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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号•衡师 51 级回母校聚会特刊 

（刊名系老同学、湘潭日报前副总编、书法家唐普元

书写 。    2011 年 6 月 20 日出刊    本期 8 版） 

——————————————————— 

在谭校长亲切关怀、敦促下，历经半年酝

酿，恰逢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之际，《级友》创刊号和大家见面了。谭校

长欣然为我们撰写了文辞优美、催人奋进的

发刊词： 

刊首寄语    谭雪纯 

浩浩宇宙，茫茫人海，我们走到一起

来了! 相会在南岳之麓，湘江之滨，黄茶

岭上，弦歌不辍。这难道不是有十分珍贵

的缘分么！六十年来，各有成就，友谊之

树长青，思慕之情日切。有此一册，互慰

相思，共同勉励，相互促进，以娱晚景，

岂非乐事！ 

热烈欢迎衡师 39、40 班部分校友

回母校探望 
 谭雪纯 

一别衡师五七年，魂萦梦绕两情牵； 

白山黑水铭青史，鄂渚湘汀赋伟篇。 

每念恩师歌慷慨，常怀挚友舞蹁跹； 

今朝喜庆团圆聚，个个英豪现眼前。 

 

 

一别衡师五七年   魂萦梦绕两情牵 

——记 1951 级校友回访母校暨入校 60 周年活动 

4 月 12 日上午 8 时 48 分，西校区门

前锣鼓齐鸣，花团锦簇，神采奕奕的老年

腰鼓队队员们打着腰鼓、踏着舞步，我院

1951 级 39、40 班的 20 余名校友满怀期

待与感慨缓缓步入母校校园，开始回访母

校之旅。这些校友来自上海、吉林、湖北、

湖南等各省市。 

        上午 9 时，“衡阳师范学院 1951 级

校友回访母校师生联谊会”在离退休人员

活动室热烈召开。联谊会由原湖南第三师

范学校（2001 年并入衡阳师范学院）党

委书记吴俊开主持，院党委书记许金生、

副院级督导廖北文、原衡阳师范（原湖南

第三师范学校的前名）校长谭雪纯、原衡

阳师范教师张国武和学院相关部门负责

人等出席联谊会。联谊会共有五项内容：

院党委许金生书记致欢迎辞、谭雪纯老校

长讲话、校友代表段辉敏讲话、自由发言

和校友向母校赠送纪念品。 

        许金生书记代表学院党委、行政首

先表达了对校友们的热烈欢迎和真诚感

激，强调校友是学院的宝贵财富，也是学

校建设发展的强大动力与坚强后盾。接

着，他简要回顾了我院的历史沿革，重点

介绍了学院升本之后近 12 年来在教育教

学、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师资队伍、人

才培养、新校区建设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和

取得的喜人成绩。 

       作为 1951 级校友就读衡阳师范时的

校长，93 岁高龄的谭老深情地说“这份

师生情弥足珍贵”，并激情赋诗一首《热

烈欢迎衡师 39、40 班部分校友回母校探

望》。 

        校友代表段辉敏向学院领导、老师.

和曾经的同窗好友们表达了深切的感激

和怀念之情，并代表同学们自豪地向母校

汇报：我们没有虚度年华，没有辜负母校

的期望，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

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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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发言中，怀化学院周淑恒、吉林

建筑工程学院邱基国、湘潭日报社唐普

元、海军工程大学梁育清、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刘国臣、衡阳市原农业学校钟先德等

