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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纪实

在国际化办学中
发挥党委领导作用
■王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一所国际化办学特
色鲜明的大学。来自10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
外国留学生占学生总数的20%， 每年来学校
培训进修、 体验中国文化的外国学生达5000
多人。 学校核心课程教材80%直接从国外引
进，用英汉双语授课达35%，国际经贸重点学
科的海归青年教师比例约占35%。

在这样一所国际化办学特色鲜明的大
学，师生直接接触西方经济、文化、哲学，直接
面对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如何坚
持党对高校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如何引导师生员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为实现中国
崛起培养德才兼备的国际化创新人才？

以德为先德才兼备
2010年，学校召开第十一次党代会，确立

了建设国际化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发展目标和
“两步走”的发展战略。 学校“十二五”发展规
划纲要明确提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
际规则、 能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
的高素质、 创新型、 国际化、 复合型精英人
才”，同时提出国际化精英人才、拔尖创新人
才和通用人才“三位一体”的多元人才培养模
式。党委抓人才培养核心理念，即立德树人、全
面发展、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国际化创新人才
必须德才兼备，学生要有国家意识、道路意识，
因为道路不仅决定国家命运， 也决定个人命
运。 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
的子孙， 作为中国人只有知道中国历史变化，
知道中国在国际视野中的位置，才能在全球化
多元文化碰撞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才能自信。
首先在专业课中开设商务伦理、 职业道德课
程，要求专业课教师、研究生导师在专业教学
中注意加强对学生的品德教育。二是拨出专款
300万元用于思政课改革。 三是在每年新生入
学、 教职工入职教育中开设品德修养专题讲
座，把道德教育列入全员育人的重要内容。

重点抓国际化特色品牌
一是建立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的学科布

局和专业课程体系， 注重国际经济学、 管理
学、法学、外国语言文学、统计学等学科交叉
融合。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总结中国改革开
放30多年的经典案例， 为中国对外开放提供
智力支持，宣传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提炼中
国经验和中国方法。 三是加大专业基础理论
知识与应用经济学、运筹学、博弈论、行为科
学等分析方法的融合。 四是利用互联网技术
模拟仿真环境（建立金融保险理财模拟研究
中心），模拟WTO国际法庭、模拟跨国公司企
业管理流程、模拟国际股票期货操作方法，提
高学生在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重点抓高端人才和师德建设
高端人才和师德决定教师队伍的水准和

质量，直接影响人才培养水平。一是党委召开
专题会议制定标准，明确细则，抓人才引进与
培养并重，实行“育青－优青－杰青－成熟学
者－高端人才—长江学者/万人计划”教师职
业发展全程培养计划，重点在长江学者、千人
计划、万人计划、中国十大法学家等。 二是按
国际人才市场规则制定具有竞争力的激励效
应薪酬体系。 三是抓优秀青年学术骨干和学
科带头人，拨专款建立青年学者发展基金，解
决青年教师周转住房188套。四是全面加强师
德教育，制定师德规范实施细则，强化师德意
识和德才兼备的育人意识。 五是全面加强辅
导员队伍建设， 制定学生辅导员工作条例和
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实施办法， 每年拨35
万元专款用于辅导员队伍建设。

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高校领导班子建设核心领导体制是党委

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这是保证党对高校领
导的根本制度，主要内容是党委领导、校长负
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核心是党委领导。一
是坚持党委领导的核心地位， 发挥党委统揽
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确保培养社
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办学目标
渗透在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的方方面面。 二
是干部队伍建设重点抓一把手培训， 在干部
中开设核心价值观和领导力专题讲座， 强调
品德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开展美国、欧
洲境外培训，开拓国际视野、转变办学观念。
三是加强学工干部队伍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
培训， 目前学工专职干部队伍中92%拥有心
理咨询师、职业规划师职业证书。

