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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
“协同育人”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湖北民族学院本科人才培养纪实
今年 3 月，湖北省教育部门公布了第八届湖北省高等学校教
学成果奖获奖项目，湖北民族学院 10 个项目获奖，其中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4 项，取得历史性突破。这标志着学
校在深化高校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是立校之基、发展之源。长期以来，学校
始终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立足湖北，面向西部，
辐射全国，服务基层”办学定位，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
聚焦教学核心环节，精准发力，持续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在
“卓越医生”“卓越农林人才”“卓越教师”“卓越工程师”“卓越
经管人才”“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卓越法律人才”等培养过程
中，不断探索协同育人模式，优秀教学成果频频涌现，本科教学
建设和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医教协同”彰显特色
多年来，学校坚持医学教育是精
英教育的原则，积极深化医学教育改
革，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不
断夯实五年制临床医学、中医学教育
基础地位，推进“医教协同”，创新
“卓越医生”培养机制。
中医学专业充分利用附属医院和
各教学医院的资源优势，加强学生技
能培训的课程体系改革，使课程体系
与教学内容更加切合临床实践。同
时，充分利用地域资源优势，挖掘民
族医药资源，构建土家医药学课程体
系，推广土家医药技术，弘扬民族医
药文化，形成教学改革、课程建设、
学术研究和临床推广应用齐头并进、
相互促进的教学科研格局。2015 年，
中 医 学 专 业 获 批 为 “ 卓 越 医 生 （中
医） 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
目。教改成果“土家医药学课程体系
建设与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的研究与
实践”获得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
一等奖。
临床医学专业推进医学基础与临

床课程整合，建立以能力为导向的评
价体系，严格临床实习实训管理，强
化临床实践教学环节，充分发挥附属
民大医院、恩施州中心医院、荆门第
一人民医院的临床教学主体职能，结
合学校医学人才培养实际，实行“3+
2”协同育人模式，形成与临床教学基
地良性互动的格局。教改成果“人体
解剖学课程改革及教材建设与实践”
获得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二等
奖。2016 年，临床医学专业成为湖北
省属高校首批“荆楚卓越医生协同育
人计划”项目建设点。
近 5 年，学生在全国高等医学院
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中，获全国总
决赛团体三等奖 2 项，华中赛区团体
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在湖北省普
通高等学校护理专业学生技能竞赛
中，获团体二等奖 1 项，获最佳个人
奖 1 项。

“校地协同”突出优势
学校所处的武陵山区有着丰富的
农林资源，多年来，林学园艺学院围
绕生态建设与区域发展，确立了“立

足资源，瞄准产业，创新技术，培养
人才，服务地方”的总体思路，紧密
结合区域农林产业特点，坚持校地联
合培养，推进“校地协同”
，创新“卓
越农林人才”培养机制。
开发特色教材，先后出版了 《清
江流域植被研究》《清江流域土家族生
态学研究》 等 12 部教材，在专业技能
课程教学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建立
开放共享的实习实训基地平台，联合
共建的湖北恩施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
位观测研究站，先后接纳加拿大、澳
大利亚、日本等国和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中国农科院及省内多家科研单
位、高等院校的考察、实习和科研活
动。大胆改革培养模式，建立了农林
人才的“职业定向式三阶段应用型培
养模式”
。教改成果“地方院校农林复
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获得
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4 年，林学、园艺专业成为国家教
育部门“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
划”改革试点专业。

“校际协同”开拓新路
师范教育是学校办学的重要基础
之一，也是学校服务地方的重要体
现。为适应民族地区基础教育需要，
学校一直致力于构建新型教师教育培
养模式，与基地学校积极互动合作，
构筑了恩施州基础教育师资的培养离
不开湖北民族学院、湖北民族学院的
师范教育办学离不开恩施州的办学关
系，推进“校际协同”
，创新“卓越教
师”培养机制。
学校构建了“2.5+1+0.5”师范教
育人才培养模式，一方面，科学构建
课程体系，凸显实践教学在师范教育
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注重显性课
程与隐性课程结合、理论与实践结
合，强化师范生对学科专业和教育专
业的认知、体验与实践；另一方面，

