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新风
2020年10月16日 星期五

11电话：010-82296888 82296879

杲杲日月，朗朗乾坤。历史不会忘记承德
医学院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国家的建
设、时代的发展作出的丰功伟绩。什么是承医
精神？什么是承德医学院的历史变迁？什么又
是承医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初心使命？这所诞
生于抗战烽火年代的学校，历经75载的栉风
沐雨、奋力拼搏，铸就了“政治坚定、仁爱至
诚、敬佑生命、甘于奉献”的承医精神。

这种精神从抗日烽火中走来、经解放战争
洗礼、在冀东军区诞生、经中国医科大学第四
分校淬炼，在热河医学院、热河省承德卫生学
校、承德医学专科学校、承德医学院的发展中
崛起。这种精神激励着一代代承医人，将红
医种子播撒在京津冀畿、九州华夏、世界邻
邦。

回眸历史，鉴今未来，2019年承德医学
院第四次党代会一致推举，以学校党委书记盛
婉玉、校长唐世英为代表的新一届领导班子，
他们带领全校师生勠力同心、躬耕教海、守望
初心、勇往直前，为学校的再创新再发展作出
了突出的贡献。

对此，学校党政一班人深有感触地说，承
德医学院的创新与发展，离不开一批批学子的
弘扬与光大，离不开一代代承医人的坚守与担
当，离不开一届届各级领导的关心与厚爱，离
不开一位位革命先贤的奋斗与求索。是他们用
火热的青春、大无畏的牺牲、可歌可泣的壮
举、血脉相依的承医精神、新时代的政治自

信，为承德医学院的创新发展立下了汗马功
劳。使之在圣地延安、冀东平原、辽沈战场、
鸭绿江畔、燕山深处、大美承德，谱写了一曲

“承医精神、映红党旗，勇立潮头、初心如
磐”的光彩华章——

承医精神生生不息的红色传承

走进承德医学院，从领导到师生口口相传
“承医精神就是生生不息的红色传承”。承德医
学院是一所隶属于河北省的全日制高等医学本
科院校，坐落在著名的皇家园林承德市。学校
创建于1945年，时称冀东军区卫生学校，先
后易名为中国医科大学第四分校、热河医学
院、承德医学专科学校直至承德医学院。一所
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医科大学屹立于燕山深
处京津冀蒙辽之间，她宛如一颗璀璨的教育明
珠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长期以来，学校始终秉承“政治坚定、仁
爱至诚、敬佑生命、甘于奉献”的承医精神、

“仁爱至诚 知行合一”的办学理念，恪守
“严谨、求实、勤奋、创新”的校训，在办好
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的征途中，实现了更好更
快的发展。目前，学校有全日制在校生10574
人，其中本科生8980人，专科生227人，硕士
研究生1131人，留学生236人。75年间，学校

扎根塞外、服务社会、立足河北、放眼全国、
走向世界，为国家培养了5万余名优秀医学高
等人才，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一带一路”
沿线的南亚、非洲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作
出了巨大贡献。

现在，承德医学院本科专业有14个，还
有一批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专业综合改革试
点、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多
个河北省一流本科专业、本科教育创新高地、
品牌特色专业、精品课程、省大学生校外实践
教育基地。

近年来，学校获省教学成果一、二、三等
奖30项，有硕士授权一级学科4个，涵盖26
个二级学科；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5个，涵盖
39个专业领域，为学院的创新发展和高端医学
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承医精神硕果累累的红色创新

什么是教育创新？“十三五”期间，承德
医学院获批国家课题 11 项，省部级课题 76
项，发表学术论文4185篇，科技成果获奖392
项，省级以上奖励14项；出版著作18部，发
明专利授权37件，主编参编国家规划教材99
部，省部级规划教材36部。承德医学院院士
工作站被河北省遴选为模范院士工作站。

目前，学校有教职工2205人，专业技术
人员1847人，正高职称222人、副高职称510
人，博士和硕士人员1393人。就是这支专家
型的教育团队，不断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留
学生遍布19个国家。先后与丹麦哥本哈根大
学等10余所国外院校和10余所高校及医疗机
构，建立了友好交流与合作关系，在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协同创新等方面取
得了显著的成果。

近年来，学校签订横向课题协议21项，
建立科研基地16个，学院通过牵头联合56家
校、企、院、所成立的“河北省中药材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为企业提供智力、技术支
持，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特别是，学校每年派驻村工作组先后赴宽
城、丰宁、滦平等县农村，全面开展脱贫攻坚
工作多次获得省市表彰。附属医院2019年全
年门急诊168.78万人次，坚持做好精准扶贫、
健康扶贫、医疗保障、医疗救援等工作，进一
步凸显了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承医精神……

