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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学院创新创业学院

精准施策 打造高质量“双创”教育体系
针对地方本科院校怎样在人才培

养中进行“双创”教育的问题，怀化
学院自 2015 年以来进行了探索和实
践，形成了基于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
养的高质量“双创”教育体系的实现
路径，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示范效应
明显。

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创新创业教
育目标要求

1. 纳入总体规划。在 2015 年学
校“综合改革方案”中把“构建产
学研创新创业教育模式”作为改革
的首要任务；在学校事业发展“十
三五”规划中把“完善创新创业教
育人才培养体系”作为重要目标；
明确提出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要面向
全体学生、全体教师，融入人才培
养全过程。

2.制定实施方案。2016年修订完
善了《怀化学院关于深化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健全创
新创业教育机制”等改革领域，并设
定了“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中”的推进时间表。

3.修订培养方案。在2017年及以
后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及修订要求
中，明确提出学生须修满8个以上创

新创业学分的修读要求。

优化管理机制，协同推进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

1.成立领导小组。2015年学校成
立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领导小组，校长
任组长，分管校领导任副组长，相关
职能部门、二级学院负责人为成员，
全面统筹规划推进学校创新创业教育
工作。

2.建立二级管理体制。学校成立
创新创业学院，二级学院设创新创业
教育中心。

3.完善工作协调机制。构建了学
校领导小组制订规划并督查考核实施
情况，创新创业学院具体组织协调，
教务、招生就业、学工、科技等部门
齐抓共管的运行机制。

加强课程建设，优化学生创新创
业知识体系

1.创新创业教育进课堂。面向全
体，开设了“创新创业基础”等3门
必修课和30余门选修课，要求学生至
少修满8个学分。

2.加强创新创业专业课程资源建
设。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专业发
展能力模块课程中应设置4—8个创

新创业课程学分，根据专业技能培
养要求，开发、优化创新创业教育
资源。

3.加强创新创业教材建设。近年
来，学校立项资助校本教材35部，出
版了《创新创业基础》《职业生涯规
划》《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3本教
材和12部实验教材，着力优化学生创
新创业知识体系。

深化教学方法改革，着力培养学
生创新创业能力

1. 推进教学方法改革。近 5 年，
学校共立项50余门课程进行启发式、
研讨式、探究式、案例式等教学方法
改革。在《怀化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规
范》 中，要求注重学生批判思维能
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的
培养。

2.推进课程考试方法改革。近5
年，学校共立项资助了80余门课程进
行非标准答案考核方式改革。

3.推进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
养全过程。一是4年不断线，二是全
面融入专业教育，三是专业实验与职
业技能培养相统一，四是校内、校外
教育相协调，五是校园文化活动融入
创新创业要素。

加强实践教学资源建设，强化学
生实践训练，提升创新创业能力

1. 强化实践平台建设。截至目
前，建设了29个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
中心和校企合作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13个产学研平台、240余个校企合作
基地、33个创业实验室。与地方政府
部门、行业、企业共建大学生创业孵
化基地“众创空间”等，面向行业、
全产业链形成体系，满足学生创新创
业教育的需要。

2.强化应用型项目训练。2017—
2021年，学生共获国家级别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138项、省级398项、校
级1047项，通过项目开展促进了学生
创新创业能力培养。4年中学生共发
表学术论文 432 篇，其中 SCI、CSS-
CI、EI期刊30篇，授权专利100余项。

3. 重视学科竞赛。一是制定了
《怀化学院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
全面加强对学科竞赛的管理；二是实
施竞赛导师制，确保竞赛水平和能力
提升；三是设立竞赛专项经费，保障
学科竞赛。4年共获省级及以上奖励
905 项 ， 其 中 国 家 级 别 奖 98 项 。
2017—2020年，获“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省赛一等奖3项、二

等奖12项、三等奖22项和国赛“铜
奖”6项，连续4届获得湖南省省赛优
秀组织奖，2020年学校获得高教主赛
道、青红赛道两个优秀组织奖。

积极推进制度创新，为创新创业
教育顺利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1.建立创新创业学分认定与转换制
度。凡参加校级及以上各类学科竞赛、
技术开发、文学艺术创作、职业技能培
训等创新创业教育活动的学生，均可申
请认定相应的创新创业学分。

2.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实施“三用
三提高三对接八共同”（课程教学内容

“有用、够用、适用”；大幅度提高“综
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项目；

“专业与行业、课程与岗位、学业与职
业”对接；各专业与行业、企业、实务
部门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标准，共同完善
人才培养方案，共同构建课程体系，共
同更新教学内容、开发教材，共同建设
实验实训基地，共同组建教学和创新创
业指导团队，共同实施培养过程，共同
评价培养质量），与企业共建行业学
院。同时，教师科研实验室对全体学生
开放，大力推进师生同创。

