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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爱国主义文
化浸润的立体空间

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必须着力加
强校园文化建设，以多元化、多样态
的方式充分滋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学
院党委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文化对大学
生的涵濡浸渍，充分挖掘、创新校园
文化的爱国主义教育元素，下大力气
营造文化浸润式的爱国主义育人空
间。学院选择出对师生有爱国主义教
育价值的经典语录，精心创作72幅作
品，着力打造爱国主义主题教室文
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为范
本，通过历史系选材、书法系执笔、
美术系作画，共同创作48幅书画作品
作为走廊文化素材，用中国成语讲中
国故事，用中国故事诠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着力打造“核心价值观”
主题走廊文化；以传统民间剪纸艺术
与党的十九大精神相结合的形式创作
系列剪纸作品，以优秀传统文化作品
反映新时代、表达新愿景，着力打造

“红色文化”主题展室文化；以崇尚劳
动、感恩教育为教育元素，将校内学

生餐厅命名为“思源堂”“念初轩”
“知辛斋”“崇礼阁”，着力打造“溯源
感恩”主题餐厅文化。通过综合性的
挖掘和利用，学院营造了“处处有故
事”“处处有文化”“处处能育人”的
良好育人环境和氛围。

创新爱国主义教
育熏陶的专业路径

专业是育人的主载体，只有找到
专业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融合点，
把爱国主义教育与专业教育紧密结
合，全方位、多渠道融入人才培养体
系，才能将爱国主义教育落细、落
小、落实。学院持续探索将爱国主义
有效融入专业教育过程的路径和方
法，使专业教育的过程尽可能渗透爱
国主义的教育因子，进一步增强爱国
主义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达到有
机衔接、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教育
功效。在去年“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期间，学院组织书法专
业30余名学生，历时10天完成以“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相关论述为主要
内容的小楷书法长卷，全卷共计13.3

万余字、近60米长，引导学生在修习
书法专业基本功的同时，加深对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和
感悟。在过去几年里，学院书法专业师
生党员还先后围绕“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等
主题，以创作书法作品的方式开展学习
活动，在一笔一画中书写对党对国家对
社会主义的热爱，有效地将爱国主义教
育嵌入专业教育过程之中。

紧抓爱国主义教
育体悟的时间节点

传统节日和重大纪念日是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契机和有效资源，
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教育性。学院把
传统节日和重大历史节点作为爱国主
义教育的关键契机，创造性开展系列
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引
导学生近距离感悟重要节点背后的教
育意义。一是发挥传统节日的文化涵
育功能，以元旦、春节、清明节等传
统节日为重点，同步开展礼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系列活动，倡导学生过中
国节、行中国礼、敬老孝亲，感恩父
母、家庭、社会；举办“礼仪、礼
貌、礼节”文明礼仪知识大赛，引导
学生承中华文化传统、行中华文明礼
仪、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学生的民族感情和民族精神。二是充
分挖掘重大纪念日、重大历史事件中
蕴含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在建党、
建军、建立新中国等重大时间节点常
态化组织红色主题教育题材的唱响红
歌、表彰先进、主题宣讲等系列主题
活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期间，精心组织瞻仰纪念
碑、祭扫烈士墓等活动，引导学生铭
记历史，缅怀先烈，热爱祖国，珍爱
和平，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凝聚奋进
力量。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学
院开展了“寻找新中国同龄人”大型
主题采访活动，重点采访了1949年出
生的70位新中国同龄人，通过聆听他
们70年来个人的亲身经历、难忘记忆
等内容，讴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巨
大成就，通过“一对一”“面对面”式的
交流，切身感悟伟大祖国70年所经历的
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学生内心受到触动
与感动。在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
学院音乐系80余名学子深情演唱《七子
之歌》，共同为澳门点赞，为祖国祝福，
受到《人民日报》的关注和报道。

