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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智慧，不如乘势；托其势者，虽远必至

既要大师也要大楼 既培医术更培医德
—— 乘“十三五”东风谱写发展新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
合多次强调，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
觅人才求贤若渴，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
人才各尽所能”，“让人才事业兴旺起来”。

宁夏医科大学的腾飞，正是得益于“尊
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的人才观。学校坚决贯彻“党管人才”原
则，将“人才强校”上升到战略高度，采用
多元化用人模式，大力引进、培育、任用人
才，师资队伍和创新团队建设成效显著。

学校党委书记马林谈及“党管人才”时
说，“党管人才”不是要约束限制人才，而是
要求党委推动各方力量，通过制定政策、创
新机制、改善环境，做好人才的培养与引
进，把人才管好用活，让人才和有志成才的
人拥有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862 人，其中副高以上
职称 658 人，硕士以上学位 714 人，硕士生导师
519 人（博士生导师 21 人）。形成了由 20 名学
科带头人、30 名学术带头人、36 名学术骨干组
成的合理学科梯队。此外，学校还拥有享受国
家特殊津贴专家 13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二、三层次人选11人，卫生部门有突出
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4 人，入选国家教
育部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4人，
享受自治区特殊津贴专家 19 人，自治
区“塞上英才”7人，入选自治区“313 人
才”31 人，入选自治区“海外引才百人
计划”8 人，入选自治区“国内引才 312
计划”6人，自治区级教学名师7人。

学 校 积 极 鼓 励 中 青 年 教 师 在
职、定向或委培攻读学位；积极引
进全职高层次人才；柔性引进多位
国内外知名专家，为高水平团队建
设和培育学术领军人物奠定坚实的
基础，其中，聘请山东大学副校长
张运院士作为宁夏医科大学双聘院
士；柔性引进国内知名生理学家袁
文 俊 教 授 、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吴 际 教
授、美国北卡罗琳娜州中央大学李平安教授
等专家学者，到学校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和
自治区重点学科工作。

学校于 2014 年启动优势学科群建设，邀
请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樊代明院士指导，经反

复论证最终确立神经科学、生殖与遗传、消
化道肿瘤、心血管疾病、回医药、骨科学等 6
个优势学科群立项建设。以国家、省部级重
点实验室等科技平台为依托，集中资源重点
投入，促进多学科交叉与融合。

2014 年 10 月 29 日，何梁何利基金 2014 年
度颁奖大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宁夏医
科大学校长孙涛教授荣获“科学与技术创新
奖”。

孙涛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癫痫外科临床研
究工作，特别是在“岛叶癫痫”研究上有独到
建树，先后主编出版多部影响深远的神经学著
作，其中，《神经外科与癫痫》 一书受到著名
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院士的高度评价；《岛叶
癫痫》 一书的出版极大地促进学术界对岛叶癫
痫的关注，此方向已成为颞叶癫痫领域的重要
研究分支。2007 年孙涛教授获“王忠诚中国神
经外科医师成就奖”；2008 年孙涛教授创建宁
夏颅脑疾病重点实验室并开展“岛叶癫痫”研
究，获宁夏科技进步一等奖；2015 年，孙涛教
授入选“中国好校长”。

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孙涛教授淡然处
之，他说：“宁夏是癫痫疾病的高发区，许多
患者在忍受病痛的同时，还会遭受各种不公平
对待。乡亲们的病痛就是我的研究方向，我想
用医术将乡亲们带离病痛。”

正是怀着对家乡、对乡亲深沉的爱，孙涛
从首都医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婉拒北京医
疗单位的邀请，义无反顾地回到宁夏。赴日深
造完成后，更是毫不留恋地按期回国。因为他
知道，最需要自己的地方是家乡，最能体现自

己价值的地方也是家乡。
孙涛教授始终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

的”，他迫切地希望能为家乡培养出更多的神
经外科专家，更多有医德有医术的各科类好医
生。为了鼓励宁医的学子们“学精学细”医术
的同时勇于革新创新，日前，孙涛教授将其个
人获得的 20 万港币何梁何利奖金全部捐献出
来，在校内设立了“孙涛科技创新奖”，奖励
在读期间学习成绩优秀、科技创新能力突出的
全日制研究生。这也是宁夏教育界首个以个人
名义设立的“科技创新奖”。

