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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7年，时任国家教委职教司长的孟广平来我院考察工作，

根据国家的需要，经过他多方调查研究认为，我院可以给国家教育多

作点工作，可以搞一个职业教育的培训基地。为了大力发展职业教

育，满足当时对职教干部缺乏的需求，几经商量，决定在我校搞一个

职业教育的培训中心，名称暂叫“北方职业教育培训中心”，以培养北

方各省职教干部为主，经过与职教司商讨，制定办班需要的方针政策

和有关事宜，分配各省的培训名额等各项事宜。国家教委决定，每年

下拨 30万元的人民币经费，作为办班的经费开支。学院建立专门机

构，由王虹任培训中心主任负责组织领导办班的各种事宜，各省根据

分配的名额，组织各有关单位参加学习。每次开班，国家教委都派有

关领导前来做报告、讲课，到培训班来的比较多的有国家教委副主任

王明达、柳斌等部级领导，司长们有孟广平、杨金土、王文湛、刘占山

等领导和一些专家到培训中心。每年多次频繁来校作报告、讲课，另

外学院由全国各地聘请专家教授来讲课，其中，天津大学博士生导师

刘春生教授来的次数最多，除此之外，校内组织有付兴国、熊士高，李

学义，王虹等教授轮流上课。为了工作方便，交通不依靠学校，国家教

委用部委汽车指标和资金，购买小轿车（桑塔纳）一辆赠给培训中心。

为了学习先进，交流职业教育办学经验，组织学员到河北、山东，辽宁

等省先进职教典型单位参观学习。红红火火的职业教育培训，在全国

震动很大，很多高校前来学习，天津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等

纷纷要求搞职教培训，这样，国家教委经研究确定了以河北科技师院

打头，天津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农业大学这四所大学，南北两个综合

性大学，南北两所农业院校建立四个培训中心，由国家教委统一指挥，

每年召开培训中心会议，各培训中心汇报培训工作，交流办学经验，教

委传达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有关指示、政策，研究国内职教发展的

有关问题，部署下段工作等等，会议由主管职教的副主任和司长主持

领导。四个大学的培训中心主任和领导参加，会议开的很有成果。

为了搞好职教培训工作，由教委组织编写六本书，其中我院编写

两本，一本是《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学》，由各位专家教授编写，刘春生、

王虹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一本是《农村职业技术中学案例剖

析》由付兴国、王虹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经过几年的培训，到 1996年，培训各省职教干部有 2000多人，

召开全国性的职教会议三次，参加会议的有 500多人，为了更有权威

性，有效的搞好培训工作，国家教委决定我院以《国家教委农村职业

技术教育培训中心》命名，行文上报下达，有利于我院在全国开展职

教培培训工作。总之，我院的职教培训工作很有成效，对大力发展我

国的职业教育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多次获得各级领导的表扬，在我校

的校史上值得纪念。

岁月峥嵘名华夏，莘莘弟子五湖来。

学风玉律垒台柱，校纪金科创品牌。

千乘园丁诗满腹，万盘桃李曲开怀。

探究春色遍天地，百世流芳汗水栽。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80周年华诞感怀（新韵）

阴 退休教师 刘玉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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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脚下，渤海之滨，有座美丽的城市

