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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健康宁夏”护航 为“健康中国”助力
——写在宁夏医科大学建校60周年之际

历史不会忘记那段艰难而又光辉的岁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初期，全区卫生技术人员
十分匮乏，没有一所严格意义上的高等医学院
校。1958 年春天，在宁夏工委筹备组的领导
下，宁夏医学院开始筹建。一大批热血青年响
应党的号召，怀揣着建设大西北的雄心壮志，
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银川，肩挑背扛，白手起
家，建校舍、编教材、画模型、制标本⋯⋯拉
开了建设宁夏医学院的序幕。同年 9 月 15 日，
坐落在银川市利群东街的宁夏医学院建成招
生，结束了宁夏没有正规高等医学院校的历
史。宁夏高等医学教育由此开始起步。

从 1958 年建校起，宁夏医科大学四易校
址、两易校名，1962 年改称宁夏大学医学
系；1972 年，与搬迁至银川的上海铁道医学
院合并重建宁夏医学院；2002 年，宁夏卫生
学校、宁夏护士学校并入；2008 年，更名为
宁夏医科大学；2014 年，宁夏师范学院医学
院并入，至此，宁夏医科大学成为宁夏仅有的
一所高等医学院校。

60 年来，秉承“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的宁医精神，宁夏医科大学立足宁夏、服务西
部、面向全国、放眼世界，潜心打造“两个一
流”（西部一流，有一流学科），致力于服务国
家和经济社会发展，勇于担负民族地区医疗卫
生事业的重任，为宁夏乃至西部地区的医疗卫

生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60 年 来 ， 一 代 代 宁 医 人 恪 守 “ 道 阻 且

长，行则必至”的信念，从建校之初不到 50
亩的几间土坯房，到拥有占地面积 1700 亩的
现代化大学校园；从单一的本科教育，到硕
士、博士、留学生、继续教育的全覆盖；从社
会影响力不大的民族地区医学院校，到跻身部
委省共建高校。每一次蜕变，都凝结着宁医人
的奉献与坚守，凝聚着宁医人的智慧和力量，
绘就了“修德济人、笃学精术”的时代华章。

正如宁夏医科大学校长孙涛教授所说：
“经过 60 年的探索与发展，几代宁医人不懈奋

斗，历经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
风雨历程。宁夏医科大学汇聚了宁夏全部高等
医学教育资源，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以高素质人才培养为目标，开放办学、内
涵发展、强化特色、注重创新，铸就了今天宁
夏高等医学教育的人才高地。”据统计，目前
宁夏医疗卫生战线的人员中宁医毕业生占到了
80%以上，是“健康宁夏”建设的中流砥柱。
今天的宁夏医科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所规模、
结构、质量、效益协调促进，在全国同类院校
中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高等医学院校。成
为国家“卓越医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
首批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研究生教育改革试点项
目和首批全国 50 所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时光如梭 岁月如歌

多年来，宁夏医科大学始终坚持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深入开展各
项学习教育活动，不断深化校园文化建设，强
化师生思想教育，大力开展特色鲜明、富有时
代特征的校园文化，努力构建“三全”育人工
作格局，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
班人奠定了坚实基础。学校先后荣获全国文明
单位、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

“五一”劳动奖状、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单位、
全国绿化模范单位、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全国“百个志愿服务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在宁夏医科大学建校 60 周年之际，学校
党委书记马林真切地表示：“60 载薪火相传，
60 载育人不止。60 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学
为黔首而修，业为桑梓而立’的神圣使命，在
党的领导下、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谱写了一曲
曲波澜壮阔的创业之歌、奋斗之歌、发展之
歌。培养 8 万多名校友，足迹遍布五湖四海，
身影活跃于大江南北。他们是学校办学水
平、办学质量、办学成熟度的外在表现，是
学校凝心聚力干事业、众志成城促发展的精
神动力。”

多年来，宁夏医科大学坚持以本科教育为
重点，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加强国际教育，
优化专科教育，稳定继续教育，逐步形成了以

医学为主，中西医并存，医学、理学、管理学
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经过多年努力，学
校办学层次实现全覆盖，学生就业率居全区高
校前列。2013 年，实现了博士点零的突破。
2014 年，涉医类本科专业全部实现了一本批
次招生，生源质量明显提升。2016 年，临床
医学学科跻身 ESI 全球前 1%。2017 年，4 个学
科被自治区列入国内和西部一流学科建设行
列。2018 年 4 月，顺利通过教育部门本科教学
工作审核评估。

学校现有学生 30000 余人，其中全日制在
校生近万人，博士、硕士研究生 2000 余人，
留学生 350 余人，留学生学历教育规模居宁夏
高校首位。设有 22 个本科专业，其中临床医
学、中医学、预防医学、护理学、药学为国家
级 别 特 色 专 业 ， 有 5 个 自 治 区 级 重 点 专 业

（群）。有 3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9 个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6 个硕士专业学位
授权点。

经过 60 年的实践发展，学校整体实力明
显增强，办学水平显著提升，现有 13 个教学
机构，12 个教辅科研机构，建有较为完善的
大学医院系统；有 12 所附属医院，20 所教学
医院，50 余所实习医院和实践教学基地。其
中，总医院是全区规模较大的综合性三级甲等
医院，是区域性的医疗、科研、教育、考试和
培训中心，医疗服务辐射宁夏全区和内蒙古、
甘肃、陕西等毗邻地区。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学校更名以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积
极搭建平台、优化环境，筑巢引凤、广纳贤
才，构建稳才、育才、引才、用才的良好机
制。先后双聘院士 1 人，柔性引进院士 13
人、学科领军人物 9 人。全职引进博士学位
高层次人才 110 余人。