这样的弘奖风流之举，对于孙涛教授来说
并不是第一次。

2011 年，孙涛教授决定将临床医学和口腔
医学两个专业面向一本招生。大家担心分数过
高招不到学生，纷纷建议延迟计划。然而，孙涛
认为，“学校要有长久的发展，必须实行‘精英教
育’。其实，我们的教学水平完全达标，只是缺少
迈出去的勇气，倘若不踏出这步，学校将永远
裹足不前！”事实证明，孙涛教授的判断是务
实且有前瞻性的，最终两个专业一本全部招
满。接着，孙涛教授再次力排众议，拍板决定
对全校考入一本线的学生实行奖励。当年宁夏
医科大学学费收入仅有 300 万元，却拿出 190
万元奖励学生。如此手笔令人叹服，宁夏医科
大学“求贤若渴弘奖风流”的声名远近闻名。

从 2001 年至今，孙涛教授已经在宁夏医科
大学校长的岗位上工作了 16 年，是建校以来任
职时间长的校长。作为医者的他以审慎的态度
对宁夏医科大学的现状和未来做了诊断，大胆
地开出药方——要发展，“必须软件硬件一起
抓”，既要“大师”，也要“大楼”，既培养医
术，更要培养医德。

回顾“十二五”期间这位医者的“治”校
成果，可谓硕果累累——

办学条件逐步提升。目前，学校固定资产
总值达 12.3 亿元，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3.01
亿元，馆藏图书 94.6 万册。双怡校区建成学生
公寓楼、学生食堂、全科医师培训基地、风雨
操场；雁湖校区实施了绿化、亮化、硬化等改
造工程，校园面貌焕然一新。南院二期和西夏
区职工住宅建设工程，显著改善了教职工的住
房条件；重点实施“校园景观文化改造提升工
程”，建设现代化园林式的校园等，为师生员
工营造出适合学习交流的文化空间和氛围。

不断完善大学医院系统建设，有直属附属
医院 4 所，非直属附属医院 4 所，教学医院 6
所，附属回医中医医院获批成为国家三级甲等
民族医院和“国家重点民族医医院”建设单
位。

校园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建成校园安防
监控系统、标准化考场，基本实现了无线网络
校园全覆盖，教学、科研、管理信息平台日趋
完善，数字化文献资源大幅增长，数字校园初
具规模。

办学特色鲜明突出。一直以来，宁夏医科
大学始终秉承着“修德济人 笃学精术”的校
训，大力弘扬“大医精诚、感恩向善、敬畏生
命”的医者情怀，“学为黔首而修 业为桑梓
而立”，体现出宁医将“学问与社会责任相结
合，勇于担当”的办学特色。

学术研究上，宁夏医科大学瞄准医学科研
前沿，强化学科优势，有效促进了医学学科与
非医学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融合，形成了
神经病学、回医药学和中医脾病学的三大“重
器”型学科。宁夏是我国较大的回族聚居地，
宁夏医科大学当仁不让地挑起了回族医学教育
和研究的重任，成立回医学院，推广回族医学
教育，深入研究回医药诊疗技术，积极推进回
医药产业化，形成了宁医鲜明的学科特色。

校园文化上，学校提倡在重大活动和正规
场合唱校歌、佩戴校徽，建设宁医人共有的精
神家园；积极打造“院士讲坛”“大医讲堂”

“雁湖论坛”等文化品牌，开设具有专业特色
的学术文化讲座，不断推出学术文化创新成
果；发挥大学文化的辐射功能，开放生命科学

馆、中华回医药文化博物馆、中草药标本馆等
服务社会，传递出“正德厚生，臻于至善”的
宁医文化价值理念。

学科建设成效显著。宁夏医科大学现有本
科专业 18 个，所有涉医本科专业实现一本招
生，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
大，高等职业教育平稳发展。成为教育部门首
批建设的“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
校。临床医学专业获得教育部门首批国家本科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回医学院依托中医学
一级学科开展了回族医药学文献、回族医学研
究等方向硕士研究生教育；回医学、回药学两
个学科获批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重点学科。拥
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 3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
位点 8 个，专业硕士学位点 5 个；自治区级重
点学科 9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中医药重点
学科 8 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1 个，科技部门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1 个，国家
教育部门重点实验室 1 个，国家教育部门省部
共建重点实验室 1 个。

