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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善———“妙手仁心”有大爱
儒家经典著作《大学》的开篇语写道：“大

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至
善，也成为许多高校对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

“至善的范围很广 ，但我们认为其中一
个重要的核心是仁爱， 这与中国传统文化
里强调的仁者爱人、 仁者无敌的理念是相
通的。 ”怀化医专党委书记徐华平表示，作
为医学院校，学生毕业后，将面对的是许多
需要救治的人的生命相托， 没有扎实的医
学功底 ，没有一颗仁爱之心，很难担当起救
死扶伤的重任。

这种解释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 近年来
社会中出现的因为重疾病、轻情感，重科技、
轻沟通，重效益、轻人文，而导致医患关系紧
张；因为天价药费、重复收费、过度医疗、忽悠
病人等， 而常常使医生和患者之间人情冷漠
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些都足以说明，爱心教育
在医学教育中何等重要。

怀化医专校长陈涤民表示， 特别是对怀
化医专而言，很多学生毕业后在武陵山片区的
基层医疗单位工作， 相比大城市优越的物质条
件，要在基层安下心来，战胜各种物质的诱惑，
做“基层群众的健康守门人”，更需要心中有爱，
有对事业的爱，对基层群众的爱。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怀化医专把“仁爱”
教育列为和专业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作为
医学院校， 怀化医专有义务有资格成为学生
良好人文素质的‘首善’之区，把学校建设成

为孕育爱心的孵化器、实施爱心的辐射源、传
承爱心的领跑者，最终培养‘仁术’精神的现
代传人。 ”徐华平如是说。

为此， 学校成立了爱心文化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专设了爱心文化建设工作办公室，成
立了爱心基金。 学生中成立了“爱心社”。 在
思路上， 他们以践行爱生如子理念为着力
点、以帮扶“厄运”学生为切入点、以爱心文
化现状研究为支撑点、 以把传统仁爱思想
转化为现代 “仁爱 ”精神为出发点 ，改变了
传统意义的帮扶，实现了“四个转变”，即在
内容上由单一经济资助向全方位关爱教育
转变，时间上由在校关怀向终身关怀转变，
在空间上由学校独自承担向学校、家庭、社
会共同承担转变，在工作机制上由偶然性、
随意性向构建长效机制转变。

怀化医专把每年的11月8日确定为爱心
日，而且向特困学生承诺：决不让一个特困
学生因经济困难而辍学 。 2009年学校组织
成立了“天使血库”，当天500多名志愿者承
担起随时无偿献血的职责， 一旦市里的中
心血站急需，“天使血库” 将联系合适对象
进行集中献血。

爱心文化建设成果丰硕 ， 受到上级肯
定，引来社会各方好评。2010年3月，在第16次
湖南省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上， 怀化医专党委
书记作了题为《让“厄运”学生走出困境 感
受阳光———我们是如何关爱教育遭遇不幸大

学生的》典型发言。 仅时隔两年 ， 2012年3
月， 在第18次全省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上， 校
党委书记又代表学校作了题为 《努力打造爱
心教育的 “云机制 ”》 的典型发言 。 学校
“爱心社” 先后被评为 “湖南省优秀大学生
社团 ”、 “湖南省雷锋家乡学雷锋先进集
体”、 怀化市首届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助人为
乐模范团体”特别奖。

在不断丰富活动载体的基础上， 学校还
突出了对爱心文化建设的学术研究， 以理论
厚度来推进实践创新。目前，学校爱心文化理
论研究渐成体系，诞生了一系列科研成果，极
大丰富了校园文化建设的学术内涵。 学校审
定通过了《基于“三生教育” 的医学生爱心培
育问题研究》 等校级爱心文化建设课题立项
11项， 申报的文化建设项目 《培养 “仁术”
精神的现代传人———怀化医专创新爱心文化
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荣获国家教育部门2010
年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三等奖， 《天
使之韵洒满园———怀化医专传承创新仁术文
化的探索与实践》 荣获2011年湖南省普通高
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成果一等奖等等。

展望未来，任重而道远。学校深厚的历史
积淀和已取得的成绩。 将是学校在跨越式发
展中的强大推动力。在未来的发展中，怀化医
专将为了武陵百姓的重托，与健康同行，与时
代同行，与心中的理想和希望同行！

（李佑成 赖 平 姜 武）

著名教育家梅贻琦曾说 , “所谓大学
者,非大楼之谓也， 乃大师之谓也。”

人才是高校办学的关键。 对此 ， 怀
化医专校长陈涤民多次强调， 人才培养
质量是事关学校生死存亡的根本， 而人
才队伍质量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
保障。

为改善人才队伍结构， 优化人才资
源 ， 怀化医专通过采取 “一聘 、 二送 、
三引、 四提高” 等措施， 多渠道、 全方
位加大人才队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队伍

