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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
创新者胜。

拥有了一流的创新人才，就拥有
了科技创新的力量。在浙江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有这样一支“柔芯”科技
创新团队，面对新时代、新需求，他
们始终坚持“学以致用”的办学理
念，依托专业优势，紧紧围绕交通、
服务交通，为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作
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们在 2020 年暑假实习期间发
现，桥梁连接段的开孔板处经常会发生
开裂，后期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
力进行维修养护，这是个例还是通病
呢？这引起了我们团队的关注。之
后，我们上网调查了近5年的桥梁开

裂情况，发现大部分是应力集中导致
的，而现有的抗裂技术均无法缓解这
种应力集中现象，解决应力集中问题
刻不容缓。为此，我们联系了学院的
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探讨了缓解抗
裂性能项目研究的可行性。依托浙江
省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学校协同创新科
研平台，经过数月的研究，我们取得
了一定的科研成果，并且开发出了

‘柔芯’这款柔性产品，可大幅度提升
混凝土构件的力学性能。”浙江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柔芯”科技创新团队负责
人吴正举自豪地说。

据悉，运用“柔芯”产品，可以预
警、监控和缓解应力集中引起的裂缝开
展，有效避免应力集中现象。截至目

前，“柔芯”团队已申请多项国家实
用新型专利与发明专利，发表高水
平学术论文3篇，取得了抗裂领域技
术的新突破。“从去年 7 月至今，学
生们付出了大量的课外时间，深入
研究桥梁‘柔芯’技术，在教师的
指导下自主创新，将橡胶圈、压电
薄膜、应变片、传感器、信号转接
发射器、电能储存器以及信号接收
器等组合生产‘柔芯’，为桥梁施工
抗裂提供了有力支撑。该技术不仅
应用在文泰高速公路的多座桥梁上，
还推广应用到中国援建喀麦隆、柬埔
寨等国的公路桥梁上。”吴颖峰老师深
有感触地说。

科研工作可以帮助学生用课堂中学

习的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在科研实践
中体会到课堂理论的作用、享受科研创
新的乐趣、激发求知欲和强烈的创新激
情、提升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
参与科研活动，可以更好地将所学知识
应用于具体案例。学校鼓励学生进行科
技创新活动，并且安排创新创业导师进
行专项的指导培训。”杭振园老师介绍
道。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动力，科技创新
在全面创新中具有引领作用。对于肩负
振兴中华历史使命的当代大学生来说，
只有培养高度的科技创新精神，在学习
和工作中大胆创新，才能担当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重任。

“交通强国，路桥在搏，国桥领
军，痊损靠‘芯’。”目前，“柔芯”技
术已获得交通建设行业认可，交通建设
企业合作意向强烈，“柔芯”团队已与
多家企业签订合作意向书。团队的主要
成员陈鹭鹭自信地说：“团队将立足浙
江，辐射全国，依托‘一带一路’倡议
逐步开拓海外市场，走向全球，致力于
成为全球桥梁施工抗裂技术的引领者。”

（严洪广 吴颖峰 杭振园）

这个学生科技创新团队“有点儿牛”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激发科技创新力，开发“柔芯”新产品

特色为笔笔
绘制“双高”建设新画卷•浙江篇

黄冈师范学院

能力产出为导向 培养传播与艺术类人才
以能力产出为导向

构建实践能力培养体系
根据国家要求、行业需求和学校培

养定位和目标，学院依托黄冈师范学院
传媒与艺术国家实验示范中心、新闻与
传播学院和成果推广院校湖北经济学院
的海峡两岸影视文创合作示范基地、战
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人才培养计划、
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等平台，以能
力产出为导向，创新形成了“两加三抓
三化五能力”的传播与艺术类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两加”充实了培养主体，

“三抓”指平台抓项目、社团抓活动、
联合企业抓创新创业，“三化”指项目
课程化、活动项目化、创新创业体系
化，“五能力”指工具使用、专业基
础、专业应用、专业创新创业、专业与
职业对接。值得一提的是，基于“两
加”联合培养主体，通过“三抓”“三

化”培养模式，学院精准对接传播与艺
术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出有脚
力、有眼力、有脑力、有笔力的“四
有”新传媒生力军。

此外，在实践教学中，学院始终坚
持实施“案例任务驱动”的教法和“项
目任务驱动”的学法，突出专业性、着
眼产业性、坚持共享性。实践充分证
明，学生在创新、创业、就业方面的相
关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两
加三抓三化五能力”的传播与艺术类
专业人才实践能力培养模式，为人才
培养和学院发展注入了蓬勃动力。

