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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师范 教师摇篮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肇端于
1902 年张謇创办的通州民立师范学
校， 是中国师范教育的三大源头之
一；1953 年转为公立，改名江苏省南
通师范学校；1958 年与创办于 1905
年的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合并；2005
年 4 月与发端于 1906 年的海门师
范学校合并组建为南通高等师范学
校；2014 年 1 月经江苏省政府批准
升格为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同
年 9 月与创建于 1902 年的如皋高
等师范学校合并办学， 组建新的南
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校创办 120 年来， 文化积淀
丰赡，优秀人才辈出，先后培养了 8
万多名毕业生， 享有 “红色师范”
“
教师摇篮” 的美誉。 曾经会聚了王
国维、陈师曾、朱东润、刘延陵等一
代名师，涌现出以刘瑞龙、吴亚鲁为
代表的无产阶级革 命 家 与 革 命 志
士，以袁翰青、严志达、魏建功、吴俊
升为代表的诸多知名专家学者，以
刘季平、吴天石、李吉林为代表的一
大批教育专家和教学能手。 改革开
放以来，学校秉承“开风气之先” 的
传统，创造了诸多“全国第一” ，为
我国师范教育的改革作出了诸多原
创性贡献。 尤其是 1984 年在全国率
先开启五年制师范教育模式，2007
年在全国地级市中率先开展五年制
师范生免费定向培养，2018 年荣获
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在我国小学和学前教师教育领域独
树一帜，享有盛誉。
学校由开发区校区、 易家桥校
区、如皋校区组成。 易家桥校区位于
濠河风景区（国家 5A 级）内，钟灵
毓秀，人文荟萃。 如皋校区“师范学
堂旧址” 古建筑群系全国第七批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开发区校区四面
环水，书院风格，融合了中国元素、
师范元素和生态元素， 是南通的文
化地标之一。 全校占地面积 574.26
亩，建筑面积 20.91 万平方米，教学
科研设备总值 0.98 亿元， 馆藏图书
82.59 万册；教职员工 619 人，专任
教师 476 人 （其中高级职称教师
197人，硕士以上教师 288 人），
全日制在校生 1 万余人； 开设
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 语文教
育、数学教育、英语教育、音乐
教育、美术教育、体育教育等 8 个师
范专业，以及商务英语、计算机应用
技术、应用艺术设计、财务管理等 20
个非师范专业；从 2014 年起与南通
大学、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南京晓庄
学院通过“
3+2” 及“
5+2” 模式合作
培养本科层次小学、幼儿园教师。 另
外，学校作为国家、省、市三级教师
培训基地及南通市中小学教师研修
中心挂靠单位， 常年承担各级各类
教师培训约 12000 人次。
学校周边交通便捷， 距上海 1
小时车程，境内有 G15、G40 等多条
高速公路，有南通兴东国际机场、沪
苏通铁路等高速铁 路 通 达 全 国 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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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 年创办的全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
●中国师范教育的三大源头之一
●连续 37 年省、市文明单位（文明校园）
●江苏省“
创文明校风、树师表形象” 先进集体
●江苏省德育先进学校
●江苏省教育技术装备先进集体
●江苏省实施素质教育先进单位
●江苏省园林式单位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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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教务处处长张建平（教授、博士）
围绕“成果导向、学习者中心、持
续改进” 的理念，坚持常规工作跟踪
服务；重点工作提前谋划；特色工作注
重创新。 构建了“主兼复合，文理渗
透，知能并重，情智和谐” 的多科型培
养模式。
主兼复合的培养规格。 师范类各
专业方向均以综合培养为目标， 强调
学生知识结构的综合性， 至少熟悉两
门课程标准和教学知识， 以适应多科
教学的乡村教师要求； 高职类专业侧
重培养具有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学生工作处处长缪兴秀