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核心服务功能是为人

才培养、 教师发展服务。 一是选优配强基层
组织负责人， 推进党员队伍与学科队伍共
建。 选拔思想素质好、 党性强、 有学术背景
的学科带头人、 教学科研骨干和管理骨干担
任基层党支部书记， 实现党员队伍与学科建
设队伍共建， 切实强化基层党组织推进学院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政治核心作用。 二是
加强党内民主， 健全和完善党内重大决策征
求意见制度、 党内情况通报制度、 党内情况
反映制度， 发展党内民主， 确保党员的知情
权、 参与权、 监督权。 三是党支部“主题党
日” 活动为教师职业发展服务， 通过“主题
党日” 搭建平台， 促进基层党组织与教学、
科研、 人才培养等业务工作融合互动， 推进
教学和科研工作。 通过开展基层组织建设，
一批教师党员骨干成为学科建设、 科研创
新、 教学改革的带头人。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

假如明天战争来临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围绕实战办学育人纪实

高教方圆

■陈兴风 田志轩

5月的汤山，麦浪婆娑、热浪滚滚。
突然，“砰、砰”几声枪响，步兵分队全

员全装、 实枪实弹迅速从山顶索降， 冒着
“敌人”的炮火、战场的硝烟，佩戴防毒面
具，通过染毒地带，跨越矮墙、铁丝网、火
障，利用绳索爬上5米高的断崖。几分钟后，
主攻、助攻班组迅速占领进攻出发阵地，各
战斗小组交替掩护，利用地形、地物，蛇形、
曲身、匍匐前进，在火力支援和战术心战行
动配合下，向敌高地发起最后冲击，先后攻
占敌班堡、伍堡……

这是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军
事心理系2010级本科学员参加毕业综合
演练的一组镜头。 近年来， 该校教育教学
坚持向能打仗、 打胜仗的要求聚焦， 向学
为打、 练为战的标准聚力， 毕业学员的打
仗意识和实战本领更加符合新形势下强军
目标的需要。

去除“和平积习”，树立打仗意识

今年3月， 一场“假如明天战争来
临———与小尖山十六勇士代表话战斗力标
准” 战斗英雄访谈在校区官兵间引发强烈
反响。 五位战斗英雄讲述了边境自卫还击
作战中， 突击队员在4分钟内攻克小尖山
阵地的战场回忆。 战争的残酷、 生死的考
验， 让官兵深受震撼， 引发了官兵对“战
争是什么样的”、 “打赢战争需要什么”、

“假如明天战争来临” 等话题的热议。 这
让校区党委“一班人” 陷入深思： 校区地
处大上海闹市区， 长期的和平环境、 繁华
的都市生活， 我们离战场， 课堂离一线作
战部队有多远？ 学员距离能打胜仗要求又
有多远？

校党委因势利导， 广泛组织开展战
斗力标准大讨论， 围绕“小尖山” 战斗
英雄群体事迹和战斗精神， 校区教员干
部和学员纷纷对照英雄找差距、 反思不
足谋打赢。

通过讨论， 大家认为， 要进一步解
决对军事斗争思想准备不足、 人才培养
聚焦强军目标不够、 教育教学和科研对
照能打胜仗要求存在一定差距等问题。

“课堂就是战场， 训练就是实战，军
人就是战斗员。 ”党委很快制定下发《校
区“像样”教育实施意见》，部署了按照

“军队要像军队样子”要求，围绕理想信
念、责任意识、思想水平、政策水平、知识
水平、工作能力、遵纪守法、团结协作等
八个方面素质，结合岗位特点，深入开展

“八个如何当好”的大讨论。
一次次深入透彻的讨论， 一条条触

及心灵、揭短亮丑的对照检查，让“博士硕
士都是战士”、“教员学员都是战斗员”的

“打仗”意识进一步入脑入心，使学校向实
战化聚焦的教学改革迈出新的步伐。

课程、教材、培养方案，都要
体现战斗力标准

“要切实把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
标准在校区的各项工作中立起来。” 校
区王忠主任在各层次会议上都反复强
调。 一系列按照能打胜仗标准， 大力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 积极探索和开展实战
化教学科研的措施不断推出。

