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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的百年创业史 做振兴壮乡创业先锋
——南宁学院“思创融合”育人显成效

南宁学院是南宁市属的普通本科高
等院校。学生大多为广西子弟，毕业后
大多又留在了广西。做新时期的创业
者，为振兴壮乡而奋斗，是这些广西学
子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育人目标
南宁学院将“敢闯的素质、会创的

本领”作为“双创”教育的培养目标，
希望学生能够扎根壮乡大地，将自己的
青春梦融入到伟大的中国梦之中，书写
出无愧于时代使命的人生华章。

经过调研，学校发现学生在三个创
业核心能力领域亟需提升：发现社会问
题的意识和能力；应用专业知识创造价
值的能力；创新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提升这三大能力，补上创新
创业短板，才能培养出振兴壮乡的创业
先锋。

系统性的教育改革
教育的落脚点在于课程，自 2013 年

起，南宁学院对创新创业课程从课程内
容、课程资源、师资队伍 3 个层面进行
系统性建设。

（一）课程内容建设
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

伟大而艰辛的创业史，从创业的视角重
组教学内容，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不仅
可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还能够让学
生在艰苦奋斗中锤炼意志品质、在创新
创业实践中增长智慧才干。

围绕这样的思路，通过“三四五”
机制对课程内容进行重构。

三原则选择
一是全面梳理课程内容，以中国共

产党的百年创业史为主干，二是立足社
会需求和广西特色产业，三是基于“双
创”思政和专创融合。

四模块建设
构建“红色筑梦实践”“大创立项实

践”“专创融合实践”“创业大赛实践”
四大模块，从大一到大四全面贯穿。

（1）红色筑梦实践，深入一线找问题
大一期间实施的模块分“公益之

旅”“海丝之旅”“扶贫之旅”三个主
题，引导学生深入城乡，了解社会需
求，初步确定大学四年以及未来的奋斗
目标，锤炼意志品质和家国情怀。

（2）大创立项实践，项目驱动练本领

基于大一阶段实践形成的认知，引导
学生基于专业，组建团队，针对社会问题
或者是城乡问题，申报具有高阶性、创新
性和挑战度的“大创项目”。专业老师、
校内外创业导师对项目进行实践指导。

（3）专创融合实践，活学专业促创新
本阶段是上阶段的高阶性延续，指

导教师根据项目的分类，按需带领学生
到校外基地参观实践，以及在校内实践
基地进行实训实践，要求学生形成具有
挑战度的专利、论文、实物、报告等探
究性、个性化成果。

（4）创业大赛实践，解决问题创未来
学生对前三个阶段取得的成果进行

落地实践和价值创造。在导师的指导
下，以创新创业大赛、各类竞赛活动为
抓手，促使课程目标的达成。为毕业后
的回乡创业和就业奠定坚实基础。

五方针优化
通过遵循创业规律和教育规律、基

于问题驱动、以大创立项项目为载体、
以创新创业大赛为抓手、服务壮乡振兴
的 5 个方针，对课程内容进行优化。

（二）课程资源建设
实施“金土地工程”，已建设含有

116 个典型案例的案例库，出版全国高
校就业中心特色教材 《穿越式创业》，
建设了国内首个“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英雄精神体验传承基地、斯坦福——南
宁学院创新创业实验中心，还与中国关
工委合作建设“红色印记”主题空间，
与陶行知教育基金会合作建设创新创业
产教融合基地，与邕宁区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邕宁区新联会等企事业单位合作
建设了 8 个不同类型的实践基地。

（三）师资队伍建设
实施“金园丁工程”，培育持有国家

二级创业咨询师职业资格的校内导师111
名、斯坦福国际认证导师 20 名、国际
TRIZ一级认证导师31名，招聘企业家兼
职导师128名。形成了具有丰富的教学理
论、实践经验的“双师型”队伍。比如
创新创业学院院长马骏在深圳打拼 10 多
年，后进入高校从事创新创业教育；副
院长黄如为全国优秀创业导师。

课程创新
经过努力，课程建设取得了成效。

其中，围绕着“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开
展的社会实践课程获评 2020 年自治区一
流 本 科 课 程 ，“ 创 新 创 业 基 础 ” 获 得
2021 年度自治区一流本科课程。

（一）“双创”思政新内涵
以副校长陈雄章教授参编的 《中国

共产党广西历史图集》《广西革命先烈
图典》 为基础，提炼中国共产党百年创
业史为课程内容，基于全国首个英雄精
神体验传承基地，开出广西特有的 3 条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路线，使学生既
能够仰望星空，确立人生目标，又能够
脚踏实地，发现接地气的真实问题。

（二）实践育人新路径
四模块覆盖人才培养全过程，通过

大创项目立项，实现常态化驱动，专创
融合巧学习，活学活用练本领，高阶任
务促创新。通过大赛，全面提升应用能
力，促学促创。大创大赛联动，三导师
制协同，借助信息技术，打造跨时空、
个性化、不落幕的课堂。

