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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湖南民族高等教育的华彩篇章
——吉首大学办学 60 周年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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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位于云贵高原东段，绵延上千里的武陵山脉贯穿
其中。因为境内山高林密、沟壑纵横，留下了鬼斧神工的自
然奇观，因为境内民族众多、文化多元，汇聚了多姿多彩的
民族风情，所以，这里有“神秘湘西”“魅力湘西”之美
称。1958 年，在这里诞生了一所大学——吉首大学，几十
年来，这所大学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成长为湘西乃至
湖南的又一张名片。60 年来，吉首大学就是在这样一个自
然资源、民族文化资源丰富，但却地处偏远、发展滞后的特
殊区域，高举湖南民族高等教育的大旗，书写着湖南民族高
等教育的华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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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首大学校园里，有一幅永久
性的标语：“办好民族地方大学，服
务武陵山区发展。”学校党委书记游
俊教授多年来一直强调，“服务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是吉首大学义不容辞
的职责和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几
十年来，学校牢记使命，不忘初心，
在湖南西部民族地区忠实地履行自己
的使命。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学校在理性
思考自身使命定位时，形象地总结出
了“北大、清华要解决的是卫星上天
问题，吉首大学要解决的是区域老百
姓 脱 贫 致 富 问 题 ”。 进 入 新 世 纪 以
后，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新要
求，学校在这种朴素认识的基础上，
进一步凝练出了“平民大学”的办学
理念，即“把吉首大学办成一所贴近
普通民众、造福大众百姓，直接服务
和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学”。
吉首大学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
在办学实践中自觉地兑现自己的诺
言。2001 年，国家领导人视察吉首大
学，给予学校很高的评价，在社会上
引起广泛关注，也引起社会上诸多疑
惑，吉首大学为什么是湖南的骄傲？
2005 年，著名高等教育学家潘懋元先
生带着这个疑问考察吉首大学，考察
过程中深受感动的潘教授说：“吉首
大学之所以成为湖南的骄傲，是因为

特殊环境磨砺出独特的精神

曾经，有人概况，湘西是蓝天白
云、灵山秀水、民风淳厚。也有人
说，湘西是千年封闭、百万贫困、十
万大山。湘西，就是以这样少有的二
元对立呈现在世人面前。吉首大学就
是在这样的区位劣势十分明显的环境
中诞生、磨炼和成长，她的每一步成
长都显得那么的特别、那么的艰难，
走到今天，更显示出了她的执着和不
同寻常的毅力。
翻开尘封的吉首大学历史，我们
可以看到外界难以想象的画面与情
景，建校之初到上世纪 90 年代，师
生们为了建设自己的校园，挖过山、
填过沟、推过板车、拉过石磙……就
是用这种原始的方式不断地改变着学
校的面貌，也正是这种精神推动着学
校前行。学校领导、老师到省城开
会，哪怕只有半天时间的会议，往
返在路上的时间也需要 4 天，当
时，省检察院招待所地下楼层基本
上 是 学 校 教 职 工出差常住的地方，
因 为 房 费 便 宜 …… 说 起 这 些 往 事 ，
老一辈的教职工还津津乐道。上世
纪 90 年代中期，一家中央媒体的记
者到学校采访，然后以“板车推出
来的大学”为题作了深度报道，形

扛着特殊的使命奋力前行

象地说明了学校办学的艰难。60 年
后的今天，学校面向师生和校友以
“记忆”为主题征文，应征者踊跃，
看到这些沉甸甸的浸漫苦涩而又充满
情感的文字，所有经历者表现出来的
并不是埋怨，而是自豪。
办学环境的艰难打磨了吉首大学
师生的性格，塑造了吉首大学师生独
特的个性。这种个性概括起来就是：
艰苦奋斗，砥砺前行。这种个性也是
吉首大学师生的一种文化品行，它流
淌在师生员工的血脉里，植根在师生
员工的灵魂中。
走进吉首大学砂子坳校区大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道独特的景观：一个
硕大的石磙与一块天然石并排矗立在
一起，天然石上刻着“精神”二字。
“石磙”是上世纪 80 年代师生们建设
校园、平整校园的原始工具，也是吉
首大学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历史见
证，这道景观时刻激励着师生们要不
忘传统、传承精神。吉首大学之所以
有今天的成就，可以说是这种精神使
然。学校在总结传统精神时指出：艰
苦奋斗、砥砺前行是吉首大学立校之
本、传校之宝、兴校之魂。号召师生
们自觉传承、发扬光大。

