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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百年风雨 育世纪英才
□ 陶斯
湖南省桃源师范学校于 1912 年 12 月由著
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宋教仁先生定址创
办。 当时定名为湖南省公立第二女子师范学
校，是湖南省最早创办的 6 所中等师范学校之
一。 2000 年以后，随着师范教育格局的调整，中
等师范专业停止招生。 学校及时调整办学方
向， 大力开展小学教师培训和中等职业教育。
2002 年经常德市编制委员会批准，加挂“常德
市小学教师培训中心”校牌，承担全市小学教
师和教育管理干部的培训任务。 2004 年 4 月，
经常德市人民政府批准，加挂“常德信息科技
学校”校牌。
学校 1953 年进入全省 3 所、 全国 70 所重
点师范行列，1959 年被评为全国文教战线先进
单位，1960 年参加全国群英大会。 改革开放以
后，学校取得长足发展，各项工作多次受到上
级表彰和奖励。 1991 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
优秀师范学校”。 1992 年、1997 年被常德市委、
市政府授予“
目标管理先进单位”。 1996 年学校
党委被常德市委授予“先进党委”称号，1997 年
学校领导班子被常德市委授予“十佳领导班
子”称号。 2000 年以后，学校认真开展教师培训
和职业教育的研究和探索，在办学理念、培养
培训方式、培养目标、校企联合办学等方面实
现了新突破，办学规模适度扩张，办学效益逐

省级文明卫生单
步提高。 2001 年 8 月，被评为“
位”。 2001 年 9 月，被省教育厅确定为“小学骨
干教师省级培训基地”。2003 年、2004 年连续两
年被中共常德市委、常德市人民政府授予“量
化目标管理先进单位”称号。 2005 年 1 月，被国
家教育部确定为“国家重点职业中等职业学
校”。 2006 年 2 月被中共常德市委、常德市人民
政府授予“市级文明单位”称号。 2006 年 3 月被
湖南省教育工会授予“先进基层工会” 称号。
2006 年 5 月被共青团常德市委授予“五四红旗
团委”称号。 2007 年 3 月被中共常德市委、常德
市人民政府授予“市级文明标兵单位” 称号。
2008 年 5 月被共青团常德市委授予“五四红旗
团委”称号。 2008 年 7 月被市直工委授予“先进
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建校 90 多年来， 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近 4
万多人，毕业生遍布全国以及新加坡、加拿大、
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蜚声国内外文坛的女作家
丁玲、知名诗人未央、著名教育家王一知、语言
信息专家陶沙、心理学家燕国材、寓言专家陈蒲
清、 原省军区政委乔新柱少将等都是校友中的
杰出代表。 绝大多数毕业生已成为教育战线的
骨干，如著名小学特级教师单银霞、王冬娥、刘
元禧、文德训，全国优秀班主任龙丕琢，全国优
秀体育教师杜义清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校园占地 118 亩，校舍建筑面积近 6 万平方
米，可容纳 50 个教学班。 学校环境优美，教育教
学设备设施先进，拥有电脑 400 余台、多媒体教
室 4 个、语音实验室 2 个、电子实验室 2 个、计算
机主机板维修室 1 个、电工实验室 1 个、家电维
修实验室 1 个、 钢琴 60 架、56 座电钢琴教室 1
个；其他电教设备器材价值 500 余万元。 图书馆
有各类古籍、线装书 1.4 万余册，各类报刊 500 多
种，藏书量达 15 万册。 师资力量雄厚，专兼任教
师均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学校现有教职员工 146
人，其中特级教师 5 人，高级讲师 43 人，讲师 41
人，具有研究生学历和参加研究生课程学习的教
师 17 人， 省级以上专业性学会协会成员 80 人，
省中师学科教研会正副理事长 7 人,常德市有突
出贡献专家 2 人， 常德市市级学科带头人 2 人，
常德市
“
十百千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1 人。
目前，学校设有学前教育、旅游管理、旅游
英语、计算机应用等 4 个 5 年制高职大专专业
和航空与外事服务、物流管理、计算机应用、计
算机主机板维修、旅游英语、幼师等 6 个 3 年
制普通中专专业。 在校学生近 1500 人。 学校还
定期举办省、市级小学骨干教师培训班、小学
校长培训班、小学新学科教师培训班等，已培
训各类小学教师及小学校长 1000 多人。
学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坚持以德育