承担作战类课程专题教学任务的教
员率先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为着力提高
作战类课堂教学质量， 使教学改革稳步
实施， 校区专门组织作战类课程教员进
行业务培训。 整个培训围绕军事斗争准

备中心， 着眼贴近部队、 贴近实战、 贴近
未来要求， 从设计打仗、 研练打仗、 学会
打仗等层面， 深化作战问题研究， 增强作
战类课程教学前瞻性、 科学性和实效性，
功能指向具体， 结构层次分明。

陆、 海、 空、 二炮著名军事专家、 军
兵种指挥院校专家教授和作战部队一线指
挥员轮番为校区作战类课程教员授课。

指导员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是今年
校区实战化教育教学改革的“重头戏”。
新学期伊始， 武警机动师某连指导员陈新
春来到校区参加现任指导员班培训， 当他
拿到教学计划时， 不由暗自叫好： 全程模
拟党支部沉浸式训练活动贯穿培训全过
程； “基层政治工作能力训练” 专业课程
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 都通过学院研发
的政治军官能力训练系统进行自主学习；
学期中还要前往一线部队参加实兵实装实
弹实爆演训活动……一系列教学活动都紧
贴指导员学员任职岗位实际， 对于提高指
导员学员开展政工实务能力有直接作用。

围绕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按照
能打仗、 打胜仗要求， 校区组织编写了
《把战斗力标准贯彻政治工作全过程》、
《聚焦战斗力生成的心理服务工作研究》
等系列新教材， 调整充实完善了近10个
打仗类课程专题， 联合作战理论、 作战指
挥、 想定作业和联训联演进一步融入课程
教学体系。

强化实战本领， 培育战斗精神

“实战化”、 “实践教学” 是校区教学
改革向打仗聚焦的重要举措。 “实践教学
不低于总教学时间的60%”、 “想定作业
和现地教学不低于实践教学时间的60%”
等一系列量化指标要求， 落实到了教学

中。 以实战案例教学、 想定作业教学、 角
色沉浸式教学、 部队演练演习嵌入式教学、
兵棋推演教学和毕业综合演练等为依托，
努力为打仗指挥类和战时政治工作等课程
教学， 创设实战化的教学背景、 环境、 作
业和流程， 为学员到部队的实战化训练先
行一步。

今年到部队代职的教员， 纷纷选择了
新疆军区南疆一线任务部队和广州军区合
同战术训练等直属分队， 以及海军、 空军
和二炮等军兵种部队， 实打实地到部队摔
打磨砺。

该校还把校园文化作为培育战斗精神
的重要环节。翻开校区年度系列文化活动安
排，“兵心似火歌壮志”强军战歌演唱会暨歌
咏比赛、“强军杯”学习习主席系列讲话精神
知识竞赛、“强军杯”篮球对抗赛等等，每一
项活动都紧扣“强军”主题。

“打造强军系列文化产品， 坚持贴近实
战、 贴近部队、 贴近官兵， 就是要进一步
激发校区上下投身强军实践的动力热情，
集聚强军兴军的磅礴力量。” 校区李敏政委
说。

走进校园， 《强军战歌》 铿锵有力的
旋律处处可闻。 从校区常委到普通战士，
从团以上班次学员到青年本科学员， 《强
军战歌》 组曲被广泛唱响。 耳濡目染中，
强军兴军的坚定信念、 强军目标的内涵要
求在歌声中深入人心。

聚焦实战化的教育教学改革成效在校
园生成， 也必将在部队产生深远影响。 临
近毕业， 青年本科学员都向学员队党支部
递交了申请书， 主动要求到边远艰苦地区、
到军事斗争准备一线部队工作。 校区战斗
力标准大讨论中， 研究生学员陈星全声如
洪钟： “我们是政院能打仗的战斗队， 假
如战争明天来临， 请派我们上战场！”

“课 堂 就
是战场，训练就
是实战，军人就
是战斗员。 ”