校友慷慨激昂、深情畅谈，有的充满眷念

地回忆了在原衡阳师范求学的美好时光，

有的汇报了自己毕业后的人生轨迹和所

得所感，有的以诗词表达了内心的无限感

慨和万千思绪。 

        为感谢母校培养之恩，24 名校友联

名向母校赠送毛泽东《沁园春•雪》书法

牌匾。此外，邱基国校友赠送自著的《乡

井集》专著和大丽花种子，周淑恒校友赠

送 10 本自传式回忆录《岁月之歌》，唐

普元校友赠送亲笔书写的“衡峰毓秀”书

法作品，陈有刚校友赠送 “入学衡阳师

范六十年纪念相册”光碟，钟先德校友赠

送《衡师三载同窗情诗联选》习作集。许

书记、廖督导和党政办公室主任张治春代

表学院接受了校友们的深情厚谊。同时，

母校也向每位校友赠送宣传画册《腾飞的

师院》、学院专题片光碟等颇有纪念意义

的资料。 

 
前排左第３位廖北文督导，往右：许金生书记、

谭校长、张国武老师、吴俊开前书记。    

后排右 2张治春主任、1匡云山处长，左 1吴越

主任 

联谊会结束后，老校友们和与会领

导、老师一起在学院工会楼前合影留念。

随后，校友们在廖督导及相关人员的陪同

下，饶有兴致地重游了母校校园（衡阳师

范学院西校区）。老校友们虽然都已是耄

耋之年，但对 57 年前的三载求学生活仍

记忆犹新。当来到曾经上过课的教学楼楼

前时，大家忍不住眼眶湿润，话语哽咽，

有的甚至不顾腿脚不便，坚持要爬上教学

楼去老教室里找寻自己原来的座位。 

        4 月 12 日下午，老校友们在离退休

人员活动室自主举行了座谈会。会上，来

自全国各地、阔别多年的校友们一一汇报

了自己近年的变化和成绩，并共同追忆了

曾经的青春岁月和美好的同窗深情。 

        4 月 13 日上午，校友们首先参观了

衡阳名胜——历经唐、宋、元、明、清五

朝和民国，列于中国四大书院之首的石鼓

书院，然后来到衡阳师范学院东校区。在

校友联络办公室吴越的引领下，先后游览

了学院新校区的南大门、数学楼、计算机

楼、怡心湖、虹桥、升旗广场、文科楼、

学生公寓、“师苑新村”教师住宅区、建

于我院院内的衡阳市体育馆、逸夫美术楼

等处。一路上，吴主任向校友们作了解说，

并介绍了即将成立的衡阳师范学院校友

会的筹备工作情况。看着设计新颖、布局

有致、花草葱笼的美丽校园，感受着在校

学生蓬勃向上、意气风发的青春朝气，老

校友们很是欣喜激动，无不赞叹母校的巨

大变迁与飞速发展。老校友们的丝丝银

发、灿烂笑容和稳健步伐，成为校园一道

独特的风景线。在新校区标志性景观之一

的南大门求真石前，老校友们再一次摄下

珍贵的合影照。 

        在新闻与传播系师生的热情邀请

下，欧阳康、梁育清、段辉敏三位校友代

表来到文科楼四楼的新闻系模拟演播厅，

接受了由该系学生主持的校友访谈。访谈

中，三位校友向大家介绍了 60 年前母校

的校规、校风、校情、校貌，讲述了各自

的奋斗历程，分享了各自的成功经验。访

谈现场，快乐的笑声感染了每一位同学，

真挚的言语打动了每一颗心灵。 

       13 日中午，到长沙出差刚回来的院长

刘沛林教授代表院党委、行政宴请回访母

校的 1951 级校友们。做为主管校友联络

工作的院领导，刘院长亲切地与每一位老

校友握手问好，热情欢迎大家来访。他说，

学校建校 107 年来，遍布海内外的近 30

万名校友对学校有着深厚的感情，校友们

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为

学校争得很多荣誉。他对校友们情系母校

的真挚感情表示敬意和感谢，欢迎大家常

回家看看，希望广大校友们继续关心、支

持母校的建设、发展与改革。（下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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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衡师六十载感言 

(根据陈有刚制作的《相册》编辑而成)                                                                                                                                                                                                                                                                                                                                                                         

  

 李莲娥感言 

离别母校五十多年，恩师的教诲，同窗的

关爱，深深印在我心里。我执教农村小学数十

年，条件虽然差一点，但人民纯朴、真诚，使

我得到锻炼，不怕苦，不怕累。养成了艰苦朴

素、勤劳节俭的习惯，并将永远保持。 

 

