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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贴
“十六字”
总要求

锻造高水平警官职院

——聚焦宁夏警官职业学院特色办学之路

宁夏警官职业学院 ，是宁夏回族自治区
仅有的一所警察类高等职业院校，建校 38 年
来，始终坚持“服从和服务政法、公安工
作”的办学宗旨，坚持“政治建校、质量立
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的办学思路，培
养输送了近 3 万名高素质专门人才，年均培
训政法干警 7000 余人次，为维护国家安全和
社会稳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
众作出了卓越贡献，更彰显出宁夏现代警官
职业教育的浩然风采。

讲政治， 树正气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
正，纪律严明”。
四句话，十六字，是党和国家对
公安队伍建设的总要求，如黄钟大
吕，激励着宁夏警官职业学院以此遵
循，更好地肩负起育人使命。
长期以来，学院高举“忠诚、责
任、奋斗”的精神旗帜，坚持政治建
校、政治育警，把培育具有坚定政治
信念和过硬纪律作风的高素质人才视
为神圣使命。秉持警务化学生管理的
优良传统，以“金牌区队”创建活动
为抓手，坚持思想教育经常化、学习
生活规范化、内务卫生标准化、举止
行为礼仪化，不断改进和提升准军事
化管理标准，培养学生“绝对忠诚，
绝对可靠，绝对纯洁”的政治素养、
严明的纪律作风、顽强的意志品格、
良好的警察意识和职业精神。现如
今，警务化管理已成为学院的一张
“金色名片”。

学院高度重视以文化人，以文育
人，持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
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课
堂，进教材，进头脑；每年投资 100
万元丰富图书馆藏书，常态化举办经
典诵读、阅警式、升国旗等特色鲜明
的“警”字文化；特别设立了“学雷
锋献爱心”专项基金和勤工助学岗
位，确保没有一名学生因贫退学；有
力地提升了师生的思想道德、家国情
怀及责任担当。修建了“六园五路三
广场”
，构建了人防、技防、物防相结
合的安全防范体系，在为师生创建和
谐稳定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的同
时，激扬起师生向善、向美、向上的
兴校正能量。

谋转型， 强内涵
2017 年 6 月 20 日，是“宁夏警官
职业学院”更名挂牌的重大日子，也
是学院转型发展的新起点。
学院以深化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入
手，全面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积极推动管理从粗放转向精细，
从零散转向系统，从拓展外延转向深
挖内涵，以精细化管理推动转型发展。
专业建设上，学院积极优化结
构，前瞻性布局，在建设好现有 10
个司法、公安国控专业的同时，新增
信息网络安全监察等 3 个公安类国控
专业，形成了 4 大专业群 13 个专业的
办学格局，并明确提出突出“应用”
特色做精做优法律专业，突出“实
战”特色做稳做强警察类专业的奋斗
目标。
紧紧抓住公安便捷机制首次招生
100 名的新机遇，构建了入学即入警
的公安招生机制。
人才培养上，学院创新推出“培
养培训一体，实训实战一体，教学科
研一体，厅院建设一体”的师资共
享、项目共担、人才同育、科技同
研，有着鲜明宁夏公安特色的“产教
融合”新机制，警察管理系、应用法
律系等 4 个系部分别与公安部门反恐
总队、交管部门，司法部门监狱机
构、戒毒机构等部门签订了“八个合
作协议”；充分运用学院建在法院的
“法 律 援 助 站 ”， 构建教 师、行 业专
家双向互学互动提升机制；选派专
业骨干教师深入行业开展前沿理论
研究；邀请行业专家进校园开展警务
实战教学；针对行业热点、难点、焦
点问题教师专家合作攻关研究；安排
学生到行业一线实习锻炼，提高警务
实战能力。
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
设，积极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筹建
了国际执法学院宁夏分院；借助国际
刑警组织和公安部门国合机构的平
台，一方面高质量承办约旦等中东国
家的外警培训，另一方面积极探索通
过“送教出境”和“X+1”人才培养
模式，选派实战教官开展对口警务实
战培训和深造学习。2018 年 5 月，成
功举办国际刑警组织知识产权刑事保
护培训班，5 名外籍警察和 150 多名国
际合作组织的学员参加培训。