建设力度， 形成了以 “吸引人才→使用
人才→激励人才→培养人才→学校发
展→吸引人才” 为运作模式的高效人才
队伍建设机制。 通过10年的努力， 学校
教授从无增加到55人， 副教授及其他副
高从58人增加到139人， 博士研究生从无
增加到22人 ， 硕士研究生从1人增加到
160人。 尤其是学校 “土生土长” 的教授
数量在几年内达到55人， 位居全国同类
医学院校前列。

如果说这样的举措是高等院校人

才培养的 “必选动作 ”， 那么怀化医专的
近年来的 “自选动作 ” 则更让人瞩目 。

2012年3月， 怀化医专教师发展中心正
式成立， 成为湖南省高校首个教师发展中
心。 教师发展中心全面指导学校教师专业
发展 、 职业发展 、 素养与能力提升等工
作。

2012年9月 ， 怀化医专印发 《关于进
一步加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明确提出 “以青年教师队伍建设赢学校未
来” 的理念， 着力构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

新机制， 全方位、 多层面、 多渠道提升青
年教师素质能力。 实施 “杰出青年培养工
程”， 突出重点， 强化措施， 对杰出青年教
师培养对象在政策、 经费、 待遇上予以重
点扶持。

2013年6月， 怀化医专印发 《关于加强
和改进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意见》，
从政治上主动引导、 专业上着力培养、 工作
上放心使用， 生活上热情关心等方面， 切实
保证促进青年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
的全面提高。

授业———学高为师育英才

2012年7月钟南山院士来校学术讲座

没有本科院校的规模优势 ， 没有发
达地区高校的硬件优势， 偏远山区的专
科院校怎么发挥自己的特长脱颖而出 ？
怎么在激烈的高校人才竞争中不落下
风？ 这些问题恐怕是所有地处欠发达地
区的专科院校必须要面对并解决的问
题。 对此，怀化医专党委、行政一致认为：
学校要提升自身竞争力， 构筑武陵山片
区医卫人才高地， 必须夯实人才培养这
一根本基础， 必须牢固树立人才培养在
学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 对此，怀化医专
近年来通过调整专业结构、 改革课程体
系与教学内容等得力措施， 在人才培养
的模式创新上让人瞩目， 如临床医学专
业构建了 “临床医学专业+特需岗位技
能” 的人才培养模式， 护理专业构建了
“普通护理+多个方向”的人才培养模式、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构建了 “以岗位技术

为主线，以岗位需求为标准”的人才培养
模式，药学专业构建了“重专业、讲实践、
强素质”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学校位于武陵山片区的地理条
件和国家实施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战略
的政策机遇，怀化医专及时启动了服务武
陵山区医卫人才培养模式课题研究，湖南
省教育部门教学研究与改革立项课题《面
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人才的培养模式研
究》 及其8个子课题与湖南省教育部门教
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 《武陵山片区基层
医卫人才定向培养机制研究》 相继开题。
这些课题的研究， 为怀化医专培养的毕
业生在知识、 能力、 素质等方面更加切
实符合武陵山区基层岗位需求， 打造学
校为武陵山连片扶贫攻坚开发区培养基
层医卫人才的品牌大有裨益， 也将进一
步推动学科专业建设， 为学校真正成为

武陵山区优秀医药服务人才培养基地打下坚
实的理论基础。

2012年12月，国家教育部门、卫生部门下
发 《教育部卫生部关于批准第一批卓越医生
教育培养计划项目试点高校的通知》，确定了
第一批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项目试点高校
125所， 怀化医专成为第一批试点高校之一，
承担“3+2”三年制专科临床医学教育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试点项目。

同时，怀化医专利用其科研优势 ，结合
武陵山片区中医药资源丰富的特点 ， 积极
推进产学研一体化。 学校的汪冶教授作为
中共怀化市组织部门选派的科技特派员 ，
紧密结合湘西中医药产业发展需要 ， 开展
科学研究，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 ， 先后在会
同 、新晃 、洪江等地建立了紫珠 、七叶一枝
花 、天麻 、血藤果等药材基地共计1500亩 ，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 为学

校培养高素质药学高级人才提供了强有力
的理论及实践支撑。

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增强了学校的竞
争力。 怀化医专毕业生多年来就业率保持在
90%以上， 毕业生就业竞争力跻身全省百余
所高校前20强， 位列专科院校第二 ， 学校
多次荣获 “湖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先进单位” 称号。 学生 “计算机应用能
力二级” 通过率连续3年在全省名列前茅，
“英语应用能力” 考试一次过级率达到85%，
护 士 执 业 资 格 考 试 通 过 率 2010 、 2011、
2012年分别达到99.16%、 99.81%、 99.84%，
助理执业医师技能考试通过率一直名列全省
前列。 学生参加全国首届卫生职业院校护理
操作技能大赛， 获单项二等奖2项、 全能三
等奖2项； 参加全国高职高专助产专业技能
大赛， 获全能一等奖1项、 二等奖1项、 三等
奖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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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医专构筑武陵山片区医卫人才高地纪实

夯基———“模式创新” 提升竞争力

人数达到699万———这是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数量规模。 在毕业生人数创出历史新高的同时， 今年的招聘岗位数却比往年下降15%， 由于就业形势严峻， 这个夏天
被网友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