何林臣感言 

开启影集，笑脸重见。 

抚今思昔，油然心欢。 

情同手足，知音卑谦。   

爱心恒久，长寿蒙恩。 

 

感言      王喜生 

七十有八鬓染霜，难忘母校好时光。 

县中合并到衡师，开始人生新篇章。（1） 

三尺讲台勤授业，喜见南北桃李芳。（2） 

暮逢盛世夕阳美，退而不休继续忙。 

(1)、1953年衡阳县中合并到衡阳师范。 

（2）、早年工作在辽宁，后返回衡阳。 
 

 

 

参观东（新）校区   在求真石前合影 

 

 怀念黄茶岭    段辉敏 

六十年前到衡阳，黄茶岭上好时光。 

  教书育人摇篮里，莘莘学子共成长。 

人生憾事无辉煌，母校恩情终难忘。 

朝阳已随岁月去，夕阳依然有光芒。 

 

       答同窗故人    唐普元 

    人生能有几回春， 稷下相携共剪昏。 

    喜有良师为木铎， 憾无玄想叩龙门。 

    悠悠雁影君犹记？ 滚滚江涛梦难宁。 

    庸碌赧颜拜故旧， 心藏稚谊长精神。

人生感怀   欧阳康 

往事阅万千，辛酸苦辣甜。 

人生年几十，沧海复桑田。  

（ 注：沧海桑田，比喻世事变化很大。 

在我们人生短暂历程里，正确的选择就是 

面对世事变化之现状，探索潮流发展之规 

律，预测未来前进之方向，并始终不渝为 

之奋斗到底。） 

 

起航    李寄生    

衡师，亲爱的母校， 

三年温馨记忆，三载美好时光； 

我们在您哺育下成长， 

是您托起我们起航。 

 

周淑恒感言 

好运动者健，好思考者智， 

好上网者博，好追求者成。 

 

刘荣生感言（ 录先哲名言共勉） 

才秀于林，风必推之； 

堆出于岸，流必湍之； 

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注：出自三国志.魏.李康《运命论》）     

  

祝福平安      刘必达  

同窗共读整三载，和睦相处难忘怀； 

年逾古稀常思念，遥寄祝福报平安。 

 

 

感  言   刘国臣 

                （一） 

花开花谢七十余，度过几多乐与忧。 

风云变幻人生路，渐行渐远渐知了。 

    “知了”歌谣晚也唱，歌声萦绕民风流。 

    同窗友情永久在，夕阳雁峰颂春秋。 

     注：“知了”指《红楼梦》中的知了歌 

（二） 

          2010 年，偕老伴游台湾、西欧， 

园了出海梦。 

洞庭波涌日月潭，宝岛环游血脉缘。 

湘江水流莱茵河，东西互通民心连。 

日内瓦看中国旗，巴黎铁塔耸云天。 

威尼斯巷划小舟，梵蒂冈堂心诚虔。 

旅游西方华人多，白人眼神直敬羡。 

山好水好世界好，和谐共处乐无边。 

黄茶岭园多美丽，憧憬有朝再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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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日升感言二首 
回忆二师  

湘江之畔黄茶岭，五一年级集散地。 

努力学习为祖国，恩师同窗常回忆。 

别  后 

黄鹤楼下读化学，中关村里做研习。 

大不列颠创理论，西陵峡谷立石壁。 

 

曾佩玉问候老师和同学 

我在长江之滨、黄鹤楼下， 

向恩师、同窗问好！ 
               

 岁   月    梁育清 

岁月把我们的鬓发染成白雪. 