加强师范生实践教学管理，采取“三
种实习方式”
“三级分级管理”与“三
方协同指导”
，创建高校为主、地方政
府协调、基地学校协同的实践教学运
行机制，形成“133”师范教育实践教
学模式。通过实践教学改革，师范生
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显著提升。教改
成果“地方院校师范教育实践教学改
革与探索”获得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
成果一等奖。
近 5 年，学生在第四届全国师范
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中获三等奖
2 项、优胜奖 1 项；在湖北省普通高校
师范专业大学生教学技能竞赛中获省
级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8 项、三等奖 3
项。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学校为民族
地区尤其是恩施州输送了大批优秀教
育工作者，恩施州 51.8%的中学教师毕
业于湖北民族学院，涌现出受到党和
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全国模范教师”
肖 忠 友、“湖 北好人 ”“ 最美乡村教
师”黄家菊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教师。

“校企协同”谋求共赢
校企协同是提高工科人才培养质
量的重要途径。多年来，学校对接企
业技术创新要求，推动传统工科专业
改造升级，积极开展工程教育改革创
新，推进“校企协同”
，创新“卓越工
程师”
“卓越经管人才”培养机制。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作为湖北省
“荆楚卓越农林人才协同育人计划”项
目试点，主动面向地方支柱产业发
展，构建“通识教育为基础、能力培
养为重点、特长培养为特色”的“理
工融合、以工为主”的培养体系，教
改成果“地方民族院校食品专业应用
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获得湖
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作为湖
北省“荆楚卓越工程师协同育人计
划”项目试点，融合电子信息科学与

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电气信息
类工科专业，提出基于“工程实现”
理念的培养新模式，构建了 TPP （即
理论教学 Theory Teaching、实践教学
Practice Teaching、 项 目 研 发 Project Research & Development） 校
企双向对接培养体系，与企业深度融
合，实行订单培养，教改成果“地方
应用型大学电气信息类工程教育模式
改革与实践研究”获得湖北省高等学
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经济 与 管 理 学 院 从 经 济 管 理 大
类 的 视 角 ， 在 应 用 型 人 才培养模式
整体设计的基础上构建知识、能力、
素质为一体的三段式人才培养模式，
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校内实训与
校外实践、虚拟仿真与真实实践互通
互融。教改成果“经管类应用型复合
人才‘双平台多模块’塔型实践教学
体系创新与实践”获得湖北省高等学
校教学成果二等奖。会计学专业在
2017 年被评为湖北省“荆楚卓越经管
人才协同育人计划”项目建设点。
近 5 年，学生在全国大学生电子
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等学科竞赛中获国家级别奖项 28 项、
省级奖项 140 项，其中在全国大学生
物联网设计竞赛中连续两届荣获全国
一等奖，涌现出了张小江、刘佳、许
璇等一批科技创新典型代表。经济与
管理学院在第四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湖北省复赛现场
赛中获得金奖。

“校政协同”共促发展
建设地方应用型大学，离不开政
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学校新闻传播
专业、法律专业与多家地方政府机构实
施联合培养应用型人才开放办学模式，
推进“校政协同”
，创新“卓越新闻传
播人才”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机制。
新闻传播专业始终坚持“实践提

升能力，创新锻造人才，传媒联动社
会，文化创造价值”的办学理念和
“依托区域优势，面向民族地方，开展
多元合作，服务行业发展，彰显平台
功能”的办学思路，现已形成以“现
代传媒技术为平台、社会大众传媒为
依托、人文精神培养为内涵”的“三
位一体”实验教学体系。近年来，新
闻传播类专业与地方政府部门、企事
业单位加大横向合作力度，签订横向
课题 20 余项，其中与恩施市政府部门
联合开发的社区网络化数字管理系
统，项目经费达 2000 万元。
法学院一直把协同培养基层法律
人才作为法学专业培养应用型、复合
型法律职业人才的着力点，构建了适
应基层法治建设需求的多元协同育人
机制。通过建立融合地方知识和法律
知识、集成法治创新能力于一体的基
层法律人才培养体系，提高法律人才
培养的适应性；通过协同搭建实习实
训创新平台，拓宽学生职业能力的协
同育人渠道；通过派出教师赴法院、
检察院等实务部门挂职，参与服务基
层法治实践，为教学收集了地方素
材，为法学专业转型发展积累了地方
经验，有效提升了毕业生在西部基层
从事法律实务的能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教
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
科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高
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
力，造就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接下来，学校将顺应高等教育信
息化、综合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聚焦“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坚
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
进一步完善具有特色的应用型本科人
才培养体系，主动适应、引领和服务
社会经济发展，努力打造湖北省属高
校的一流本科教育。
（谭 华）
·公告·