使得综
合全面的
专业知识功
底、娴熟精湛的技
能、宽广扎实的信息素养、个性鲜明的
兴趣特长爱好的人才培养愿景得以实
现。
情智和谐的育人理念。 培养目标
追求情智涵育与专业教育统一， 达成
“
情” 和“
能” 相互融合、共生发展。 学
校历来注重秉承优秀传统， 涵育师德
规范，厚实教育情怀相呼应，努力体现
“
知情行合一” 。

家、社会团体、学校层面的各类常规奖
助学金之外， 学校还有南通开发区慈
善 会 王 子 慈 善 教 育 基 金 、“慈 善 超
市” 、 南通市老区扶贫基金会发起的
“
润苗筑梦” 扶贫助学金、个人向学校
捐赠设立的“
颜思奋伉俪纪念奖” 等。
此外学校和民盟遵义市委员会协作，
对低于贵州本科录取线 20 分以内的
遵义籍贫困家庭学生， 给予免交三年
学费的优惠政策等， 让经济困难生能
够安心于学业， 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
贫辍学。

三、活
动育人：学
校的教育教
学活动以活
而著称， 在这
里， 既有校园十大
经典活动，包括“成长从这里起步入
学教育”“不能忘却的纪念 - 张謇精
神” 等，也有“风采十二” 系列活动，
包括校园歌手大赛、经典诵读大赛等，
学生屡屡在国家省市各级比赛中获
奖。

来吧，让青春热烈地生长

在这里， 我们遵循同一种精神：
“
坚苦自立，忠实不欺” ；在这里，我们
拥 有 同 一 个 名 字 ：“通 师 高 专 新 青
年” 。
一路走来，我们循着先贤的足迹，
共同践行着 “爱党爱国的红色文化、
术业专攻的匠心文化、 拔新领异的创
新文化、 大爱无疆的志工文化” ，将
“
红色师范”“
教师摇篮” 的名片擦得
锃亮。
团学工作得到中央团校点赞，省、
市五四红旗团委让先进的旗帜高高飘
扬。蓬勃如你，青春力量在突破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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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渗透的课程体系。 师范类课
程体系按通识教育课、教师教育课、学
科专业课、实践活动课划分，以“文理
艺渗透”“知情行合一” 课程体系，有
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个性发展和终身
发展。
知能并重的人才素养。 知识与能
力并重保证人才培养知识结构的完整
性和应用型人才的实用性。 一贯重视
理论课程与教育实践融合、 文化素养
与职业能力融合， 构建了多层多维的
实践教学体系，通过“常态化训练、梯
次化考核” 理念指导下的技能训练，

严爱相济，彰显特色

具有 120 年办学历史的通师高
专，始终把“立德树人” 作为根本任
务，不断推进学生工作队伍“专业化、
职业化” 建设，三全育人机制，探索出
严爱相济， 彰显师范特色的学生教育
管理之路。
一、精细化管理：作为全国第一所
师范院校，学校在学生教育管理上，一
向以良好的校风、 严明的校纪和人性
化的管理教育而深受家长的认可。
二、人性化关爱：学校坚持以人为
本，关爱和帮扶经济困难学生。除了国

学校团委

主兼复合，文理渗透

贺孝瑚

校对 / 孟瑜

进取；“青春来吧” 、“公益大赛” 、赛
会服务……热情如你， 真情付出在奉
献中愈发滚烫。
名师讲座， 校友论坛： 师长的引
领、朋辈的榜样，思想的对话、行为的
示范，让成长不再孤单。
“风采 12” ，一月一风采：朗诵、
演讲、书画、歌舞、器乐……青年才俊
赛场上各展所长。
社团巡礼，一社一品：文学社、话
剧社、创客社、记者团……青春的热爱

璀璨闪亮。
在这里，青春热烈地生长！ 我们在
江海之畔期待着优秀的你加入百年师
范，在这里遇见良师、觅得良友，在这
里砥砺品德、磨练意志、修炼技能、实
现梦想， 和我们一道， 为着共同的理
想，开启属于你人生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