岁月催我们不断求知、奋进、探索， 

岁月将我们用心血浇灌的花朵结成硕果， 

岁月给我们带来幸福生活。 

岁月凝聚了我们对母校、恩师、学友的 

深情厚谊，它将永远珍藏于我们心底。 

啊！岁月 

愿我们健步随你远行， 

去迎接祖国更加璀璨辉煌的明天！ 

  

 中国是个大家庭   卢宝卿 

神州山河万里疆，禾苗遍布湘江旁。 

耒耜耒水名符实，洣江米田稻谷香。 

茶叶长在太和仙，茶陵茶冲茶山颠。 

仁者安仁县有缘，炎陵门前草药鲜。 

【说明】宝卿同学诗较长，只录 

几联。全诗体现作者丰富的人文史地 

知识和对家乡的热爱。寓意同窗学友 

也是一个大家庭。 

  

      忆往昔    张玉英 

              一 

五十年代聚衡阳，同窗学习友谊长。 

黄茶岭上踱漫步，图书馆里读篇章。 

三年朗诵奠基础，八季深造于汴梁。 

辽吉育人三十载，松花江畔桃李芳。 

（在锦州工作 5 年，在吉林市工作 25年）     

  二 

世纪之交游西方，美国大陆南北逛。 

国会山上留倩影，佛罗里达唠家常。 

曼哈顿岛登高厦，休斯敦城观宇航。 

年逾古稀网上会，祝愿母校更辉煌。 

 

袁强林感言 

   衡师三年，在人的一生中，时间 

不长，但留给我的记忆深刻、美好； 

同学的友谊真诚纯洁。 

 

忆学友      陈有刚 

同窗三载未曾忘，黄茶岭上好春光。 

恩师教诲铭肺腑，学友关爱暖心房。 

频频切磋释疑惑，孜孜不倦读华章。 

似水年华甲子过，如今又享美夕阳。 

 

 
游生态公园 

                   

  

  初识相聚六十年     钟先德 

              一 

年少初识六旬前，同窗共读湘江边。 

 校园处处歌声传，课室门门学业严。 

三载积成知识广，四时练就技能坚。 

 真诚相处深情在，往事桩桩耀眼前。 

               二 

 六十年间甘奉献，承传道业谱新篇。 

 艰难岁月豪情在，英俊华年干劲添。 

 桃李芬芳勤抚育，栋梁雄伟细雕研。 

 同席共忆平生事，谈笑风生各自谦。 

  

 

            梁瑞欣感言 

回想 60 年前在衡阳师范就 

读，至今感慨万千。那时，新中 

国刚建立不久，加之要抗美援朝， 

革命、建设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迎浪而学的我们，认认真真地学， 

志在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服务。 

愿后人把这学习精神发扬光大， 

则国家、民族幸甚！ 

  

 

周忠和感言 

同学情谊人人夸，吉沪各地最为甲； 

聚会往返疲奔波，千里迢迢赶回家。 

回想 40、39 班，“首任班长”常牵挂。  

祝君健康且长寿，他日再聚映晚霞。 

（周忠和，40班首任班长，后来任校学生会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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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母校培育恩   张甲生 

久居北国思雁城，同窗衡师友谊深。 

恩师教诲沐春雨，学友关爱手足情。 

为国从教育桃李，艰苦奋斗事业成。 

梦中常忆黄茶岭，难忘母校培育恩。 

  

 万健生感言 

  信念（或理想）坚定正确，服务 

人民，乐于奉献。学习（理论）积极 

实践，脚踏实地艰难奋斗。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团结同志，做好工作。遵纪 

守法，做人做事，正确执行正确政策， 

为社会添砖加瓦。 

                           

祝君幸福度晚年    段超群 

衡师三载似昨天，朗书放歌犹耳边。 

六十弹指一挥间，对镜面老改容颜。 

学友各自闯南北，祝君幸福度晚年。 

  

陈振球 祝愿 

祝  恩师、同窗 

    家庭幸福，身体健康， 

    快快乐乐，安享晚年！ 

祝  师院明天更辉煌！ 

  

 感言二首    周发祥 

一 

人到老年忆往昔，旧友梦中常萦回。  

茶岭相聚三年整，同学情谊日日深。 

立志读书报祖国，鞠躬尽瘁为人民。 

二 

改革开放三十载，神州大地换新颜。 

我辈欣然逢盛世，幸福安康享余年。 

古稀虽是夕阳下，晚霞仍可映满天。 

 

