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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许聪海：

福建省政协常委，闽南理
工 学 院 副 校 长 ， 中 国 侨 联 委
员，华景慈善基金会主席，曾
获“福建省大中专院校就业工
作先进个人”“福建省征兵工作
先进个人”等称号。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许聪海：燃一束光，照亮人间坦途
本报记者 王惠兵

此次采访未入正题前，许聪海就
热情地拉着记者欣赏起墙上那些“老
照片”：有毕业生校园招聘会现场
照、有“我为学生办实事”系列实践
活动照……

“学校一定要多上心，多花精
力，把学生在专业选择上的盲目和飘
摇、就业方向上的迷茫和浮躁，调整
好、克服掉。”话语里，听得出许聪
海对学生的感情。

就业形势严峻，是无数大学生走
出 象 牙 塔 时 要 面 对 的 “ 成 长 的 烦
恼”。分管学校招生、就业相关工作
的许聪海，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
搭建校企供需平台，助力学生毕业、
就业“无缝对接”。

每到毕业季，许聪海时常走进校
招会，与学生们一起体验求职的过
程，还时常召集骨干教师和部分企业
代表汇聚一堂召开“诸葛会”，倾听
学生心声，帮助大家解决求职遇到的
烦恼。

“教育最大的收获，在于学生豁
然开朗的那一瞬间。”“我们除了传授
知识，还要设法让学生懂得做人的道
理。”……许聪海说话快慢相间，声
音温和，每每提及教育，都展现出一
种自信的神采。这是他的教育情怀。

随着交谈的深入，记者渐渐从许
聪海身上感受到一种匠心。从而，也
更愿意从这一角度去解读他和他的教
育事业。每次与许聪海接触，记者都
有许多新的感悟。这一次，在他的经
历轨迹中，记者亦真切感受到了他的
人生“三味”：一味曰育人的“色香
味”，一味曰履职的“真滋味”，一味
曰公益的“清新味”。

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
高。此刻，教育路上执着的追梦人又
出发了！

人生“三味”
本报记者 王惠兵

第一次接触许聪海，是从福建省政
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期间的一段访谈开始
——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您能谈谈对
人才培养的心得体会吗？”

“我们不能一说人才培养就是职业教
育，更重要的是本科。但人才到底怎样
才能培养出来？过去数十年，我们没有
找到让自己满意的答案，所以光有提问
和讨论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我们努力进
行人才‘破格’，技能‘破圈’，教育再

‘破题’……”
热情洋溢，却又平和冷静，对教育

话题有着犀利的思维且颇具创新性，是
记者对许聪海最初的印象。但此次采
访，真正走进他的“领域”，记者发现他
的视野远不限于此。

■ 心里有一顶“草帽”

在滨海城市石狮宝盖山风景区山脚
下，有一大片错落有序且橙白相间的建
筑群，在绿树掩映中延展开来。这里就
是闽南理工学院，近年来毕业生初次就
业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的一所省级文
明学校。

作为副校长，许聪海的办公室频繁
有人进出，多是老师商讨事宜、报送文
件。坐在椅子上的他，听人陈述时，仰
头微笑、目视对方，听罢或快速回应或
俯首签批。俯仰间，从容舒展的面容
上，双眼炯炯有神，焕发着青年人的活
力与自信。

近些年，闽南理工学院教学规模一
再扩大，目前已有11个教学单位、44个
本科专业，形成理工、经管、服装艺术
三大学科群和专业群。“盘子”大了，许
聪海要操心的事就更多了。尤其临近 6
月，又是招生季、毕业季，是学院工作
最繁忙的时期。

让许聪海更操心的，是招生后面临
的教书与育人问题。他认为，教书与育
人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中，育人为
本，尤为重要，既要克服学生中学阶段
养成的应试思维，还要重塑学生成熟的
人生观、价值观。

“教育从来不是教几门课程，认定一
张文凭这么简单，而是要面向世界，培
养有时代眼光的人才，造就能肩负起民
族希望的人。”许聪海期待的是，学生愿
学、会学、好学，进来时一个样儿，出
去时另一个样儿。