重质量， 钻教学

壮师资， 强实力

2018 年 9 月 ， 学 院 再 次 传 来 喜
讯，成功入选自治区首批优质校建设
单位，教育教学改革结出了甜美果实。
长期以来，学院始终坚持突出教
学中心地位，坚持资源向教学一线倾
斜，建成与实践教学相匹配、与行业
发展相融合的警务实战训练基地、视
频侦查、电子物证、网络攻防等 22 个
高端实验实训室和 50 个校外实训实战
基地。并与上海、福建等 5 省市签订
了专业对口支援和教师培训协议，积
极将先进经验与自身实际相结合，全
面锤炼人才质量。
为了进一步打造高素质应用型人
才，学院紧紧围绕“教学练战一体
化”这个核心，全面深化课程体系，
推动“实战化”教学改革，形成了
“牢基础，强实战，能创新”的人才培
养 特色 。《监狱人民警察 “教、学、
练、战”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
践》 等两项成果获得自治区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一等奖。
持续加强教学诊断与改进，成立
由院长亲自挂帅，集合校内外力量的
监管机制，统筹推进精细化管理绩效
评价考核，并通过对毕业生进行短期
和中长期跟踪监测，及时调整人才培
养过程中教学、管理的方法和思路，
倒逼教学改革。
高度重视“双创”教育，建设了
三大实践基地，并成立了大学生创
新创业社团和创客空间。学生先后
荣获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
新创业大赛一等奖等一大批高水准
奖项。
3 年来，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
93%以上，用人单位高度评价毕业生
“政治素质过硬、理论知识扎实、警
务技能娴熟、适应能力出色”，学院
也被评为“自治区高校就业先进集
体”。

在学院党委书记刘睿看来，
“人才
是学院发展壮大的战略性资源，怎么
重视都不为过。
”
在此理念指引下，学院明确提出
“适应转型、增量提质、强化培养、积
极引进、改善结构、提升能力”的思
路，立体构建引才聚才机制，打造出
一支拥有 90 名硕士、5 名博士和 40 多
名正副教授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并成
立了 3 个名师工作室。
学院每年投资 100 万元用于教师
培养，先后选派 334 人次前往上海公
安学院等高校学习；引导鼓励教师利
用网络拓宽视野，学习职教新思想、
科技新理念；邀请中国政法大学等专
家学者来校举办“警苑讲坛”
；并特别
制定了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和绩效分配
动态调整机制，实行师德一票否决
制，引导教师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
学、以德施教。
创新推出师资培养“现代学徒
制”，选派 5 名骨干教师前往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与资深学者教授进行“教研
学徒制”脱产学习；12 名教师到公安
行业与业务部门骨干进行“理实学徒
制”跟岗学习；57 名青年教师到基层
一线进行“实战学徒制”学习，着力
培养一批高水平的专业带头人、教学
名师、“双师”团队。
3 年来，有 4 人入选自治区法学智
库；8 人被评为自治区教学名师；6 人
担任行业教指委委员；10 人受聘为自
治区信息化大赛专家；20 多人担任大
型企业法律顾问。

根植传统文化

铸品牌， 铿锵行
为了更好地服务宁夏区域经济建
设，学院进一步明确使命担当，打造
出以法律、公安职业教育为主体，政

法、公安培训及行业研究智库相结合
的办学体系。
在学院的积极推进下，全区政法
系统教育培训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先
后承担了公安部门、司法部门及河南
等省市的各类培训任务万余人次，
2017 年以来，更是月均承办培训班 3
期；自考中心年均招生 2000 多人次，
报考8000多科次；驾培中心连续4次被
评为“五星级”
，年培训1500多人次。
学院还每年投资 100 万元用于科
研创新，激励教师瞄准行业难点、热点
开展应用型研究，打造政法研究智库。
近年来，成功立项司法部门、自治区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等 214 个项目，与全国
公安院校合作开展“一带一路”课题和
产学研项目两项；
应用法律系被自治区
人大确立为“十大立法联系点”；
成功主
持自治区“六五”普法等重大任务；打
磨 出 发 明 专 利 1 项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3
项，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全国政法干警
招录培养体制改革 3 个试点院校之
一，10 年来，学院为西部 8 省区培养
基层干警 1100 多名，绝大部分已成长
为业务骨干。
此外，
学院组织学生通过设在法院
的“法律援助站”，参与代写文书、代理
案件等志愿服务，被团组织评为“2016
全国先进志愿服务单位”；组织 1000 多
名学生承担 5·20 国际马拉松大赛等重
大 安 保 活 动 和 维 稳 处 突 任 务 。 2017
年，
西夏区公安机构利用学院视频侦查
室的先进设备，成功破获重大抢劫案，
受到了自治区公安部门的高度赞扬。
面对未来，宁夏警官职业学院院
长陈少宣坚定地表示：
“今后，将持续
地将‘十六字’总要求贯穿进人才培
养的全过程，全力以赴打造政法、公
安后备人才的培育基地，在职干警的
训练基地，政法工作的研究智库，把学
院建设成‘立足宁夏、辐射西北、放眼
全国’的高水平现代化警官职业院校，
为平安宁夏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
（邓彦东 卜玉辉）