挖掘爱国主义红
色资源的教育功能

红色资源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展现了革命先
辈的高尚品德，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和民族精神，反映了中国人民
捍卫民族独立、国家尊严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
材。学院深入挖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
和革命文化积淀，通过开展红色记忆
寻访、理论政策宣讲、素质拓展训
练、传统推普文化、人物专访系列等
类型的活动，学习革命先辈百折不
挠、自强不息的精神，弘扬伟大的红
色革命精神，使红色基因在一届又一
届学生中传承发扬。比如，学院每年
举办“三晋情”红色记忆寻访活动，
赴革命老区繁峙开展红色记忆寻访，
走进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切身体验那
场打出民族精神的著名战役；组织师
生来到赵家洼村，深切感受党中央扶

贫攻坚、带领全体人民奔小康的坚定
决心；赴延安、梁家河开展了“走进
梁家河、感悟延安魂”红色教育主题
活动。

唱响爱国主义网
络平台的主流旋律

信息时代，新媒体已成为大学生
获取各种信息和教育资源的重要途
径。因此，唱响爱国主义教育主旋律
必须充分重视和运用新媒体，提高爱
国主义教育工作的时效性、覆盖面和
影响力。学院不断加强爱国主义新媒
体平台建设，利用各类传播载体，大
力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学院官网主
页开设爱国主义教育专栏，及时更新
教育内容，及时推送人民日报评论员文
章，针对事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
网络事件，及时发声，明确立场，引导
师生树立理性爱国观；师生齐参与、同
策划、共拍摄的文理版《我和我的祖
国》MV，引起近万次的点赞；学院官
微推送的“我和国旗合个影”系列图集
迎国庆活动，吸引广大师生的热情参
与，增进了师生的爱国情怀；精心策划

“寻声觅影”栏目，将经典影视剧励志
片段演绎再现，为全院师生献上具有教
育意义的视听盛宴；校园广播推送“拾
音”栏目，精选励志榜样人物事迹，使
广大师生在观看节目中收获感悟。通过
多渠道的传播、多样式的宣传，营造出
浓厚的爱国主义氛围。

挖掘爱国主义战
“疫”故事的思政元素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从众

多医生护士的最美“逆行”到志愿者
的无私奉献，从全体武汉人民的善良
和坚强到全国人民对湖北的捐赠和支
援，这些都充分体现出铭刻于我们灵
魂深处的家国情怀。学院充分挖掘全
国众志成城抗击疫情过程中涌现出来
的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用好抗疫这
本“活教材”，引导广大学生感悟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体会中国力
量、中国速度、中国精神，争做担当
奉献有家国情怀的新时代大学生。组
织书法、美术系学生以全国人民积极
抗击疫情为主题，创作书法、手绘类
作品150余幅，为战斗在抗疫一线的
战士们加油。新学期开学之际，学院
思政部及时为 2018 级、2019 级全体
学 生 开 设 了 题 为 “ 打 赢 人 民 战

‘疫’”的“思政第一课”。学院思政
课教师进行集体“云”备课，结合网
课教学，在学生中开展“增强社会责
任感”的主题讨论。学院疫情思政

“云备课”被《中国教育报》头版图
片报道。学院团委积极响应共青团组
织的号召，先后组织了140名团员青
年参与家乡社区或街道的疫情联防联
控工作，助力各地区抗疫、防疫工
作，涌现出了一批表现突出的团员青
年志愿者，受到当地疫情防控组织的
一致好评。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山
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将坚持目标
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开展深
入、持久、生动的爱国主义宣传教
育，不断在丰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
的实践载体上下功夫，在营造新时代
爱国主义教育的浓厚氛围上做实功，
积极构建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
富于创造性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切
实发挥爱国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广大学生心中牢牢
扎根。

（赵 英）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是立德树人永恒主题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爱国主义教育模式的新探索

热爱祖国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立身之本、成才之基，爱国主义教育
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永恒主题。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
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把加强大学生爱国主
义教育摆在思想政治工作的突出位置、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题主线，
通过打造有效载体、整合内外资源、紧抓重要节点、营造文化空间等综
合路径，扎实开展深入、持久、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把爱国主义情怀
的种子厚植于每个学生的心灵深处，有效助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
促进了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1.

2.

3.

4.

5.