就业率超过90%———这是怀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今年截至目前初次统计的就业率。 面对“史上最难就业季”， 一所位于湖南西部欠发达山区的专科学校， 为何能拿出如此
骄人的就业成绩？ 怀化医专近几年举行的招聘会， 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纷至沓来， 求才若渴， 特别是武陵山片区的一些医疗机构甚至喊出了“来者不拒”， 这又是为何？

“关键是我们找准了办学定位。” 怀化医专党委书记徐华平这样解释说。 近年来， 怀化医专将“立足湖南， 面向武陵山片区， 服务城乡基层， 培养应用型高素质医药卫生
人才， 把学校建设成医药类、 教学型、 区域性、 有特色的普通高等医学院校” 明确为学校的办学定位。 有了这样的定位， 学校在人才培养上便有针对性， 这样不仅培养出了
所需之才， 也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夯实了基础。

2011年10月，国家批复了《武陵山片区区
域发展和扶贫攻坚规划》。针对武陵山片区内
贫困人口多，群众就医难，特别是基层医卫人
才缺乏的现状，该《规划》明确提出到2015年，
要实现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基本
健全，医疗保障水平全面提高。

武陵山片区涉及湖北、湖南、重庆、贵州
四省市的11个地（市、州）、71个县（区、市），区
域内人口超过3600万，要实现县、乡、村三级
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基本健全， 与之相应的是
需要大量的医卫人才。

“一方面，大城市的医学院校毕业生不怎
么愿意来，另一方面，是武陵山片区内的医学
院校原本就不多， 所以我校在这方面可以大
有所为。 ”怀化医专校长陈涤民说，近年来怀
化医专针对武陵山片区的医卫人才需求的现
状，做了大量工作。

2011年，由怀化医专校领导带队，分6组
分赴湖南、湖北、贵州、重庆相关区域进行实
地调研。历时三个月，行程2万多公里，完成了

武陵山片区的卫生人力资源现状和基层医疗
机构对高层次医卫人才培养需求的调研工
作。

调研显示， 武陵山片区每千人口卫技人
员数2.77人，为全国平均值的63.50%；每千人
口执业（助理）医师数0.94人，仅为全国平均
值的52.70%；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0.86人，仅
为全国平均值的56.80%。 这表明武陵山片区
基层医疗机构对医卫人才需求缺口较大，特
别是对临床、护理、影像、检验等专业人才的
需求缺口更大。

有了这样科学的调研，怀化医专将服务
武陵山区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作为学校的一
项大事来抓，举全校之力组织精兵强将投入
该课题的研究。 学校党委书记任课题主持
人，13位教授、博士分别担任8个子课题的研
究负责人。

怀化医专面向武陵山片区加强医卫人才
培养的举措得到了上级领导和专家的肯定。

2012年7月，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内科

教授、 博士生导师钟南山在怀化医专讲学时
提出， 怀化医专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定位于
为武陵山区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的全
科医生。为支持怀化医专发展，钟南山欣然接
受成为怀化医专的特聘客座教授。

2012年11月，湖南省领导率省直有关部
门负责人来到怀化医专科现场办公 。 省领
导强调 ，怀化医专要 “立足武陵山区 ，突出
办学特色”，将学校建设成为面向基层培养
高素质全科型高级医药卫生专门人才的本
科院校。

2013年3月， 怀化市领导在怀化医专宣
讲全国“两会”精神时提出，要树立“将怀化
医专打造成武陵山片区优秀医学高等院校”
的梦想。

如今，这个梦想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而
梦想的实现从最近几年来怀化医专举行的招
聘会就可以看出端倪。

2012年3月25日， 在怀化医专举行的怀
化市2012年医卫人才招聘会上 ， 来自全国

17个省、市的323家参会单位来怀化医专招
聘，提供了5600多个岗位，其中很大一部分
招聘单位来自武陵山片区。 重庆彭水县卫
生局是第一次来怀化现场招聘 ， 令工作人
员想不到的是， 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有几十
人报名。

2013年3月31日， 在怀化医专2013届毕
业生供需见面会上， 提供就业岗位4370个，
供需比例达到1∶1.5。 带队来校招聘的湖北省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卫生部门领导在现场热
情地说：“以前我们主要在省内招聘， 这次
是第一次带队来怀化医专招聘人才 ， 武陵
山区尤其是我们长阳县的基层医疗卫生单
位急需大量的医卫人才， 我们热情欢迎怀
化医专的毕业生来长阳工作。 同时，我们希
望怀化医专能够成为武陵山区医药卫生人
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能为我们源源不断地输
送人才。 ”

怀化医专的毕业生之所以如此受欢迎，
其中的奥妙值得探寻。

乘势———“大机遇” 中有大作为

2012年11月湖南省领导来校视察

2013年3月湖北长阳卫生部门领导在学校毕业生招聘
会上介绍长阳

2013年7月湖南省教育部门领导来校视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