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李仲辉认为，德行与技

艺并行，是师范生一生的修行。

“作为师范院校，我们需要绷紧‘育人弦’，挑起‘思政

担’，让课堂教学从单一的专业维度，拓展至家国情怀、教

师职业精神、主流价值等多维度，潜移默化地浸润感染学

生，为青年学生打牢师德根基、点亮理想之灯。”李仲辉

说。

衡阳幼高专秉承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使命，紧扣“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的根本问题,不断加强德育队伍建设，落实“三全育人”理

念，营造“人人育人、时时育人、处处育人”的良好育人生

态，着力构建“大思政”工作格局。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师

范院校如何为学生上好思政课，不仅关乎高等教育为青

年学生筑牢思想根基的重大任务，更是对未来中小学生

思想政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课题。”衡阳幼高专校

领导萧烽说，“打造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

的思政‘金课’，浇灌思政课魅力之花，这是我们的责任和

使命。”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衡阳幼高专积极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进课堂，组织学生集中观看“四史”思政

大课，开展党史知识竞赛与党史学习教育研究性学习成

果展示活动，并结合教学内容开展线上讨论等，引导学生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坚定理想信

念、增强使命担当。

此外，对团委、学生会的工作，衡阳幼高专实行分阶

段、分层次地指导，探索了新时期学团工作新模式，并通

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团日活动、五四青年表彰活动等，不断

提高学团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

我们了解到，衡阳幼高专还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为载

体，着力打造 5 张德育名片，即主题德育、活动德育、节日

文化、实践德育、自主管理。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的引领作

用，已组建合唱团、舞蹈队、绘美社等 34 个学生社团。举

办幼高专讲坛，道德讲坛等活动，发挥阵地育人的作用。

在学生管理中，衡阳幼高专推行自我教育、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管理模式，培养学生的自主自律的品质。引

导学生积极参与校园建设，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意识。每

班设立一名信息员、一名心理委员和一名安全员,呵护学

生的身心健康。采取个人小结、师生民主评议等形式，定

期对学生开展思想品德素质测评，引导学生加深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立高水平现代教师

教育体系，是‘十四五’时期的目标要求。”李仲辉表示，衡

阳幼高专将以先行者的担当和奋斗者的自觉，向着省内

一流的幼高专及升格为本科院校的目标全速进发，以一

流教育输出一流人才，为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奋力

建设现代化新湖南提供强大人才支撑，为建设高质量教

育体系、实现教育强国贡献衡阳幼高专的智慧和力量！

盛夏 6 月，衡阳幼高专校园里的栀子花

开得正盛，花香正浓，跃动着勃勃的生机。

合并新建一年来，衡阳幼高专以先进的

办学理念、鲜明的办学特色、优异的办学业

绩，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彰显出“奋楫者

先”的大美景象，被广大学子称为“别人家的

学校”。

美在底蕴深厚、实力强劲。自 1958 年

创办以来，衡阳幼高专始终以排头兵的姿态

行走在全省师范院校发展的前列，享有“北

有长沙师范、南有衡阳幼师”“湘南中师教育

的领头雁”“湘南艺术家的摇篮”的美誉。有

着良好的办学声誉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超

8 成毕业生愿意为该校“代言”，把自己的母

校推荐给亲友。

美在环境优美、设施精良。衡阳幼高专

校园建设总投资 13.7 亿元，以“建设一流的

现代化幼儿师范院校”的标准，打造成融现

代文明、传统文化和自然景观为一体的富有

师范特色的“数字化、园林式、生态型”的校

园。学校占地 746.5 亩，规划总建筑面积 31

万平方米，现有仪器设备总值 6643 万元，馆

藏图书 48.68 万册，实习实训室 232 间，是师

生诗意生活的家园。

美在名师荟萃、桃李芬芳。“名家掌校、

名师执教、名人辈出”，是衡阳幼高专办学史

上最为显著的特点。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401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教师 9 人，副高级职称教师 138 人，

博士教师 1 人，硕士研究生教师 106 人，双师型教师 125

人，国省市级优秀教师 18 人，省级学科带头人 19 人。

已累计培养了 7 万余名毕业生，从知名中小学校长、特

级教师、学科带头人到大学校长，从文艺大家到商界巨

子，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条战线，都能看到衡阳幼

高专学子脱颖而出的身影。

美在理念先进、管理精细。衡阳幼高专提出“办一

所有温度的学校”的办学理念，即让爱和温暖弥漫校

园、让激情与活力充满课堂、让责任和感恩铭记心中，

提出的“教学相长 学以致用 育训结合 产教融合”的

“全实践”培养模式，实行的师范教育与艺术教育相结

合的举措，可谓点准了高素质师范生培养的“穴位”，实

现了与基础教育人才培养的同频共振，踏上了师范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鼓点，给每一个学生多了一份梦想成

