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5月29日 星期二

教育展台04 电话：010-82296888 82296879

坚守初心 志存高远
——西京学院开创陕西“四个一流”建设新篇章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西京学院加快学科建设步伐，在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持续发力，提振精气神，助力陕西“四个一流”建设。

为配合国家关于《统筹推进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6 年 8 月，陕西省实
施“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学院、一流专业”

（简称“四个一流”）建设计划。这是陕西省政府
部门着眼陕西高等教育发展提出的重大战略部
署，是提升陕西高等教育水平、推动陕西由高教
大省向高教强省转变的关键举措。

2018 年 4 月 24 日，陕西普通高校“一流
学院”遴选结果公布，西京学院获批陕西省

“一流民办高校建设单位”。
2013 年，西京学院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

带领下，提出二次创业，学校校长任芳指出：
“二次创业就是要通过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

高，管理与教学不断地创新与改革，打造西京
独有的特色，寻找教育的内涵，使西京学院成

为有使命，有远见，有智慧的大学。”这一
年，学校在规模化建设的同时，发展从外延转
向内涵建设，以创新转型为契机、规划为统
领，集中精力抓质量工程建设。

五年来，学校坚持特色发展与优势强化并
举，科学谋划，精准发力，完善体系，培育精
品，夯实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内涵，构建了科
学合理的规划体系，制定完善了 《西京学院关
于加强专业建设实施意见》《西京学院“十三
五”本科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西京学院

“一流专业”建设方案》，推动学校顺利进入陕
西省“四个一流”建设行列。

一流专业是一流学院的重要标志，建设一
流学院、培养一流人才必须积极推进一流专业
建设。为全面落实国家和陕西省关于“四个一

流”建设、转型发展的精神，2016 年 10 月 17 日，
学校率先成立“双一流办公室”，扎实推进西京
学院“一流学院、一流专业”建设工作。

学校成立教学指导委员会、质量监督处，
统筹谋划学科专业建设，显著提升了专业实
力。学校以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体系及学科
国际评价标准为导向，分类建设、分层提升，
着力实施人才引进、学科专业计划修订，不断
强化学科特色，提升专业学科水平。

在首批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立项中，学校取
得了“1+5”的好成绩，即：机械工程制造及其自
动化专业为建设立项专业，土木工程、物联网工
程、自动化、电子商务、应用化学为培育立项专
业。这些专业正在按要求构建一套专业建设标
准，明确阶段性建设任务，凸显整体优势。

提升内涵 学校跻身陕西“四个一流”建设行列

学科建设是学校各项事业的基础。学校积
极开展数据分析，打破学科堡垒，以社会需求
和学生就业为导向，以产业技术进步驱动课程
体系、教学内容改革，使课程资源配置更加科
学合理。2017 年，学校的审核评估工作获得
评估专家的一致好评。

确立“三大专业群”，领跑专业和学科建
设。2010 年本科合格评估后，学校召开学科
与专业规划研讨会，整合资源、集中优势，
立足为区域经济服务，结合本校优势，确立
了以“三大专业群”建设为主的中长期专业
发展规划。即：以智能制造为牵引的工科专
业群，以审计学、会计学为引领的经济管理
专业群，以视觉传达设计为轴心的现代艺术

设计专业群。以专业群对接产业链，使人才
培养更加符合社会需求。五年来，学校高水
平完成了重点学科建设培养工作，取得了一
批高水平标志性成果，其中国家特色专业 1
个、陕西高校一流专业 6 个、省级教学团队 6
个、省级特色专业 2 个、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 10 门、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5 个、省级教
学成果奖 6 项、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
区 6 个、审核及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5 个。

优化人才培养路径，推进专业品牌化发
展。学校以建设品牌专业为抓手，以强化专业
内涵为核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学校鼓励专
业教师强化学科前沿意识，及时将本领域的新
科研成果引入课堂教学，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改革教学方法，开展项目化教学、翻转课
堂，有效利用微课、MOOC 资源进行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结合科研项
目开设科学探究、前沿讲座等高层次课程，
推 动 学 科 科 研 优 势 向 专 业 优 势 转 化 ； 2017
年，300 门课程实施项目化教学，学生通过
尔雅在线通识课程平台选课 70 门，在线选课
20964 人次。截至目前，已完成三批“一师一
优课”项目建设与验收工作，累计建设合格标
准以上本科课程 331 门，试卷数量 2164 套，课