6.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为福
建省教育部门直属全日制公办高等职
业院校，前身是创办于1980年5月的
福建医药学校。学校顺应时代潮流，
积极对接健康中国战略，坚持“人才
培养—技术研发—社会服务—文化传
承”四位一体的发展模式，以人才服务
健康产业，以技术支撑健康产业，以文
化引领健康产业。作为中国医药教育协
会中医药技术传承专委会主任单位，引
领职业院校及相关企业，积极推进中医
药技术传承。

围绕大健康产业办学，人
才培养“适销对路”

学校定位健康产业办学，重点建
设“健康食品、生物医药、康复医
学、医学技术、管理护理、智慧健

康”六大专业群，开设的23个大健康
产业急需的专业，涉及生物与化工、
食品药品与粮食、医药卫生、公共管
理与服务4个大类，其中国家教育部
门骨干专业3个、国家教育部门健康
服务类示范专业1个、国家级别教学
改革试点专业1个、中央财政支持项
目专业2个、省级精品专业1个、省级
示范专业2个、省级特色专业群1个，
省级示范生产实训基地1个。近年来，
学校主持制定国家专业教学标准4个、
职业工种标准5个，参与16门全国高职
高专院校药学类食品药品类专业“十三
五”规划教材编写工作，承担国家教育
部门中药学、药剂、药品经营与管理技
术、中小企业创业经营等专业课程资源
库建设。学校是全国首批“现代学徒
制”通过合格验收的试点单位，首批国
家教育部门“１+Ｘ”老年照护证书试

点单位，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项目
承担单位。

大健康实验实训体系完
备，学生技能水平高

学校构建了复合验证型、模拟仿
真型、生产及科研型的校内外实验实训
体系，拥有中药鉴定实训室、中药炮制
实训室、中医药膳实训室、中药美容护
肤实训室、保健食品实训室、药品与食
品检测中心等专业课程实训教学场所46
个；建有药品生产 GMP 教学实训车
间、中药标本馆、中药百草园、生物制
药实训中心和分布于全省各地的10家
省市药检所专业实训基地、武夷山齐云
峰自然博物园、邵武南武夷药博园实习
基地，与220多家生物医药、保健食品
等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近3年

来，作为全国食药行指委技能竞赛工委
会主任委员单位，精心组织了3项6次
全国食品药品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获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2项、二等
奖2项、三等奖3项，第五届中国“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
赛（职教赛道）银奖1项，省赛一等奖
9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14项，全国
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5项、二等奖9
项、三等奖5项。学校拥有2名教育部
门技术技能大师，并组建了大师工作
室，是“健康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认
证考试培训学校，国家级别健康产业高
级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健康研究独具特色，市场
需求旺盛

学校成立健康产业研究院和院士

工作站，研究院下设中草药研究所、
生物医药研究所、健康食品研究
所、康复技术研究所、健康养老研
究所、健康管理中心、健康适宜技
术中心、民间医药技术传承中心等
研究机构；建有健康养老应用技术
协同创新中心、健康食品应用技术
协同创新中心等2个国家级别和省级
创新中心。

近年来，学校先后承担国家和
省市科技计划项目230余项，项目经
费 2000 余万元，发表研究论文 300
多篇。

中医药技术传承辐射面
广，成效显著

学校牵头成立中国医药教育协
会中医药技术传承专委会，延揽全

国135家政、校、企单位参加；与全
国保健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共建
中医药保健服务国家标准研发及专
业人才培训基地；学校在福建省内
成立首家“民间医药技术传承中
心”，致力于挖掘整理民间医药知识
和技术，加以总结和利用；开展对
中医药民间特色诊疗技术的调查、
挖掘整理、研究评价及推广应用；
加强中医药古典医籍、历代医药学
家学术思想、民族民间传统医药知
识与技术的整理、研究和利用。学
校在第四次全国中药普查工作中发
现了福建新记录种——大武金腰和
长须阔蕊兰等 13 个福建新分布种；
建立民间医技专家库，举办全国性
民间医技传承研讨会，在国内有了
较高的知名度。