真的坚定。

美在专业突出、就业无忧。衡阳幼高专目前开设

的专业，均是紧跟需求的主流专业，有着“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人优我特”的核心竞争优势。同时，该校还在

每个专业设立了系统的升本辅导，学生可以通过专升

本、自考本科等继续深造，为学生创造了全方位的成才

环境、提供了多样化的成才选择。

衡阳幼高专，一切都是厚重的，一切又都是崭新

的。来这里，从衡阳幼高专之美中汲取力量，成就大写

青春，与理想不期而遇！ （彭国军）

——写在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合并新建一周年之际

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有高质量

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明确了“十四五”时期建设高质量

教育体系的战略任务。作为教师教育主力

军的师范院校，如何围绕“高质量发展”这条

主线发力？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高校的录取分数

线，是一所高校办学实力、办学水平、社会影

响力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6 月下旬，

我们走进考生争相报考的热门院校衡阳幼儿

师 范 高 等 专 科 学 校（以 下 简 称“ 衡 阳 幼 高

专”），感受师范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力量。

2020 年 5 月，衡阳幼高专经省人民政府

批准，教育部备案，由原衡阳幼儿师范学校、

耒阳师范学校、衡阳艺术学校合并新建而

成。

2020 年秋季，衡阳幼高专开始面向全省

招收首批高中起点三年制大专新生，备受广

大考生与家长青睐，其中不乏许多高分考生

踊跃报考，文科投档线达 451 分，理科投档

线达 374 分，文理科投档线双双荣登全省同

类新晋院校和衡阳市属高校榜首，成为考生

争相报考的热门院校。

每个考生心中都有一所心仪的大学 。

作为一所合并新建的院校，衡阳幼高专缘何

如此受广大优秀考生青睐？其背后有着怎

样独特的吸引力？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师

范院校高质量发展的新策略、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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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教育实践是教师教育课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教师培养的必要环节。”在衡阳幼

高专负责人李仲辉看来，培养具有良好专业实

践能力的师范生是当前基础教育对高等师范

教育的呼唤，也是师范院校的立身之本。

为此，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该校高度重视

学生在校期间实践学习环节的落实，提出了

“教学相长 学以致用 育训结合 产教融合”十

六字方针，并在业内率先探索开展“全实践”指

导下的相关研究，成功申报了《“全实践”理念

下新时代高专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资源开发与

共享研究》省级重点资助课题，建立了以提高

实践能力为核心的人才培养体系，提出了以

“爱与温暖，激情与活力，责任与感恩”为主旨

的“办一所有温度的学校”的办学理念，探索出

了一条师范教育人才培养的新路子。

为了让学生具备良好的专业实践能力，在

基础设施建设和平台搭建方面，衡阳幼高专积

极投入，建有舞蹈室、钢琴室、幼儿园仿真、奥

尔夫音乐、蒙台梭利等完备精良的技能实训平

台，并在省内外建立了 200 多个优质、稳定的实

习实训基地，还建有附属幼儿园和附属小学。

与此同时，衡阳幼高专与幼儿园、小学合

作共赢、共谋发展，邀请他们共同制定和完善

学校实践教学大纲，切实加强对学生就业创业

的指导，形成高校与幼儿园、小学共同培养学

生的教师教育共同体。

在此基础上，衡阳幼高专全面落实高校教

师与优秀幼儿园、小学教师共同指导教育实践

的“双导师制”，即每个学生拥有 2 个专业导师，

校内导师在教学中强化实践环节，着重在专业

学习、专业实践活动、学术活动方面指导学生；

校外导师采用跟师学艺制，将学生置身于幼儿

园、小学教学情境之中，让他们参与备课、上课、听课、评

课等，与学生交流，提升个人的专业实践能力。学生、幼

儿园/小学教师、高校教师三方资源共享，真正实现优势

互补、教学相长。

此外，衡阳幼高专还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技能竞赛、黄

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实践能力。全面推行“三字一话”

