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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天气 黎明播报

伴随着新中国的前进步伐，沐浴着高等教
育的改革春风，满载着丰硕的教学成果，南昌
师范学院已走过 65年的光辉历程。65年的栉
风沐雨，学校校名几经变更，校址几经迁徙，体
制几经更迭，在几代人辛勤耕耘下，南昌师院
人励精图治，开拓创新，扎根赣鄱大地，谱写了
华彩篇章。

——1952年 成立江西省中等师资进修学校。
——1956年 更名为南昌师范专科学校。
——1958 年 创办江西教育学院，是江西

省最早创办的八所本科高校之一，第一任省长
邵式平同志为学校亲笔题写了校名。

——1969 年 与江西师范学院、江西大学
文科合并，先后成为井冈山大学、江西师范学
院的组成部分。

——1979年 恢复江西教育学院。
——1981年 全国教育学院和教师进修学

院会议在学校召开，会上形成了《加强教育学
院建设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由国务院于
1982年以国发130号文件转发。

——2008 年 学校购置土地，始建昌北校
区，着手改制为普通本科高校工作。

——2013年 经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批
准在江西教育学院基础上建立南昌师范学院。

春华秋实 栉风沐雨

浇灌桃李满天下

65年的拓荒与耕耘，记载着南师人拓业的
艰辛与努力。回眸过去，筚路蓝缕。从江西省
中等师资进修学校、南昌师范专科学校、江西
教育学院到南昌师范学院，校址历经南昌—庐
山—南昌—井冈山—南昌的迁徙过程，办学性
质也先后经历了成人中等师范进修学校—普
通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普通高等师范本科院
校—成人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普通本科师范
院校的变化。

抚今追昔、薪火相传。不论在怎样的环境
下，学校始终坚持培训中学师资、教育行政干
部以及培养普通本专科学生的办学任务，以

“面向基础教育、服务基础教育”为办学方向，
形成了优良的办学传统，培育了“厚德修身 博
学育人”的校训精神，流淌着“自强不息、止于
至善”的血脉，积淀了厚重的人文底蕴，创造了
辉煌的办学成就，云集了一批知名之师、培育
出万千栋梁之才。学校已成为全省中小学师
资和教育行政干部培训的主阵地，承担着普通
本专科学历教育、成人学历补偿教育、全省中
小学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培训等任务，是全省
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全省中小学教师培训

中心、全省教育行政干部培训中心、全省中小
学教师远程培训中心，培养了本专科毕业生10
万余人，培训教育行政干部和中小学教师18万
余人次，远程培训中小学教师291万余人次，为
我省中小学教师学历的达标和教育行政干部
整体素质的提高，作出了积极贡献。

砥砺奋进 跨越发展

追求卓越育英才
65年的积累与成就，凝聚着南师人立业的

心血与汗水。人心思进，抢抓机遇。2013年是
南昌师范学院的开局之年，是学校站在普通本
科师范院校新起点、迈向新征程的第一年。当
年 4月 24日，教育部函复江西省人民政府《教
育部关于同意在江西教育学院基础上建立南
昌师范学院的函》（教发函〔2013〕47号），同意
在江西教育学院基础上建立南昌师范学院，标
志着学校正式成为一所普通本科院校。

如今的南昌师范学院，已经从65年前在南
昌市豫章中学小礼堂办学发展成为一校两区、
占地 677.78 亩、充满现代气息的校园；从最初
培训中等师资的进修学校发展成为教育、理、
法、文、工、管理、艺术等多学科协同并进的普
通本科高等学校；从只有短期培训的办学模式
发展成为涵盖硕士、本科、专科教育的多层次
人才培养体系。现有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
8604人，教职工650人，涌现出一批国务院特殊
津贴获得者、全国优秀教师、国家有突出贡献
中青年专家等教授、学者。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学
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
作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步与可喜成绩。

党建思政工作成效显著 学校坚持贯彻落
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加大制度建设力
度，强化“党建+”理念引领下的基层党组织建
设，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坚持立德树人，打造“青蓝讲坛、青风学堂、青
影艺堂、青烛讲堂、青雨润堂”的“五青”校园文
化品牌。推出“传承红色基因、讲好江西故事”
等以讲故事为方式的主题活动，通过把故事

“学明白、悟明白、写明白、讲明白、演明白、做
明白”，进而“引明白”的思想政治工作“非常6+
1”的新途径，将灌输转为引导、由被动走向主
动、从单一变成多元。

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高 坚持教学中心地
位，转变教育教学观念，规范教学管理，加强教
学内涵建设，推进教学改革，开展创新创业教