今天的宁夏医科大学，精英汇集，名师
荟萃。拥有教职员工及医护人员 7000 余人，
其中专任教师 896 人，副高以上职称 683 人，博
士学位教师比例占 33.6%。他们志存大医精
诚，肩负家国情怀，三尺讲台上，传授的是救死
扶伤的仁术；言行举止间，秉持的是悬壶济世
的仁心；学术研究中，坚守的是对生命的尊重。

目前，学校拥有“何梁何利”科学与技
术创新奖 1 人，“中国青年科技奖”1 人，国
家百千万人才“三层次”14 人，卫生部门有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4 人，教育部门“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4 人，国家中医药高等学
校教学名师 1 人，自治区“塞上英才”7 人，自治
区“塞上名师”2 人，自治区级教师名师 14 人。

在宁夏医科大学培养的 8 万多名毕业生
中，有荣获国家、自治区突出贡献的专家，
有国内外知名大学的教授，有大批扎根塞
上、无怨无悔守卫一方百姓健康的普通医护
人员，有自治区“塞上英才”“塞上名师”

“塞上名医”获得者，有在北京上海等大医院
的医学专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宁医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为“健
康宁夏”护航，为“健康中国”助力。

经过多年发展，学校建立了宁夏医学科
学、六盘山药用资源开发与利用、回医药产
品研发、转化医学、基础医学、生育力保

存、颅脑疾病研究等 7 个院士工作站。“宁夏
颅脑疾病科技部门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培育基地”“生育力保持教育部门重点实验
室”“回医药现代化省部共建教育部门重点实
验室”等一批“国”字号科研平台落户宁
医，先后建成了各级各类重点实验室、创新
中心 28 个，研究所 23 个。2008 年以来，学校
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达 5000 余项，获批经
费达 4.5 亿元，其中国家自然与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 570 余项，在国家“973”、科技支撑计
划、新药创制等重大科技项目方面都取得了
较大突破。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 124 项，
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500 余篇，出版学术著作
150 余部。学校先后与 15 个国家或地区的 30
余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广泛
开展人才培养与交流合作。

功以才成 业由才广

学校牢固树立教学工作中心地位，始终坚
持“以本为本”、精英教育的人才质量关。把人
才培养质量作为学校发展的生命线，把培养应
用型人才的教育理念落实到教育教学的各个
环节。坚持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深化教学
改革，加强课程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完善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和监控体系，有效打造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平台，全面构建“厚基础、
重人文、强实践”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为社会
精心培育了 8 万余名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
的优秀专门人才。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校不断深化改革，推
进内涵发展。以人事制度改革为抓手，建立积

极的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引导教师热爱教
学、倾心教学、研究教学，鼓励教师把育人水平
高超、现代技术方法娴熟作为自我素质要求，
潜心教书育人。加强师德建设，推动教师以
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不断深化教学
改革，推进课程内容更新，推动课堂革命，引
导学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树立大健康理
念，深入推进医教协同，实施“5+3”一体化培
养模式改革。坚持将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德培
养相结合，人文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临床
与基础相融合，努力培养爱国、励志、求真、力
行，具有仁心仁术的卓越医学人才。

宁夏医科大学 60 年的发展史，是宁夏高

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自治区政
府部门的正确领导和有力支持下，学校抢抓机
遇、深化改革，步入了内涵式发展的快车道。形
成了比较完善的学科专业体系、办学层次和办
学特色较为完善的大学医院系统，大学治理能
力、文化建设水平和学校知名度不断提升。

宁夏医科大学因改革而兴、因改革而
盛、因改革而日益壮大。循着改革之路，学
校将继续不断探索新的内涵式发展之路，立
足地方医学院校实际，坚持问题导向，破解
发展难题，开拓发展路径，以创新的理念谋
划未来，以务实的精神开拓进取，积极回应
党和国家对高等医学教育的殷切期盼。

深化改革 内涵发展

六十载风雨兼程，一甲子砥砺前行。一路
走来，艰难困苦、愈挫弥坚，淬炼了“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的宁医精神，积淀了“修德济人、笃
学精术”的宁医校训，也赋予了宁夏医科大学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良传统。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坚持
“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办好人民满

意的医学教育，这是新时代赋予宁夏医科大
学的新使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宁夏医
科大学将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抓住教师学生两大群体，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牢牢地
举起来，高扬在每一名师生心中。

新时代、新宁医。全体宁医人将不忘初

衷，勠力同心，担起新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使
命，汇聚无往而不胜的磅礴力量，向着“两
个一流”（西部一流、有一流学科），有特
色、现代化、高水平的医科大学奋力迈进，
继续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
辉煌篇章！

（朱建华 周文韬 朱 燕）

不忘初衷 勠力同心

11

33

22

55

44宁夏颅脑疾病重点实验室宁夏颅脑疾病重点实验室————省部共省部共
建科技部门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科研建科技部门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科研
团队团队

临床教学技能中心临床教学技能中心
宁夏博士协会医疗卫生服务团开展医宁夏博士协会医疗卫生服务团开展医

疗义诊服务疗义诊服务

全国高校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人体—人体
解剖学教师团队解剖学教师团队

获得第四届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获得第四届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
临床技能竞赛西部地区特等奖临床技能竞赛西部地区特等奖

留学生在宁医留学生在宁医““高举旗帜跟党走高举旗帜跟党走，，勇于担当铸医魂勇于担当铸医魂””人文素质教育活动人文素质教育活动

金秋塞上，
伴随着宁夏回族
自治区60华诞的
颂歌，宁夏医科
大学也迎来自己
的60岁生日。

60年沧桑巨
变，承载宁医人
矢志不移、自强
不 息 的 奋 斗 足
迹；60年弦歌不
辍，书写宁医人
艰苦创业、砥砺
前行的灿烂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