-X交
叉科学部主任罗毅教授出任贵州师
范学院创新科技研究院院长。

会上，李存雄校长与罗毅教授
签订聘用协议，韩卉书记与罗毅教
授共同为贵州师范学院创新科技研
究院揭牌。

此举着力提升贵州师范学院
原始创新能力，通过协同创新的方
式着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
转移及高校科技平台开放共享等目
的，同时能有效集成资源，较好的
着力推动高校创新人才的培养，更
进一步的推进高校科技人员服务
经济建设主战场。        （宣传部）

瑞典自然科学最高奖获得者、科技部973首席
科学家罗毅教授出任我校创新科技研究院院长

本报讯  我校第一届教职工歌唱大赛“七彩 年
华”组和“金色年华”组的决赛于12月18日下午在逸
夫楼演播厅举行。校党委书记韩卉教授、副校长令狐
荣锋教授、校长助理夏卫东博士和卢鹏博士亲临现
场观看比赛。

继“花样年华”组的决赛之后，“七彩年华”组和
“金色年华”组的决赛将整个大赛推向了高潮。参赛
老师们高度重视本次比赛并精心准备。教科院王祥老
师演唱的《渡情》，男女声混合表演、搞笑的伴舞引爆
了全场；艺术学院的辛力强老师自弹自唱的《传奇》让
台下全场的观众们也不禁放声附和，唱响了整个演播
厅；阵容强大的“亲友团”，不断的献花、助阵口号声，
给台上的老师带来很大的鼓励，使选手们发挥出最佳
水平。本次活动不仅丰富了我校教职工的业余文化生
活，也增强了我校教职工的凝聚力。     （艺术学院）

本报讯  11月20日，“贵州师范学院—浪潮并行计
算实验室”正式揭牌。

贵州省科技厅、教育厅的领导及浪潮集团有限公
司总公司、贵州分公司负责人出席了此次揭牌活动。
贵州师范学院领导班子出席会议。会上，浪潮集团有
限公司袁安军副总裁表示，贵州师范学院是浪潮集团
合作的全国第四所高校。此次与贵州师范学院签订战
略合作及共建“贵州师范学院—浪潮并行计算实验
室”，就是对浪潮集团与贵州省政府合作内容的重要
深化与落实。他还就双方合作的内容作了重点介绍，
他表示建立“贵州师范学院—浪潮并行计算实验室”
及支持贵州师范学院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工作、设立
“浪潮创新奖励基金”等都是双方合作的重要内容并
希望双方能合作愉快。

教育厅代其平副厅长表示，贵州师范学院与浪潮
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协议，是贵州师范学院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科技创新大会的重要举措，也是贵州师范学
院贯彻全省高等学校工作会议精神，主动发展、加快
发展的重要举措。

最后，李存雄校长表示，学校与浪潮集团签约后，
将进一步整合资源，盘活存量，加速实验室的建设，争
取在计算机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同时启动浪潮创新
基金，与各相关学院合作培养相关人才。   （宣传部）

本报讯  12月20日，我校党委宣传部部长邹晓青，
副部长孙筑萍、孙秀华一行参加了贵州省高校校报研
究会2013年年会。会上，邹晓青部长选为省高校校报
研究会第四届常务理事。

此次年会邀请到了省教育厅社政处处长鲁源安出
席，省校报究会理事长吴大明、秘书长金也飞、副理事
长李勇、罗勇以及来自全省十七所高校党委宣传部主
要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鲁源安处长向全省高
校颁发了2013年年度好新闻奖。其中《贵州师范学院
报》获四个奖项。版面类获二等奖，消息类、通讯类、
言论类均获三等奖。                               （宣传部）

我校第一届“唱响师院”教职工歌唱
大赛圆满落下帷幕

“贵州师范学院—浪潮并行计算实验室”
正式揭牌 

我校党委宣传部部长邹晓青当选
省高校校报研究会常务理事

      省文联等多家单位联合送文化进校园
“灿烂”贵州师范学院

我校在第二届全国高校廉政文化
作品大赛中获得优异成绩

      校工会荣获全省唯一
“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称号

论坛现场

   韩卉书记与罗毅教授共同为贵州师范学

院创新科技研究院揭牌。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关于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
结合中央纪委等六部门相关文件要
求，教育部举办了第二届全国高校廉
政文化作品大赛。贵州省教育厅于6
月份起在全省高校范围内广泛征集
廉政文化作品，大赛共分为表演艺术
类、书画摄影类、艺术设计类、网络
新媒体等四大类。

目前，比赛已落下帷幕。我校在
此次大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其
中，由艺术学院选送的作品《贵州教
育自律歌》获得表演艺术类二等奖、
由职业技术学院选送的作品《反腐
倡廉系列海报设计》获得艺术设计
类二等奖、由艺术学院选送的作品
《随着老百姓的愿望走》获得表演
艺术类三等奖。            (宣传部）

本报讯  近日，
中国教科文卫体工
会全国委员会表彰
全国教科文卫体系
统模范职工之家、
先进工会组织和优秀工会工作者，我校工
会荣获“全国模范职工之家”荣誉称号，
是贵州省唯一获得此荣誉称号的单位。这
是建校以来我校工会组织所获得的全国
性最高荣誉，是全校教职工政治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也是我校建校史上的一件大事。

近年来，校工会在上级工会组织、
校 党 委的正 确 领导和 校行 政 的大力支
持下，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坚 持服务宗
旨，不断加强自身建 设，充分发 挥工会

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热心为教职工排
忧解难，关心关爱教职工，努力为教职工
办实事、办好事，做了大量工作，成效显
著。为推动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和构建和
谐校园做出了积极贡献，此次获得全国模
范职工之家荣誉称号是中国教科文卫体
工会对我校工会工作的肯定和褒奖。积极
贡献，此次获得全国模范职工之家荣誉称
号是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对我校工会工作
的肯定和褒奖。                 （校工会）

贵州省女领导干部联谊会暨“话改革、勇担当、共圆中国梦”     
论坛在我校“魅力登场”

与会嘉宾合影留念

李存雄校长向图宾根大学校长介绍中国文化

    省政协副主席蔡志君（右），省文联主席、省文史馆

馆长顾久（左）等领导出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