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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边卓荦，筚路蓝缕
办学历史悠久

西昌学院位于“一步跨千年”的
全国彝族聚居区——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是地处国家深度贫困地区的
省属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

学校肇始于 1939 年北洋工学院内
迁创建的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是
民国时期首所国立综合性多学科高等
专科学校，至今已扎根凉山办学 80
年。原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博士是
学校首任校长，其身后会聚了柯召、
魏寿昆、曾炯、刘之祥等知名教授矢
志兴教，提出“振农工、重实验”的
办学理念，开办农林、畜牧、土木工
程、矿冶工程、机械工程和医科等专
业。学校应用办学源远流长，实践育
人特色鲜明，培养出国家科技进步特
等奖获得者陈明义、国家发明奖获得
者张嘉惠等一批杰出英才。

几经变迁，2003 年国家教育部门
批准，西昌农专、西昌师专、凉山大
学、凉山教育学院合并组建西昌学
院。2010 年，学校通过国家教育部门
本科教学合格评估；2015 年，被列为
四川省首批整体转型发展改革试点单
位；2017 年，被列入国家教育现代化
推进工程 100 所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
单位；2018 年，完成教育部门本科教
学审核评估。

矢志兴教，人才辈出
办学成效显著

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
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审慎明
笃”治学精神，践行“需求为导向、服
务为根本”理念，坚持“立足地方、融
入地方、服务地方”，形成了“应用
性、地方性、民族性”办学特色。

学校现有北、南、西 3 个校区，
设置 17 个二级学院，本科招生专业 55
个，涵盖 9 个学科门类，以农学、教
育学、工学为重点，多学科协调发
展。目前在校生近20000人，教职员工
1000 余 人 ， 其 中 ， 高 级 职 称 350 余
人，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3人；省学
术和技术带头人5人，省学术和技术带
头人后备人选 10 人；国家教育部门教
学指导机构副主任委员 1 人、委员 3
人；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全国优秀教
师、四川省教学名师、四川省师德标
兵7人。国家级别、省级专家数量在省
内同类院校中名列前茅。

近年来，学校获国家级别、省级
教学成果奖 56 项，建有国家级别特色
专业 1 个、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1 个、省
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3 个、卓
越农林人才培养计划项目 2 个、产学
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5 个，有省级教育
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4 项、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 4 个、教学团队 4 个、综合改革
试点专业 5 个、特色专业 6 个、应用型
示范专业 6 个、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
验区 2 个、“卓越培养计划项目”8
个，应用型示范课程 8 门及省级精品
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创新创业教
育示范课程共 29 门。2019 年取得 9 项
国家级别项目立项，有农学等 9 个专
业被评为省一流建设专业，并推荐参
加国家一流专业建设试点评审。在省
属同类院校中，教改成果名列前茅。

扎根凉山，甘于奉献
服务地方有力

学校为民族地区脱贫奔康持续提
供人才、科技、文化支撑，是凉山发
展的人才培养基地，是科技研发、民
族文化传承创新和脱贫奔康的重要行
动基地，是凉山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
缺的重要力量。

（一） 学校是凉山发展的人才培养
基地。为地方培养培训各类专业技术
人才近 20 万人，据不完全统计，现在
凉山州 50%的县处级干部、80%的中
小学校长及骨干教师、85%的高层次
农牧人才、水电和建筑领域技术骨干
及高层管理人员均毕业于西昌学院。
近年来，依托“四川省彝汉双语师资
培训基地”“四川省普通高校少数民族
预科教育基地”等平台，为凉山培养
了大量“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
干得好”的“永久牌”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2015—2018 届毕业生基层就业
率达 70%以上，少数民族毕业生近
75%返乡就业。西部计划、大学生村
官、特岗教师、“三支一扶”等基层专
项就业 3000 余人。连续 5 年被团组织
评为“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优秀项目”，连续 5 年获四川省毕业生
就业工作先进集体。涌现出了扎根民
族地区基础教育第一线的全国教书育
人楷模、“四川省抗震救灾优秀教师”

“四川省优秀乡村教师”“全省岗位学
雷锋标兵”、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等优秀代表。

（二） 学校是凉山资源开发的研究
基地。建有各级科研平台 23 个，重点
开展以凉山自然资源、农业资源和民
族文化资源为主的科学研究。立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国
家艺术基金研究项目 22 项，省级研究
项目百余项，获国家级别、省部级和
州厅级奖 400 余项。选育作物新品种
23 个，获国家专利 170 项，推广转化
科技成果 68 项，凉山特色粮食作物和
果蔬产品马铃薯、洋葱、荞麦、块菌