程资源利用率不断提高，资源配置向一流学科
汇聚的趋势更加显著。

围绕实践育人，扎实推进学生就业创业工
作。学校努力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
和创新创业能力。深入推进校企协同育人，积
极培育大学生创业团队，鼓励支持创业项目走
向社会。学校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
过程，要求“一流专业”所有学生至少参加一
项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建立国家级别众创空
间，建成 3300 平方米的大学生创业孵化基
地，提供办公、指导、培训、孵化一体化服
务。学校先后与 465 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建有 83 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引企入校联合
共用实验室 8 个，与美人鱼电商集团共建电商
创业孵化中心、西安市团组织共建西安市青年
双创服务中心，并发挥了比较好的协同育人作
用。2017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孵化出
一批专利和创新创业成果，其中获批国家立项
5 项、省级立项 11 项、注册公司实体 7 家。在
陕西省第二届研究生创新成果展暨创新成果洽
谈会上，由控制工程专业研究生设计的“微型
六轴飞行器控制系统”，在 59 个研究生培养单
位的 353 项研究生创新成果中脱颖而出，获得
一等奖的好成绩。

协同育人 以专业建设提升创新人才培养质量

既盖好大楼又培养大师。建设一流学院必
须有一流的人才，学校注重教师队伍的整体优
化，牢固树立“教师是专业建设第一资源”的理
念，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增强学校的核心竞争
力。

求 贤 若 渴 ， 大 力 引 进 优 秀 人 才 。 2015
年，学校设立“高层次人才引进办公室”专门
负责人才引进工作。学校出台了 《西京学院

“人才特区”三年行动计划》（简称“三年计
划”），“三年计划”按照“高端求才、海外聚
才、校际引才”的工作思路，坚持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以开放的政策引领人才，以体制机
制创新为动力，以全面提高人才队伍素质、优
化人才队伍结构、建设优势特色学科群为核
心，以培养高水平学术领军人才、学术带头人
才和学术骨干人才为重点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
伍建设，形成重点学科巩固人才高地、一般学
科抢占人才高地、弱势学科突破人才匮乏瓶颈
的良好局面。学校一系列积极开放的人才政
策，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吸引了一批高水平领

军人才、专家、教授。2017 年，学校引进博
士 150 名，引进“特区人才”62 名，其中院
士、长江学者等高层次人才 41 名。这些高层
次人才的加盟，为打造西京优质科研团队和师
资队伍奠定了良好基础。

精准发力，多措并举促进人才成长。学校
实施能力提升工程，积极鼓励新进青
年教师跟踪参加国际学术前沿会议，
拓宽知识面；学校组织开展万钧名师
讲坛系列报告会等 11 类培训项目；
学校加大高端人才培养力度，启动

“卓越教师”培养计划，跟踪关注成
果突出的青年人才；学校积极申报、
承担国家重大课题和有关研究项目，
多次聘请相关专家进行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的申报培训，推荐教师申报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重点培养
一批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学校
在校内设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提名
奖，促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工

作；学校实施名师培养计划，每年遴选校级
名师 3—5 名，资助 15 万元/人·年，鼓励教学
成果产出，推荐参评省级或国家级别教学名
师；2017 年，选派 100 余名教师暑期赴海外培
训，89 名教师赴企业挂职锻炼，遴选 57 人作
为卓越教师进行培养。

人才强校 聚才引智支撑高质量发展

走进新时代，学校主动服务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和“中国制造 2025”战略目标，不
断凝练学科方向，优化结构、聚合资源，培植
新的学科增长点，引导和激励教师组建大团
队、承担大项目、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充分发挥“一流专业”的示范引领作用。

找准定位，为科学研究服好务、引好路。
基于国家重大领域和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学校在科学研究领域定位为：努力提高服
务国家战略与区域经济的能力，把握“一带一
路”及陕西的产业变革与技术革新的趋势，以
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要任务，以创新驱动技术
开发、工程研究、先进技术转移等为目标，努
力成为区域和行业的科技服务基地、技术创新
基地、人才培养基地、创新创业基地。五年
来，学校投资近 3 亿元修建 30000 平方米的科
研楼、4000 平方米的凤凰小筑、13 层特区楼
等，优化科研人才发展环境。经过长期的不懈
努力，学校获批陕西省重点实验室 1 个、陕西