宝鸡文理学院

一甲子华诞
“日居月诸，照临下土”
“ 城廓敞扉，坛席冀子”。
宝鸡文理学院将在 2018 年 10 月 6 日迎来 60 周年
校庆！特邀各级领导、学术贤达、历届校友，齐聚渭
水之滨，
石鼓园畔，肇华诞之隆庆，耀珍异之熣艳。
建校 60 年，宝鸡文理学院三易校名，三迁校
址。戊戌之春，宝大初创；经历廿载，定名宝鸡师
范学院，校址初建长寿山下，再迁渭水南岸；壬申
金猴，教育部门批准，师院宝大两校并，文理学院
为新名。又历十载，再添新址於石鼓园畔。六十甲
子，星光璀璨。聚炎帝灵气，彰周秦雄风；塑佛都
典范，扬张载理念！博文明理，自强不息；厚德尚
能，敢为人先！宝大精神，薪火相传；众志成城，阔
步向前！2007，本科教学水平评估，获国家优秀之殊
荣；2013，增列“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2017，跻身
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计划。尤喜是，省市共
建，强校支援，为创建高水平大学之转捩点。
宝鸡文理，创大申博，正值跨越发展之关键。
又至戊戌，恰是六十之正诞。关中十月，天蓝水
碧；花木葳蕤，瓜果盈篮；石鼓欢歌，青铜耀金。

花径为君扫，校门为君开，再次诚邀，各界贤达、
文理学子，拨冗莅临莆园之盛会。思往日再畅叙母
校之深情，共黾勉同担历史之使命，谋未来共畴宏
伟之蓝图，齐襄助成创大申博之新篇！特此公告，
敬祈周知，顾盼达意。
宝鸡文理学院

六十年传薪
宝鸡文理学院赋
马平川

九州方圆，四野苍茫。始祖炎帝，
教兴农桑。嘉禾葱绿，赫赫伟绩。奠基
民族大厦，肇启文明曙光。汤汤渭水，
清波荡漾。郁郁青铜，秦韵流光。斗转
星移，岁月迁流。西府名苑，于斯而
立。秉炎黄遗风，汲天地灵气。博文明
理，厚德尚能。八字校训，师生传承。
一校两区，蔚为大观。诚学术之殿堂，
乃人才之摇篮。
伟哉吾校，根深叶茂。忆兹往昔，创
业维艰。初创于“大跃进运动”，停办于
“三年困难时期”
，宝大，陕师大分校，师
院，文理学院，宝鸡大学，一路走来，风
雨兼程。长寿山下，肩挑背扛。渭河滩
上，挥汗如雨。其址三迁，其名三更。弦

歌不辍，薪火长传。道义同担，众志成城。
惠哉吾校，造福四方。贞下起元，
杏坛葳蕤。渭河春色来天地，秦岭浮云
变古今。高新区妙手同拓新苑，遂成今
日之崭新学府。顺应民心，嘉惠千秋。
共襄盛举，造福乡梓。人才强校，谱大
学教育之新篇；整合资源，创西部教育
之福祉。教学评估，揽金优秀。服务地
方，报国利民。泽育陕西，惠及他乡。
美哉吾校，无限风光。广场喷泉，
流光溢彩。草坪花坛，红绿相映。圣贤
雕像，厚德崇光。栋宇鳞次，轮奂质
相。艺术楼里，丹青翰墨，丝竹新声。
图书馆中，缥帙满架，菁华满堂。春时
樱枝绽蕊，玉兰竞芳。夏令荫翳匝地，
绿藤绕廊。秋至落叶缤纷，丹桂飘香。
冬来银装素裹，青松傲霜。书声与鸟声
交相悦耳，墨香与花香共飘怡情。
壮哉吾校，器宇轩昂。栉风沐雨，