（松露）、石榴、脐橙、苹果、黑山羊
等产业化发展科技支撑和决策咨询服
务主要由学校提供。2018 年，马铃薯
原种超高产扩繁试验破西南地区亩产
纪录。学校多次被授予“四川省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先进单位”。

（三） 学校是凉山优秀民族文化的
传承创新基地。依托“彝族文化研究
中心”“民族团结发展研究中心”，积
极开展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研究，并融
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已立项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5 项，国家教育部门人文社
科研究项目７项，国家民族机构中国
彝学研究项目 6 项，省社科联研究项
目 34 项，出版专著、译著、教材和科
普书籍 105 部，获国家级别、省部级
和 州 厅 级 奖 338 项 ， 在 彝 族 母 语 文
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等方
面全国领先。先后获“全国民族教育
先进集体”“四川省民族团结先进集
体”等荣誉称号。

（四） 学校是服务凉山脱贫奔康的
行动基地。2017 年 6 月，学校“一村
一幼”志愿支教项目被国家教育部门

“高校定点扶贫典型案例集”收录。在
深度贫困县建立产业示范基地和“农
业科技专家大院”，开展科技服务、技
术指导、培训和科普宣传等，助农增
收致富。开展文化艺术服务和彝区乡
村美化等活动，推进移风易俗和乡村
文明建设，激发脱贫内生动力。构建

“三层次六结合”禁毒防艾教育模式，
每年组织 2000 余名志愿者深入凉山 17
个县市开展宣传教育，助力彝区“禁
毒防艾”攻坚战。学校被评为“全国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四川
省预防艾滋病教育试点高校”。2018
年 6 月“红丝带青春校园行”走进西
昌学院，禁毒防艾大使为学校“青春
红丝带志愿团”授旗。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服务凉山再出发

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2019
年 3 月，学校第二届党代会全面开启
了新时代西昌学院建设的新征程，确
立了新时代把西昌学院建成全国民族

地区知名、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
大学的发展目标，提出了学校未来发
展的“一二三四”方略，围绕发展目
标，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全面加
强党的建设，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提升服务地方能力、提升学校办学层
次，聚焦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
名校、协同兴校四大战略，明确了进
一步立足凉山、融入凉山、服务凉山
的宗旨和使命。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根据凉
山州政府部门 《关于构建干支协同发
展新格局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导
意见》 等文件精神，拟定了下一步服
务凉山的行动计划，助推凉山干支协
同发展。

（一） 人才支撑行动计划。对接凉
山人才强州战略，每年计划在凉山州
招收本科、专科、预科学生 1500 人，
为凉山培养本土人才 5600 人；培训各
级各类技术骨干、管理人才、教师
5000 人；连续 3 年每年引进高层次人
才及急需紧缺人才 100 人。

（二） 专业集群建设行动计划。对
接凉山“6+1”主导产业、现代服务业
等产业、行业发展规划，调整优化专业
结构，建设现代农业类、教师教育类、
康养旅游类、能源类、管理金融类、文
化传媒类、信息与智能制造类等支持地
方产业发展的具有优势特色的七大专业
集群。

（三） 科技成果转化行动计划。对
接凉山农林牧特色产业，加快特色粮
食作物、烟草、菌类、果蔬、养殖等

种养殖技术成果转化，为“大凉山品
牌”建设提供科技支撑；对接凉山环
境保护及攀西战略资源开发，开展国
土空间规划、湿地保护、稀土利用等
研究，服务凉山生态文明建设。

（四） 文化传承创新行动计划。对
接凉山州文化产业发展，依托彝族文
化研究中心、文化传媒协同发展中
心，实施“凉山彝族传统工艺创新设
计”人才培养计划，创建四川省“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学院”，为凉山创建川
西南重要文创中心提供支持。

（五） 脱贫奔康助力行动计划。对
接凉山州脱贫奔康示范区建设，继续
做好美姑、布拖对口帮扶；开展教育
扶贫，重点开展“一村一幼”辅导员
培训、志愿支教、农业科技扶贫、“禁
毒防艾”宣传教育活动等。

风正济时，自当扬帆破浪；任重
道远，仍需策马扬鞭。西昌学院将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
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秉承“审慎明笃”光荣传
统，发扬“明德、乐学、求实、至
善”校训精神，不忘办学初心、牢记
教育使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凝
心聚力、众志成城，全面推进学校转
型发展、创新发展、特色发展，写好
西昌学院新时代“奋进之笔”，为把
学校建设成全国民族地区知名、特色
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而努力奋
斗！

