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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悌做人 匠心立业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孝德文化教育引来“群星满园”

“孝文化传统+时代新内涵”

5 月 23 日，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孝文化艺术传承与教育基地”被湖北
省社科联授予为省级科普基地。该基
地以展陈、传习、创新孝文化艺术为
着力点，努力建成“文化基地—育人
阵地—精神高地”为一体的孝德教育
中心，学校“孝文化实践教育成果”
获得与会领导的高度赞赏。

“学校立足于深厚孝文化传统，在
新时代赋予孝文化新要求与新内涵，
聚焦‘一个目标’，坚持立德树人，构
建‘四季感恩’以孝育人新机制，把
孝德教育延伸到春夏秋冬四季，从学
校走向乡村社区、行业企业，拓展了
孝德育人维度，凝练出立德立新、乐
学乐业校训和感恩、责任、忠诚、奉
献人才培养理念。”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书记张国雄介绍。

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湖北
职院紧扣时代脉搏，开展以“孝”为
特色的“四季感恩”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春之歌·魅力湖职”在每年3
月、4月、5月，组织开展学雷锋、读
经典、沐浴春风、感恩自然，感受时代
脉搏；“夏之行·大孝湖职”在每年6
月、7月、8月，组织开展暑期三下
乡、社会调研、社会实践活动，用专业
知识服务社会，在服务社会中提高技
能；“秋之韵·感恩湖职”在每年9
月、10月、11月，结合新生教育月、
孝文化艺术节、孝德之星评选等活动，
积极选树培育孝德感恩典型；“冬之品·
文明湖职”在每年12月、1月、2月，组
织开展文明创建、庆祝元旦、春节联欢
活动等，通过品理想、品人生、品欢
乐，进一步树立理想，成就美好未来。

学校大力弘扬孝文化，积极开展
孝德教育，自觉担当新时代高校文化
传承职能，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以文
化人、孝德育人。学校连续6届荣获

湖北省文明单位荣誉称号、荣获湖北
省首届文明校园荣誉称号，被认定为
全国职业院校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建设
单位、全国职业院校文化素质教育示
范基地建设单位。

“道德品质‘软件’+业务
技能‘硬件’”

“道德品质的培养就好比一个人拥
有的‘软件’，业务技能的掌握就好比

‘硬件’，只有同时拥有‘硬件’和
‘软件’，同学们才能走得更远更稳。”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校长朱虹说，“为此
我们特别注重育人先育心，将孝德教
育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

李燕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父亲在
一次意外中脑部受伤，患上间歇性精神
分裂症。在李燕的精心照顾下，父亲的
病情开始稳定下来，但母亲却患上了
尿毒症。当母亲准备放弃治疗时，李
燕跪在母亲面前说，“父亲身体不好，
我可不能失去你，活着，就有希望”。

在女儿的坚持下，母亲开始接受
治疗。为了省钱，李燕经常用自行车
载着母亲到医院治疗。为了照顾父
母，李燕每天早晨6点起床，把父母
安顿好之后去上课。中午放学后，她
就急忙骑车回家给父母做饭，做完家
务后再赶回学校。

李燕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得到
了许多社会人士的关心和帮助，先后荣
获“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全
国优秀共青团员”“湖北省道德模范”
等荣誉称号。2015年毕业后，在学校的
帮助下，李燕在中华孝道创业园内自主
创业。如今她注册成立了公司，创业收
入除了用于还债，还拿来帮助社会孤
寡老人。在她的带动下，该校每年有
近万名学生结合自己所学专业特长，
开展精准志愿服务，回报社会。

对此，李燕说：“母校教育了自
己、鼓励了自己、帮助了自己，自己有

责任把这种优秀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多年来，学校坚持孝文化和创新

创业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感恩、责
任、忠诚、奉献”的育人理念。学校
依托专业特色，在节假日，组织师生
开展“做义工”“志愿行”等社会服务
活动，在实践中锻炼学生技能，提升
就业创业本领。