（三）新理念和新模式
通过5年的教学行动研究，形成EPS

思创融合教学模式、ICS教学法以及DISP
创业教学模式。

EPS 即 共 情 （Empathy）、 参 与
（Participate）、升华 （Sublimation）。

ICS 即 沉 浸 （Immerse）、 建 构
（Construct）、轮回 （Samsara）。

DISP 即发现 （Discover）、指导 （In-
struct）、研学 （Study）、实践 （Practice）。

育人成效
（一）应用能力产出效果明显
学生的三大弱点问题得到了较大的

解决。从竞赛成绩可以略见一斑。近 3
年来，大创项目立项总数超过 1300 项，
专利申请 671 件。每年参加“互联网+”

创业大赛项目总数超 2200 项，获国赛银
奖 2 项、铜奖 9 项，获省级金奖 21 项、
银奖 26 项、铜奖 117 项。在“创青春”

“挑战杯”等创业大赛和学科竞赛中，
获得国赛奖项 67 项、省级奖项百余项。

（二）典型项目和个人典型频出
思创融合典型项目

“不惑青春”公益项目旨在关爱广西
的卫国老兵，传承英雄精神。目前学校
已关爱老兵 3 万余人次，5 县市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发来感谢信，获得 2019 年中国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
色筑梦之旅赛道公益组国赛银奖和公益
创业大赛全国银奖等。项目入选 2020 年
版“互联网+”创业大赛官方指南。

专创融合典型项目
“平桉菌工厂”项目是通过研发菌

团技术修复速生桉危害的土壤，助力广
西乡村振兴。该项目获得 2020 年“互联
网+”大赛国赛银奖和 2020 年“创青
春”大赛农业农村组全国银奖。

个人典型
基于课程，还形成了一大批学生典

型。如：广西十大创业明星农进亮、有
数十项专利的黄译锋、公益创业的模范
陆晨艳、高质量就业典型宁恒等学生。

（三）社会反响较大
南宁学院思创融合、专创融合的育

人经验，以及典型“双创”项目被多家
媒体报道。因“双创”教育成果显著，
获得自治区首批创新创业改革示范校称
号。课程负责人多次应邀作典型发言。
课程负责人及主要成员多次应邀到兄弟
院校介绍课程经验。

在学校历任领导班子郑学勤书记、夏
建军书记、赖每校长等领导的支持下，经
过7年的改革，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创业史
为主要课程内容，通过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社会实践，引导广大学生扎根祖国大地了
解社情民情，用智慧才干创造社会价值，
助力广西壮乡振兴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

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历
史节点上，在新领导班子刘彪书记、李
栋学校长等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
体教职员工的努力，南宁学院创新创业
教育必将培养出更多振兴壮乡的创业先
锋，助力壮乡发展。

（马骏 黄如 韦林杉 霍雨）

学校领导与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西选拔赛获奖的师生团队合影

2019 年 8 月 15 日，赖每、刘彪等校领导与参加南宁学院
英雄精神体验传承基地揭幕仪式的代表合影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把校园建成思政教育大美课堂大美课堂

构建育人体系，完善育人格局，需要大视域下构建思政教育阵
地。莱芜职业技术学院牢固树立“阵地意识”“大思政思维”，采用

“点、线、面”结合的方式，统筹布局阵地建设，把校园建成思政教
育大美课堂。

走进莱芜职业技术学院，就会被无
处不在的思政教育文化所吸引，每个点
都有自己不同的主题和效用，但是又发
挥同一个作用，把校园装点成思政课
堂，让学生浸润其中。

11 个党员活动室散布在全校办公楼
和各教学楼内，成为加强党性修养、落
实“三会一课”、开展党员教育、提升党
建水平的重要活动场所，增强了党员意
识、规矩意识、认同感和归属感，为做
好思政工作创造了条件。

400 多米的党建文化长廊，设立在
办公楼的楼道之中，营造出“处处是
课堂、时时受教育、天天受熏陶”的
浓厚氛围，吸引了师生员工、学生家
长、来校的各类人员驻足观看，在潜
移默化中提升观众的思想水平和政治

素养。
占地 3000 平方米的党建主题公园采

取展架为点、步道为线、整体为面的设
计方式，内容涵盖入党誓词、国家辉煌
成就、学院建设成果等内容，成为学院
师生和基层党组织开展重温入党誓词、
主题党日、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等
活动的主要基地。

在主教学楼前的广场以及所有系的
教学楼内，展出了中国重汽、青岛海尔
集团、泰钢集团等合作企业的核心价值
理念，把优秀企业文化引入校园，使学
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了解企业需
求、行业标准和价值取向，加深对企业
的认同感，不断提升自身职业素养，使
毕业生更符合企业用人需求，实现校企
文化的融合对接。

“室”“园”“廊”“馆”等熠熠生辉
打造思政教育新地标

建设明德园核心文化区
打造校园里思政教育大美风景线

在莱芜职业技术学院主教学楼东
侧、办公楼以南原有一片自然沟壑景观
区，经过精心规划设计，通过校内外广泛
征集，命名为明德园核心文化区，把景观
区和思政大课堂完美融合到一起，成为
学校风景秀丽的地方。