育。学校现有普通本科专业24个、普通专科专
业 21个。获批学前教育、旅游管理 2个省级专
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获批《教育学》《数学教学
论》等15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获省级教学
改革项目57项、省级教学成果奖3项；建立实习
实训基地105个；获国家级优秀社会实践服务队
1项，学生获全国大学生各类竞赛奖880项，学生
在校期间获得全国大学生广告设计大赛一等奖
以及“中国梦第三届全国校园音乐艺术节”金
奖、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奖、江西省大学生
年度人物、江西文化艺术交流系列活动金奖、江
西省师范生技能大赛一等奖、外研社杯全国英
语阅读大赛（江西赛区）一等奖、省运会金牌、全
国跳绳联赛总决赛金牌、全国健美操比赛特等
奖等众多荣誉，毕业生就业率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毕业学生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欢迎和好评，
为国家和社会的人才培养作出了应有贡献。

科学研究水平明显提升 学校注重以项目
研究为平台，以完善科研机制为抓手，形成了
培养（培训）与研究有机融合、互为促进的科研
创新特色。学校设有生物技术研究所、教育管
理研究所、中国书画研究所、书院研究中心、谱
牒文化研究所、经济研究所等 12个研究机构，
在遗传学、教育学、谱牒学、书院史、中国画、文
艺理论等学科领域拥有一批知名专家学者，在
傩舞、鄱湖渔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方面
也形成了亮点，取得了丰硕的教学科研成果。
江西民间舞蹈文化研究中心、江西省旅游产业
升级研究中心、江西省地方鸡种遗传改良重点
实验室和江西省旅游应用型人才培训基地设
立在南昌师范学院。

教育培训优势日益彰显 学校坚持教师
教育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相贯通，做大教育培
训体量，教育培训工作列全国第八位，为全省
基础教育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做出积极贡
献。2013年至今累计承担国培项目74期，集中
培训中小学教师、校长 1.34万余人次；承担省
培项目 71 期，集中培训校长、教育行政干部
8600 余人次。目前，学校与全省广大中小学
校、幼儿园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学校牵头
编撰的江西基础教育蓝皮书产生积极社会效
应。

文化传承创新能力持续增强 坚持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校园文化建设，将“文
化荣校”作为学校战略发展思路之一，施杏坛
之教泽，行春风之化功，不断弘扬红色基因，努
力铸就博雅之才。举办传统文化节系列活动，
结合学科专业打造精品校园文化，形成了书院
文化、高雅文化、红色文化、传统文化、法治文
化、道德文化进校园的格局。

社会服务能力进一步突出 坚持优势互

补、共同发展的原则，进一步完善机制、搭建合
作平台、拓展合作领域。在项目合作、成果转
化、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校企、校地
合作，促进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提升
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能力，全面服务和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目前与南昌经济开发区、南昌市教育局等
单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国际交流合作力度不断加大 坚持开放办
学，以“引进来”和“走出去”为抓手，以“提高水
平、扩大服务”为主旨，积极策应“一带一路”建
设，着力拓宽国际交流合作渠道。与爱尔兰公
共管理学院开展中外合作教育专科项目 2项；
与爱尔兰公共管理学院、新西兰坎特伯雷大
学、泰国博仁大学、美国弗罗里达理工大学、埃
及法尤姆大学、马来西亚北方大学等高校洽谈
国际合作与交流教育项目，并签订了友好合作
协议；组织师生暑期赴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短
期校际交流；在巴基斯坦独立 70周年之际，组
织师生赴该国奎达举行的庆祝活动；特邀印尼
拓展教育基金会创办人兼总主席吴能彬博士
来校访问、洽谈。

凝心聚力 继往开来

携手奋进谱新篇

65年的发展与壮大，寄托着南师人创业的
理想与志向。初心不改，继往开来。学校改制
更名以来的奋斗历程，深刻启示我们：要把中央
方针政策、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与学校实际结合
起来，明确方向、找准路径，坚定信心、真抓实干，
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全面推进学校改革发展。

号角已吹响，学校将延续65年的发展之脉
与精神之魂，绘就学校发展新蓝图。

——全面从严治党水平显著提高。思想
理论武装不断加强，党内政治生活更加严格更
加规范，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显著增
强，思想政治工作能力和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领导干部中坚骨干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充分发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推
进，风清气正的校园政治生态建设全面加强。

——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高。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
节。教学基本建设成效明显，专业建设与人才
培养相适应。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学生的创
新、创意、创业能力明显提升，毕业生就业率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

——“11531”工程建设成效明显扩大。扎
实推进“11531”工程建设，通过引进、培养等方

式，在全省有影响的学科带头人和领军人才达
到 10人以上，具有博士学位教师达到 150人以
上，培养 50名 40岁以下的青年英才；建设 3个
省级特色学科和 3个省级特色专业，10个高水
平科技创新平台和团队。

