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福州黎明職業技術學院，大家都會覺
得這是一所與眾不同的學院：當下就業

形勢日趨嚴峻，很多公辦名牌大學的畢業生
找工作都有困難，而黎明的學生就業率竟達
到了98%以上；校園裡到處是溫暖的笑臉，志
願者的身影隨處可見；課堂上，學生們不再
死記硬背地學習知識，而是在老師的指導下
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制定合理的職業規劃，
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課外活動中，
無論是義務獻血還是向災區捐款，無論是慰
問養老院還是 3·15 活動中，黎明學院的學生
總是最積極的，受到了社會各界一致的好
評。在辦校短短8年多中就取得了如此豐碩的
成果，黎明學院走出了一條自己發展壯大的
路。

愛是教育的核心
先來看看學院在這幾年中取得的不俗成

績：學院 「愛的教育」活動榮獲福建省高校
校園文化建設成果二等獎，並選送參加全國
民辦高校黨建思政優秀成果評選；在 「第三
屆全國飯店業職業技能競賽」全國總決賽
中，取得了2金1銀的好成績，實現了全國大
賽金牌 「零」的突破；在 2011 年海峽兩岸餐
飲業職業技能大賽上，獲得2金8銀5銅的佳
績；在 2012 年福建省高等職業院校技能大賽
上，獲得個人項目一等獎1項，二等獎1項，
三等獎6項，學院同時獲得團體優勝二等獎，
總成績居全省民辦高校前茅……學院執行董
事長、 「愛的教育」創始人王蘇華女士感慨
的說： 「愛的力量真不可估量！沒有愛的教
育，就沒有我們學校今天的發展變化！」

什麼是愛的教育？愛的教育又從何而
來？這要從一本書談起。《愛的教育》是意
大利作家亞米契斯的代表作，小說以一個意
大利小男孩的視角記敘了兒童之間純真的友
情，師生、父母、朋友以及兄弟姐妹之間的
愛，人與人之間的關心與同情，為我們創造
了一個平凡卻充滿愛的世界。全書沒有華麗
的辭藻，點滴之間滲透出來的愛意卻讓人感
動不已。出版數年，不斷再版並為世界各國
讀者所喜愛。黎明學院的執行董事長王蘇華
女士幼年讀過此書便深受感動，這種愛的力
量銘記於她的心間。因此，她接任後就把愛
的教育作為辦學方針之一要求全校上下努力
貫徹下來。

來看看黎明學院是怎樣做的：因為民辦
院校不同於公辦院校，很多學生是因為成績
低或者迫於無奈才選擇來到這裡，因而大部
分的學生都會缺乏自信心，甚至自卑。學生
的這個思想問題引起學院的高度關注，於
是，從入學前就開始積極引導學生正確認識
自己和對待自己。組建新生交流群，讓新生
互相了解，同時也了解學校和老師，雖然大
家還未曾謀面，但是心裡已經熟絡起來，為
開學後各項工作的展開打下基礎。開學後，
組織同學們舉辦 「讓心靈沐浴陽光，讓人生
成就精采」的專題講座，幫助同學們抹去心
中陰霾，讓愛常駐在心田，勇敢地接受自
己，迎接未來的挑戰。充滿了自信的學生們
站到了學校的舞台上，參加了 「金花開放黎
明校園」的評選活動：三百名來自不同專業
的漂亮姑娘經過為期半年的比賽，最終有十
人獲得了 「十朵金花」的殊榮。看着同學們
在台上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你會真心為他
們喝彩與祝福。在全校老師和教職員工的心
裡都有這樣一句話：用我們的操心換取家長
們的放心。今年10月份，學校將把10月份過
生 日 的 同 學 組 織 到 一 起 ， 開 一 個 生 日 大
party，並將該生日 party 通過網絡直播給學生
的家長，讓孩子與父母、老師與同學共同來
分享快樂、見證成長。每年學院都要為孩子
們過生日。

從這些看似細微的小事中我們不難感受
到學院老師的良苦用心。愛是春風，愛是細
雨，愛是人類共同的語言，愛是緩解人際關
係的潤滑劑，愛更是人心裡成長的重要力
量，全校師生在愛的名義下為我們譜寫了一
曲樸素卻至真至純的愛之歌。

