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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ding Post

安徽师范大学举办高水平大学建设发展论坛

暨艺术展演纪念建校九十周年

本报讯   九十载弦歌不辍，新时代

再续芳华。5月 20日上午，安徽师范大

学校园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上

庠弘道 江淮弦歌”高水平大学建设发展

论坛暨安徽师范大学建校九十周年艺术

展演在花津校区礼堂隆重举行。安徽省、

芜湖市以及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友好合

作高校校长和国际友人，兄弟高校领导

嘉宾，学校合作单位和社会知名人士，基

础教育一线的管理骨干和特级教师代表，

各行各业校友代表，历任校领导，学校

领导和在校师生代表 800余人参加论坛

并观看艺术展演。大会设置了实训中心

报告厅、法学院模拟法庭、赭山校区科

技礼堂等三个分会场，广大师生通过网

络、移动客户端等媒体收听收看大会视

频现场直播。

莘莘多士，跻兹上庠。活动开始前，

现场观众通过大屏幕共同回顾了学校90

年建设发展历程。学校不同历史时期的

9个校门影像伴随着 90秒倒计时浮现在

全场观众眼前。

在嘹亮的号角声中，安徽师范大学

党委书记顾家山登台主持“上庠弘道--

高水平大学建设发展论坛”。全国政协副

主席刘奇葆校友，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王胜俊校友，安徽省委、省

安徽师范大学是安徽建校最早的一所老大学，值此 90周年华诞表示热烈的祝

贺。请学校领导转达我对全校师生员工的亲切问候，希望母校越办越好，在新的时

代培养更多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68届历史系校友王胜俊
                                                                                    2018年5月13日

安徽师范大学值此90周年华诞，谨向母校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全体师生员工和

广大校友致以诚挚的问候。九十载风雨不忘初心薪火相传，九十载耕耘木铎金声青

蓝相继，回顾历史，一批又一批名家大师汇聚在灵湖之畔，镜湖之滨，弘文励教；

一代又一代师大学子，在各条战线上建功立业，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重要贡献。今

日之学校，秉承厚德、重教、博学、笃行的校训，坚持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建设

目标，不断提升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源源不断地为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和祖国现代

化建设输送各类优秀人才。我为母校取得的每一项成绩感到骄傲，为自己是一名师

大学子感到自豪。

教化之本，出于学校，传道授业解惑是神圣职责，衷心祝愿母校在新的起点上，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广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谱写新时代的精彩华

章！

                                                                                72级历史系校友刘奇葆
                                                                                        2018年5月7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奇葆，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胜俊，安徽省委省政府等发来

贺信贺电。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修松等领导嘉宾与各界人士、广大校友、师生代表参加活动。

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奇葆贺信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王胜俊贺电

政府及省直有关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俄罗斯米宁大学等国内外高校，芜

湖市委、市政府，田家炳基金会等捐赠

单位、部分友好单位及我校海内外校友

会等发来贺信贺电，庆祝学校建校90周

年。安徽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

庆亮教授、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修松、芜

湖市委副书记、市长贺懋燮、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副校长陈初升教授以及来自各

行各业的校友代表也纷纷在论坛上致辞，

共祝师大明天会更好！

论坛上，芜湖市委书记潘朝晖和在

场领导嘉宾共同见证芜湖市副市长张志

宏与安徽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李琳琦共

同签署市校战略合作协议，梯尔希（南

京）医药研发公司副总经理魏常青、香港

宝文置业集团、宝文置业（安徽）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大明作为捐赠合作方代表，

与安徽师范大学领导张庆亮、李琳琦共

同为捐赠合作项目揭牌。顾家山在主持

会议时表示，安徽师范大学正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以全新的姿态迈

入新时代，奋力开创高水平大学建设的

新局面！

在幼儿园小朋友欢乐明媚的舞蹈

《桃李争春》中，“江淮弦歌--安徽师范

大学建校九十周年艺术展演”正式开

始。展演中用原创舞台剧《建校初心》回

溯了省立安徽大学建校前的历史语境，

用歌舞《追寻》向为安徽师范大学建设

发展潜心耕耘、呕心沥血的专家学者、

社会贤达致敬，原创主题节目《九代师

生忆芳华》追忆往昔求学时光，讲述浓

浓师生情谊，展现了一代代师大人教书

育人、言传身教的教育情怀，催人泪下、

感人至深……

本场展演围绕 “新时代、新征程、新

辉煌”的主题，紧紧抓住“师大史-家

国情”、“师大人 -师生情”、“师大梦-

母校情”三条情感线索，坚持叙事为主、

抒情为辅、共鸣为重，观众不时饱含深

情热泪，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实现

了台上台下交相呼应的艺术效果。展演

通过互联网和电视进行现场直播，海内

外校友跨越时空，一同分享校庆喜悦。

节选自安徽师范大学官网《安徽师

范大学举办高水平大学建设发展论坛暨

艺术展演纪念建校九十周年》（2018年5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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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在师大，欢迎回家--九十年校庆的图书馆接待工作侧记