培育中国灵魂

——西安市曲江第一中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
民的精神家园。如何做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培养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生力军，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
都应关心和思考的重要课题。
坐落于雁塔脚下、曲江池
畔的西安市曲江第一中学就是
这样一所根植传统文化、凸显
文化育人的学校。历经 8 年实
践，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
学传统文化教育实践之路。

①

②

根植传统文化
教育理念先行
2010 年建校之初，西安市
曲江第一中学 （以下简称“曲江
一中”） 就结合西安市“建设具
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
市”的目标及自身对教育的思
考，提出了“学生第一，特色发
展”的办学理念，明确了“根植
传统育中国灵魂，面向国际聚世
界眼光”的特色发展目标。“学
生第一真善美与天地砥砺前行，
特色发展仁智信同世界携手比
肩”则是曲江一中对传统文化
教育理念的价值呈现。
8 年来，曲江一中始终将办
学特色内涵落实到日常教育、
教学工作中，贯穿在每名师生
和家长心中，努力建设富有中
华传统文化气息的中学校园。
其“三风一训”即是极佳体
现：有教无类纳百川因材施
教，寓教于乐铸师魂桃李满园
（教风）；敏而好学通古今与时俱
进，学而不厌达天下发愤图强
（学风）；文明惟真，乐群活泼
（校风）；爱国明志，持节自强，
厚德修身，乐学求新 （校训）。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
向未来，曲江一中力求在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学校依

③

①曲江一中常务副校长陈勇刚在首届校园灯谜大会上致辞
②曲江一中素读社学生吟诵 《诗经·桃夭·木瓜》
③曲江一中海峡两岸读 《论语》 师资研修班
④曲江一中参加百名书法家与全球华人同写汉字活动
⑤曲江一中“珩瑆”考古社标识

托西安历史文化资源，传承盛
唐多元、开放的文化精髓，让
每名曲江学子都能在曲江一中
大气、开放、包容、和谐的校
园文化氛围中，全面发展，健
康成长。

依托地缘优势
打造特色课程
课程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载体。曲江一中通
过学科大讲堂、校本课程、研

究性学习和社团活动，全方位
打造传统文化特色课程。
传统文化大讲堂以“请进
来”和“走出去”形式开展。
学校定期邀请知名学者、专家
开展专题报告，例如 《隋唐文
化》《陕商文化》《诗歌中的秦
始皇与兵马俑》 等；“走出去”
则是带领学生到历史博物馆、
皮影艺术馆、秦始皇帝陵博物
院、大明宫等实地课堂，加强
传统文化理解。
学校分年级开设了传统文
化校本课程，编写了校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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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如：《儒家文化漫谈》《陌上
花 开 国 学 之 归》《素 以 为 绚
国学经典读本》《话剧欣赏与表
演》《地理·西安》《文化·西安
符号》《二十四节气》 等。
学生研究性学习选题广
泛，其中不乏传统文化课题研
究，如：秦城墙的历史文化研
究、中国古典诗词的美学解读、
音乐的魅力——秦腔秦韵、中
国传统礼仪习俗的普及等。
学校开设素读、书法、武
术、民族民间舞等十几个传统
文化类社团，而考古社、灯谜