愛是無私的奉獻
以執行董事長王蘇華為首的學院領導親

力親為，用實際行動踐行愛的宣言。學生林
虹入學前父親病故，體弱的母親還要照顧她

和年幼的弟弟，生活非常艱辛，林虹說自己
曾經一度都有過放棄求學的念頭。學院知道
這件事情以後，主動找到她，做她的思想工
作，鼓勵她勇於面對人生困境。王蘇華每月
給林虹提供200元生活資助，一直到她大學畢
業。林虹深深被學院的愛所感動，奮發圖
強。林虹的媽媽眼含淚水說 「學院的愛讓她
看到了女兒的未來和希望。」上學期，她不
僅獲得了校級的獎學金，更是在社會實踐活
動中表現突出並當選為學生幹部。可以說，
是學院的一片愛心挽救了一個孩子。現在，
關心、關愛、幫扶學院貧困學生已經成為從
學院每位領導到每位教師員工關愛學生的常
態工作。

王同學已經畢業幾年了，但是在他的心
裡，一刻也沒有離開過黎明，一刻也沒有離
開過他的 「巨人」。這 「巨人」不是別人，
正是他的王媽媽——王蘇華董事長。原來，
王同學性格比較內向，很自卑，剛入學時就
想退學，如果退學不成就休學。他患上了憂
鬱症，但是不敢和同學們說，怕大家看不起
他。他不參加集體活動，總是一個人，形單
影隻。這天，王媽媽發現了這個奇怪的男
孩，拉着他的手問他： 「你喜歡地球村嗎？
你覺得這裡漂亮嗎？」 「來了這麼久，我還
從沒有到後山去轉過」。 「讓我陪你去走走
吧！」王媽媽拉起王同學的手，在校園裡走
了兩個小時。這兩個小時，他們聊了很多，
王媽媽悉心地幫助王同學打開了心結，鼓勵
他重新面對生活。這是改變命運的一次談
話，從此，王同學開始變得開朗樂觀起來，
學習變得刻苦起來，幾次補考成績都很好，
在畢業時找到了一家很好的單位。至今，王
媽媽的手機裡時常收到王同學發給她的短
信： 「你是我的親人，我是你永遠的孩子。
你的感情太細膩了，你對我的好我都放在心
裡。你是巨人，你要強大啊。要記得注意身
體，要快樂啊！」樸素的話語中卻蘊含了深
刻的感情，還為王董寄來了保健書。這感情
不僅是師生之情，更是母子之情啊！

王蘇華說，一開始實行 「愛的教育」
時，她的想法很簡單，只是希望學生們能夠
盡快地適應新的環境，感受到學校和老師的
溫暖與關懷。沒有想到，這愛的力量實在是
太大了，這幾年中她真切的感受到了學校的
變化，更感受到了同學們的變化。因此，她
要求全校師生都積極參與到愛的教育活動
中，把愛的教育當做一個工程，讓愛延伸到
校園的每一個神經末梢。

愛是人間的溫暖
作為民辦學校，這其中的辦學艱難不言

而喻。黎明學院在辦學之初也遭遇了危機，
在黎明集團的不斷鼓勵和幫助下終於渡過危
機。痛定思痛，學校領導班子開始認真思考
學校的定位以及未來發展的方向。福州毗鄰
台灣，是大陸與台灣聯繫最為密切的重要交
通樞紐，海西文化聯繫着祖國和台灣。這些
年來，越來越多的台胞回到祖國大陸，回到
闊別已久的家鄉。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就是
想吃家鄉的菜，因此，閩菜具有極其重要的
情感價值。黎明學院以弘揚閩菜文化為己
任，在全省高校中首家辦起烹飪專業，並引
進知名企業五洲佳豪酒店，投資近 9000 萬建
設了烹飪實訓基地，聘吳志強等5位國際、國
內名廚作客座教授，手把手地師帶徒，將實
踐教學和發揚閩菜文化擺到了重要的位置
上。這樣做的目的不僅是讓學生掌握了行業
的技能，更是培養了學生對祖國和家鄉的熱
愛之情。學校在踐行愛的教育活動中，總是
盡量把抽象的愛化作具體，讓同學們看得見
摸得着。有同學說： 「愛國主義教育我們從
小就接受，每周都要升國旗，唱國歌，可
是，真正的愛國是什麼我們心裡並不十分清
楚。但是當我們看到自己做出的閩菜獲得了
台胞的一致讚譽時，我們心裡非常激動，這
不僅僅是一道菜，更是祖國人民對台胞的一
片深情厚誼，我們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什麼
是愛國。」

現在，學校上下都有一個共識，那就是
要把小愛變成大愛，要讓愛心永遠傳遞下
去。在福建省閩侯縣雙龍村有這樣一對老夫
婦，兒子在意外的車禍中喪生，兒媳帶着兩
個年幼的孩子在福州打工謀生，根本無力照

2010年，本報曾經報道過福州黎明
職業技術學院在全國高職類院校中率先
倡導並且踐行 「愛的教育」 活動。如
今，時間已經過去兩年，這所學校又發
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變化呢？帶着這樣
的疑問，我們再次走進了黎明學院。