为首，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重视科研兴校，教育
质量高。 1991 年以来， 教师发表论文 （作品）
1239 篇 （幅）， 其中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 149
篇， 不少论文作品在省级以上评选中获奖，其
中获国家一等奖 13 个，二等奖 15 个，三等奖
18 个，主编、参编教材、教参 56 部。 仅 1997 年，
教师承担的科研课题达 12 个， 其中国家级 1
个，省级 1 个。 90 年代以来，学校毕业生按德智
体全面测试，优秀率 31.2%、良好率 49.3%、合格
率 100%，学生体育达标率 95%以上。 1993 年，
学生舞蹈《春满桃花源》剧照在《人民日报》（海
外版）上登载。 1996 年，学生舞蹈《红烛情》在全
省中师文艺汇演中获一等奖。 学生全国各类报
刊上发表作品 980 篇（件），有 29 名学生在全国
性文学大赛中获奖。《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
报》、《师范教育》 曾多次报道学校教育改革和
教学科研的经验。 近年来，学校主动适应市场，
努力帮助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大胆开拓就业市
场， 近年毕业生的就业率都在 95%以上，2007
年、2008 年、2009 年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98.5%。
桃源师范学校在风风雨雨中已走过了近
百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她将以自己厚重的
文化底蕴，科学的办学理念，和谐的育人环境
和敢为人先的精神，依托“培养”、“培训”两驾
马车，在新的征程上再创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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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师范学院南岳学院坐落于全国历
史文化名城、 湖南省第二大城市——
—衡阳
市，位于久负盛名的湘江河畔，是衡阳师范
学院按照新机制举办、 经湖南省人民政府
批准、 国家教育部首批确认的全日制本科
独立学院。 校园占地面积 431 亩， 环境优
美，交通便利，教学设施完备。 学院现有 34
个本科专业，涵盖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
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等八个学科
门类，形成了文、理学科为重点的多学科相
互支撑、协调发展的学科结构。
学院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教
师队伍。 现有教职工 400 余人，专任教师 347
人，教授、副教授 156 人，博士 50 余人，60％

以上教师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有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6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 1 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1 人、全国
优秀教师 5 人、省级教学名师 2 人、省青年骨
干教师 40 余人、 海内外兼职教授 30 余人。
学院始终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其中，在研国家级、省厅级课题立项
100 余项。 获省级教学成果奖 1 项，省级教学
团队 1 个，省级特色专业 1 个，省普通高等学
校优秀教研室 1 个。
学院秉承“厚德、博学、励志、笃行”的
校训精神，始终坚持以德育为首位，以育人
为中心，以质量为生命线。学生在世界旅游
形象大使冠军总决赛、 全国语言文字基本

功大赛、全国英语口译大赛、湖南省大学生
英语演讲比赛、湖南省大学生田径锦标赛、
湖南省高等学校音乐教育专业大学生基本
功大赛、 湖南省大学生课外有机化学化工
创新作品竞赛、 衡阳市科技创新大赛等国
家、省、市级比赛中获得多项奖励。 毕业生
以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实践能力强并富有
创新精神而备受用人单位青睐和好评，学
生就业率、考研率、英语过级率和计算机过
级率居同类学校前列。
目前，学院正锐意改革，大力加强各项
建设，努力提升办学水平，为把学院建设成
为在全国同层次、 同类型院校中居于先进
行列而努力奋斗。

志愿填报 有意报考衡阳师范学院南岳学院的湖南考生，请填报志愿时在本科三批（B）志愿栏填写衡阳师范学院南
岳学院，招生代码：4733。
咨询、报名、确认 填报了衡阳师范学院南岳学院志愿并有意就读的考生，请及时与我院联系，并于录取前来校办理
有关录取确认手续。
咨询、报名、确认地点：衡阳市雁峰区黄白路 179 号衡阳师范学院老校区 A10 栋（原计算机楼）1 楼 107 室。
衡阳师范学院南岳学院 2010 年在湘招生计划详见《教育测量与评价·高考版》计划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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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欢迎广大考生报考衡阳师范学院南岳学院！
学院地址：衡阳市黄白路 179 号
招生咨询联系电话：0734-8484960 8484222 8484226（传真） 学院网址：http://nyxy.hynu.cn
乘车路线：由衡阳火车站乘 25 路公共汽车，衡阳中心汽车站乘 303 路、39 路公共汽车直接到衡阳师范学院老校区下车；衡阳东站（高铁站）乘 K1、
K2、K3 公共汽车到酃湖汽车站再转乘 25 路公共汽车到衡阳师范学院老校区下车。
常恋母校，难忘恩师。 ——
—桃师学子张明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