教师教学能力不断增强，获得多项国家及
自治区教学成果奖项。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
毕业生就业形势持续向好，连续4年被评为宁夏
回族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科研创新硕果累累。学校在国家“863”、
“973”、科技支撑计划、新药创制、科学基金

和自治区重大项目等方面均有较大突破，共承
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1694 项，其中国家科研项
目 244 项；学校科研排名大幅提升；获得自治
区科技进步奖 28 项；发表 SCI 收录论文 500 余
篇；获国家专利授权 26 项；出版学术著作 30
余部。

建成了宁夏回医药协同创新中心、回医药
现代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回医药现代化省部
共建教育部门重点实验室。回医药国家项目达
40 余项；开发回药制剂 29 个品种。“回医香药
方剂治疗脑卒中的物质基础和现代制剂研究”
和“回回养骨膏”等被列为国家新药创制重大
专项。

合作交流友好开放。学校经国家教育部门
批准与山东大学建立对口支援关系，取得了多
项合作成果。进一步加强了与首都医科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医学院及日本岛根大
学、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交流
合作。借助“中阿博览会”平台，与阿曼东方
大学等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全面开启了教育
国际化进程。实施本科生境外短期交流，与台
湾地区辅英科技大学开展学分互认合作。2002
年开始留学生教育，2013 年获国家教育部门批
准成为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委托培养院校。

国家领导人在谈治国理政时，曾形象生
动地表述道，“我们要有钉钉子的精神，钉钉
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
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
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大有成
效。”国家领导人殷切地号召大家，“不仅要人
人参与‘十三五’，还要为‘十三五’尽自己的
最大力量，”最终实现“人人享有‘十三五’”。

当前，国家的“十三五”规划蓝图已徐
徐铺开，其中，举世瞩目的“一带一路”建
设给宁夏这个受困于地理环境制约的西北内
陆省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虽有智慧，
不如乘势”，“托其势者，虽远必至”，宁夏医
科大学及时把握时机，以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
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
展理念为引领，精心绘制出自己的发展蓝
图，并正在坚实地敲下一个又一颗钉子⋯⋯

透过宁夏医科大学的“十三五”蓝图，
我们看到，代表着学校形象的那只和平鸽正
在展翅欲飞——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生态校园。改
扩建雁湖校区解剖实验楼、综合实验教学楼
等工程；坚持校园绿化与校园文化相结合的
原则，提升校园环境景观水平，创建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校园。实施“智慧校园”
建设工程，全面提高信息技术与教学、科
研、行政及生活领域的深度融合，打造文明
智能的数字校园。大力推进移动图书馆建
设，建立纸质文献与电子文献互为补充的文
献资源保障体系。

坚持开放发展理念，深化办学特色。建
设“互联网+”跨媒体、多维表达、针对性学
习的教材体系。努力将宁夏医科大学建成西
部地区有特色、现代化、高水平的医科教学
研究型大学。强化本科教育，发展研究生教
育，优化专科教育，提升留学生教育。鼓励
创新创业，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能
力，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深入推进临床医学、中医学“卓越医生
教育培养计划”；完善免费医学教育人才培养
目标、做好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培训工作。大
力引进和培养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承担国
家重大科研项目，以实施科研项目首席专家
负责制 （PI 制） 为抓手，重点加强颞岛癫痫

及颞岛功能学、回医基础理论及文献整理挖
掘、生育力保持技术及肿瘤生育、心脑血管
疾病、消化道肿瘤干细胞的作用及机制、脊
柱结核和结核分枝杆菌耐药机制、人工关节
无菌性松动、宁夏特色中 （回） 药的资源开
发利用与研究等特色研究方向。