3.创新评估激励机制。完善了创
新创业教育制度与激励机制，设立了

大学生创新创业奖学金。学校修改二
级学院综合考核管理办法，对创新创
业教育工作优秀的学院实行加分奖
励，把指导学生创新创业和学科竞赛
成绩作为教师晋升职称的重要依据。

加强“双师双能型”教师培养，
提升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能力

1.打造创新创业教学团队。深化
产教融合、校企 （地） 合作协同育
人，共同打造“双创”教育团队，构
建了一个“企业家+行业精英+校内教
师”的立体式、多维度、全行业、全
覆盖创新创业教师群。创新创业教研
室现有外聘导师54名，有全国万名优
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入选专家 5
名，其他合作导师 100 余名，校内

“双师型”教师129名。
2.加强教师实践能力培养。近5年

来，学校共有220余名教师被派到企
业、工厂等单位进行实践锻炼，提高了
校内师资队伍的行业和创业的实战经验。

3.鼓励教师参与地方经济建设。
近5年来有200多名教师主持或参与地
方经济建设项目，横向课题经费在
1500万元以上。

投入资金保障，完善创新创业资
金支持体系

1.学校安排专项资金。学校年均
投入300余万元，用于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资助、“互联网+创新创
业大赛”等学生竞赛及创业项目孵化。

2.多渠道筹措资金。近5年，通
过创新创业服务地方经济建设，通过
校企合作及校友捐赠引入企事业单位
资金达2000余万元，用于创新创业教
育平台与基地建设。

（赵子剑 夏伟荣 罗正红）

近年来，江西省婺源县紫阳第六
小学（以下简称“紫阳六小”）以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践行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培育“文质兼
美”的时代学子为目标，构建了以

“文化传承、特色创新、智慧校园”
为主线的教育模式，探索了新时代

“立德树人、文化养人、特色育人”
的教育发展之路。

扬朱子故里品牌
育“文质兼美”人才

紫阳六小创建于2016年，占地
面积4.2万平方米，坐落于朱熹故里江
西省婺源县紫阳镇。婺源，这方饱含
人文资源的美丽土地，承载着延续千
年的历史文化底蕴。紫阳六小从建校
之初便深深植根于这片生态优美、文
化厚重的宝贵土壤，形成了鲜明的文
化优势与教育特色。

建校以来，紫阳六小坚持以立德
树人为己任，探索形成了“弘文教
育”的核心理念与“涵养·致知·力
行”的学校精神。同时，结合时代发
展，创新育人方法，将培养“文质兼
美”的时代学子和打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脉·展时代风采”的学校作为
发展的总目标，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根基，多措并举推进素质教育创
新，擦亮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继
承与创新相结合、发展与贡献相结
合”的教育品牌。

“弘文教育”理念是贯穿于学校办
学、治学、研学全过程的核心理念。
紫阳六小在承袭经典的基础上挖掘婺
源历史文化底蕴，发扬光大朱熹理学
思想，精练地提出了“弘文教育”理
念。多年来，“弘文”二字深刻地道出
了紫阳六小弘扬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责任与担当。“涵养·致知·力
行”是紫阳六小校训、校风、教风与
学风的总统领。“博学慎思·明德笃
行”的校训、“文行雅正·日新有成”

的校风、“文博修业·慧心琢璞”的教
风以及“文思敏学·知礼成习”的学
风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地浸润着时
代学子，展现了紫阳六小极具时代风
采的育人精神。

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
办“内外兼修”教育

办学过程中，倡导“做有根的中
国人”是紫阳六小朴素的育人情怀。
多年来，紫阳六小坚持文化育人、特
色办学，实现了延续传统文化根脉与
推动特色课程创新的有机统一，在推
进教育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铸造了特

色教育品牌，促进学校各项发展任务
紧扣“承传统文脉·展现代风采”的
办学思路，取得了“以文化人”的良
好成效。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
紫阳六小坚持环境育人、课程育人与
活动育人，让非遗文化走进学校、走
进课堂，真正增强了学生的文化自
信。为了使学生得到良好的隐性德
育，学校创新设计了二十四节气传统
文化墙、3D文化墙、朱熹文化长廊等
文化景观，做到“人人是教师、处处
是教室”，让学生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主导的优秀校园文化中感悟悠久
历史，增强文化自信。在课程育人方
面，紫阳六小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目标，将地方教材《朱子家训》
贯穿到课程之中，使乡土文化与经典
国学成为学校特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同时，开设了软笔书法、硬笔书
法、婺源徽剧、徽胡、月琴、琵琶、
古筝、笛子、中阮、傩舞等特色课
程，提高学生综合素质。2018年，紫
阳六小被婺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列入“非遗进校园”活动名单，
特色教学得到社会广泛认可。