让“博士
硕 士 都 是 战
士”、“教员学员
都是战斗员”的
“打仗” 意识进
一步入脑入心，
向实战化聚焦
的教学改革迈
出新的步伐。

让中国葡萄美酒香万家
———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华教授

■通讯员 牛宏泰

他要圆一个中国梦———让中国的葡萄
美酒香万家。 经过近30年的努力，他的这
个梦，正在成为现实。 他，就是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副校长、 该校葡萄酒学院终身名誉
院长、博士生导师李华教授。

发誓向世界权威理论挑战
堪称“第一水果”的葡萄，全世界年产

量达7000万吨， 而我国直到上世纪80年
代，年产量尚不足20万吨。 外国游客来中
国，常常只喝从法国、德国等国进口的葡萄
酒。 这一切，葡萄-葡萄酒学博士李华的心
里真不是个滋味！

我国是葡萄发源地之一， 葡萄栽培历
史长达2000多年。 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
中，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非常缓慢，长期以
鲜食和制干为主。 国际葡萄酒业界权威结
论认为， 只有地中海式气候才适宜栽培酿
酒葡萄， 而中国则是以大陆季风性气候为
主，因而不适宜生产优质酿酒葡萄。 因此，
近代中国的葡萄酒以勾兑酒为主， 不符合
国际标准，无法与国际标准接轨。

不知是冥冥中有什么神秘力量主导，
还是由于李华骨子里本就不肯轻易服输的
本性使然，李华无论如何也不肯信这个邪，
他发誓要向世界权威理论挑战， 要对世界
权威理论说“不”，“圆一个中华儿女的梦”。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的30年间，李华
和他的团队一直围绕中国究竟有没有优质

酿酒葡萄适宜区及品种区域化、 栽培技
术创新、 优质葡萄酒酿造等问题进行了
全面、系统、深入、科学的探索研究，终于
构建了“从土地到餐桌” 的关键技术体
系，促进了中国葡萄酒产业的蓬勃发展。

打破了中国不适宜生产优
质酿酒葡萄的论调

优质酿酒葡萄原料是葡萄酒产业链
的起点。李华和他的团队研究发现,酿酒
葡萄的成熟度与热量和水分指标均密切
相关， 基于地中海式气候的区划指标不
能解决我国酿酒葡萄区划问题。 在全面
研究我国气象指标及其分布与葡萄生长
发育所需生物量的吻合度的基础上，通
过建模、产地验证，李华和他的团队建立
了适合我国气候条件的酿酒葡萄气候区
划指标体系， 即以无霜期为热量指标确
定栽培的北界， 以干燥度为水分指标确
定栽培的南界 ， 以年极端最低温度
-15℃确定冬季埋土防寒区域。 国际葡
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葡萄生理专家
委员会主任Carbonneau教授认为，该
指标体系“具原创性，概念科学，区划合
理。 ……适用于世界其他葡萄产区”。

李华和他的团队利用该指标体系和
全国623个气象台/站30年逐日气象资
料，首次完成了中国酿酒葡萄气候区划，
将我国酿酒葡萄栽培区分为4区12亚
区。 通过在上述区域多年引种和区域试
验研究结果， 李华和他的团队确定了各

区适宜的葡萄品种和酒种， 首次完成了我
国酿酒葡萄品种及酒种区域化， 并进行了
产区验证。教育部成果鉴定认为“研究成果
总体达到同类研究的国际领先水平”。酿酒
葡萄种植面积从无到有，至2012年发展到
55万亩，打破了中国不适宜生产优质酿酒
葡萄的论调，科学布局了中国葡萄酒产业。