机制共建资源共享
为创新创业夯实基础

学校与湖北经济学院采用机制共
建、资源共享政策，对涉及两校合作
的创新创业项目，采取学分互认制

度，有力保证了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展
实施。

自“能力产出导向的传播与艺术类
专业人才培养创新实践”教学成果实施
以来，两校诞生了三皮影音社、飞扬影
艺社等优秀学生社团，并多次获得国
家、省级、市级奖励。在这些优秀社团
的启发下，黄冈师范学院和湖北经济学
院陆续孵化出学生社团17个。通过社
团模式，丰富了人才培养方法，学生的
专业应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近5年
来，两校社团学生在专业教师和行业企
业的指导下，参加了全国大学生广告艺
术大赛、全国“挑战杯”大学生创业竞
赛、全国高校NOC信息技术大赛等19
种省级以上学科与专业技能比赛，获得
国家级别奖项50项、省级奖项144项、
市级奖项204项，成绩斐然。

在创新创业、职业对接方面，两
校开辟了高校与新闻单位互聘的新领

域。2013—2020年，两校经过精心遴
选，陆续与湖北卫视、长江日报报业
集团等单位合作开展人才培养。同
时，选择了一批知名传媒企业签订长
期战略合作协议，打通专业职业对接
的鸿沟。

丰硕的改革成果
丰美的满园桃李

在长期的实践教学活动中，人才培
养质量得到了有效提升。两校社团三皮
影音社承办了第22届中国大学生羽毛
球锦标赛、第9届中国农民春晚等活动
的现场直播和融媒体宣传。社团制作的
《黄师影响力》栏目已陆续在黄冈电视
台播出了18期。

近5年来，学校产生了“中国大学
生自强之星”、湖北省第四届“长江学
子”创业奖等一批学生创业就业的优
秀典型。学生李梦慈在“挑战杯”大

学生创业大赛中获得国家二等奖。还
有3名学生成功创业，获得湖北省武汉
市“青桐计划”资助。在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湖南电视台、湖北卫视等重
要媒体就业的人数不断攀升，累计就
业人数达100多人。两校学生申报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获批国家级别项
目23项、省级项目76项、校级项目92
项。学生黄勇的科研成果“‘爱’是
怎样炼成的”获得2011年湖北省大学
生优秀科技成果奖一等奖。飞扬影艺社
毕业生孙杰导演的院线电影《正正的世
界》 荣获湖南省 2019 年“五个一工
程”奖。学院教师拍摄的《红色的黄
冈，不朽的精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纪实》获国家优秀微视
频奖，得到湖北省宣传部门表彰。微电
影《破洞裤子》获亚洲微电影艺术节优
秀作品奖，并入选大学生艺术节国赛。
2020年，学院师生创作的《爱的长城》
等14首抗疫主题公益MV作品中的6首
被“学习强国”平台刊载。

“能力产出导向的传播与艺术类专
业人才培养创新实践”教学成果理念新
颖，措施得力，在实践中卓有成效，具
有示范作用和推广价值。

（王锋 杨疾超）

随着中国互联网的高速发
展，融传媒与受众互动于一体的

“融媒体”时代迅速到来。媒介
融合的快速发展，在为新闻传播
从业机构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的
同时，也对培养传播与艺术类专
业人才的高等院校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黄冈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创新了面向地
方、面向基层的“一专多能、一人
多岗”人才培养目标，凝练出“社
会与自然、艺术与科技、教育与文
化”相融合的培养理念，形成了以
能力产出为导向的“两加三抓三化
五能力”传播与艺术类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传播
与艺术类专业人才，其背后所蕴藏
的创新思想和开拓实践，值得推广
与借鉴。

潍坊医学院

笃学尚行七十载 强质筑基育英才
潍坊医学院坐落于世界风筝之

都、国际和平城市山东省潍坊市，
办学历史可追溯到1881年的潍县乐
道院。自1951年筹建山东省昌潍医
士学校起，潍坊医学院已走过了 70
年的风雨征程。

70 年来，潍坊医学院始终以服
务国家和人民需要为己任，砥砺奋
进，弦歌不辍，为祖国培养了15万
余名医学及相关专业人才，铸就了

“沉得下、用得上、干得好”的人才
品牌。

担当社会责任、守护人民健康，
始终是潍医人不变的追求。回顾 70
载辛勤耕耘，潍坊医学院坚守立德树
人初心，以高水平党建为引领，以高
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高层次科技创
新和高水平社会服务为使命，形成了
鲜明的办学特色和优势，为推进“健
康中国”战略贡献着力量。