——学科建设与科技创新水平明显提
升。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对接全省高校优势
型、成长型、培育型学科专业建设，基本形成以
特色学科为龙头、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
体系。科技成果转化、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成效明显，重点研究基地、科研创新平台、高水
平人才团队建设取得新突破。科研项目及奖
励数量明显增长、质量明显提升、层次明显提
高。学报办刊质量明显提升。

——社会服务能力明显增强。贯彻落实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加
强与区域发展对接，新型智库建设效果明显，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校地联动，搭建政产
学研联合发展平台，基础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
研究和政策咨询能力明显增强。教育培训提
质增量，深入实施教育培训质量建设工程，大
力推进教育培训模式改革创新，继续巩固与提
升在省内的优势地位，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教
育培训品牌。

——文化传承创新作用显著增强。以文
化人以文育人氛围浓厚，校园文化建设特色明
显、成效显著，活动形式多样、健康向上、格调
高雅，校风、教风、学风优良。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弘扬、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增长、质量明显
提升。新媒体新技术与思想政治工作深度融
合，创建具有时代感、亲和力和吸引力的文化
育人品牌。

——国际交流合作成果显著增加。加快
推进教育国际化进程。引进国（境）外先进教
学理念，拓展国际交流渠道，扩大国际合作项
目覆盖领域，开办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2-3个，争取建设 1所孔子学院。积极开展学
生海外游学项目。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站在国家接
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关口，回
望学校 65 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征程上，学校“立足江西，面向全国，根
植教师教育”的方向已指明，“质量立校、开
放活校、人才兴校、特色强校、文化荣校”的
战略已制定，“11531”工程已全面启动。目
前，学校师生抓住难得的战略机遇，以更加
昂扬的斗志、更加开阔的思路、更加有效的
措施、更加扎实的行动，为把学校建设成为
有特色、高水平的应用型普通本科师范院
校，为我省基础教育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做出新贡献。

春风化雨润桃李 凝心聚力谱新篇
—南昌师范学院办学65周年纪实

海外高端人才来昌洽谈创新创业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10 月 19 日，

南昌市举办 2017中国·南昌（红谷滩新区）海
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洽谈会。据悉，对来
昌创新创业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南昌市将根
据创业项目等级，给予其100万至300万元的
启动资金资助。

此次洽谈会具有项目数量多、科技含量
高、针对性强等特点，其内容主要集中在红谷
滩新区亟须的VR和金融相关专业。当日会
上，海外留学人才共提供32个项目，涉及人工
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幻影成像等。

据介绍，南昌对引进的海外人才提供优
惠政策，具体包括：对来南昌创业的，将根据
其创业项目等级，给予 100万-300万元的启
动资金资助，按项目进展分期拨付；对来南昌
创业的海外高层深人才团队在 3 人以（含）
的，给予200万-400万元。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日
前，记者从南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获悉，南昌轨道交通 4 号线一期
工程土建施工 01、03、04 合同段已
具备招标条件，计划 11 月 30 日开
工，目前正在对外进行招标。

据悉，南昌市轨道交通 4 号线
一期工程已由江西省发改委以赣
发改交通［2016］808 号文批准建
设，招标人为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政府投资及
国内银行贷款。此次招标的三个
合同段共涉及16个站和13个区间，
分别为白马山站（含站后折返线）、

白马山站至裕丰街站区间、裕丰街
站、裕丰街站至璜溪站区间、璜溪
站、望城车辆段出入段线、璜溪站
至中堡站区间、中堡站、中堡站至
礼庄山站区间（高架段及明挖段）；
上沙沟站、上沙沟站至起凤路站区
间、起凤路站、七里站、七里站至民
园路西站区间、民园路西站、民园
路西站至民园路东站区间；民园路
东站、民园路东站至北沥站区间、
北沥站、北沥站至东箭路站区间、
高新停车场出入场线、东箭路站、
东箭路站至鱼尾村站区间、鱼尾村
站，计划总工期为1127日历天。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
辉）日前，南昌市交管局为全体
民警配发使用新型警务通，全
面推行交通管理移动警务，助
推公安交警警务变革。此次共
配发新型警务通 1000余台，为
公安执法、紧急和突发事件处
理等提供了迅速、便捷的信息
条件。