吉首大学的办学特色。吉首大学的办
学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少数民
族人才的培养与少数民族的研究。
”
在人才培养方面，吉首大学坚持
“立德树人”，紧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构建了服务武陵山区学科专业
群，使学科专业建设深深地植根在区
域这片泥土之中。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和课程体系，把人才培养普适性与本
土人才的个性化要求紧密结合起来，
提出并实施以“立德、立志、立业，树
人、惠人、达人”为核心内涵的“立人教
育”理念，围绕“四得”做文章，即围绕
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
好”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做文章，着力培
养学生服务民族地区的意识和能力，
广大毕业生扎根民族贫困地区，为民
族地区的发展默默奉献。以学校所在
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该州
75%的中学教师、45%的县处级干部、
45.4%的科级干部、38%的医疗卫生人
员毕业于吉首大学。
作为湖南民族高等教育的领头
羊，学校是湖南省民族预科教育基地，
还承担了省外 10 余所高校的预科生培
养。学校虽然地处湖南西部民族地
区，但多年来承担了湖南省对口援助
新疆吐鲁番地区中学教师培训计划。
现学校在校学生中有 43 个少数民
族的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占学生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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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一直保持在 1/3 左右。各民族
学生在这里和睦相处、亲如一家，学
校先后三次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集体”称号。
在科学研究方面，学校瞄准民族
地区特别是武陵山区经济社会发展，
以学科为龙头，搭建平台、聚焦目
标、聚集队伍、协同攻关。20 年前，
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立项中，吉首
大学曾被誉为“黑马”，甚至有人惯
性地认为，是不是把“吉林大学”写
成了“吉首大学”？这匹“黑马”从
此一直向前奔驰，每年的国家社科基
金课题立项数始终保持在湖南省高校
前列，其研究成果不仅推介和弘扬了
区域的民族文化，而且带动了相关产
业的发展。其中土司文化研究配合老
司城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实现了
湖南省世界文化遗产零的突破，湖南
省专门行文对吉首大学研究团队给予
表彰。学校大力开展区域民族历史、
民族文化以及旅游资源研究与推介，
带动了大湘西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蓬
勃发展，其中文艺学团队主持策划的
张家界景区大型演艺节目“魅力湘
西”每年接待观众 30 余万人，被文化
部门授予“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文化部门、旅游部门将其收入
“国家演艺重点名录”。
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学校教学

科研人员以区域资源开发利用为己
任，围绕武陵山这片区域的脱贫攻坚
这个大主题，把学问作在民族地区的
田野里，把文章写在武陵山区的大地
上。其中，学校专家团队选育的“米
良 1 号”猕猴桃被农业部门确定为扶
贫开发推广品种，在全国 16 个省市推
广栽种，在湘西州，仅猕猴桃的产业
化就帮助 20 余万名农民脱贫致富。在
多年研究武陵山区生态环境及特点的
基础上，提出了“三带理论”——土
壤中的富硒带、植物群落的亚麻酸
带、气候上的微生物发酵带，为武陵
山区利用独特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特色
产业提供了理论依据，目前，仅湘西
州的“三带产业”就达 30 余家，年产
值达 120 余亿元。
潘懋元先生在考察吉首大学和湘
西之后，为吉首大学的特色发展点
赞，他说：
“ 吉首大学如果在这些特色
方面能够有进一步很好的发展，那不
仅有全国的影响，可能对世界也会有
影响。”潘先生说的可能是溢美之词，
但是，至少可以说，吉首大学在服务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确实探索出
了一条特色之路。总结这其中的经
验，就是吉首大学在发展过程中，把
自身的发展与区域发展紧密结合在一
起，把办学特色的培育与大学的社会
功能发挥紧密结合在一起。

继续书写民族高等教育华彩篇章

60 年的艰苦拼搏、奋力前行，成
就了吉首大学今天的辉煌。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吉首大学撑起了湖南西
部及武陵山区民族高等教育的一片
蓝天。
2001 年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先
后到吉首大学视察，并给予高度评价
和肯定，学校得到了“吉首大学是湖

南 的 骄 傲 ”“ 吉 首 大 学 具 有 特 殊 价
值”“看到了吉首大学就看到了武陵
山区脱贫致富的希望”等赞誉。在
吉首大学师生看来，这些肯定不是
骄傲和满足的资本，而是激励和鞭
策，也是吉首大学迈向新征程的强
大动力。
2018 年，是吉首大学建校史上具

有特殊意义的一年，不是因为其走过
了一个甲子，而是因为在这一年，吉
首大学被国家学位办列为博士学位授
权建设单位，同时，湖南省教育部门
确定吉首大学为按一本招生的高校。
60 年的办学历程，吉首大学在偏远贫
困的民族地区扎根，实现了从学士到
博士完备的学位教育体系，这对于发

达地区高校来说，确实不足为道，但
对吉首大学来说，又确实来之不易。
60 一甲子，吉大正青春。面向新
时代，吉首大学坚持科学发展、转型
发展、特色发展战略，正在朝着有特
色高水平的地方综合性大学的目标
迈进。
(戴林富)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能听见一些家长苦恼的声音：“为什么孩子总是缺乏联想能力？
”“为什么孩子总
是学什么忘什么？”看似都是一些孤立的问题，但从教育心理学角度分析，这些问题释放出一个很危险的信
号——孩子没有建立起良好的探究型人格。

《海尔兄弟宇宙大冒险》

帮助孩子建立探究型人格
如何建立探究型人格

家长要和孩子“同学”