（龙敏南）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服务大健康产业 助力中医药技术传承

本真教育，教之本育之真

2018年建校伊始，学校以教育规
律为本，以地域特点为源，提出了

“本真教育”的办学思想。其价值设想
在于：从人之本体出发，培养有求真
智慧（知）、尚真情怀（仁）、向真气
魄 （勇） 的“真”少年，通过真教

育、真课程、真教学实现培养人的价
值初衷。“本真教育”的文化脉络在
于：明晰儿童成长之本，即本源、本
质、本向；勾画儿童成长之真，即真
知、真理、真人。

基于“本真教育”思想，促使学
校形成了“三风一训”。

校风：和实生物、尚朴求真。“和
实生物”是和风细雨的精神氛围，是
万物生长的蓬勃景象，是和而不同、
和合而生的价值取向；“尚朴求真”是
朴实无华之真相，诚实问道之真质。

教风：含英咀华、循本养真。“含
英咀华”是教育者对学问的琢磨升
腾，对儿童的小心呵护化育；“循本养
真”是教之方与教之趣的合一，其方
法在循本，其旨趣在养真。

学风：踏实学问、修己成真。学

问之道无他，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去践
行；学习的过程即是修己的过程，修
己的境界在于“成真”。

校训：实学至真、验行明理。“实
学”是求知的品质与姿态，“至真”是
求知的目标与方向；“验行”是实践的
检阅与转化，“明理”是实践的气质与
担当。其间蕴含“本真教育”的价值
底色，也强调知行合一、德才共育的
教育趋向。

务本笃行，追寻课程真价值

学校在“循本求实，以真启真”
课程理念引领下，以学生成长需求为
本，以教师专业特长为源，以“看得
见”的成长为真，构建润真、知真、
思真、探真、炼真、美真“六真课

程”体系，涵养学生六大核心素养。
通过达真课堂、至真学科、趣真社
团、寻真研学、立真节日、融真文化
六条实施路径，丰盈多彩校园生活。

“彩虹花”志愿服务、跟着古诗去
旅行、科学魔法师等课程释放了学生
的天性，点燃了他们的生命之光。“绘
阅读·慧阅读”品牌课程以绘本为载
体，开展无字绘本大赛、“绘本小讲
师”线上直播与线下探究等多元学习
活动，让学生与书为友。

循本验行，化育儿童真品质

学校以“本真少年”为培养目
标，以知行合一为达成路径，依托课
程、实践活动化育儿童真品质。

学校依托德育课程、地理优势、

社区资源，利用红色文化、自然科技、
劳动教育等推进实学验行活动。学生们走
进福利院送温暖、去社区做志愿服务……
在深入践行中点燃学生的爱国火种，传承
家国情怀。探源黄河之滤水实验、甘蔗林
探秘……让学生们置身于神奇多彩的自然
中，去发现生命的美好，播下科学的种
子。与社区联合打造“共享小院”，通过
劳动教育与学科教学相融合的方式，让
学生们在汗水挥洒中运用学习的真知，收
获劳动的硕果，实现精神的成长。

追本实行，探索师训真方式

以学校办学理念为精神脉络，以
夯实教师专业研修根基、营造创新实
践场域为目标，从学和行两方面入
手，形成“研训一体、研习一体”的

校本教研模式。
“双一体”模式强调教师的学行合

一。研训一体将校本教研与教师培训
相结合，通过本真讲堂、课题研究等
来实现学训融合、研训翻转，发挥教
师潜能，促进教师成长。研习一体将
校本教研与教师自身锤炼相糅合，通
过约读悦读、视频剖析、本真网研来
激发教师的内在动力，还原本真教育
理念。在过去的一年里，有20余人的
教师团队参与省、市级课题8项，在国
家级别、区级优质课评比中获奖9项。

“本真教育”是人的自主、自由、
自觉发展的教育，是探本源、求本
真、修大志、成大事的教育。本真教
育，是用生活润泽童心，用行动践行
智慧，用真情诠释教育。

（任彩凤 张郭恒）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第二实验小学

循教育之本 溯实验之真
“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黄发

垂髫，怡然自乐。”这里与母亲河
黄河相依相偎，周围环绕着几千亩
生态园林，尽显自然与人文的安宁
和乐之美，也彰显着育人育心的本
真之美。这就是位于郑州市金水科
教园区的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第二
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