陶行知教育基金会会长崔祖瑛

     先生向图书馆捐赠图书
本报讯  5月 19日下午，我校 1968

届化学系校友陶行知教育基金会执行理

事长（会长）崔祖瑛先生一行来到敬文

图书馆捐赠图书。图书馆在敬文图书馆

东门大厅举行了简短的接受捐赠仪式。

仪式由图书馆馆长方青主持，副馆长刘

和文等同志参加。

时值母校九秩华诞，崔祖瑛先生专

此从北京赶赴安徽师范大学敬文图书馆

将其策划出版、价值98万元的《毛泽东

庆九十华诞，颂不老青春—耄耋

之年校友向图书馆捐赠图书
本报讯 历史的瞬间不只封存在档

案、橱窗中，还鲜活地存在于他们的记

忆里。5月 19日，安徽师范大学如期迎

来了他的90周年庆典，怀着“感恩母校，

追忆芳华”的激动心情，各地各时期校

友纷纷冒雨回访。这其中就包括他们，

国立安徽大学时期的校友杨明先生、邓

敦明先生、汪渡兴先生。90年风雨，90

载芳华，他们与母校同庚，与师大共庆。

19日上午十点，杨明先生一行三人

来到图书馆，受同是国立安大时期的校

友宋养琰、盛法、戴运凤之托，替他们

向图书馆捐赠个人著作。捐赠仪式在图

书馆二楼举行，图书馆馆长方青教授、

副馆长刘和文研究馆员参加了仪式。三

位老校友捐赠的图书分别为：宋养琰著

《我的经济观·改革观·发展观》三卷、

《悟斋随笔》、《路漫漫兮而求索》、盛法

本报讯  母校，在各毕业生心里是

家一样的存在。曾经的一团火散为满天

星，毕业后的每一次见面每一次聚会都

弥足珍贵，与母校毕业一别后更难得回

家。但在母校生日这天，她辛勤栽培的

孩子们仍然风雨无阻地从全国各地赶

来，为母校送上 90周岁生日祝福。

这些回家的学子中，有的去年才毕

业踏入社会，有的已为人夫，为人妇，为

人父，为人母，还有的已年过耄耋。曾

经，他们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各个历史

时期，就读于不同的学院；今日，他们怀

揣着同样的赤子之心给母校庆生。为迎

接校友参观图书馆，图书馆围绕馆藏资

源精心布展，做好接待准备工作。校庆期

间开展了“缥缃聚珍，汲古惠今--馆藏

古籍宣传展”“馆藏名人名作展”“敬文苑

图片展”“明清家具展”及“春秋九秩  书

香不辍 --图书馆九十年馆史宣传展”，

并在敬文图书馆东大门特地设置了接待

处，为返校校友准备了 90周年校庆专用

签到纪念册和免费赠送的图书馆定制书

签。参观校友可自由选择软笔或硬笔，

在纪念册上留下对母校的祝福。

敬文图书馆于2007年建成，在这之

前毕业的校友还未曾一睹芳容，一探究

竟。在图书馆馆员的带领和介绍中，老

校友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图书馆的敬文

苑、古籍书库、明清家具展览等。称赞

之余，他们对图书馆几十年的发展变化

感慨万分。即使是才毕业一年的学子，

在图书馆也有了重大的新发现 --东门

入口处多了一块智慧图书馆数据分析电

子屏，一楼多了全新的多功能创客空间，

各个阅览室使用了座位预约系统，图书

馆比一年前多了几分黑科技。

图书馆九十年砥砺，九十年的历史

嬗递，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将

他们辛勤耕耘的身影留在了图书馆，定

格成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永恒的丰碑。

校友在参加图书馆的同时，还分享着他

与图书馆的故事，这激励图书馆人不忘

初心，继续前行。

诗词、题词、书信、手书古诗词墨宝》丛

书全套捐赠给母校图书馆收藏，体现了

他对母校的深情厚谊。馆长方青接受了

崔先生的捐赠并颁发了收藏证书，对崔

老先生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积极

贡献和对母校的慷慨捐赠表达了由衷的

敬佩，对他为母校发展与建设所给予的

关注和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忆往昔峥

嵘岁月，赞如今欣欣校园。崔先生最后

还在图书馆90周年校友纪念册上留下了

珍贵墨宝。

据悉，该套装帧精美、限量发行的

《毛泽东诗词、题词、书信、手书古诗词

墨宝》丛书包括《毛泽东诗词手迹墨宝》、

《毛泽东题词手迹墨宝》、《毛泽东书信手

迹墨宝》、《毛泽东手书古诗词墨宝》12

册，收录毛泽东手迹86幅（诗词 38首）、

题词手迹 233幅、书信手迹 180件、手书

古诗词 120首，合计 619幅；并配以毛泽

东生平彩照 176张、剪纸影像 176张、革

命圣地纪念邮票 4版 32枚、电子音像图

书1套。丛书以正式水印宣纸形式结集出

版物出版，填补了世界范围内毛泽东学

术研究文献的空白，具有极高的收藏价

值。海内外仅限量发行10000套，每套价

值九十八万。这套丛书的收藏丰富了安

徽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特色馆藏。

著《无射斋吟稿（选编）》、戴运凤著《说

文随笔》《寰球汉诗·百家精选》。此外，

汪渡兴老先生还把他个人创作的《诗选

二十三题》电子打印稿作为礼物赠送给

图书馆，以表示对母校的感恩和九秩华

诞的祝贺之情。方青馆长代表图书馆接

受了捐赠，并颁发收藏证书，以资谢旌。

随后，杨先生、邓先生、汪先生在图

书馆 90周年校友纪念册上亲笔题词。虽

已年至耄耋仍执笔遒劲有力。“师恩难

忘，修行在己”，这不仅是一种人生感悟，

更是对后辈和青年学子的激励。

方青馆长也表示，国立安大时期的

老校友是学校栉风沐雨、桃李芬芳的见

证人和代言人，希望老校友们保重身体，

期待着他们在期颐之年共赴母校百年之

约，共享庆生盛典。

 ( 2017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杨璐）

 (  2017级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潘盈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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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校庆  师大记忆】光阴里的师大