在 12 岁以前，孩子的大脑就像一
张白纸，每一笔“墨迹”都会留下非
常明显的痕迹。孩子的大脑也像一块
干燥的海绵，对任何新的认识都会进
行无差别吸收。
正如美国著名精神专家、新精神
分析派的代表人物埃里克森的“人格
发展八阶段理论”，这一阶段，无差别
的大规模认知增长，会使孩子的大脑
产生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从而引发安
全感、信任感危机。消除危机的极佳
方式，就是引导孩子以有目的性的探
究代替无目的性的被动吸收。对这种
主动探究的行为充分鼓励和引导，就
能为孩子成为一个有责任感、有创造
力的人奠定基础。
作为家长，要引导孩子建立起探
究型人格，关键在于“同学”与“情
境”。

传统的家庭教育是“十万个为什
么”式的教育模式，看重知识点本身
而轻视学习过程，把书本上的知识用
语言或者文字直接灌输给孩子，以为
这样就达到了学会、记牢的目的。
殊不知，这样会使孩子降低学习
兴趣。连感兴趣都做不到，何谈学会
与牢记？如果家长能够亲身参与孩子
的学习过程，以启发、引导的方式激
发孩子对于探究新知的兴趣，许多看
起来与学习无关的事，都会变成帮助
孩子建立探究型人格的利器。
例如，许多家长对孩子看动画片
非常抵触，社会舆论也经常以“动画
片保姆”现象挞伐一些家长对孩子缺
乏关心与陪伴。其实，只要选择得
当，动画片照样可以助力探究型人格
的建立。
以 80 后、90 后为例，1995 年版

《海尔兄弟》 作为童年时期经常看的动
画片之一，以其丰富的科学与社会知
识，启发了他们的心智。
最 近 不 少 80 后 、 90 后 注 意 到 ，
《海尔兄弟》 又推出了 2018 年版 《海
尔兄弟宇宙大冒险》，家长完全可以与
孩子一起观看。
“爸爸妈妈小时候看的
动画片也出‘新番’了，要不要一起
来看？”类似的引导会使孩子对动画片
产生好奇心。
“爸爸妈妈小时看的动画
片是什么样？”家长以神秘感激发了孩
子的探究欲，而在共同观看的过程
中，家长可以用更真切生动的方式与
孩子互动，不仅让孩子对动画片中的
科普知识点记得更牢，还增进了两代
人的情感交流。

以情境体验启发
孩子的探索思维
如果说“同学”是激发孩子探究
欲的“源动力”，那么情境就是促进孩

子真正掌握知识点、形成探究型人格
的“催化剂”。
简单地说，
“情境”就是在孩子学
习知识的过程中，用语言、文化作品
甚至实体材料，为孩子营造现实生活
中可感知、可触摸的场景，将学习转化
为孩子以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
觉等感官亲身体验的过程，在知识点与
真实感受之间建立“链接”。在激发孩
子的探究意愿之后，将分析、解决问
题的基础建立在真实的感知之上，帮
助孩子建立举一反三的学习模式，如
此一来，孩子对知识点的掌握越来越
轻松，其成就感与求知欲会不断提
升，促进探究型人格的建立。
例如，家长想让孩子了解一下节
约能源的重要性，该怎样去讲解？是
从化石燃料的历史入手，还是从工业
革命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入手？显然都
很难，但与孩子一起坐下看 《海尔兄
弟宇宙大冒险》，跟着海尔兄弟去寻找
新矿脉，这样便更加趣味易懂。
动画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某个

外星球停电了，海尔兄弟一行人去挖燃
料以供发电，不料，这颗星球因为过
度开采已经很难找到燃料，众人一时陷
入了困境。看到这里，家长完全可以这
样启发孩子：
“上一次家里停电，不能
看电视，你是不是也觉得很难过？如
果没有了能源，也就不会有电，我们在
开采燃料、使用能源的时候是不是该节
省一些？”没法看电视，是因为没有
电，没有电是因为能源枯竭了……通
过一步步的引导，孩子就建立起了生
活与能源保护的联系，自然而然地对
资源保护产生兴趣，自发地进行探究。

寓教于乐的巧选择
总之，只要方法得当，动画片和
其他寓教于乐的方式都可以帮助并引
导孩子建立探究型人格。当然，在动
画片的选择上，我们要更精心谨慎。
对于 3—10 岁的孩子来说，注意
力有效集中时间在 5—20 分钟左右 ，

所以动画片的每一集时长最好保持在
5 分钟左右。当然，这需要制作方具
备深厚的功力，在较短的时间内既体
现知识点，又保证故事逻辑完整和趣
味性并非易事。
同时，对于注意力容易受外界影
响的孩子来说，色彩对比度过高、画
面切换过快、音乐节奏过于强烈都会
影响他们对于故事情节与知识点本身
的注意。《海尔兄弟宇宙大冒险》 在这
几方面就处理得比较得当，更符合孩
子的观看需求与信息接收特点。
随着文化和科技的不断变化，孩
子接收信息的渠道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也在发生改变。所以，针对儿童的文
化教育产品和媒介也须跟随时代调整
和升级，《海尔兄弟宇宙大冒险》 这种
启发式、探索性的教育方式，是儿童
动画领域一个新的尝试，不失为一种
帮助孩子建立探究型人格的有益之道。
（著名亲子教育专家、中国教育学
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十二五”重
点课题研究员 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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