难忘母校    邱基国 

难忘在母校三年美好时光， 

六十年的感激与思念如同湘江涌浪！ 

难忘啊，学者风范的谭校长， 

他的讲话是充满哲理的教育诗章； 

难忘啊，蒋主任的慈祥， 

他关爱我们刻苦求知、健康成长； 

难忘恩师谆谆教诲； 

难忘级友情深谊长， 

还有那二楼教室红砖房„„ 

 

刘耀户感言 

我祝老师们、同学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耀户同学于 4月 25日在桂林与世长辞。我们

失去一位同窗好友。） 
 

 
在长沙，刘荣生夫妇（右 3、2）宴请邱基国、 

陈代兴（左 2）、刘国臣 

 

钟先德《诗联选》选登 
 

沁园春 忆衡师   作于 2011 年春 

六十年前，黄茶岭畔，秋色芬芳。有几

厢房舍，矮低陋简；黄泥土路，连接其间。

教学楼前，红旗招展，迎接新生相聚欢。那

时节，倡艰难创业，自力更生。 

神州急需贤能，时百业待兴教为先。昔

校园生活，欢歌笑语，习书作画，视唱练琴。

情系师生，承传道业，强固“三基”德列前。

三载满，赴城乡执教，各谱新篇。 

（‚三基‛：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 
 

七绝 古稀老友同秋游（二首）2006年秋 
一 

老友秋游花果山，登峰远眺好风光； 

层林尽染悬金果，遍地红黄野菊香 

 二 

三载同窗情意长，五旬别后话沧桑； 

平生已逐鸿图志，喜得余年享小康。 

注：在衡老友有何林臣、袁强林、周忠和、王

喜生、 欧阳康、李昌俊、李寄生和本人。 

 

李寄生、欧阳康、袁强林、钟先德漫步石鼓书院 
 

(本期邱基国编辑；陈有刚、周淑恒、刘国臣、

段辉敏、张玉英、欧阳康、王喜生等鼎力协助。 

请大家多供稿，寄（送）至上述学友、欧阳康、

王喜生、钟先德、唐普元之一即可。第 2 期初拟重

阳节前后。设想：新年、端午、重阳各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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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录 
 

因涉及个人信息，此处内容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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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2版）校友们与现任院领导同席而

坐、与旧时恩师学友举杯言欢，他们感

慨地说：我们像是回到了久别的家„„ 

      

 
参观西（老）校区   后面二楼就是我们当年教室 

 

4 月 13 日下午，校友们来到衡阳

市华新开发区，参观了衡阳党政机关

中心区的市景市貌和生态公园的怡人

风光。4 月 14 日，校友们继续开展校

友座谈活动和其他自由活动。之后，

校友们陆续告别母校，依依不舍地踏

上了返程。 

     57 年光阴荏苒，57 年日月如梭。

57 年后再聚首，其情也浓浓，其乐也融

融。57 年悠悠一梦，梦境中青春欢笑，

梦回时母校日新月异。但愿学校的明天

更加辉煌灿烂！ 

       1951 级校友回访母校暨入校 60 周

年活动由校友联络办公室和党政办公室

负责组织和总协调。 

 

（文字/吴越    摄影/黄福卫 、 袁亚强  

编辑/舒易红） 

 (录自百度等网站) 
 