承医精神众志成城的红色使命

“红色”是承医精神的显著特征。2020年
岁首，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各
地。承德医学院牢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

土尽责、守土担责的初心使命，让“政治坚
定、仁爱至诚、敬佑生命、甘于奉献”的承医
精神，成为承医人永恒的精神坐标。

学校党委一声令下，全校形成一盘棋、拧
成一股绳，迅速筑起一道联防联控的钢铁长
城。学校党委身先士卒，成为全校师生的表
率，全校共有 2058 名党员自愿捐款 18.3 万
元，为一线医务人员送去最真诚的祝福。学校
附属医院发热门诊成立临时党支部，在援鄂医
疗队、援市专家组、援市三院医疗队、高速防
控医疗队成立党员防控服务队，让每一名党员
都发挥了尖兵和硬核的作用。由张国民老师领
衔的河北援鄂医疗队荣获“全国卫生健康系统
新冠肺炎防控工作先进集体”，其本人也获得

“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防控工作先进个
人”。

为保障学子的生命健康，学校做好线上教
学。广大党员教师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涌现
出的优秀典型事迹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引导青
年学子坚定“四个自信”，为报效国家贡献力
量。学校有700余名志愿者积极投身到家乡的
联防联控中，成为了疫情防控战线上出色的

“战斗员”“宣传员”“保障员”，展现了新时代
大学生的青春风采……

用学校领导的话说，承德医学院始终坚持
传承红色基因系列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融入
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以承医精
神特有的思想文化、红色基因为引领，从容应
对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

可以这么说，承医精神成为一代又一代承
医人为之不懈奋斗的灯塔；“红色基因”和

“甘于奉献”的理念，深深地融入到师生的血
脉之中，必将引领承医人永远为之奋斗、为之
拼搏、为之奉献，让伟大的承医精神映照在鲜
红的党旗上，高高飘扬、初心如磐、永放光
芒……

（张学良 王海民 周文娟）

承医精神映红党旗 勇立潮头初心如磐
——“全国文明单位”承德医学院新时代创新发展侧记

做好课程思政建设的顶层
设计

旅游管理专业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积极落实学校党委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部
署和要求，结合专业实际，于2017年制定了
《“专业课程红旗渠”工程实施方案》，深化
专业课堂育人主渠道作用，提升课堂育人效
果。

2019年3月，旅游管理专业认真总结“专
业课程红旗渠”工程实施两年来的实践与成
效，制定了《深化课程思政 开展专业思政暨
推进“三全育人”行动计划》，通过实施“专
业流程再造”“专业内容再造”“示范课程引

领”“实践平台拓展”“优秀教师选树”五大计
划，打通育人“最后一公里”，深化课程思
政，推进专业思政，形成“三全育人”新格
局。

不断深化课程思政建设，
大力推进专业思政建设

以2016年全国高校思政会为起点，北京
联合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全面开展课程思政建
设。2017年10月18日即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的当天下午，旅游学院启动了“专业课程红旗
渠”工程，并于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3天后，
在全国率先举办了“专业课程红旗渠”公开课
交流观摩活动，参与教学观摩的专业教师迅速
将党的十九大精神融入课程教学。以此为起
点，旅游管理专业教师们开启了挖掘思政教育
元素并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教学的探索和实践。

在专业教师们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2019
年9月，旅游管理专业举办了新时代“专业课
程红旗渠”课堂教学大赛。通过开展课程思政
教学设计大赛、课程思政示范教师和示范课堂
评选、课程思政优秀教案评选、课程思政优秀
教研室评选等活动，形成了“课程门门有思
政、教师人人讲育人”的新时代育人新风尚，
涌现出一批榜样教师和示范课堂。

2019年11月，旅游管理专业举办了“深
化课程思政、推进专业思政”实践探索展，通

过“前言”“大任在肩”“行在路上”“成果初
显”四个板块，系统梳理了旅游管理专业深化
课程思政建设、推进专业思政建设的历程、实
践、成果及体会。同时，旅游管理专业还承办
了北京联合大学党委召开的全校专业思政建设
现场会，汇报了旅游管理专业大力推进专业思
政建设的实践，包括制定专业思政建设方案、
专业特色思政课建设、课程思政示范教师风采
展示、学生红色旅游讲解、参与国庆游行学生
代表思想汇报等，得到了学校党委的深入指导
和充分肯定。

构建新时代旅游管理专业
培养方案

2019年4月至10月，旅游管理专业梳理和
总结了两年来本专业深化课程思政建设、推进
专业思政建设的实践与成效，从践行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出发，着眼于构建深化课程思政、推
进专业思政制度化机制，贯彻以学生为中心、
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教育理念，以2019版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为契机，构建新时代旅游管
理专业培养方案，打造又红又专的人才培养平
台。