社则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2015 年 9 月，曲江一中创设
“珩瑆”考古社团，学生自主设
计了融合校徽与青铜鼎寓意的
社 标 ， 社 团 教 师 在 歌 曲 《成
都》 曲调的基础上填词社歌。
“珩瑆”考古社充分利用陕
西文博优势，带领学生实地学
习考察：走进周原博物馆了解
周地风华；走进秦始皇帝陵博
物院亲手制作兵马俑，体会
“赳赳老秦”浩浩秦风；走进汉
阳陵研习汉初治世；走进大明
宫遗址回望大唐盛世雄风。以
社刊 《珩瑆》 集中展示学生成
果，这种“在遗址上学历史、
在文物前学历史”的全新教学
模式，更好地传承了历史记忆。
学校与北京大学、西北大
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
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
帝陵博物院等建立了密切联系，
持续邀请北京大学齐东方教授、
徐天进教授、韦正教授、沈睿文
教授和百家讲坛主讲人王双怀教
授、马永赢研究员等国内专家
来校讲学，普及考古文博知识。
2016 年 6 月，曲江一中成为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众考古
普及基地”，加盟“陕西省博物
馆教育联盟”，参加了全国第二
届教育创新成果展，出版专著
《长安·中国的 DNA》。
2018 年 10 月，曲江一中承
办第二届全国中学考古社联盟
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考
古社团齐聚长安，将文博研究
与中学教育常态化结合，提升
了青少年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灯谜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
的一门综合性艺术，融入了修
辞学、语文、文艺等多种相关
知识，能深刻体现中国传统文
化的本体特征和精神内涵。因
此，2016 年 9 月，曲江一中成立
了“曲江谜社”。3 年来，曲江
谜社邀请全国谜界专家来校讲

学，并形成了一支涵盖文理学
科的灯谜教师团队。2018 年曲
江一中被中华灯谜学术委员会
评为“中华灯谜教学示范校”。
同年 9 月，曲江一中与长安文虎
社联合承办首届全国校园灯谜
大会，来自全国的 12 所学校参
加了此次比赛，由央视 《中国
谜语大会》 首席评委郑育斌等
专家担任评委。

丰富传统活动
培育中国灵魂
开拓创新，点滴浸润，曲
江一中以丰富的活动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借助曲水流觞，踏春吟诗
的历史文化，曲江一中独创了
“曲江流饮·春日诗会”活动，
每年 4 月举行，已连续举办 8
届。诗会分集体诵读、心心相
印、古诗词朗诵表演、飞花令、
选词组诗句等环节。初高中以班
为单位，先进行年级比赛，最后
再进行初、高中部决赛。“曲江
流饮·春日诗会”不仅激发了
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展现
了曲江学子卓越的汉语才华，
更成为融入学生参与意识、传
承传统文化的创新之举。
学校结合端午、中秋等重
大节日开展的主题班会课、“家
国情怀·使命担当”历史演
讲、汉字听写大赛、成语大赛
等一系列传统文化活动，都在
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心灵，健
全学生人格。
开展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
活动，离不开学校对传统文化
教育师资培训的重视和投入。
曲江一中提倡全体教师不分学
科、无论职务，共读经典、学
传统。常务副校长陈勇刚在学
校开学典礼、高三成人礼、春

日诗会、家长学校等活动中带
头 吟 诵 国 学 经 典 ， 分 享 《论
语》《孟子》《劝学》《师说》 等
经典篇目中的教育智慧。2012
年至 2018 年，曲江一中连续举
办 7 届海峡两岸读 《论语》 师资
研修班，全校教职工全员参与
研修；学校每年还选派骨干教
师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
山东泗水尼山圣源书院和国家
教育行政学院等地参加中华美
德教育行动师资培训班、国学
经典教育专题研修班的培训，累
计培训骨干教师 60 余人，占全
校教师的三分之一。2015 年，曲
江一中先后有 9 位教师应邀参与
西安教育电视台系列国学节目
《子曰师说》，解读唐诗、宋词。

秉承传统之风
营造文化校园
环境浸润，大象无形。学
校的标志性建筑——钟塔，取
唐代“雁塔题名”典故建造而
成。校内建筑廊柱及墙壁上点
缀着中华传统美德格言，构筑
起一道国学文化长廊；班级名
片和班呼也渗透着浓郁的“中
国味道”。学校还特别建设了一
间国学教室，取名为“诚明
轩”。语出 《礼记·中庸》：“诚
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
道也。
”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
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立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国灵
魂，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担
当。曲江一中期望今日之学子
终成中华明日之栋梁，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
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路漫漫
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传统文化教育的道路上，曲
江一中还将不断探索，砥砺前
行。
（李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