 2017级生物科学专业  柏培巍

细雨隐了后山，青苔绿了石板

炊烟卷走过往，若当薄雾漫漫

细柳拂向敬文，水波荡起荷塘

           阳关，不是故乡

           师大，不是终点

西风谢了花残，古道远了边关

残阳染红昨天，若当南燕归来

           理想 还在远方

           师大 还在等我

微风伴着幽香，水波随之荡漾

我背着行囊，走向未知的远方

枫叶红了又淡，鸿雁近了又远

直到你的消息传来

          九十师大，我回家了

2017级新闻学专业  路安

遥望白日斜

独凭栏

寄心与明月

折柳伴

袖拂杨花雪

锦瑟年华为谁痴笑红颜渡

云中谁寄锦书浅谈故人路

思念心间愁绪万千无人诉

何不回望当年一支惊鸿舞

睡梦中浅眠

回忆却悠远

忆起那年桃花树下

凝望的双眼

时辰漏思念

菩提岁月间

独立花津河畔撑伞

看细雨绵绵

荷花塘 花香新叶纳春光

赭山上 缘起缘聚几时光

敬文林 风吹簌簌千百度

故人啊 何时回家解莼鲈

光阴里的师大     时辰漏  逢时遇景，师大寻芳

2017级生物制药专业 吴紫薇

我站在赭山斜路梅花香，

我坐在荷园银杏叶微黄，

我迎江水碧云天高春长，

我醉东风年华梦寐轻狂。

喝碗米酒回想这往日的时光，

又忆起临行前母亲灯下的泪藏。

可是我们终将走向远方，

未来也容不得我们彷徨。

我一路奔跑，一路呐喊，

路边那棵年前凋零的落羽杉，

如今已春意盎然。

荷园的水倒映着谁家姑娘的脸庞？

她的长发散发淡淡的幽香，

运动场上的少年神采飞扬。

他是否也瞥见了这美丽的姑娘？

我来到陶先生的雕像，

仿佛听见了他的信念与梦想。

这里有旭日朝阳，这里正值春光。

我抛却沉重的行囊，奔向梦想的疆界，

再次扬帆起航，那里正是我心的方向。

赭
山
脚
下
最
美
的
青
春
底
色

2017级新闻专业 赵志堂

花津河畔，敬文堂旁

碧波荡荡，杨柳依依

师大学子跻兹上庠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

朝乾夕惕，少年可期

情人坡下，芳香芬芬

相思难断，相濡以沫

知行，行知

书声朗朗，绕梁不绝

长路漫漫，上下求索

重熙累恰，方兴未艾

师大

咏淡竹叶柳林即兴 秦淮河畔感怀

故土逢君六十春，

他乡乍见倍相亲。

休怜篱下花容瘦，

千载长存济世心。

淡竹叶，系中药。故乡家园中甚多。

六十年后于一中小山又见之。

尝移植长江新村家中，至今犹存。

漓江风采梦魂萦，相见犹疑云外逢。

神女飞天轻雾里，态浓意远舞衣轻。

一峰独秀映清流，耸立腰姿菡萏秋。

含笑回眸天际望，几多神女水中游。

九马画山云雾中，近观犹叹意朦胧。

几人慧眼识天马，只待高人指碧峰。

传闻只有状元才能看到九匹马。

浆声灯影伴兴亡，醒后方知梦长久。

纸醉金迷愁日短，秦淮作镜细思量。

六朝旧事化烟云，饿死台城余泪痕。

千古兴亡莫长叹，警钟频响几人闻？

月照秦淮来燕桥，信知遗恨永难消。

兴亡家国寸心底，贵贱难分谁更高。

漓江行

【
迎
校
庆  

师
大
记
忆
】

本报讯  她手捧一颗赤诚之心，却从

未带走半株花草；她视教育为空气，满育

天下桃李。她是教育者，用知识浇筑青

春；她是研究者，用学术探索青春；她是

缠绕在三尺讲台上的藤蔓，纤细却又坚

韧，凭借着对教育事业的一腔热血，笔耕

不辍，研读不止。她，就是中国陶行知研