爬地龙：我国葡萄栽培制度上
的重大革新

李华和他的团队研究发现，中国90%以
上酿酒葡萄适生区必须在冬季埋土防寒，才
能使酿酒葡萄安全越冬，研发埋土防寒区酿
酒葡萄最佳栽培模式成为能否发展世界水
平、中国特色葡萄酒产业的关键。 通过深入
研究葡萄修剪的生理反应及其对同化物运
输、分配的影响，李华及其团队提出了最小
化修剪的库源关系调控理论，据此并结合埋
土区的生态条件，创造了“爬地龙+行间生
草” 的埋土防寒区酿酒葡萄最佳栽培模式。
教育部成果鉴定认为“爬地龙是我国葡萄栽
培制度上的重大革新， 为生产的机械化、规
模化、标准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受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影响， 与世界其
他产区比较， 中国酿酒葡萄成熟时含糖量
的年际差异较大， 总体含酸量偏高。 因
此， 单一酿造工艺不适于我国原料成熟度
变异大的特性。 必须研发新的酿造工艺，
才能保证葡萄酒的质量和风格。 李华和他
的团队通过在葡萄酒的酿造过程中， 对多
酚和香气物质溶解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

究、 建模和拟合， 得到了通过“浸渍” 进
行选择性提取的最佳模型， 据此创立和发
明推广了发酵复合工艺体系及其相应设备。
李华和他的团队全面收集、 筛选、 鉴定了
我国葡萄酒乳酸菌资源， 创建了含210株
菌株的酒酒球菌资源库， 筛选出优良菌株
SD-2a， 并开发了其活性干粉， 系统研究
了我国葡萄酒成熟过程的转化机理， 揭示
了多酚和芳香物质的一系列复杂反应是葡
萄酒成熟的基础， 其实质是非酶氧化还原
反应。 该成果代表性论文发表在国际食品
顶尖杂志Food� Chemistry上， SCI被引59
次。

基于上述理论， 李华和他的团队建立
了以“葡萄酒氧化还原控制” 为核心的陈
酿工艺体系， 开发推广了“葡萄酒微氧控
制装置”。 上述成果被写入相关国家标准，
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项目研发的
国产葡萄酒在各类葡萄酒国际大赛中获得
金奖25次。

李华和他的团队通过对我国主要产区
葡萄酒特征香气和酚类物质的分析， 用数
据灰度空间投影技术构建了国产葡萄酒的
指纹图谱库， 实现了我国不同产地葡萄酒
的科学鉴别。 成果获“国家轻工业联合会
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为了建立葡萄与葡萄酒科学的人才培
养和科学研究体系， 1994年4月20日， 在
李华及其团队的多方努力下， 原西北农业
大学与国内部分葡萄酒企业联合创建了我
国第一所葡萄酒学院， 也是亚洲唯一、 中
国特有的股份制学院———西北农业大学葡
萄酒学院。 2002年12月， 国际葡萄与葡萄
酒组织 （OIV） 决定在该学院设立亚洲葡
萄与葡萄酒科技发展中心， 亚洲葡萄酒质
量大赛组委会、 国际葡萄酒大学联合会等
国内外葡萄酒专业组织均设在该学院， 为
亚洲葡萄酒行业的合作、 交流与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平台。

自1986年以来， 李华和他的团队的研
究成果直接促进了我国葡萄酒国家标准的
出台与完善。 在陕、 甘、 宁、 新和西南高
山区等地区的非农耕地发展酿酒葡萄55万
亩， 年产酿酒葡萄46万吨， 近三年新增产
值44.5亿元， 为西部生态移民安置、发展新
兴产业、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收入开辟
了新的途径，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
态效益。我国符合国际标准的葡萄酒从无到
有，至2012年达138万吨，成为世界第五生
产大国；中国葡萄酒出口到法国、英国、美国
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达2000吨。

30年前中国第一个葡萄栽培与酿酒专
业、 20年前亚洲和中国第一个葡萄酒学
院， 李华和他的团队数十年如一日， 千磨
万击还坚劲， 一路风尘一路歌， 使得葡萄
酒学院成为产学研结合的先锋。

精彩人物

国际葡萄
酒业界权威结
论认为， 只有
地中海式气候
才适宜栽培酿
酒葡萄， 而中
国则是以大陆
季风性气候为
主， 因而不适
宜生产优质酿
酒葡萄。 李华
无论如何也不
肯信这个邪，他
发誓要向世界
权威理论挑战，
要对世界权威
理论说“不”，
“圆一个中华儿
女的梦”。

� 李华教授（左一）
在实验室指导学生。

牛宏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