截至目前，学校创业园内累计入
孵创业实体数202个，累计孵化成功
创业实体数89个，5家学生企业走出
本省发展。已经形成教育培训、信息
技术、文化创意、电子商务及现代服
务业等创业产业品牌。

“五千典型+四百先进集体”

近日，连续两则新闻报道引起了
社会高度关注：

6月23日下午，惊险的一幕发生在
孝昌火车站候车室。一年轻女子疑似癫
痫病发作昏倒在候车室内，危急关头，
在此候车的一名女大学生挺身而出，运
用所学的护理专业知识为女孩实施救
助，在宝贵的时间里抢救了女孩的生
命。救人的女大学生为湖北职业技术
学院护理学院大一学生姚苗新。

7月4日上午，一辆由汉口开往孝
感东的城际列车上，一名乘客突然出
现心脏疼、抽搐等症状。经列车广播
后，同乘一辆车的两名医护人员对其
进行紧急处置，目前该乘客已无大
碍。列车上参与救援的护士，为湖北
职业技术学院2014届学生黄紫林。

在浓郁的“孝德育人”文化氛围
影响下，每年定期开展孝德感恩文化
活动成为师生的自觉，典型培育、理
论研究、实践活动、社会服务、制度
建设等方面成果不断，风尚日臻至
善。在这样的土壤里，“孝敬父母、奉
献社会、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的价
值理念入脑入心，开展该项活动20年
来，学校涌现出5000多名孝德感恩典

型和400多个孝德感恩先进集体。
护理学院“孝心护理”志愿服务

队被团组织评为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
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
单位，美容学院“致美尽孝”等5个
志愿服务队被评为湖北省大学生志愿
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
团队，农机家电义务维修服务队被评
为湖北省“本禹志愿服务队”示范团
队，学校义工社获“湖北省志愿服务
先进集体”称号，“义工行天下”评为
湖北省精神文明建设十大品牌，中华
孝道创业园被认定为湖北省首批省级
科技创业孵化器、全国女大学生创业
就业示范基地……

近年来，湖北职院人才培养成效
初显，成为孝感职教集团的龙头单
位，该校牵头组建了湖北护理职业教
育集团、武汉城市圈职教联盟，多年
持续进行“乡村医生”“退伍士兵”

“建筑八大员”“财政继续教育”“中小
学教师”“旅游与酒店管理员”等培
训，年均培训达40000人次。

学校以开放姿态、创新形式，推
行“学校—企业—社会”多元化开放
式办学模式，探索“专业与职业一
体，学业与岗位融通”的人才培养模
式，建设科技创业园，构建校地、校
企产学研合作新形态。学校坚持对外
开放办学，与美国、加拿大、英国、
德国、挪威、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
和地区的同类院校进行广泛的交流与
合作，成为武汉城市圈改革发展与对
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学校按照实务、实训、实践的路
径，着力培养学生“工匠精神”，强化
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的培养。近年来，该校学生在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全国大学生机械创
新设计大赛等省级以上技能比赛中获
奖 200 多 项 ， 双 证 书 获 取 率 达 到
98.27%。近3年，毕业生就业率均在
95%以上，无数青年学子投身社会经
济建设大潮。

“党的十八大代表”“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自2007年从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以来，闫文静凭借
自身努力成为高职毕业生的“榜样”。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闫文静马不停蹄地忙于十九大精神宣讲，
以一名党代表的身份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基层。然而，当她近日接到
母校的邀请时，依旧选择于百忙之中从广州赶回孝感，向学弟学妹
宣讲十九大精神。

对此，闫文静深情地解释道：“母校孝德文化教育对我影响至
深，这一份感情永远深藏在我的心底。”

“全国道德模范”谭之平、“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
李燕、“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魏迪仁、捐髓救人的最美教师余
志凌……如今，学校不仅形成了在全国高校中独具特色的“道德
群星”现象，还进一步产生辐射效应，催生出一批批志愿者和志愿
团队。为社会培养、输送了一大批具有“感恩、责任、忠诚、奉
献”品格和创新创业精神的新时代匠心人才。