秦皇岛，它既是闻名于世的避暑胜地，也是

国家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经过四十多

年的改革、开拓、建设成就斐然，这个滨城焕

发出勃勃生机，已然成为北京、天津等大城

市的后花园，盛夏时节，游人如织，在宽阔的

河北大街西段有一座美丽的大学校园格外

引人注目，纷纷驻足观看，高耸云天的逸夫

教学综合楼，和新落成的图书馆，拔地而起，

蔚为壮观，似两只有力的臂膀，拥抱着一望

无际的海洋，它北依连绵起伏的燕山山脉，

西与文明的燕山大学站在一条起跑线上，东

与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为邻，地理位置十分

优越，校园内苍松翠柏，花团锦簇，绿树成

荫，亭台楼阁，掩映其中，海风习习，杨柳飘

逸，似有海浪声声拍窗外，倾听朗朗读书声

的仙境，这美好怡人的教学生活环境，使人

陶醉，令人赞不绝口，而雄厚的师资，一流的

教学质量，使这个学校生源充足，逐年递增，

这所学校就是今天的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省

属一流的本科高等院校，他已经走过八十年

的光辉路程，而它的前身却深深扎根在昌黎

这块肥沃的土壤里几十年，走进昌黎校区，

主教学楼设计的宏伟别致，敏学修身，乐业

创新的校训八个大字格外醒目，古木参天，

绿草青青，别有洞天，教学实验楼、图书馆、

生物标本室，等教学设施一应俱全，走进校

园你会感到浓厚的学习氛围，和文化积淀，

这就是昌黎人俗称的老农校，它诞生在抗日

烽火硝烟的年代，如一棵幼苗饱经风霜和艰

辛历经艰难曲折的办学之路，在党的关怀和

领导下，这所学校才获得新生，小小幼苗已

然长成参天大树，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大批栋

梁之材，这所学校坚持以农林、牧渔的办学方

向，坚持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方法，和发

展理念，与农民和果农打成一片，采用走出

去、请进来的方法，把课堂开在农村的大地

里、果园上、牛栏中，帮助人民群众解决疑难

杂症，防止各种动物疫情的发生。学生勇于吃

苦，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场景历历在

目，他们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又

加深了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和交流，深受农民

的喜爱和欢迎，他们还积极参加大学生社会

实际活动，经常组织学生参加昌黎学雷锋日

到火车站、汽车站、敬老院打扫卫生，为老人

理发，洗衣服，清理冰雪，防震救灾等方面都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和

称赞，2007年我到科师参加工作后，有幸与

学校的孟祥雕老师和刘泽弟老师驱车几千

公里，历经 20天，两次采访我校的毕业学

生，我们到全省十六所职教中心进行采访录

制，我校大部分毕业生都在教学科研一线工

作，早年毕业学生大都走上领导岗位，我们

每到一地都受到毕业学生的接待和欢迎，他

们对工作爱岗敬业，教书育人，无私奉献的

感人事迹数不胜数，令我们深受感动。

抚今追昔，我校走过的八十年光辉路程

可谓是八十年风雨春秋，八十年风雨同舟，八

十年春华秋实，八十年桃李芬芳，雄辩的事实

证明，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科师今

天的辉煌成绩，让我们以纪念建校 80周年华

诞为契机，更好的学习和贯彻习近平和党中

央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的把

握教育教学方面的正确方向，提高教育质量

和素质，把学校建设的更加美丽，更加美好，

明日科师更辉煌。

明日科师更辉煌
□ 退休教师 白绍平

韩昌黎称故籍，李大钊曾战地。

文史蕴承厚积，马列主义传递。

星火燎原高炬，校建抗日艰激。

饱浸民族血雨，更经解放彻浴。

革命理想召聚，英华才俊奋集。

学教智技重习，解惑证论探疑。