化蛹为蝶。秦风汉韵，咸聚于此；八方
才俊，俱会于斯。大学精神，种德修
福。有周公吐哺归心之雅量，怀张载天
地立心之壮志。崇德启智，明理传道，
绛帐授业讲坛献丹心；文理渗透，理工
结合，浮槎乘风破浪济沧海。本科教
育，橙黄橘绿。硕士培养，霞蔚云蒸。
横渠书院传千年薪火，社科基地延盛世
文脉，重点实验室凸显科技创新。
盛哉吾校，任重道远。渭水之滨，
夹岸晓烟杨柳绿；石鼓山下，满园春色
杏花红。嗟我学府，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六十年岁月如歌，六十载春华秋
实。应天时，享地利，得人和，求卓
越。等闲识得东风面，滋兰树蕙满庭芳。
江河行地，日月经天。举觞浩歌，
操觚为赋，惟祝惟颂：大厦基业已奠，
培育英才前程无量。偕力腾踔致远，踵
事增华世代流芳！
·公告·

齐鲁工业大学 70 周年校庆公告
七十载栉风沐雨，七
十 年 砥 砺 进 取 。 2018 年
10 月 18 日，齐鲁工业大学
将迎来 70 周年华诞。值
此继往开来之际，我们谨
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学
校建设发展的各级领导、
各界朋友、广大校友和全
体师生员工致以最诚挚的
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

筚路蓝缕启山林，胸怀家国逐梦行。肇
始于 1948 年的胶东工业学校，在隆隆炮火中
熔铸了先贤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品
格。后几易其名，数迁其址，初心不变。
1978 年，大明湖畔，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山东轻工业学院在本科教育的新征程上

扬鞭奋蹄，孜孜求索。2013 年，更名为齐鲁
工业大学，学校高举体制创新与艰苦奋斗的
圣火，怀揣着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工业大学的
梦想，日雕月琢，铿锵前行。
春华秋实育栋梁，弦歌不辍奏华章。建
校 70 年来，学校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呼吸、

共命运，秉承“明德励志、崇实尚能”的校
训，全面推进“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
强校、学科领校、开放活校”的科学发展方略，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参与国家和山
东省发展战略，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助推山东
新旧动能转换，挥洒奋斗汗水，输出“工大智
慧”，书写了一个又一个锐意进取的故事，走
出了一条求是唯真的成功之路。学校先后被
评为首批山东特色名校工程学校、
“ 山东省
2011 协同创新中心”牵头单位、国家技术转移
示范机构、国家级别科技合作示范基地、国家
级别科技成果研究推广中心、国家级别成果
产业化基地等，被主流媒体评为山东省十大
“最具社会口碑学校”、山东省“最具就业竞争
力本科院校”
“ 山东最佳社会声誉高校”。办
学 70 年来，累计为社会培养输送各类人才 15
万余名，涌现出了一大批行业领军人物，被誉
为“企业家的摇篮，工程师的沃土”，为山东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7 年，齐鲁工业大学与山东省科学院
整合成立新的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省科学
院），开启了“国内一流、国际上有重要影
响的应用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建设的新
纪年，事业发展驶入了“快车道”、实现了
“加速度”。
桃李盈门贺华诞，芝兰满室议前程。新
时代、新校 （院）、新使命、新跨越。我们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以建设国内一流、国际上有重要影响
的应用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为目标，不忘
初心、砥砺奋进，全面落实“八大行动计
划 ”， 在 “ 双 一 流 ” 建 设 新 征 程 上 开 拓 创
新、埋头苦干。我们要继续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任务和价值导向，进一步深化“四位
一体”德育体系和“产学研用”一体化、全
链条人才培养模式，全面加强创新型人才培

养，让莘莘学子真正成长为德才兼备的社会
栋梁。70 周年校庆是全校 （院） 人的隆重节
日，校 （院） 将以“科教耀齐鲁 筑梦新工
大”为主题，开展系列庆祝活动，回顾学校
历史，展望璀璨未来；坚持以开放促发展，
传承深厚底蕴，弘扬工大精神，聚焦新旧
动能转换，聚焦双一流建设，加快推进科
教融合进程；凝聚各方力量，统筹各类优
质资源，探索共赢机制，共谋发展大计。
七秩华诞，相约工大；饮水思源，共襄
盛典。70 周年校庆，是回归初心、总结得
失、凝心聚力、再创辉煌的重要契机。我们
诚挚邀请关心支持学校 （科学院） 发展的各
级领导、各界宾朋和广大校友拨冗莅临，畅
叙情谊，同庆辉煌，共谋发展！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省科学院）
2018 年 9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