      吴越主任(左)全程陪同，热情讲解 

谭校长的信 

基国： 

信和照片、资料均收到。非常感谢！ 

这次集会是一次充满温馨、亲密的会。

由于你们各自卓有成就，为母校增光，得到

院领导的高规格接待，这是可喜可贺的！ 

在这次聚会中同淑恒、有刚、甲生有较

多的晤谈，增深了了解，增进了情谊。可惜

我腰椎不行，举步维艰，咫尺之遥，没到宾

馆和级友们谈心。辉敏每逢年节，即寄我贺

年片，历久不衰。育清这个优秀的女门生，

常惦记在心，这次相聚，竟然没有把晤，实

在是太遗憾了！莲娥同我通过信，也没有晤

谈，也很怅然。 

你们同学之间办个通讯刊物，轻而易

举。只将平日往来通信，编在一起就行。还

是先发一个通知，请大家热情投稿，无所不

谈，谈天说地，老年保健，家事国事。还可

选录秘闻、资料。只是要一笔基金，这也不

难。每人投资 100 元就可以，主要是买纸张，

总可用一两年吧。 

再一次感谢同学们的关怀！祝健康幸

福！ 

谭雪纯 2011.5.18 

（邱基国 5月 6日写信给谭校长： 

‚这次回母校聚会，很受感动！我们感

激师院，感激谭校长，感激衡阳老同学！ 

我们两度回到母校（2004年一次），您

两次赋诗欢迎，情深意切，感人肺腑！‘今

朝喜庆团圆聚，个个英豪现眼前’,我们这

届学生，在您心目中，是何等受器重！这是

我们一生的荣耀！ 

这次到衡阳有两件遗憾事：一是我们几

个外地同学应该再到您家里和您说说话，但

是怕影响您休息，没能去；一是您建议我们

办一个内部刊物，也没有商议，只好日后通

过信件电话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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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辉敏写给老同学的信 

春暖花开的美好时节，原衡师 39、40 班部分

老同学相聚就读三年的黄茶岭。这次聚会，衡阳师

院领导高度重视，我们受到热烈欢迎和高规格接

待，非常感动！聚会中拜见了谭校长和张国武恩师，

他们已九十多岁高龄了，身体健康，耳聪目明，我

们高兴敬佩！ 

老校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变化，已经不是

我们当年读书时的校园了，但 7 号（现在是 A34 号）

教学楼，两层红砖楼，二楼就是我们上课的教室。

此楼保存下来，可以说是一件珍贵“文物”。酃湖

新校区，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学生食堂、学

生宿舍、教工宿舍布局合理，坐落有致，就像一幅

美丽的图画，令人羡慕、令人赞叹！ 

这次聚会，大家很高兴、很快乐！只是入学时

两个班 80 余人，这次到会才 24 人。 

特别令我们敬佩的是李莲娥。经基国、有刚等

同学动员，她来参加了这次聚会。见到这位年过八

旬的大姐，大家格外高兴！前天，我给她写信，我

称赞她的品德和精神可敬！可佩！ 

这次聚会，衡阳老同学尽心费力了，大家十分

感谢他们！ 

相聚是短暂时，留下的美好记忆和怀念是永久

的„„ 

段辉敏 2011 年 4 月 21 日于武昌 

 

 

 

游览石鼓书院 

   欧阳康、王喜生一双在红楼原教室楼下合影 

 

王喜生写给外地老同学的信 

在欧阳康和夫人热情邀请下，我们衡阳老同学

近日到他家取照片和光盘，又集中在老欧阳家小聚

会一次，小结这次聚会的经验和教训，集体欣赏在

师院聚会的录像，畅谈老同学七年后见面的情景。

大家特别提出的是李莲娥老大姐积极参加这次聚

会，受到大家的尊敬，令人难忘。总之对你们所有

外地老同学的到来，都感到欢欣鼓舞。不足的是我

们衡阳同学在接待、招待还是做得不周到。我们有

机会再能聚会，一定再创辉煌。望今后电讯、书信

多联系、多畅谈。 

 

祝端午节愉快！   同学王喜生 2011.5.28 

 

养生知识 

养生十要十忌十伤十多十少 

十要： 头要常梳、面要常擦、目要常 

转、  耳要常揉、齿要常叩、津要常咽、腹

要常摩、腰要常动、足要常搓、肛要常提。  

       十忌： 忌晨裸头、忌湿地久坐、忌汗

出扇风、忌冷着汗衣、忌憋尿便、忌烫澡、

忌蹲便、忌独脚穿裤、忌头部急转、忌熬夜

不眠。  

       十伤： 久视伤眼、久行伤筋、久坐伤

腰、久卧伤气、忧极伤心、多食伤胃、久立

伤骨、遇悲伤肺、暴怒伤肝、久听伤神。  

       十多十少： 少肉多菜、少说多做、少

盐多醋、少糖多果、少衣多浴、少酒多水、

少食多嚼、少车多行、少虑多笑、少药多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