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 个、陕西省国际科技合
作基地 1 个、教育部门东南亚研究中心 1 个，
并建立何积丰院士工作室、8 个校级科研平
台、国防科技研究院等科研基地。

深度研发，为社会发展奠基础、出成果。
2017 年西京学院“陕西省可控中子源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组建，该中心在小型化、高产
额、长寿命可控中子源关键技术的研发、标准
刻度井群的设计与建造、中子测井仪器和中
子检测设备开发等方向上处于国内领先地
位 。 该中心研发的小直径中子管中子产额
108n/s，使用寿命不低于 450h，并全部实现了
产 业 化 推 广 ， 中 子 管 年 生 产 能 力 达 到 100
只，年产值 1000 万元，市场占有率 90%，为
陕西石油测井行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正
在开展的瞬发伽马中子活化分析方法和中子
成像的无损探伤技术，符合陕西省能源、安
全、航空、航天、兵器工业等地方支柱产业
发 展 的 需 要 。 承 担 了 胜 利 油 田 随 钻 中 子

“863”项目研制，并通过验收；承担了中海
油刻度大厅的总体设计及大部分井群建设，通
过工程验收，产值近 1800 万元；承担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省部级项目 2 项，地市
级项目 4 项，横向项目 9 项，累计金额近 2600
万元；发表论文 49 篇，获得授权专利 17 件，
其中发明专利 3 件；获得陕西省教育部门科
研成果奖 2 项。

学校建成以水利电力工程、桥梁隧道工
程、建筑工程等领域为背景的陕西省混凝土结
构安全与耐久性重点实验室，探索适合西部和
陕西省现实条件的城乡建设可持续发展理论及
关键技术，解决制约陕西乃至西部工程结构的
一些关键问题。建立何积丰院士工作室和眉县
科研基地开展面向智慧农业的项目研发，助推
眉县现代农业发展。成立西京学院国防科技研
究院，开展“雷达操纵员仿真训练系统”等项
目研制，服务雷达兵实战训练，促进军民两用
科研成果转化。

奋力开拓 科研成果助推服务经济社会建设

学校把立德树人作为人才培养的中心环
节，着眼于守护大学传统、弘扬大学精神、
构建大学制度，润物无声，通过形式多样、
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引
导大学生知行合一，实现知识与修养的均
衡发展。

校园文化是学校独特的精神标识，学校坚
持以文化人，从传统汲取营养，用历史凝聚力
量，以特色厚植精神。在 24 年的办学实践中，
西京人总结凝练，形成了具有“无私奉献、报国
为民、挑战极限、追求卓越”内涵的万钧精神。

“今天我以西京为荣，明天西京以我为荣”已成
为师生的广泛共识，全校师生都在付诸实践。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彰显典型示范引
领。学校先后下发了 《关于开展“四德”教
育的通知》《开展“厚德陕西”道德实践活动
实施方案》 等文件，以“四德”教育为抓
手，加强和助推师德建设，引导教师把教书
育人和自我修养结合起来，做到以德立身、
以德立学、以德施教。近年来，机械工程学
院和马斌教授分别被评为“陕西省师德建
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外国语学院敦建
勇教授被评为陕西省教学名师、陕西省教书
育人楷模。

夯实育人阵地建设，构建文化育人共同
体。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成立通识教
育中心、公共艺术教育中心、大学生发展与
服务中心、体育教育中心，四大中心与书院
相结合，院系与书院相结合，校团委与书院
分团委相结合的德育体系和机制。创新育人
载体，建立学生社团 66 个，丰富学生课余生
活。开通西京学院、西京团委、各书院官方
微信、微博、《新丝语》数字平台，及时与大学生
在网上互动交流；开设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
举办形势报告会，开展辅导员“四进两联一交
友”等活动，通过思想引导、行为指导、成才帮
助，促进学生增强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
同，坚定“四个自信”。