在活动育人方面，紫阳六小积极
开展开学释菜礼、《朱子家训》诵读比
赛、戏曲进校园、戏曲操比赛、非遗

进校园、研学旅行等特色活动，组织
开办读书节、艺术节、体育节、合唱
节、科技节、学术节等系列活动，并
与婺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婺源县徽剧传习所等单位签订合作帮
扶协议，推进徽剧进校园，合作创办
传统项目兴趣社团，让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在紫阳六小“花开满园”。

为了办好“内外兼修”的时代教
育，紫阳六小坚持抓实体育、艺术

“2+1”项目，引导学生在课余时间做
传统戏曲操，不仅有助于缓解学习压
力、增强体魄，也能使学生在体育锻
炼中厚植文化内涵。与此同时，积极
构建智慧音乐教育体系。2018年，紫
阳六小Find智慧钢琴安装到位，成为
全国第3家Find智慧钢琴教室，开启
了学生探索音乐艺术殿堂的大门。此
外，全县消防科普教育基地落户紫阳
六小，让学生得到了更加系统、专业
的消防知识培训；而“博士进校园”
系列活动，则让科学的种子在学生心
中萌发，每一位“小小科学家”都成
了传播科学理念的排头兵。

抓时代发展机遇
创“智慧校园”品牌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在

新媒体时代，移动通信与智能终端的
结合及广泛应用为学校开展数字化、
网络化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机遇。为进
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丰富学
生的学习体验，紫阳六小实现了

“万兆光纤到校园、千兆光纤到桌
面、无线信号全覆盖”，加快了装
备、教学、办公、管理的信息化进
程，构建起强大信息技术支撑的新
时代智慧校园。2019 年，紫阳六小
被教育部门评为年度网络学习空间
应用普及活动优秀学校，入选“阳
光校园百所校——江西广电智慧作
业 AI 教室项目学校”名单。如今，
学校传统课堂空间借助信息化、网
络化、数字化技术进一步延展，更
丰富、更灵活、更具感官冲击力的
教学内容得到了学生一致欢迎，点
燃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为 有 效 巩 固 智 慧 校 园 建 设 成
果、提高教师工作效率，并保持
与家长们的及时沟通，紫阳六小
充分利用新媒体实现了多方联动
的协同育人模式。学校依托专递
课堂，精心打造教研共同体。运
用录播专递课堂设备，联合多所
乡村小学建立了婺源县网络实验
学校第六共同体，并定期与共同
体成员校开展课堂教学活动，使教
育资源得以共享，让“互联网+智慧
校园”进一步辐射到周边地区，缩
小了城乡教育差距，促进了城乡教
育资源协调配置，实现了学校育人
模式更高的教育价值和社会价值，
真正让“文质兼美”的育人哲思落
地生根，也让紫阳六小成为大众认
同的育人品牌。

（查仙福）

育“文质兼美”英才 展传统文化风采
——江西省婺源县紫阳第六小学立德树人剪影

紫阳六小师生参加紫阳六小师生参加““少年硅谷少年硅谷————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成果展示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成果展示
大赛大赛””开幕式开幕式

重庆市秀山县职业教育中心秉承
“崇德尚能，向善向上”的办学理念，
立足非遗文化推进“三教改革”，以内
涵发展为主线，以精细化管理为抓手，
以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为核心，以市级高
水平和优质中职学校建设项目为契机，
着力推动文旅融合、实现新发展，打造
武陵山区腹地、渝湘黔鄂毗邻地区独具
民族特色的优质中职学校，为服务乡村
振兴战略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非遗文化传承中
实现立德树人

武陵山区有着丰富的非遗文化资
源，如何将这些宝贵的历史遗产发扬
光大，并在职业教育中充分发挥出非
遗文化的育人功能，始终是秀山县职
业教育中心思考的时代命题。学校坚
持立德树人、非遗文化育人，拟定并
实施了《“秀山花灯”非遗文化在中
职学校的育人实践研究实施方案》，充
分发挥渝东南地区和少数民族自治县
的优势，切实开展“秀山花灯”工作
坊等美育工作，深入挖掘非遗文化的
育人内涵，培育具有学校特色的非遗
文化成果，极大增强了师生文化自信。

学校围绕“秀山花灯”“龙凤花
烛”深入实施校园非遗文化品牌培育

工程，不断丰富课程内容体系，为提
高“品牌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奠定了
坚实基础。此外，为推进“一校一
品”建设，使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
展，学校精心挖潜校史、校风、校
训、校歌的教育作用，编辑出版校史
系列丛书，拍摄历史纪录片，推进校
歌传唱，支持师生原创歌剧、舞蹈、
音乐、影视等文艺精品，在区域内形
成较大的影响、示范效应和个性化成
果，逐步形成特色化、多样化的格局。