1.构建“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
人”制度化机制

根据国家要求、产业需求、学校办学定
位、家长和社会需求及学生个性特点，凝练出

旅游管理专业人才核心素养：坚定的信念、高
尚的品德、宽广的知识、完善的人格、旅游的
情怀、国际的视野、实践的能力和创新的精
神，并把专业人才核心素养要求具体落实到专
业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中。贯彻OBE教育理念
以及专业认证的要求，旅游管理专业2019版
培养方案，将课程思政教育的要求细化和落实
到每门课程的教学之中，为“课程门门有思
政、教师人人讲育人”的落实奠定了制度化基
础。

2.整体设计深化课程思政、推进专业思政
的实现路径

第一，实施“引路人”培育工程，以“四
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
为标准，打造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
湛、育人水平高超的专业教师队伍。第二，构
建全过程育人体系，将立德树人的要求贯穿第
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第三，依托旅游管理国家
级别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智慧旅游重点实
验室，以及2015年创办的“移动互联+旅游创
意”全国大学生旅游创意大赛，强化实践育人
的功能。第四，发挥国际认证育人功能，组织
开展了全球旅游业道德守则学生辩论大赛。第
五，深化国际合作育人功能，学院发起设立了
中国—中东欧“17+1”旅游院校联盟，促进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旅游教育交流与合作。
3.探索和创新旅游管理专业的课程思政建

设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创建了“专业
特色思政课”——“新时代旅游青年”。“新时
代旅游青年”课程面向旅游学院全院新生，包
括“大美中国”“幸福生活”“创新奋进”“美
好未来”四个板块的理论教学以及“红色基
因”实践教学，旨在引领新时代旅游青年热爱
美丽中国、热爱中华文化、热爱旅游专业，创
新奋进，担当民族复兴时代大任。

以《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指导纲要》为新起点

通过3年多深化课程思政、推进专业思政
的探索和实践，北京联合大学旅游管理专业获
益颇多。一是专业教师立德树人意识更加自
觉，专业教师主动磨炼“教育者先受教育、挖
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的课程
思政“三项基本功”，形成了教师人人讲育人
新风尚。二是专业建设水平不断提升，2017年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管理专业获批北京市高校首
批一流专业，2019年获批北京高校重点建设一
流专业，并于2019年12月荣获首批国家级别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三是专业育人效果更加
凸显，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升了学生
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企业对专业人才培养
的满意度不断提升。

2020年5月28日，《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指导纲要》发布，对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要
求、内容重点、教学体系设计、质量评价体系
和激励机制、组织保障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将以深入学习、贯
彻、落实《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为新起点，再出发，深入推进课程思政与专业
思政建设，积极探索旅游管理学科思政，在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道路上，发挥国家一流
专业建设点的实干担当精神和示范引领作用！

（王 静 严旭阳 李 白 罗映霞）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管理专业

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6月8日，在全面推进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工作视频会议上，时任北京联合
大学党委书记韩宪洲受邀作“课程门门有
思政 教师人人讲育人”主题发言。近年
来，北京联合大学把课程思政作为立德树
人的有力抓手，大力度推进、全方位实践，
初步形成了“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讲
育人”的新局面。

作为国家级别一流专业建设点，北京
联合大学旅游管理专业自觉落实学校党委
的部署，积极深化课程思政建设、大力推进
专业思政建设。

坚持内涵发展
积极培育学科专业特色

立足蔬菜之乡，打造设施农业特
色。学校扎根蔬菜之乡，建立了从良
种研发推广到智慧农业服务的科研创
新平台，构建了覆盖设施农业全产业
链的专业服务体系，打造以园艺、农
林经济管理为中心的设施农业特色。
现有3个省级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
1个省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目前正
与贵州大学共建农蔬区块链创新实验
室，被列入潍坊市“新基建”重大项
目。建设管理1万平方米的菜博会学院
馆，展示300余种蔬菜新品种和先进栽
培技术。自主研发了28个蔬菜花卉新
品种，“天潍系列”等15个新品种在农
业农村部门登记，累计推广种植自主
研发新品种7万余亩。“潍科”系列番
茄项目获中国技术市场“金桥奖”。制
定了山东省农业领域地方标准 4 项。
《蔬菜病虫害防治图谱》入选“全国农
家书屋重点建设工程体系图书”，全国
发行50余万册。建设运营寿光智慧农
业大数据平台，作为山东“双安双
创”成果参加全国展览展示。

扎根海盐之都，培育海洋化工特
色。寿光是世界海盐的发祥地，是盐

圣夙沙氏的故乡，煮海为盐的历史悠
久，卤水化工、生物制药等化工产业
发达，学校着力培育以化学工程与工
艺为中心的海洋化工特色。成立了首
家针对国家蓝色经济战略的地方综合
性研究机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工
程研究院，拥有两个国家级别研究中
心、3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10个校企
共建研究中心。依托研究院成立潍科
环境检测中心公司，被确定为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