整个明德园占地 4 万平方米，设计上
严格遵循生态理念，在保留原有地形地势
生态的基础上，园内建设有思源湖、望月
桥、树人亭、知行广场和春晖演艺坪，滨水
景观、亲水台阶、林下修读、广场演艺融为
一体，自然地貌与人文景观相互协调映
衬。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感恩，赶
超”校园文化精神、“牢记使命，铸魂强技”

党建品牌以红色大字形式
铺陈绿草坡面，醒

目庄重。

走进明德园，沿着思源湖东西两侧
的感恩路、赶超路走一圈，就会被它独特
的设计和丰富的内涵所吸引，就像一个
与自然景观相融的党史展。沿感恩路前
行，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以来不同时
期的 20 组红色故事一一呈现，王尽美、邓
恩铭、方志敏等英雄人物一一展示。红
色故事，英雄人物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
脉，教育引导师生学习革命者的大无畏
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
的精气神。沿赶超路前行，自 1921 年至
2021 年，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以党史大
事、重大节点图片形式逐一展示。百米
赶超路，百年党史展，师生每一次驻足都
在学习中触击心灵，每一次前行都在体
悟中积蓄力量。

明德园，是生态绿色园，是红色文化
园，红花绿叶，“红”“绿”融合，教育如雨

打芭蕉，自然浸润师生心田。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莱芜
职业技术学院建设了初心馆。

初心馆主要由党史馆、新中国史
馆、国防教育馆和校史馆构成。党史
馆以党的建设发展为历史脉络，时间
涵盖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北伐战
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简明的历史脉络
和重大节点事件，反映新中国成立前
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光辉
历程；新中国史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为开端，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
开放为主要内容，从站起来、富起
来、强起来三个维度反映新中国不平
凡的建设与发展历史；国防教育馆立
足人民军队的创建、人民军队的发展
壮大和新时代强军建设，使广大师生
知史爱军，增强国防观念，积极学
军、拥军、爱军、参军，为国防建设
贡献青春和力量；校史馆以丰富资料
和实物见证学院的发展历程，展示学
院办学历史和办学成就，使学生更加
了解学院，也成为学院进行师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

四 馆 联 建 ， 四 史 共 学 ， 探 寻 初
心，教育引导广大师生“知史爱党、
敬党拥党”“知史爱国、报国兴国”

“知史爱军、拥军学军”“知史爱校、
感恩赶超”。

1 万多名师生和 2000 多名社会各
界人士来此参观学习，初心馆成为当
地响当当的思政教育高地。

思政教育基地建设只是搭建了一
个平台，怎么利用这个平台写好思政教
育这篇文章才是关键所在。莱芜职业技
术学院这方面的工作同样可圈可点。

在初心馆开馆当天，济南市委党
史研究院副院长牛继兴，就在初心
馆内为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40 多名师
生代表上了开馆第一堂思政课。师
生们围坐在牛继兴身旁，或侧耳倾
听，或动笔记录，被牛继兴的报告
深深地吸引着。

“这堂课非常特别，不单单是因为
牛院长为我们讲课，还有一个重要原
因是我们的课堂在展馆里，牛院长所
讲的很多党史相关内容，在两边的展
板上就能看得到，这种场景感是以前
的课堂所没有的。”在场的莱芜职业技
术学院经济管理系 2018 级会计电算化
专业的陈可心同学说。

现在，莱芜职业技术学院新生入
学第一课，就是在初心馆上思政课，
通过这种身临其境的氛围，让学生们
更加主动地学党史、感党恩。截至目
前，1 万多名师生到初心馆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教育活动。

不仅仅是本校学生受益，莱芜职
业技术学院思政教育基地建设同样带
动了当地思政教育的发展。初心馆的
建设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和多个单位
的高度关注，初心馆揭牌当天，“济南
市教育系统党员教育实践教学基地”

“济南爱国拥军促进会副会长单位”以
及当地驻军初心教育实践基地等 6 块
牌子陆续挂在了初心馆的墙上。

当地各单位、各中小学陆续组织
人员或学生到莱芜职业技术学院参观
学习，现在已有 70 多家单位到初心馆
参观学习，莱芜职业技术学院的思政
教育阵地已经成为当地思政教育建设
的高地。

统 筹 规 划 ， 系 统 建 设 ， 求 实 看
远，莱芜职业技术学院挖掘自身资
源，建设形式多样的思政教育阵地，
积极开展“红色记忆·红色足迹·红
色传承”思政教育实践活动，将党建
育人、思政育人、专业育人、文化育
人、实践育人融为一体。每一个思政
阵地就是一个开放的大课堂，实现了
思政教育基地从空间封闭到时空开放
的转变，从面向特定群体到面向大众
的转变，从平面静态描述到立体动态
展示的转变，从“填鸭式”思政教育
到浸润式思政教育的转变。

（王元河 霍雨）

建设初心馆
拓展思政教育新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