等教师职业技能基本功训练，使学生养成教师职业技能

“天天练”的好习惯，夯实专业实践能力。

值得称道的是，衡阳幼高专还创造性地将师范教育

与艺术教育进行有机结合。全面激活学生的“应用质

能”，提升了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着力将学生培

养成为“全能型”人才，即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都拿

得起，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和基本技能的全面提升。

为打造“善保教”学前教育师资培养摇篮，我们注意

到，衡阳幼高专还在学前教育学院创新性地开设“四点半

课堂”，每周一至周四下午 16 时 30 分，由专业老师指导学

生在该校专业实训室和附属幼儿园开设感统实训、奥尔

夫音乐等特色课程，为学生提供最接近专业应用场景的

实践机会，并与天嘉天越社区、卷映书屋等进行合作，开

展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

在小学教育学院，该校将“四有”好老师目标贯穿人

才培养全过程，并对标“国家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0”，全

力构筑“卓越”小学教育师资培养高地。

在艺术教育学院，该校坚持艺术性与师范性并重，致

力于培养学生“多样性艺术技能+创造力+教育素养”的

复合能力，创建“复合型”艺术教育师资培养殿堂。

经由多层次的学习与全程实践，该校人才培养彰显

成效。来自衡南县的学前（2024）班学生罗璇，去年高考

成绩 433 分（理科），原本过了本科线，却毫不犹豫选择

报考了衡阳幼高专。“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口碑很好，我

自小就有所了解。”罗璇说，在学校，她还学习了舞蹈、绘

画、钢琴等很多专业知识，“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大学生

活。”

小学教育专业 2020 级学生谢同学，母亲智力低于常

人，父亲常年在外务工，家庭经济困难，在校享受国家助

学金(一等)。她双腿有先天性缺陷，外出需借助轮椅，却

坦然而坚强，在免修体育课和舞蹈课的情况下，期末成绩

名列班上第 28 名(共 46 人)。她擅长语文和教师口语，被

口语老师指名领读，很多同学向她请教，她总是耐心、热

情地解答。她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荣获“最佳情感奖”、

征文比赛荣获一等奖。

“入校时，我的美术基础薄弱。通过近一年的学习

后，专业水平提高神速。今年 5 月，我把自己的习作拍照

发到朋友圈，很多人都误以为这是我买来的画。”美教

（2002）班学生刘萱说：“衡阳幼高专真的很值得报考，我

现在终于明白当初妈妈一再坚持要我报考的原因了。”

事实证明，从衡阳幼高专毕业的学生，将会拥有“上

手快、适应好、后劲足”等显著优势，足以让他们不论是步

入职场还是继续深造，都能大放异彩，深深地打上了衡阳

幼高专的烙印。

前 言

实施“两手抓”战略
师资力量雄厚闻名遐迩

“对于师范院校来讲，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既是提高教育质量、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重要

力量，同时又是面向未来培养一代代高素质、

专业化教师队伍的战略骨干。”李仲辉说。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衡阳幼高专秉持

“一流师资培养一流学生”的理念，以建设示范

性特色专业群为着力点，不断强化“引培并举”