阶级工农主体，服务人民本意。

大路红旗高举，建设富强奋起。

春风化雨暖细，薪火精神传继。

教书育人先己，风范亮节德玉。

改革开放创绩，实践科学固基。

不忘初心志必，牢记使命竭力。

青春奋斗尽许，为国大公无惧。

八十周年庆喜，桃李芬芳涌济。

无私奉献称誉，著书立说精辟。

放眼世界业继，勇往直前共励。

百年辉煌铭记，征程争创瑰丽。

师生齐飞比翼，敢胜壮志天齐。

人才辈出接力，民富国强势必。

鞠躬尽瘁肩梯，功赞科师为记。

金风烈鸣兮燕山雄伟，其

峰峰锋铮兮，显刚劲健耸而征

燕赵风骨；

碧浪腾啸兮渤海浩瀚，其

涛涛滔澜兮，拓旷达博纳而彰

京冀襟胸。

于是识燕赵京冀之层峦

兮，知科师建基之渊薮。必然

是：科师展人才济济兮而明报

国之大志；数风流创硕果累累

兮而证理想之崇高；做贡献敢

担当堪胜任兮职重重争更重；

才能够凭吾生为教育奠基础业

精精益求精；比后浪推前浪浪

浪浪浪浪?浪推前浪；做吾人为

众人人人人人人仁人为众人。

这才有：青春献兮尽花园耕耘

春献至诚；倾情燃兮促生命火

焰情燃无悔。

科师人兮炽爱科师而科师

炽爱兮科师炽人。

慷慨幸甚，歌以咏之。

辛丑仲秋

科师记歌
———感建党百年辉煌，科师八十

周年校庆，教师节而作
□ 退休教师 王红力

讲 述 科 师

———纪念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建校 80周年

人生若只如初见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

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

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

声:“噢，你也在这里吗？”这是张爱玲眼中

的初见。而我们和科师的相遇，或许会发

出世间所有的相遇皆为久别重逢之感，一

切的一切，似乎是安排好了一样。我们知

道，我们会和这所学校一同成长。初入大

学时，我们似乎有些迷茫，时光的左岸是

我们无法忘却的记忆，右岸是值得我们紧

握的璀璨年华。而如今，我们一路成长，一

路蜕变，与科师一起成长，共同发现自己

身上更多的可能性。

心有明月山河明媚
贾平凹曾言:“人的一生，苦也罢，乐

也罢，得也罢，失也罢。要紧的是心间的一

泓清泉不能没有月辉。”故我们要追寻心中

的明月，对着自己的心灵招兵买马。若想追

寻心中的梦想，科师愿为你搭建一个平台。

海德格尔曾说：“人应诗意地栖居。”当我们

疲倦时，学校的一草一木便可以为我们带

来丝丝慰藉。我们的视线被窗外吸引，既

可欣赏郁郁青青之佳木，又可欣赏百花争

放之生机之态。驻足美景时，或许会有“欣

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之感。

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

是夜，月光入户，烛影飘摇；庭前落

花，无人知晓；少年面骨桀骜，燃烧青春。

一面桌，一张椅，一叠纸，一支笔。寒窗苦

读，是刻苦的见证；满袖檀香，是用功的证

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数

年如一日，与明月结伴，与烛光共行。是少

年人的执着，是读书人的坚定。吹灭读书

灯，一身都是月。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科师在，

我们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一往情深深几许，科师，愿我们共同

绽放一段流年！

悠悠科师吐豪气，风华绝代，荡气回

肠，风骚独领，铮铮科师铸脊梁，风雨兼

程，同舟共济，佳誉四方。蔡元培先生说

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科师一

年多的学习生活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大学

不仅仅是求知的地方，这四年是一个教会

我如何真诚地做人，如何提升自我，为以

后更好地融入社会进行预演的阶段。在学

校建校 80周年之际，我想说：“科师，祝您

生日快乐!”