坚持立德树人
夯实教学中心地位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则。
潍坊医学院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
检验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将人才培
养质量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成效，
着力夯实教学中心地位，紧密对接社
会需求，不断优化专业结构、强化专
业内涵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丰
富优质教学资源，打造了一批优势特
色专业和优质课程，形成了“重医
德、厚基础、强能力”的人才培养特
色。

1982年，学校制定《实习医师医
德规范》，掷地有声地提炼出医学生
毕业誓词。此后，学校始终致力打造
文化熏陶与榜样激励并重的医德素质
培育体系，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
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于
一体，培养基础厚实、工作踏实、作

风朴实、实践能力强的“三实一强”
应用型人才。

为了引导学生实现自我全面发
展，学校大力推动医学专业学习和医
学人文素养培育体系的全过程、全方
位结合，构筑起“小细节、大教育”
的特色教育体系。从入学宣誓到院士
课，从“潍医大讲堂”到对“无语良
师”的感恩祭奠，从探索实施书院制
育人模式到建设公共基础、学科基础
和专业基础三大平台核心课程，学校
多措并举，形成了博雅教育与专业教
育并重的“厚基础”特色。

以培养品德高尚、业务精湛，
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人文
情怀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使命，
学校先后走出了以中国工程院谢立
信院士、于金明院士，加拿大皇家
科学院王睿院士等为杰出代表的德
术双馨的优秀人才。15 万潍医学子
中，涌现出了包括著名矫形外科专
家秦泗河、“首都十大健康卫士”之
一马庆军、创造世界血吸虫病“中
国疗法”的张希增、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宋西成、省科学技术奖
获得者史伟云、扎根雪域高原服务
西藏40年的王法顺等一大批优秀校
友。“发展医学，培育人才，辛勤耕
耘，成绩卓著”，是学校人才培养的
真实写照。

潍医人勇担责任，甘于奉献。
学校70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服务区
域发展、守护人民健康的奋斗史。
在抗击麻风病和血丝虫病，在非
典、洪灾、地震等时刻，潍医人从
未缺席。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学校 170 余名医护工作者、160
余名校友驰援湖北；公共卫生危机
管理博士人才培养项目学科团队勇
担社会责任，为政府部门科学决策
提供了高质量的咨政服务，提交报
告 33 篇；8 名博士研究生直接参与
了国家疾控中心的疫情防控工作,涌
现出一大批抗疫先进典型。“国家召
唤，使命必达”的家国情怀早已融
入潍医人的精神血脉。

聚力内涵建设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潍坊医学院是拥有博士生、硕士
生、本科生等人才培养完备体系的省
属本科医学院校，也是全国首批卓越
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项目试点高校。在
办学实践中，学校积极对接社会需
求，构建了临床医学与技术类、预防
医学与管理类、生物工程与药学类、
康复医疗与教育类四大特色优势专业
群，形成了服务生命全周期和健康全
过程的“大健康”专业体系。学校现
有国家级别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一
个，国家级别特色专业4个，省级一流
专业建设点10个，省级特色、品牌专
业9个，省高水平应用型重点建设专业
群3个（涵盖12个专业），临床医学专
业群获批山东省教育服务新旧动能转
换专业对接产业项目，国家级别和省
级特色优势专业占专业总数50%以上。

学校拥有博士人才培养项目一
个、硕士一级学科授权点8个、硕士
专业学位类别6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55个，涵盖医学、管理学、教育学、
理学四大学科门类，形成了布局合
理、特色与优势鲜明的学位授权点体
系。学校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研
究生开设线上线下课程，同时开设国
际课程12门。近5年来，立项省级研
究生教育优质课程23门、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学案例库25个。学校现有省级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14个、省级产教
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两个。

为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
用，学校以能力培养为导向，加强一
流课程建设，不断开展“课堂革
命”，淘汰“水课”，打造“金课”，
现有国家一流本科课程4门，省级一
流本科课程23门，省级精品课程群8
个，省级精品课程、双语示范课程47
门。打造了两个“省高校黄大年式教
师团队”，为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

提供了有力支撑。2019年，学校成为
省市共建高校，新增3所三甲直属附
属医院，现共有21所附属医院，进一
步深化院校合作，实现医教研协调发
展，推动社会服务、学科建设和人才
培养再上新台阶。

近年来，学校在校生获得国家级
别、省级奖励100余项。连续3届获
得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
竞赛总决赛二等奖，获得全国应用心
理专业学位实践技能大赛一等奖、全
国大学生麻醉学知识竞赛一等奖。南
丁格尔护理急救等30余支志愿服务队
获全国及省市表彰。