机制，一手抓高层次人才引进，一手抓中青年

教师培养，着力构建学科带头人、教学科研骨

干和优秀青年教师三层次“人才金字塔”。

在人才引进上，衡阳幼高专自去年以来，

依托衡阳“人才雁阵”计划，引进了博士学历教

师 1 人，研究生学历教师 66 人，极大地充实了

学校的师资力量。

在人才培养上，对于青年教师，衡阳幼高

专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的示范、辐

射、引领作用，开展“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活动，

以老带新，促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另外，该

校成立了各名师工作室，实现了一位名师带动

一个专业、优化一个团队的目标。

与此同时，衡阳幼高专不断加强“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

在教师的考编选聘过程中，有意向于在幼儿

园、小学工作过的硕士研究生；另一方面是定

期选派专业教师到幼儿园、小学进行全程、全

领域、全方位的跟班学习，时间为 6 个月。另

外，该校要求专业教师除应考取高校教师资格

证之外，还鼓励他们考取其他职业资格证书。

值得一提的是，衡阳幼高专特别注重教师

实践能力的提升，不仅实行新进教师必须到幼

儿园、小学锻炼 2 年的制度，还要求专业教师

每个学期必须到幼儿园、小学进行实习指导、

参加实践活动。

此外，衡阳幼高专还鼓励教师积极开展学

历提升，积极参加国培、省培和国家、省级各类

学术研讨会，支持名师举办个人学术研讨会、

教育思想研讨会。

一系列的“组合拳”下来，衡阳幼高专培养

造就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

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形成了“大

师”领航、“名师”挑梁、“双师”璀璨的喜人景

象。

他们中，有以李仲辉、段春华、刘树明、邓

春燕、王景魁、欧阳琳、康素洁、胡燕、杨白、谢

华、曹文生等为代表的名师大家，也有以胡建

明、伍敏、张庆、蒋利、陈星辉、詹钛期、何骑军、

陈白云等为代表的青年名师，为衡阳幼高专培

养一流人才搭建起坚固的登高之“梯”。

对此，许多到过该校的人有着深刻感受：

“名师群起的衡阳幼高专，不仅有着深厚的学

术底蕴,更有着吸引学生的无穷魅力！”

“看到学生,我就开心。”该校学前教育名

师工作室负责人康素洁如是说。她 39 年如一

日，始终坚持奋战在教学一线，把教书育人当

作人生最大的乐趣，始终保持着对学术研究的

热情，长期致力于教育科学研究，常常带领团

队一起熬夜钻研，不怕苦、不叫累，把专注、敬

业、创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传递给团队的

每一名教师。

正是抱着这样一颗初心，她身上有一连串

的光环：学前教育专业正高级讲师，省特级教

师，教育部、省“国培计划”专家库专家（学前教

育），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幼儿教师资格

考试面试考官，入选《湖南省教育人物志》，被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衡阳师范学院等高校聘

为国培专家……

“老师之于学生，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还

在于培养过程的温情、温度，用爱与善意关心

学生、温暖学生。”该校经典诵读名师工作室负

责人谢华直言。正如她所说：“学生是我生命

的一部分，为学生做多少都觉得不够。”

对学生爱在心坎上、育在无言中的谢华，

当选为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荣获“湖南

省优秀教师”荣誉称号，带领学生参加中华经

典诵读大赛、各级“文明风采”大赛屡拔头筹。

对该校教育学名师工作室负责人杨白而

言，教育既是职业，更是人生理想。

从教 33 年来，她就像“孺子牛”般任劳任

怨，培养的学生大多成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

干，带领学生参加黄炎培创业大赛、文明风采

大赛频揽大奖，所指导的 10 多名青年教师大

多成长为市级骨干教师。她入选为省“国培计

划”专家库专家，多次担任衡阳市学前教育大

赛评委、命题专家，荣获衡阳市优秀教师、模范

党员等荣誉称号。

“老师，您真是为我操碎了心，我能叫您

一声曹爸爸吗？”被学生亲切地称作“曹爸爸”

的是该校班主任名师工作室负责人曹文生。

从教 32 年，他做了 31 年班主任，共 48 次获评

“优秀班主任”荣誉称号，并荣获“首届湖南省

最美中职班主任”“湖南省优秀教师”等荣誉

称号。

每位新生踏入校园之前，曹文生就从档案

开始了解，因此对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性格、爱

好特长了如指掌。他坚持“不抛弃、不放弃、不

嫌弃”的育人理念，对每一个学生都倾注了大

量的爱心。他所带的班级，学生教师资格证通

过率非常高，先后荣获衡阳市“五四红旗党支

部”、湖南省“先进班集体”等荣誉称号，不断涌

现省优秀实习生、省优秀毕业生等先进典型。

……

“名师育名生”。在衡阳幼高专还有很多

这样的名师“大咖”，他们“人人有情怀，个个有

绝活”，笃行着用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的

志向，履行着师者立德树人的职责和使命，坚

守着教育报国之初心，把美好的人民教师形象

深深地烙在了人们的心中，成为学生们走向优

秀、成就卓越的强大助力。

构建“大思政”格局
立德树人风景这边独好

向着向着““排头兵排头兵””进发进发

美
丽
的
校
园
一
角
。

■ 彭国军 刘爱成 吴雅敏

观 察 札 记

来
这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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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秋季，衡阳幼高专将面向全省通过高考

招收高中起点三年制大专学前教育、早期教育、小

学教育、现代教育技术、小学数学教育、音乐教育、

美术教育、音乐表演、舞蹈表演、服装与服饰设计专

业新生(类别包括物理类、历史类和职高对口)。

招收人数：1900 人 院校代码：4785

学校地址：衡阳市雁峰区罗金桥四号(市内乘

坐 112、179 路公交车可直达)

招生咨询电话：0734-8336789、8141393

学生参观艺术教育学院师生首届美术作品展。

首届学前教育专业大专生到幼儿园参加见习。

首届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感受抗战文化。

（本版图片由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