▲首届全国
主流融媒体湖北
特色高职行走进
湖北职业技术学
院

◀学校举办
“党代表共话十
九大”暨“湖职孝
悌故事会”活动，
师生现场诗咏十
九大

加快一流本科教育体系建
设，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能力

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必须立足新
时代，学习新思想，担负新使命。“以
本为本”，是一流本科教育的基本点，世
界一流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做好一
流本科教育。学校坚持把一流本科教育作
为人才培养的核心，以本科教育支撑和提
升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以世界一流学科建
设反哺和牵引本科教育，在全校上下牢固
树立了人才培养在学校工作中的中心地
位，牢固树立了一流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
中的中心地位，一切为了学生、首先为了
本科学生、一切工作都要首先服从于本科
教育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学校高度重视本科教育“质量工
程”建设，近年来投入“质量工程”项
目专项经费6000余万元，资助教师开展
本科教育模式综合改革、课程和教学方
法革新与实践、实践育人体系建设、教
学内容更新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革探
索，推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体系和本
科教育教学改革，为本科教育质量提升
提供了有力保障，使学校教育综合改革
沿着新时代的步伐坚定前行，努力培养

“具有人文情怀、科学素养、责任担当、
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
素质人才，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能力。

学校现有国家级别“卓越工程师计
划”试点专业7个，省级“卓越工程师计

划”和“卓越人才计划”试点专业22个，
并承担了国家教育部门首批“新工科”建
设项目。学校依托国家级别卓越工程师教
育培养计划及国家工程教育实践教育中
心，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开设了本
科创新实验班。目前，学校在地质工程、
资源勘查工程、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化
工与制药等专业开设的创新实验班，着眼
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单独制定
人才培养方案，强调创新、校企联合培
养，培养成效显著，以地质工程创新实验
班为例，29名毕业生发表中文核心期刊以
上论文13篇，在各级科技竞赛中获得省
部级以上奖项54人次。

加强国家级别实践教学平台
建设，切实提高本科实践教学质量

实践是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助
推剂”，习近平新时代青年思想的“实践
篇”，为我们做好实践育人工作提供了根
本遵循和指南。本科教育要重视实践育
人，坚持知行合一，不仅要让学生在实
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受教育、长才
干，还要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了解社会、加强磨炼、增长本领，在实
践中读好“国情书”“基层书”“群众书”。

今年暑假，学校峨眉山实习基地再
次迎来了全国13所高校的15天联合地
质实习活动。作为国家级别大学生校外
实践教育基地，成都理工大学通过联合

地质专业实习，搭建了国内地质院校之
间的紧密教育联盟，为学生的地质科学
思维和野外地质工作能力培养奠定了更
为坚实的基础。来自地球科学学院测绘
专业的姜胜珩同学，在参加完最后一天
野外实习考试后笑着说：“这就是一场
没有标准答案，还不能作弊的考试。”
他认为，野外实习让他从书本走到实
践，从理论走到操作，既增强了感性认
知，又深化了知识理解。在不断积累地
学专业实践教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学
校还将“峨眉实训”推广到了其他专
业，如建筑学专业、旅游与城乡规划专
业、艺术设计专业等不断挖掘峨眉山基
地实践教育功能，拓展校外实习，全面
提升了学校各专业的实践教学水平。

自2004年起，学校开始实施“本
科教学创优工程计划”，在平台建设
上，对各专业实验室进行整合，充分挖
掘峨眉山、马角坝、汶川、北川等丰富
的实践教学资源，先后建成3个国家级
别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级别虚
拟仿真实践教学中心，3个国家级别工
程实践教育中心，2个国家大学生校外
实践教育基地，5个国家国土资源部门
重点实验室与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基地；
在教学方法上，通过重新组织编写教
材，充分利用多媒体和视频等现代信息
技术扩大单位教学时间内的信息量，提
高教学效果；在教学管理上，推行“双
师制”（讲师和工程师）鼓励并要求主讲
教师进实验室上实验课，同时加强实践
教学效果抽查；在条件保障上，累计投
入近亿元进行实践教学条件建设。经过
10余年的努力，学校逐渐构建起了适应
新形势的高水平实践教学平台，使学校
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了整体提升。