究会会长、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兼党委书记、联合国教科文国际农村教

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南京师范大学

副校长，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

教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俄罗斯教育科

学院院士主席团成员、外籍院士朱小蔓

教授。她的教育之梦，始于安徽师大，作

为我校 1970级中文系校友，她在安徽师

范大学感受到学问与品格对于教师职业

的重要，感受到师大教育精神的代代传

承；在师大的求学与工作经历，成为她铭

记一生的珍贵记忆。

1970年，朱小蔓成为了师大中文系

第一届工农兵学生，她深知机会的来之

不易，也更加珍惜在师大学习与生活的

时光。“在师大和恩师、同窗度过的时光，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回忆起那段求

学经历，朱小蔓的眼睛里仿佛闪烁着青

春的光芒。

正规的课堂学习仅有六个月，却给

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只要回

忆起来，仿佛还能触摸到当时几位老师

在课堂上营造出的斑斓色彩。她喜爱外

国文学里契科夫、普希金等的简练与朴

素，也因此感受到苏俄文化的魅力；她

喜爱欧洲文学中《红与黑》《简爱》等的

深刻与独特，也因此推开了文学世界的

大门；她喜爱古典文学里《红楼梦》《水

浒传》等的艺术与思想，也因此体会到

经典文学的精深；她喜爱现代文学中柳

青、赵树理等的文思与情怀，也因此开

启了探索中国文学的旅程……师长的教

诲让朱小蔓受益匪浅，而深厚的同窗情

谊也让她难以忘记。52位工农兵学生年

龄不一，知识水平也参差不齐，但同窗

之间的美好情谊至今还铭刻心底。她们

与年轻教师关系密切，一起创作剧本，

曾一起合作创编出小歌剧《一条棉被》、

小话剧《龙虎山上》等作品，将与工人、

农民一起生活的丰富、细腻、真实的生活

加工搬上舞台。她对在宣城的一次军事

训练记忆犹新。作为学生干部、文艺骨

干，他们在野营拉练途中收集老师、学生

们的优秀事迹，编成快板、小曲儿，不知

疲倦地跑前跑后，传递出生活的美好与

温暖。在师大与恩师和同窗一起度过的

时光，那些充实、不失艰苦，而又洋溢着

温暖的日子，为朱小蔓的青春岁月增添

了一束耀眼的光辉。

节选自安徽师范大学官网《赭山脚

下最美的青春底色》（2018年 5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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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石村边杨柳枝，

柔如烟雨细如丝。

寻芳何用名园去，

百步凝香千古知。

十室之内必有忠信，

百步之内必有芳草。

mailto:ahnudsrb@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