（彭正松 贺盛瑜）

扎根凉山八十载 弦歌不辍追卓越
——写在西昌学院建校80周年之际

八十载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八十载扎根凉山，成就斐然；
八十载岁月如歌，享誉四方；八十载桃李芬芳，群星灿烂。
1939—2019，西昌学院已建校八十周年，八十载开拓进取的发展史，是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办学史，是团

结协作、奉献教育的卓越史。

匠心独运 树特色新中职模式
——湖北省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职业教育发展纪实

湖北省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坐落于细岭
山旁，太白湖畔，毗邻大胜关山工业园，傍
105 国道而建，是一所国家级别重点、湖北省
示范中等专业学校，是黄梅县仅有的一所公办
中职学校。学校占地面积 273.22 亩，建筑面积
10 万余平方米，现建有图书馆、教学楼、劳动
技能培训大楼等 15 幢主体建筑，还建有先进
的数控操作车间、电子实训车间、汽车维修车
间等 39 个实习场所及实验实训室。投资 1000
万元的汽修实训基地已经建成，将大大满足汽
修专业学生实训；投资 2000 万元、面积 50 亩
的实训园区已竣工，即将投入使用。

该校现有学生 6000 余人，其中全日制在
校生 4660 余人，成人学历教育学员 1000 余
人，各类技能培训每年 3000 余人次。在职在
编教师 214 人，其中中学高级教师 51 人、中学
一级教师 99 人，各级教育学会、职教学会会
员 48 人，省、市、县骨干教师 36 人。

该校以中职教育为主体，以成人教育和社
会培训为两翼，形成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社
会培训教育等“多教合一”的职教办学模式。
根据市场需求，适时调整专业设置和专业定
位，开设有学前教育专业、汽车运用与维修专
业、现代农艺技术专业、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
专业等 12 个专业。其中，学前教育专业和汽
车运用与维修专业是省级特色专业；现代农艺
技术专业是省级品牌专业；服装制作与生产管

理专业是省级重点专业。学校还开设了 4 个合
作共建特色专业——旅游服务与管理高铁乘务
专业、健身教练专业、IT 专业和中德机械电子
师专业。多年来，该校学生专业技能过硬，在
各级各类大赛上屡屡斩金夺银。学校积极主动
与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学生就业提供信
息服务，建造多类平台，多年来就业率始终保
持在高位。

塑大国工匠 建中职名校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以打造全国中职
名校为目标，坚持质量强校、技能为本，大力
推行教育教学改革，力求形成具有职校特色的
教育模式。

该校的职业教育时刻将学生的技能培养放
在首位，教学工作牢牢抓住专业与产业和职业
岗位对接、课程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
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
接，深化校企合作办学，推进“工学结合”，
实行“订单招生、定向培养、协议就业”新模
式。目前，该校 10 个专业都与相应企业开展
了校企合作，其中中德致信汽车有限公司、云
泰光学、金希奥服装、鹰翔健身等企业在学校
建有工厂，“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

合、知行合一”的理念和实践已经渐入佳境。
校企的深度合作，创新了职业教育人才的培养
模式，同时也使中职教育的职业性和实践性落
到了实处。

此外，该校积极推行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向深度推进，成为全省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
学校之一，2018 年与湖北伟征联投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签订了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现代学徒制
试点合作协议，汽修专业学生在“双元制”的
环境中学习，切实做到了“理实一体，知行合
一”。

学校为学生提供了多种就业机会，每年 6
月、7 月举办的供需见面会吸引了 100 多家用
人单位。近年来先后为黄梅工业园输送了近
2000 名技术技能人才，吉利汽车集团、黄黄高
速管理处、TCL 集团、中兴、富士康等都成为
了该校学生的重要就业基地。同时为黄梅县
100 余所幼儿园贡献近 50%的师资力量。

该校投资 500 万元建设了“学生就业创业
中心”，为学生就业创业搭建了新平台。目
前，学校每个专业都有对应的门店，快递室、
理发室、手机维修室、文印室、书店、蛋糕
店、服装店等均实现了自主经营。

该校与高职学校签订了“3+2”升学协
议，学生可以免试上大学。学生还可以通过技
能高考、单招考试上大学。每一名学生都可以
在这里圆自己的大学梦。另外，该校积极推行

“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鼓励学生在获得
学历证书的同时，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拓展就业创业本领。

质量强校，教师为本。该校历来重视教师
的培养，并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
自 2010 年以来，黄梅县政府部门每年都为该
校招聘一定数量的专业教师，9 年来共招聘了
专业教师 97 人。该校开设的“周五理工大讲
堂”，邀请专家学者来校授课，从不间断。开
展“专业教师进企业”，每年不少于 30 天。该
校大力加强教师的培训学习和激励提高，力争
打造全国中职名校。