在加强实践教学平台建设的同时，
学校还逐渐完善了利用校内实验平台、校
外实战平台、校企创新平台等三个平台培
养学生动手能力、实战能力、创新能力三
种能力的实践教学体系。各专业也不断挖
掘“互联网+”的教育功能，结合自身特
点，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开发了基于网络
的辅助教学和学生虚拟实验，实现了专业
实验教学信息化，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扎根中国大地培养人才，创
新创业推动民族复兴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
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学校在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活动中，深刻认识到高校培养一
流人才，坚定不移走内涵式发展的道
路，必须要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坚持培养祖国最需要的人才，坚持让人
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始终把培养
和造就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
为学校担当和学校责任。

经过62年的发展，学校已成为四
川省“科教兴川”的重要基地和国土资
源一线找矿专业技术人才与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的摇篮。学校地球科学学科群
2017年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地
球科学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行列。学
校迄今为国家培养了 5 万多名地学人
才，其中不乏院士等杰出人才。据不完
全统计，在我国地质、矿产、石油勘探
队伍中近50%的技术骨干、全国核工业
地质勘查队伍中约30%的技术骨干和负
责人都是成都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他们
不仅精业报国、技术报国，还前赴后继
地到祖国更需要的地方、更艰苦的行业
去建功立业，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上，扎根基层奉献青春和汗水。

近年来，学校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

人才培养全过程，不断提升学生的创新
创业能力。通识课程、专业课程与创新
创业教育不断融合互通，构建了以“意
识培育”为基础、以“苗子选育”为路
径、以“协同共育”为特色的三级培育
体系。5年来，成理学子创新创业能力明
显提升，在创新创业培育项目立项及各
类竞赛中表现亮眼，获批国家“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从每年20项增加到
150项，省级以上奖项由每年200余项次
提升至400余项次。学校青年校友中也涌
现出了如知乎网创始人周源等一大批创
新创业人才，在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的
伟大奋斗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一流的本科教育还在于一流的师
资。在喜迎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学校
在入选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的基础上，正在努力推进更加深入的引
才、职称、绩效、岗位等方面综合改
革，《成都理工大学珠峰引才计划实施办
法》《成都理工大学珠峰攀登计划实施办
法》等政策刚刚出台，一批“德高”“学
高”“艺高”的优秀学者和教育精英纷沓
而至，服务于本科教育的高素质教师队
伍正在加速形成。当前，成都理工大学
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笃行务
实，落实“三项基础性工程”的“施工
图”不断优化，正在以新时代改革的力
度和坚守本科教育的温度，为努力推动
一流本科人才培养、努力推动高等教育
的内涵式发展、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而不懈奋斗。

（高继国 顾华宁）

成都理工大学

回归教育初心 培养一流本科人才
获得首届“地质+”全

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
赛金奖，获得 2018 年度全
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荣誉，“一流本科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试点”等两个项
目入选省级教育体制机制
改革试点……这个暑假，
成都理工大学喜报频传，
这正是学校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 党 的 十 九 大 精 神 指 引
下，不断推进综合改革和
内涵式发展的累累硕果。学
校近年来全面深入贯彻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始终紧紧围绕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坚定人才培养初
心，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
学，坚决把培养一流本科人
才作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
首要任务，坚守“通专结
合、三提一塑”人才培养理
念，不断践行“穷究于理、
成就于工”的校训精神，切
实加强国家级别实践育人平
台建设和高水平创新创业教
育，切实提高学生综合素
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全面提升了本科人才的培养
质量。

成都理工大学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成都理工大学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成都理工大学师生在峨眉山基地开展专业实习成都理工大学师生在峨眉山基地开展专业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