此次配发的新型警务通，
拓展了查询功能，能智能辨别
车辆及驾驶员信息，同时带有
OCR识别功能，能识别身份证
来读取驾驶证号，并且能够进

行相关信息比对。升级后的警
务通，通过扫描驾驶证、行驶证
上的条形码，能快速查询车辆
以及驾驶员信息，让假牌、假证
无处遁形。

据悉，新型警务通在原有
具备现场简易程序处罚功能的
基础上，增加了对乱停车辆的
拍照处罚功能。交警对乱停违
法执法时，用警务通直接拍照
取证、打印告知单、并实时上传
至违法信息库，简化了中间环
节，提高了工作效率。

除了查询，新型警务通还

能将交通事故、重点车辆、警务
警情等信息采集并实时上传，
完善数据库，实现信息的有效
互联互通，让事故逃逸、驾驶证
吊销、车辆报废或未年检等情
况及时进入信息库，为快速追
逃、杜绝隐患车辆上路等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

配发使用 3 天来，南昌交
警通过使用新型警务通纠处一
批交通违法行为。下一步，南
昌交警还将研发电动车查询和
违法处理功能，规范南昌市的
电动自行车管理。

千余台新型警务通“上岗”管理交通
可处罚乱停车辆 今后将实现电动车违法处理

本报万安讯 （记者余红举 通
讯员谢志明）10月 18日，吉安市万
安县百嘉-高陂段升级改造工程暨
万安县百嘉赣江大桥通过专家评
审，该大桥也是赣江在万安县域内
的第二座民用桥梁，预计年底开工
建设，这意味着千里赣江最后一个
汽运渡口将结束使命。

由于受赣江阻隔，多年来万安
县韶口、百嘉两岸群众主要依托韶口
渡口实现对外交流。车辆过江需要
绕道40余公里，极大地阻碍了该区
域经济发展。随着昌吉赣客运专线
铁路的建设并在万安设站，万安县百

嘉赣江大桥的建设对构建该县对外
快速通道，形成较为完善的区域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将起到重大作用。

万安百嘉赣江大桥桥梁全宽
为 16.5米，全长约 928米，Ⅲ级通航
标准。项目概算总投资为 2.5 亿
元。项目建成后将大大缩短赣江
两岸通车距离，完全替代千里赣江
仅剩的汽车渡口，解决当地群众依
靠摆渡过河或绕行的落后交通状
况，极大地消除安全风险隐患；同
时也完善了区域路网格局，打通了
两岸的交通“瓶颈”，从此赣江天堑
将变通途。

万安百嘉赣江大桥年底开建
赣江最后一个汽运渡口将关闭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日前，
南昌市物价局批复了南昌市公共
交通运输集团报批的《关于调整

“清明、冬至”祭扫专线票价的请
示》。今年冬至开始，乘客选择专
线坐票的价格将由每人次3元调整
为4元。

据悉，随着南昌市民收入的提
升，近年来选择祭扫专线公交坐票

的人数过多，导致大量乘客无法及
时快速疏散。为了维持乘客秩序，
清除安全隐患，及时疏散乘客，减
轻交通压力，南昌市物价局根据公
交集团核算的成本收支情况，同意
清明、冬至祭扫专线站票维持每人
次2元不变，坐票由每人次3元调整
为4元。调整后的价格从2017年冬
至起执行。

省城祭扫专线票价调整
许艳梅成西湖区体育形象大使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日前，南昌市
西湖区人民政府颁发聘书，正式聘请奥运冠
军许艳梅为该区体育形象大使。

许艳梅 1977年定居南昌，1988年汉城奥
运会勇夺金牌。近年来，西湖区的发展变化时
刻牵挂着她的心。作为“西湖区体育形象大
使”，许艳梅说：“我将以实际行动，利用自己在
体育界的影响力和平台，为西湖区的体育事业
发展和城市形象塑造尽绵薄之力。”

晴天为主 气温缓升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黎明）这几

天洪城阳光回归，一扫前段时间的潮
湿阴冷。未来 3天，南昌以晴为主，最
高气温将回升至 24℃，公众可抓住晴
好天气出游，不过早晚寒凉，外出需注
意添衣保暖。

周一，我们迎来霜降节气，这是秋
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意味着寒冷的冬
天即将开始。气象科普专家说，霜降
节气表示天气寒冷，大地将产生初霜，
此节气尤其要注意防冻防感冒。

24日，南昌晴，15℃～22℃；25日
晴 ，14℃ ～22℃ ；26 日 多 云 转 晴 ，
15℃～24℃。

南昌地铁4号线
计划11月30日开工

秋日阳光下，永修至武宁高速公路南山大桥似一
条优美的弧线，静卧于清澈的庐山西海水面上，山、水、
路、桥、岛交相辉映，美不胜收，被网友们称为“中国最
美”的水上高速公路。 本报记者 程 鹃摄

“最美”水上高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