多年来，许聪海脑海里“育人”的
那根弦，如上了发条一般，始终绷得很
紧。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
学做真人。在教育中，他从不惜力。付
出得越多，收到的回报也越多。

去年入春的一天，许聪海刚从西安
高校调研民办教育发展情况回来。

“许副校长，您还记得我吗？”循声
望去，他看到了一张甜甜的笑脸。

来者叫林芳艳，是2015级学生，从
闽南理工学院本科毕业后，就职于省内
一家大型服装制造企业，现已成为一名
服装设计师。她特地趁着假期回到母
校，看望许聪海。

“我读大一那年，在图书馆门口，您
和‘草帽大叔’训过我呢。”林芳艳口中
的“草帽大叔”，是许聪海的父亲，闽南
理工学院的创办者许景期。

“父亲是穷苦的石匠出身，辍学后对
失去学习机会一事一直不能释怀。”许聪
海说，“草帽”不仅记录着父亲的创业历
程，也记录了父亲不惜变卖家产，毅然
投身教育事业的担当与奉献。

许聪海没想到，一顶草帽渐渐成了
父亲许景期的标志。

师生们时常能看见许景期戴着草
帽，眼神总是慈祥中带着坚毅和严谨，
关注着校园主干道上来往的师生和交通
安全。师生们口口相传，都喊他“草帽
大叔”。

时隔五六年，彼时的具体细节许聪
海已记不清了，只是隐约记得，那时他
和父亲如往常一般，正在图书馆了解学
生看书的偏好，恰好发现林芳艳比照书

本，随意地在作业本上涂画设计。
“这位同学，你出来一下。”在林芳

艳要离开图书馆时，许聪海叫住了她。
“那一次训诫，影响了我的一生。”

林芳艳说，那天许聪海所说的“无论是
学习还是做人，都要时刻保持严谨的态
度”，她此后牢记于心。

“或许有时候，老师说的一句话，他
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但对学生的成长而
言，却是至关重要的。”林芳艳说，她更
喜欢称呼许聪海为“许老师”，他是一个
总在不经意间帮助学生悟出真道理、提
升精气神的老师。

深情尔尔，源于热爱。许聪海讲述
最多的，也是他引以为傲的教书与育人
的故事。

被问及未来要做的事，许聪海没有
豪言壮语，只是说“教育”是他一生的
事业。“真正的教育，是一棵树撼动另一
棵树，一片云推动另一片云，一个灵魂
唤醒另一个灵魂……”

是的，最好的教育，从来都是一种
潜移默化而深远持久的影响。许景期一
直将草帽放在车子后座上，而在他言传
身教下，许聪海将“草帽”放进了心里。

■ 把灯点亮

“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诉求，努力推
动解决群众关注聚焦的热点、难点、痛
点、堵点问题。”在八闽大地上，时常能
看见许聪海和父亲许景期并肩深入基层
调研的身影，“老委员”带着“新委
员”，让人感受到满满的亲切感。

作为政协委员，许景期花费的时
间、精力、心思，许聪海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许聪海说：“从父亲身上，我
学会应该如何做一名政协委员。”

“今年还是‘没客气’”，这是许聪海对

福建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期间自己发
言的评价，“要呼吁的事情还是很多”，
这是他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期待。

“没客气”背后数不清的调研，让
许聪海看到了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弥合的
一道鸿沟，那就是脱虚向实，优化教育
资源配置，实现教育公平。“当前，受
多重因素影响制约，高等教育资源配置
存在不同程度的非均衡现象，表现在经
济发展、政策扶持、地区差异等多个方
面。”

“没客气”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许聪
海给出的建议是——支持各大高校协同
发展。他认为，通过此举建立“一对一
帮扶协同发展”模式，引导高校量身定
制“一校一策”协同发展工作方案，细
化一般高校重点建设任务，指导并帮助
一般高校建设与发展，以全面推动福建
省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同时，支持教育
资源组合，促进高校特色发展，着重通
过资源汇聚、政策叠加，引导本省高校
走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
路，提升办学综合实力和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力。