强化学科建设
推进科技协同创新

在70年的办学实践中，潍坊医学
院坚持以创新驱动、需求驱动战略开
展学科建设，遵循学科建设发展规
律，系统推进高层次人才队伍、高水
平学科平台、高起点科研创新、高素
质人才培养、高水准国际合作和高质
量社会贡献“六位一体”的学科内涵
建设，形成以医学为主体，医学及相
关学科相互融合、协调发展的具有潍
医特色的高水平学科建设体系。

学校按照“分层建设、质量优
先、创新驱动、特色发展”的建设思
路，强化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
医学等医学主体学科建设，推动药
学、生物学等优势学科特色发展。
2018年，临床医学学科进入ESI全球
排名前1%，2019年获批山东省一流学
科立项建设学科；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学科2018年获批山东省一流学科培
育建设学科，2020年入选省属高校高
水平学科建设项目，被确定为优势特
色学科建设学科。

科技创新平台作为学科发展的
重要支撑，是高校办学特色、办学
水平的重要体现。学校现有山东省
院士工作站两个，其中的于金明院

士工作站于2021年在学校揭牌。学
校建设有山东省整形与显微修复技
术重点实验室、山东省海洋康复药
物与特种新材工程实验室、山东省
蛋白质与多肽药物工程实验室、山
东省智能材料与再生医学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等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
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6个及省
级协同创新中心4个，其中“健康山
东”重大社会风险预测与治理协同
创新中心于2020年被认定为省高校
示范协同创新中心。

学校大力加强高层次人才的培
养和创新团队的建设，实现优秀创
新人才的会聚和科研资源的整合，
获评山东省高校青创人才引育团队6
个、山东省高校优秀青年创新团队7
个，产出一批高质量科研创新成
果。20世纪80年代末，谢立信教授
团队成功研制“人脐带血清角膜活
性保存液”，有力推动了中国眼科角
膜病的基础研究和临床治疗；唐胜
建教授团队依托省组织工程与修复
重建协同创新中心、省重点实验室
等创新平台，将干细胞体外再生的
软骨成功用于病人关节软骨缺损修
复，并已成功拓展到耳、鼻等多种软
骨缺损的修复与功能重建；宋伟国教
授团队开发了原料药绿色合成、结晶
产业化关键技术和与国际接轨的创新
制剂技术，解决了奥美拉唑系列产品
产业化的核心技术难题；高永吉教授
团队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联合攻
关，突破了坎地沙坦酯安全绿色产业
化的技术瓶颈和国外专利技术的封
锁。学校以学科建设为依托，大力推
进科技协同创新，为师生在各个领域
攻坚克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深化国际交流
加快开放办学步伐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背景
下，潍坊医学院积极加强与国际高

水平大学、科研院所全方位、多层
次、宽领域教育交流合作，促进国
际优质教育资源与教学科研全过程
的深度融合，大力培养具有国际视
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应用型创新人才。

学校自 2003 年起招收临床医学
专业本科留学生，是山东省招收国
际学生较早且数量较多的院校之
一。2011 年，学校被列入本科临床
医学专业 （英语授课） 来华国际学
生招生计划，并被确定为山东省外
国留学生奖学金项目院校。2018
年，学校开始招收国际硕士研究
生，培养了 1000 余名“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医学专业人才。

学校以学生国际联合培养项目为
依托，坚持人才海外联合培养和本土
国际化培养相结合。近3年来，学校
先后与英国莱斯特大学、美国圣约翰
大学等合作建立师资培训基地14个，
与英国南威尔士大学合作建立博士研
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与英国、美国、
日本等各国高校建立硕士研究生联合
培养基地18个，形成了双向互动、层
次丰富的国际合作交流体系。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WHO）认可
的高等医学院校，学校高度重视能力
培养和职业素质养成，注重多元文化
的兼容并蓄，培养了基础医学知识扎
实、临床技能规范、职业素质良好、
跨文化融通的医学本科毕业生，学校
的国际声誉、综合评价日渐提升。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双一
流”建设已成为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发
展的主题和使命，潍坊医学院依据国
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紧跟高
等教育改革新形势，紧扣时代脉搏，
聚焦“健康中国”发展战略，大力实
施人才优先战略、内涵提升战略、科
技创新战略和开放合作战略，大力传
承“乐道济世”校训和“自强不息、
锐意进取”的潍医精神等宝贵财富，
加速推进高水平医科大学创建步伐和
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谱写新时代高
等医学教育创新发展新篇章。

（陈冬梅 史志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