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高素质
导师队伍；提高研究生生源质量，建设基础
医学和临床医学一级学科硕士点课程示范
点，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加强博士生创
新能力培养，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调整专
科人才培养结构，着力培养适应地区经济发
展和医疗卫生服务急需的基层卫生人才；积
极发展留学生学历教育，开拓国际市场；深
化继续医学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学历教育层
次，积极开展适应社会发展和社会成员多样
化需求的技能培训和鉴定工作。

坚持协调理念，推进学科建设。以医学
专业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发展，强化优势特
色专业和有地方特色的学科体系。建设 4—6
个自治区级优势特色学科，新增 6—8 个自治
区级重点学科，使 2—3 个学科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建成 1—2 个国家级别科技创新团队和
4—6 个自治区级科技创新团队。

推进大学院制改革，整合构建新型大学
科，以一级学科为核心，神经科学、生殖与
遗传、消化道肿瘤、心血管疾病、回医药、
骨科学等特色优势明显的学科群建设为引
领，鼓励学科交叉创新，形成学科集成优势
和新的学科增长点。

深入推进临床医学专业群 （临床医学、
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学、麻醉学）、药学
专业群 （药学、中药学），口腔医学、预防医
学和护理学等自治区“十三五”重点专业的
建设；推进中医学专业群 （中医学、中西医
临床医学、针灸推拿）、理学、管理学等专业
建设，重点培育 2—3 个在全国和西部具有一
定知名度与影响力的品牌专业。

巩固已有博/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建
设，争取临床医学专业博士学位点的获批，
逐步将护理学、中药学、公共管理等建设成
为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择优建设 1—2 个博
士后流动站。

坚持创新理念，推进成果转化。优化结

构，会聚人才，形成一批以教学名师和科研
领军人才为核心的创新团队。加强基础研
究，鼓励原始创新和协同创新，积极推进应
用研究及成果转化，建设高水平科研基地和
科研平台，力争获国家科学研究成果奖。

加强科研内涵建设，启动“宁夏脑计
划”“回医药”等专项研究。加强各级重点实
验室、研究中心 （所） 等和科研共享平台建
设，完善资源共享机制，强化宁夏心脑血管
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等校级重点实验室的建
设，建成 GLP 实验室，力争将颅脑疾病国家
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建成国家重点实验室，
新增 1—2 个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建设 1—2
个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争取实现国家级别
协同创新中心的突破。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围绕自治区民族医
药产业、生物制药等重点领域，积极推动

“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不断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加快创新成果的转移转化和规模化应
用。争取实现国家级别科研成果奖的突破；
继续加强回药资源开发及回药防治重大疾病
等关键技术应用，研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回药新药和清真保健产品。

坚持共享理念，加大合作交流。与国内
外高水平大学或研究机构开展全方位、多层
次、宽领域的学术交流合作，与美国北卡罗
来纳中央大学开展本科层次“3+1”模式的联
合培养；与阿拉伯国家高校共建 （中医） 孔
子学院；加强与日本岛根大学双学位硕士的
共同培养力度。根据学科建设需求，大力引
进高端人才、外国专家和外籍教师，支持学
校教师出国深造或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
议，加大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学科带头人和
骨干教师。

展望“十三五”，风正帆满正当时。学校
将以获批进入省部共建高校和中西部高校基
础能力建设工程院校为契机，立足宁夏，放
眼世界，努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办好人民
满意的医学教育，打造“两个一流”（西部一
流、一流学科），建成西北地区有特色、现代
化、高水平医科大学，为建设开放、富裕、
和谐、美丽的新宁夏和人民健康保驾护航，
宁夏医科大学甘当重任，将做出更大的贡献。

（周文韬 朱 燕 卜玉辉）

学者情怀：大医精诚正德厚生，求贤若渴弘奖风流

校长孙涛
教授为毕业生
拨打流苏

医者“治”校：既要大师也要大楼，既培医术更培医德

伯乐相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众人拾柴：“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

荣获第四届全国医学高
等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
西南西北分区赛特等奖

欢迎报考宁夏医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