秀山县职业教育中心以创建国家级
别优质中职学校为目标，坚持从学校发
展实际与区域发展现状出发，着力打牢
基础，积淀文化底蕴，深化产教融合、
促进工学结合，积极推动产业文化进教
育、优秀企业文化进校园、职业文化进
课堂，打造具有中职特色的学校文化系
统；不断优化学校办学条件，建设与非
遗文化、革命文化相结合的非遗文化长
廊、非遗文化景观，营造了人人皆可成
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

如今，秀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通过
将“龙凤花烛”“秀山花灯”等非遗技
艺带入课堂，形成鲜明的学校特色成
果，已累计培养传承人800余名，让
传统的手艺真正得以在年青一代身上
传承和发扬。2021年 7月，学校4名
教师（杨秀英、庄凌锐、卢琳、江秋

蓉） 被评选为秀山县非遗文化传承
人。学校先后获得第二批全国中小学
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重庆市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秀山县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基地、秀山花灯
保护传承基地等诸多荣誉称号。经过
10余年的发展，秀山县职业教育中心
不仅积累了大量非遗文化传承经验，
更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理论研究成
果，获得了教育界、学界以及社会的
高度认同。

在非遗文化创新中
服务乡村振兴

秀山县职业教育中心在推进服务
乡村振兴工作中，将专业建设和非遗
文化相结合的措施作为职教改革发展
的重要抓手，以“非遗传承，文旅融
合”为中心，立足大师工作坊发展，
传承创新非遗文化，推动非遗作品向
产品和商品转化，促进市场化开发。
线上营销，在秀山电商孵化园建立电
商销售平台，研发制作具有非遗文化
特色的产品，形成了以“秀山花灯”

“龙凤花烛”为核心元素的文旅产品
“学—研—产—销”一条龙产业链；
“线下”营销，在秀山中国微电影城、
川河盖、洪安等4A级旅游景区建立门

店，面向游客进行线下产品售卖，不
仅传承了非遗文化，还带动了农村学
生创业增收。另外还建立了校内服装
生产车间，开发和加工民族服饰……
这种线上加线下、“学—研—产—销”
的一条龙产业链共同为职业教育的发
展服务，为乡村振兴增值赋能。

秀山县职业教育中心为进一步深
化文旅融合、服务乡村振兴，还建立
4个非遗文化“双创”实训基地；兴
建“秀山花灯、龙凤花烛、苗绣、旅
游服务、陶艺”等8个非遗文化工作
坊；开发了香薰蜡烛、苗绣、剪纸、
泡沫工艺、泥塑等12类文旅产品。多
年来，秀山县职业教育中心源源不断
地培养并向社会输送了3万余名高素
质技能人才，让更多具有匠心、匠
术、匠德的优质人才为传承非遗文
化、助力区域发展献力。

在塑造民族特色中
创建优质学校

近年来，秀山县职业教育中心紧
扣《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
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 （2020—
2023年）》文件精神，全面实施“三
教”改革，实行模块化教学，成立教
育教学督导小组，执行“推门听课”

“周查月评”常态化。持续推进“学非
遗、用非遗、秀非遗”文化育人创新
实践，通过建立“秀山花灯”“龙凤花
烛”“苗绣”等非遗技艺“传承+创新+
创业”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体系，构建

“学—做—创—展—销”五步连环教学
路径，搭建“课内+课外”“校内+校
外”“线上+线下”学生综合能力实践的

“三环双联动”教学平台，塑造校园民
族特色，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非遗文
化在培育时代英才方面充分发挥启思、
引领、育人的优势作用，进一步丰富和
升华了职业教育的时代内涵。

学校着力推进学科探讨、微课竞
赛、优质课大赛等教学教研活动，形
成了“以研促教、以赛促教”的生动
局面。为学生参加各项技能型、体育
类、艺术创意设计等比赛搭建平台和
创造机会。近年来，学生参加市级技
能大赛获奖53人次、市级文明风采大

赛获奖89人次。2020年，学校荣获重
庆市首届非遗文旅产品创新设计大赛
组织奖，更收获了7个一等奖、4个二
等奖，使“秀山花灯”“龙凤花烛”等
民族文化走进了更广泛的大众视野。
与此同时，秀山县职业教育中心成功
承办了县级中职生职业技能大赛、中
职生篮球比赛等赛事，使学生的能力
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青衿之志，履践致远。秀山县职
业教育中心立足秀山县发挥渝东南桥
头堡城市作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
创新传承，服务武陵山区城镇群文旅
融合发展，促进学校发展迈上新台
阶，育人质量得到进一步保证，服务
地方经济建设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竭
力打造武陵山区腹地、渝湘黔鄂毗邻
地区独具民族特色的优质中职学校，
为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奠定基础、贡
献力量。 （彭华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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