▲

關愛學生──王蘇華執行董事
長在學生集體生日晚會上給壽星獻花

顧兩位老人。二老年事已高，病痛纏身，住
在破舊陰濕的土房中，生活十分困難。黎明
學院的學生呂輝程偶然間知道了這件事，卻
深深地印在了心裡。 「幫助老人這件事情決
不能僅僅停留在表面上！」他組織了同學們
來看望和慰問老人。來到老人的家中，看到
的情形比想像中的還要破敗，幾個女同學留
下了淚水。大家下定決心，一定要幫助老人
到底。從此以後，只要有閑暇，同學們輪流
來看望老人，幫助老人收拾屋子，做飯，陪
老人說話聊天，同學們把老人當做自己的家
人，真情溢於言表，讓老人在暮年時真正感
受到了家人的溫暖。呂輝程還在同學們中發
起捐款活動，成立愛心基金，從中拿出4000
多元幫助解決了老人的後顧之憂。藥劑專業
的同學還經常給二老帶去他們需要的藥品，
幫助他們減輕身體痛苦。就在同學們的細心
照料下，二老的生活又重新煥發出生機。可
是，不幸的事情又發生了。老奶奶出門時被
一輛運輸車碾壓身亡，剩下了老爺爺一個
人。同學們感到身上的擔子更重了，老爺爺
更加離不開他們的愛和關心啊！呂輝程和他
的同學們在畢業時，想到不能像以前那樣總
來看望老人，他就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校團委
幹部高綵鳳，高彩鳳表示一定會把這份愛心
繼續傳遞下去，將會組織更多的同學來關心
這位老人。同學們深深體會到：愛是一種責
任，當我們做一件事情不僅僅是停留在事情
表面，而是真正用心去感受一件事情的時
候，愛的力量便像雨後春筍一樣，在同學們
的心中 「瘋長」起來。

愛的教育活動，像春雨滋潤了全校師
生，當每一個人內心深處的愛心都被喚醒的
時候，彙集起來的力量是驚人的。西南地區
的百年大旱，牽動着學院全體師生的心。學
院開展了 「情繫西南災區 奉獻你我愛心」
募捐活動，在短短半個小時的時間裡，募捐
箱就被塞滿了。看着同學們爭先恐後地捐
錢，甚至有的學生捐了兩次，老師們欣慰地
笑了。福州市紅十字會的相關負責人不由發
出感慨 「這裡的學生太可愛了，這裡的老師
太偉大了！」2009年，學院榮獲了 「全省無
償獻血先進單位」稱號，幾年來學院每年都
有二百多名師生參加了義務獻血活動，每次
獻血量達6萬多毫升，為無償獻血事業盡了
一份綿薄之力。每年的 「3·15」活動，學生
們都會活躍在城市的廣場、街頭，給來往的
路人講解有關知識，同學們都認為這是一次
回報社會，向社會獻愛心的好機會。黎明學
院連續三年被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選為
「3·15」國際消費者權益日宣傳活動的獨家

協辦單位。
2012 年 3 月 16 日，工程管理系 11 級工

程造價1班的同學們開展了 「學雷鋒，踐行
愛的教育」志願者活動，走進 「善恩園福利
院」，將此次學雷鋒活動推向了高潮。在福
利院裡，同學們三人一隊、兩人一組，有的
擦玻璃，有的掃廁所，還有同學和小朋友做
起了遊戲。大家知道，這些福利院的孩子生
活上是有保障的，但是因為種種原因他們的
心靈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傷害，因此，撫慰
他們的心靈，把愛心傳遞給他們是最重要
的。很多孩子一開始見到陌生人都不敢靠
前，更別提說話了。同學們耐心地拉着他們
的小手，又是唱歌，又是猜謎語，把許多小
朋友逗得哈哈大笑。經常受到學生們義務幫
助的學院食堂負責人夏名良感慨的說： 「雷
鋒在我們學校復活了。」在今天，學雷鋒活
動似乎有點變味，但黎明的孩子卻告訴我
們：用心去做好你該做的事情。

新校區地球村地處市郊，村裡交通不方
便。學校看在眼中，急在心裡，撥款 40 多
萬元為村裡修路、蓋房；每月為村裡176位
70歲以上老人每人發放敬老金100元；每年
的孝順節、中秋節等節日學院都會去看望老
人們，為他們送去慰問金、月餅等；在採訪
村裡老年人協會會長陳仰振老人中得知，這
幾年學院為村裡各類捐贈共計達到了100多
萬元，陳仰振老人動情的說： 「學院愛的教
育讓我們這些空巢老人們不再孤單，讓我們
真正感愛到了來自社會的關愛和幸福」；課
餘時間老師和同學們志願結成幫扶小組，為
附近的中小學、村裡的小學生當義務老師，
目前志願者已經達到120多人，志願者隊伍
人員還在迅速的增加。黎明學院對這件事情