执校之手 与校偕长
□ 外国语学院 王晨曦

八十年风雨兼程，八十年成长进步，

八十年岁月如歌，“敏学、修身、乐业、创

新”成为你发展的基石。八十年披荆斩

棘，八十年闪闪发光，“文明其精神，野蛮

其体魄”成为你的体训。八十年峥嵘岁

月，“让每一个学子健康成长成才”成为

你的奋斗目标。八十载风雨，这里早已成

为一片沃土，收获了丰硕的果实。

迈进学校的大门，也许你看不到巍

峨耸立的大楼，金碧堂皇的装修，但永远

会看见在楼梯上徘徊的考研人，会看到

正在为自己梦想拼搏的莘莘学子。每当

看到这些，心里便会充斥着骄傲与感动。

走进课堂，也许你看不到崭新的桌椅和

充满科技感的设备，但永远会看到正在

认真上课的师生和干净的学习环境。走

进宿舍，也许你看不到上床下桌和独卫，

但永远会看到认真工作的宿管阿姨和团

结的同学。虽然岁月的冲刷给你留下了

抹不掉的痕迹，但校训会永远留在我们

心中，永远不会忘记“敏学、修身乐业、创

新”这八个字。

一砖一石，一草一木，在几代科师人

的辛勤耕种下，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回

顾过去，我们无比自豪，展望未来，我们

信心十足。我们相信，母校的八十年华诞

将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和

再创辉煌的新起点。八十年艰苦奋斗，八

十年造就辉煌，桃李竞芬芳，学子领风

流。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母校的悉心

呵护下，我们学会了很多也成长了很

多。母校总是把温暖及时输送给我们，

让我们在纷杂的世界中永远保持这那

份纯真。

知识的海洋，文化的殿堂，思想的宝

库，精神的圣地。八十载辛勤汗水结硕

果，跨世纪芬芳桃李满天下。学在科师，

与书为伍；生活在科师，幸福又幸运。三

年的时光，我已经在科师留下了数不清

的回忆，亲爱的母校终于迎来了她八十

岁的生日,我在胸中编织着对她生日的祝

福,心中充盈着无尽的感激。隔山隔水隔

天海,我永远与母校心心相印彼此相连。

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发出耀眼的

光芒。八十年历史的沉淀，造就了科师的

沉稳与坚定；八十年的风雨兼程，使科师

敢于拼搏的士气更加高昂。在科师八十

周年华诞之际，祝福你，我的母校———河

北科技师范学院，祝你在今后的教育科

研路上能展示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风雨八十载
□ 教育学院 左昀沅

亲爱的科师母亲：
您好！我是您乳汁滋养下的数十万孩

子之一。
您婀娜的身姿坐落在，燕山脚下，渤

海之滨。今年，科师母亲迎来了您 80岁生
日，作为您的一个孩子万分荣幸。19年碰
面，从此跟您结下了缘分，在您的怀抱下
生活并学习了两载，幸哉！乐哉！

80年，一个未被定义时间究竟有多长
的数字，一段充满艰辛但是收获良多的旅
程。从1941年您诞生，在风雨中飘摇，到几
十年中您带领自己的学子们奋力拼搏、巍
然屹立，再到而今的硕果累累、分外妖娆，
您已在不知不觉中，走过了八十个春秋。
北国之树的年轮都很清晰，却很少有

人懂得，正因您经历了太多的风吹雨打才
会留下这么深的印记，如此孕育的树木一

定能茁壮成长。您便是这样，您的成熟、坚
韧，正是 80年的磨砺所锻造的啊！
我没能够见证先辈们用他们的汗水

和激情铸造起这座堂堂学府，无法感受您
几十年来所历经的沧海桑田，我只得借助
一名新时代大学生的眼光，用我稚嫩的笔
触，去发现和描绘您的美。
都说，是黄河奔腾的水孕育了中华文

明的源远流长，是母亲甘甜的乳汁哺育了
华夏儿女，那么我想，大概是渤海的温柔平
和成就了今天的科技师院。这里，有无数教
师的诲人不倦，他们桃李满天下；有莘莘学
子们对知识的渴求，他们走出校门，成为同
辈人中的佼佼者；多少大家曾登上讲坛执
鞭，多少伟人曾驻足这里留恋……
敏学、修身、乐业、创新的校训，我们

从开始就牢记在心，碣石山秀美的风光，

我们也已领略了不少。今天，我们坐在明
亮的教室中读书，明天，我们便担负着对
母校的责任走向社会。我们中的有些人会
成为博采众长的开拓者，有的会是继往开
来的领路人，有的或许平凡一生。但无论
怎样，我想我们都应该感谢您，这里是我
们的避风港，我们永远的家。
幽燕坦荡，长城雄浑。天地间屹立我

们科技师院人。用心血浇灌芬芳桃李，用
求索铸就大学精神。敏学修身，乐业创新。
缔造辉煌，与时俱进。让历史赞叹，
任未来邀请。我们是光荣的科技师院

人！
您在燕山的艳阳里大雪纷飞
我在渤海的寒夜里四季如春
如果潮落之前来得及
谁能陪您看海到天明
穷极四年 做不完 科师的梦

谁又在谈论我曾记挂的小岛
因为那片海 曾是谁的 昨天

小小的曦园里再没有 一个她
寒冷的夜寂寞对池里的鱼儿说话
记得泰戈尔说过:“花的事业是甜密

的，果的事业是尊贵的，那么，就让我于叶
的事业吧，因为他总是谦逊地垂着绿荫。”
选择了作为一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
生，这份叶的事业，就意味着将“立德树
人，为国育才”的责任和使命挑在了肩上。
通过两年的学习，让我更加清楚地知

道了自己作为一名将来的国际汉语教师
身上的责任和使命，余下的在母校学习的
时间已经很短，希望自己不负韶华，不忘
初心。八十载风花雪月，八十载春夏秋冬。
八十年是终点，也是起点，衷心祝福您繁
花似锦，永远有活力。
沧桑砥砺八十载，薪火传承谱新篇！

此致
敬礼

您的孩子：崔双运
2021年 10月 15日

致敬母校
□ 文法学院崔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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