重视人文教育，增强学生文化修养。学

校建立全国社会科学普及基地。通过开展经
典导论、西京大讲堂、西京阅读沙龙、书香
校园、国际文化交流、高雅艺术进校园、服
装艺术节、科技文化节、灯箱文化等主题活
动，发挥通识教育的文化普及、修身养性、
涵咏沉潜、陶冶情志作用，增强青年学生理
想信念、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实现学生自
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青年学
生高尚品格。学校组织实施“三下乡”社会
实践等活动：走乡串寨进行调研、以文艺汇
演的形式送温暖、发放慰问品；开展关爱留
守儿童及空巢老人活动；开展医疗卫生知
识、乡镇健康指南服务和健康饮食等宣传活
动；帮助建成村民活动室；开展支教活动，
推动农村小学信息化建设；收集校园内捐赠
的旧图书，分门别类地将科技、政治、经济
等方面的图书送到群众家门口。

精心打造优雅环境文化，提升文化育人高
品位。校园文化说到底是养成、浸润、生成、升
华。学校精心打造优雅大气的环境文化，使一
砖一石都有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文化记忆。投
巨资改造了图书馆、12 栋学生公寓楼、教师住
宅楼、工程舫、实验室、体育馆、篮球场、乒乓球
场、3 栋教学楼、塑胶运动场，修建了 3 个文化
广场、璞玉楼餐厅等，为师生员工营造了优美
舒心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

营造特色鲜明，以人为本的管理服务文
化。学校设董事长、校长接待日面对面解决
师生生活、学习、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搭建
精准帮扶“对口协议”教育、“两感信”教
育、“系列特色主题班会”三大教育平台，为
学生成长成才量体裁衣。做优服务育人新载
体，提高窗口办事效率，建成“一站式”师
生事务服务大厅，为学生提供便捷的事务咨
询和服务，让师生“少跑路”甚至“不跑
路”。当前正在推进精细化管理，与学校各项
规章制度集中体现尊重、理解、沟通、服务
的管理思想，促进管理上层次上水平。

立德树人 传统文化与理想信念教育交相辉映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世界形势全球化、
一体化趋势明显，学校积极拓宽国际视野，
推动开放办学，按照“分类建设，整体推
进”要求，“以学生为中心、成果为导向、质
量持续改进”，科学规划引导，促进质量标准
与国际接轨。

主动服务开放大局。面对开放式办学的
要求，学校积极开展专业认证试点工作，促
进质量标准与国际接轨。一是为凸显工科办
学特色，突出一线工程师人才培养目标，结
合学校目前专业建设情况，将机械制造及其
自动化专业作为首批参与“华盛顿协议”认
证工作试点专业。二是根据学校学科发展现
状，兼顾未来学科发展规划目标，将会计学
专业作为“国际注册会计师（ACCA）”试点专
业。三是电子商务专业结合电子商务产业发
展需求和专业认证标准开展专业认证建设。

拓展涉外学习渠道。为培养国际化人
才，提高师生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和国
际竞争力，学校安排 300 人次教师赴海外学
术交流。同时为来华游学教育提供有力的条
件保障。2017 年 3 月，新加坡义安理工学校
一行 47 人作为第二批游学生来我校开展为期
20 天的海外文化访学交流活动。其间，学校
开设中国武术、太极拳等体育课程，带领游

学生学习书法、绘画、剪纸与碑帖、中国古
代服饰文化、安塞腰鼓等课程，使游学生了
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深入感受校
园氛围，体验西京人的学习、工作与生活以
及西京园的优美、开放与活力。

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学校与美国、加拿
大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 多所著名大学建
立了校际交流及合作关系。先后在德国建立
艺术类实践基地，举办了三届中德艺术交流
与设计教育论坛；与韩国培材大学设立韩国
语教育中心，建立学分互认关系；与法国
Yncrea 工程大学联盟合作成立“中法工程师
学院”。2016 年初，新加坡汉桥教育学校成
为西京学院的海外办学基地；2017 年 7 月，
学校获批教育部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
东南亚研究中心；2018 年 3 月，西京学院东
南亚研究中心举办了首场研讨会。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过去5年，西京学院通过一系列创新改革取
得了显著成绩。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
西京人坚守初心，志存高远，正以饱满的精
神状态和昂扬的奋斗姿态，在加快建成“高
水平西京大学”，抒写陕西“四个一流”步伐
中，引领着民办教育事业航船破浪前进。

（尚 磊）

拓宽领域 以国际视野推进开放式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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