非常支持，專門騰出教室供學生們輔導。學
院的種種善行已經從校園內走到了校園外，
這是一種慈善的行為。慈善事業說起來好像
離我們很遠，好像只有有錢人才會做慈善事
業。其實不然，同學們的實際行動就在告訴
我們：人人都可以做慈善事業，事情無大
小，只要你有愛心。只愛自己，只愛自己周
圍的人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將愛心傳遞給更
多的人，我們的社會才能重新溫暖起來。

愛的本質是什麼？是奉獻，是給予。我
們每一個人從呱呱墜地到離開人世，哪一刻
離得開別人的奉獻與給予呢？我們的父母、
老師、長輩、朋友還有很多可能是素未謀面
的人都給予我們無限的關懷和愛心，我們才
能夠順利成長。人，是要有一顆感恩的心，
時刻想着回報這個社會，只有這樣，愛的接
力棒才會一直傳下去，才會讓更多的人感受
到愛的偉大。正所謂 「愛人者，人恆愛
之」。

愛是永恆的主題
於細微處見真情。學院一直強調：愛是

細膩的，在最細微處體現的愛是最能夠感動
人的。在學校大門口的新生報到處，有這樣
一個條幅：親愛的孩子，愛你們的媽媽吧！
一位母親非常感慨地說： 「太感動了，沒想
到在這所學校給新生的第一課是教育他們要
熱愛自己的母親」。

近年來，學校的招生規模日漸增加，有
很多北方的孩子也選擇了黎明學院。初到南
方，氣候、飲食、生活習慣都和原來的生活
有很大差異，孩子難免會抱怨。王蘇華董事
長親自牽頭，由校團委和烹飪專業的老師主
辦，在學生中發起了 「我要我的菜譜」活
動，北方的學生每人將自己最喜愛的一道菜
名報給老師，最後匯總，由學校親自為北方
學生量身定做一套菜譜。同學們吃着舒心，
不再抱怨，漸漸融入到了學校的新生活中。
學院地球村校區靠近203省道，學院把學生
安全出行的問題放在了首位。在校門口樹立
交通安全警示牌，鋪設公路行車減速帶，輔
導員親自編寫了學生安全出行手冊，把附近
的道路和公交車輛都向同學們做了詳細的介
紹。每次放假前夕，輔導員都會專門抽出時
間對同學們進行安全教育。對於不回家的同
學，學校會統一安排活動，讓同學們快樂地
渡過假期；對於回家的同學，到家後要第一
時間向輔導員報平安。就是在這樣一件件看
似微乎其微的小事上，全體教職員工把愛發
揮到了極致。同學們被老師濃濃的愛所感
動，回報的是更多的愛。當我們走在校園裡
的時候，感受最深的就是全體老師和同學們
的精神狀態，這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愉悅，關
愛之情總是溢於言表，校園裡處處洋溢着和
諧之美。這樣的校園怎能不讓人留戀？學校
每年都會請畢業生回母校座談，把他們在工
作中的成功經驗和學弟學妹們分享，把愛回
饋，讓更多的人受益。正像學校許原植主任
所說，愛的教育從實際行動開始，在取得了
顯著成果之後，學校又把它上升成為理論高
度，由王蘇華董事長主編的《愛的教育》已
經成為學校德育教育的重要教材，在全校乃
至社會上開始普及和宣揚。理論和實踐的無
縫對接，真正幫助同學們樹立了正確的人生
觀和價值觀。

五年前，愛的種子在這裡被悄悄種下，
生根、發芽，經過五年的培育，它已經茁壯
成長起來，雖然還不夠高、不夠壯，但是我
們相信，有了這麼多人的關心與愛護，它一
定能夠成長為參天大樹，結出豐碩的果實。

走在校園裡，自己的內心也經歷了一番
清洗，是怎樣的力量讓全校上下都在愛的名
義下成長呢？迎面走來了兩個女孩，在說着
關於信仰的問題。對，是信仰，把愛當做一
種信仰，在心中不斷強化，在行動中不斷深
化，在靈魂中不斷內化，最終，這愛將成為
改變你我的力量。但願人們心中不再冷漠，
但愿人人心中充滿愛。讓我們獻出愛、匯聚
愛、鑄就愛、用力愛！

▲學生晚上自發組織的現代舞

▲擂鼓等活動已成為學院的一種
校園文化▲「弘揚雷鋒精神，踐行愛的教
育」 啟動儀式

福州黎明職業技術學院

《愛的教育》開課儀式

▲ 王蘇華

執行董事長 壬辰年閏四月初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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