对接先进制造业，打造智能制造
特色。面向山东高端制造“十强产
业”，学校整合10余个相关专业，打造
以机器人工程为中心的智能制造特色
专业群。围绕智能制造产业，与华
为、东软、百度、深圳汇邦机器人等
国内行业领军企业合作共建华为信息
技术学院、东软睿道学院、百度开创
学院、汇邦智能制造学院等4个产业学
院，通过学员同招、专业共建、人才
共培、师资共训，实现教育教学与产
业发展“三个融合”。与省中小企业部
门、省电教馆共建省创业创新学院、
省众创教育研究院，建成山东首个省
级示范创客中心，打造了创新创业教
育和机器人研究品牌。获省级以上机
器人大赛奖项170余项，其中省级一等
奖以上50项、世界一等奖两项。

近年来，海洋化工、智能制造学
科立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两项，
获软件著作权91项、发明专利授权31
项、山东省企业技术创新一等奖1项、
中国安全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联合申
报项目获省科技进步奖两项。

深化教学改革
探索创新特色育人模式

推进“园校一体”，产教融合育
人。按照“专业办企业，产业建园
区”思路，在寿光市大力支持下，潍
坊科技学院投资8.9亿元在校园内建设
了寿光市软件园，是学院产教深度融
合发展的重要平台。软件园入驻企业
240余家，年产值超过12亿元，引进
国家计划专家等高层次人才5人，被确
定为国家级别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
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国家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深入推进

“园校一体，四园共建”，一是软件信
息园，作为省软件产业园区，现有上
市企业6家、省软件工程技术中心3
个、省“一企一技术”创新企业两
家。二是电子商务园，引进阿里巴巴
等国内外知名电商平台，现有电商企
业80余家，其中省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4家，是省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省跨境
电商产业聚集区。三是文化创意园，
作为省重点文化产业园区，现有国家
重点文化出口企业两家。四是大学生
创业园，每年接收学生实习实训6500
余人次，孵化大学生创业企业78家，
在孵企业35家，被确定为省大学生创
业孵化示范基地、团中央青年就业创
业见习基地。此外，师生创办41家学
科公司，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两
家、省瞪羚示范企业两家、新三板上
市企业1家、国家重点文化出口企业1
家、国家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企
业1家。

弘扬“农圣文化”，深化通识教育
特色。寿光是《齐民要术》作者、农
圣贾思勰故里。学校将立德树人与传
承创新农圣文化有机融合，构建了特
色鲜明的校园文化和通识教育体系。

牵头成立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农学思想
与《齐民要术》研究会，成为潍坊市
首个国家二级学会，推动农圣文化在
全国的研究传播。连续举办10届中华
农圣文化国际研讨会。成立农圣文化
研究中心，获批省人文社科研究基
地，出版《中华农圣贾思勰与<齐民要
术>研究丛书》等一批国家出版基金项
目和“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
规划项目图书。师生原创动画片《农
圣贾思勰》在中央电视台、山东卫视
播出，获省文艺精品工程奖，入选高
校原创文化精品推广行动计划。围绕
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学校将“心怀
家国、勇于担当、敬业创新、实事求
是”的农圣文化精神融入文化育人体
系，开发农圣文化、国学系列教材，
纳入通识教育课程，农圣文化育人实
践创新获省优秀教学成果奖。学校被
评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先进单位。

展望“十四五”，学校将坚定应用
型办学定位，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学
科特色提升、育人模式创新，全面提
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全面增强服
务社会能力，加快推进区域性、高水
平应用型特色名校建设。

（王文国 杨秋红）

潍坊科技学院

坚持校地融合发展 建设应用型特色名校
特色化办学是地方高校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
“四新”专业、“双一流”建设
背景下，特色化办学更成为地
方高校提升相对优势、进行差
异化竞争、谋求更大发展空间
的现实选择。潍坊寿光是中国
蔬菜之乡、海盐之都，现代农
业产业居全国前列，制造业发
达，“潍坊模式”“寿光模式”
被充分肯定。潍坊科技学院是
寿光市兴办的一所全日制普通
本科高校，学校始终坚持立足
地方，融入地方，服务地方，
特别是升本以来，进一步明确
了“应用型”办学定位，确立
了“内涵发展，特色提升”治
校方略，深入推进产教、科教
融合，促进校企共建共赢、校
地共生共享，初步培育了设施
农业、海洋化工、智能制造三
大学科专业特色，形成了“园
校一体”产教融合育人模式，
不断深化以“农圣文化”为特
色的通识教育，在应用型人才
培养、科技研发推广、地域文
化传承创新等方面取得了较好
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