采访中，许聪海还热情地分享了自
己手机的履职“专属”文件。里面排列
而出的，是长长一串关键词。

“民办高校”“校企人才”“人才培
养”……点开一个个关键词，里面提及
最多的仍是关于教书与育人的建议。许
聪海最擅长的，就是把教育问题与实践
联系起来——

在 《关于建立对民办本科高校人才
支持机制的建议》提案中，建议建立公
办高校、民办高校间的人才流动机制，
建立公办高校对民办高校对口支援共建
机制，建立公办高校接收民办高校人员
挂职、培训、访学机制和建立公办高校
退休人才推荐机制，进一步解决民办高

校师资队伍建设等“老大难”问题。
在 《关于建立省级校企人才供需数字

化服务平台的建议》提案中，建议建立福
建省涵盖毕业生就业、用人单位人才需求
的校企人才供需数字化服务平台，将数字
化服务平台建设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用
人单位招聘人才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发挥
大数据的作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和企
事业单位人才招聘，形成人才供需数字化
运行的长效机制。

每年，许聪海都积极参与各种履职活
动。“数字福建政协云”App里委员移动
履职提示更新的“小红点”，也是他难以容
忍、必须消灭的信息“盲点”。但凡有碎片
时间，他都用来学习。

回忆履职经历，许聪海感慨地说：“这
几年，我提了不少建议，也看到有些建议
已经在落实了。”谈起部分得到落实的建
议，他笑得十分开心。看得出，那是一种
发自内心的自豪和满足。

“教育的本质，不是把篮子装满，而是
把灯点亮。”当近距离接触许聪海，会对这
句话有更深入的理解与更感动的认同。

许聪海是教育界的“杂家”，时刻保持
着对教育敏锐的关注；他还是教育研究界
的“纵横家”，所提的建议，细看下来，都
是方法论，总能够引发人的思考。

问及许聪海如何保持履职初心，他用
一句话简以概之——“万事贵在行动、成
在坚持。”

■ 容易被感动

许聪海是一个容易被感动的人。
政和县，位于福建省北部，其经济发

展曾一度处于“省尾”，1986年被省政府
确定为贫困县。在闽浙两省四县结合部之
间，一片溪河纵横奔流不息，风光旖旎，
这里是政和县澄源乡，全县最大的一个乡
镇。

2019年7月19日，石狮市政协蚶江委
员活动组联合石狮青商会蚶江活动组远赴
政和开展“山海协作助力精准扶贫活动”。
作为市政协蚶江委员活动组组长，许聪海
组织带队前往山海协作结对帮扶乡澄源
乡，开展慰问活动，并召开座谈会，探讨
今后山海协作精准扶贫工作思路。

“那是我第三次去。”许聪海说，第一
次，他站在乡亲们的家门口，打着招呼；
第二次，他走进乡亲们家里，听他们说了
不少生活上的困难。“这一次，乡亲们拉着
我的手，说日子越过越好了，别再麻烦来
看他们了。”

“来了三次，我心生无数感动。”回程
的路上，许聪海不免眼角泛红。

许聪海说：“从本心来讲，我喜欢多做
对群众、社会有益的事，满足！”

正因为有这样的亲身经历，许聪海的
干劲更足了。

大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同心
工程”，小到捐资助学、助残扶贫、慰问走
访，都已成为许聪海的一种态度、一种习
惯、一种生活方式。

“从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到用钱不能解
决的问题，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已经浸
润在公益事业中多年的许聪海，敏锐地体
察到了这种变化。教育公益更是从单一的
物资帮扶，逐渐成为各具特色的成长陪伴
活动。

如何“扶贫”“扶志”又“扶智”？许
聪海一直在践行中思考。通过深入调研，
他了解到石狮全市教育的不均衡状况。于
是，呼吁各大教育基金会关注的同时，他
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捐赠教育基金、建设
基金、贫困学子教育基金共1300多万元，
并投身各级各类扶贫、助残等公益慈善活
动，用实际行动为弱势群体和困难学生家
庭撑起“一片天”。许多次，活动结束时，
受助的学子都拥抱住他，哭着说：“许老
师，谢谢您。”

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得到如此真
情？许聪海说：“全心全意为每个人着想，
多么难也要坚持做下去！”

简单质朴，又深刻隽永。无论哪个时
代，都需要有这么一批人，发一分热，燃
一束光，照亮人间坦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