作为全省教学诊改试点校，该校于 2017
年开始进行教学诊改，目前已经建立了教学诊
改平台，完成了第一轮诊改工作。诊改实行问
责制度，坚持权责统一、实事求是、公正公平
和追究责任与改进工作相结合、教育与惩处相

结合的原则，以处室问责、年级问责、教研组
长问责、教师问责、完成任务问责的方式，严
格推进诊改效果的落实。

养善强能 文化兴校

校园文化是学校的灵魂，校园文化建设是
提升学校品位的重要途径。建校伊始，黄梅理
工中等专业学校就本着“以人为本、以德为
先、以文化人、以质立校”的原则，大力发展

“养善强能”的校园文化，从理念、制度、活
动、环境等不同层面，成功地构建了反映职业
教育办学规律、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育人模
式，走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和自身特点的

“文化兴校”之路。
学校的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要求学校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全面优化。该
校推动精细化管理，力求提高软实力，促进各
项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人文化。学校坚持
依法治校，推动管理制度化；坚持依规办学，
推动管理规范化；实施科学管理，推动管理人
文化；革新管理方式，推动管理特色化。同时
实行精细化管理，充分调动一切内在因素和外
在因素的积极性，促进学校办学水平和人才培
养质量不断提高，提升了学校管理民主化和科
学化水平。

校园文化建设的血脉在于文化活动建设，
它丰富活跃着校园文化。有组织、有系列、有
意义地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既能培养师生的意
志、情感与能力，又能使学校充满生机和活
力。该校以“两刊、两节、两家、两会”为载
体，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形成校园文化
建设特色主阵地。

“两刊”，即该校文学社刊 《晨曦》 和教师
专刊 《理工教研》。《晨曦》 为理工师生打造了
一片表达自我的精神沃土，《理工教研》 则是
该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场所和舞台。“两节”，
指校园文化艺术节和技能节，这是该校更具代
表性的一项校园文化活动，一次技能文化节就
是一次职业教育发展成果的大检阅，通过技能
文化节搭建的平台，一批艺术尖子、技能人才
脱颖而出，备受用人单位瞩目。“两家”，即家

访和家长会，它是校园文化建设的绿色通道，
是打通家校壁垒、化解家校误解很重要也很有
成效的手段。该校坚持全员家访，一年两次，
在家访中做到“三步走”，即“一听二问三建
议”，家校联合，形成合力；家校共育，形成
合力。运动会和元旦晚会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
大看点。

将企业文化的元素引进校园，从而丰富
校园文化的内涵是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
的关键。该校安排专业教师到企业进行生产
实践锻炼，教师回校后，在教学过程中将企
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引入课堂，使学生在学校
就受到企业文化的熏陶；通过多次组织学生
到 企 业 参 观 见 习 ， 让 学 生 感 受 到 企 业 的 氛
围，了解企业对员工、对岗位的要求，寻求
自己与企业员工的差距；定期邀请企业管理
层人员来校对学生进行企业文化和规章制度
的教育，聘请企业一线高级技工来校指导学
生实习训练，让学生在技能等方面掌握企业
对员工基本素质、职业素养、操作技能等方
面的要求，就业后能尽快适应企业环境，实
现“学生进校如进厂，上课如上班”的教学
设想。

此外，着重加强营造学校的职业氛围，发
挥环境育人功能，也是实现校园文化与企业文
化对接的重要途径。该校将实训室包装成企业
的“车间”、把学生包装成企业的“工人”，营
造企业的工作氛围；在公共区域建设“企业文
化长廊”，着重宣传著名企业的先进理念、管
理规范以及行业质量标准，在校园标识上突出

“职”的特点，努力营造“工人伟大、劳动光
荣”的氛围；尝试按照企业架构构建班集体，
让学生在虚拟的环境中体会到企业的存在，感
受企业文化气息。

“多教合一”的职教办学模式，“养善强
能”的核心文化建设，造就了黄梅理工中等专
业学校的特色中职教育体系。职教之路，且行
且探索；育人之道，教学研相融。放眼未来，
该校将以“大教育”的目光与胸怀，坚持以文
化人、以文兴校，承贤启智、传道授业，让职
教文化和社会文化在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的
校园相生相融、共存共荣，焕发出职业学校发
展的无限生机！

（周 艳 赵 永）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
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对于我国的职业教育而言，完善职
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推动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职
业教育促进就业创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是当下发展的
重中之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
业为导向，把改革创新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方能促
进职业教育不断前进。

教育奠基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