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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以育人为本。黑龙江中医药大
学以入选黑龙江省“双一流”建设高校为
契机，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理念，
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开展教学研究、改进
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努力打造一流
本科教育，培养一流中医药人才。

强基固本
明确人才培养质量标准

作为教育部高等学校中药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中医学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和副秘书长
单位，学校坚持中医药高等教育理论创
新，积极开展中医、中药专业国家教育标
准研究，并依据国家教育标准修订人才
培养方案，改进各专业主要教学环节质
量标准。按照“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
高素质”的人才培养要求，学校广泛征求
主要利益方和广泛利益方的意见，根据
中医药事业发展新形势的需要，对本科
生培养方案进行全面修订，于 2017 年完
成了学校所有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修订工作，明确了各专业人才培养标
准。为规范教学各环节质量标准，学校
制订《课堂教学质量标准》《本科考试工

作条例》《本科学生毕业论文（设计）质量
标准》《本科实践教学质量标准》《毕业实
习前“三基”培训和实习准入考核办法》
等制度，明确了教学各环节的质量标
准。学校还进一步建立健全了教授为本
科生上课、教学奖励、职称晋升、教研结
合、科研反哺教学等一系列长效机制，不
断加强本科教学管理体系建设，保证人
才培养的中心地位。

创新驱动
强化中医药教育科研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高度重视教育科
研工作，1984 年率先成立高教理论研究
室，后更名为高教研究与教学质量评估
中心。该中心 2005年被中国高教学会授
予“首届全国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2017年再次被评为全国优秀高等教育研
究机构。自 2000 年以来，学校承担国家
级、省级、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达
1600 余项，其中国家级课题 16 项，黑龙
江省教育厅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342 项，
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177 项，黑
龙江省高教学会规划课题 178 项。教育
教学改革研究覆盖课程建设、专业建设、

校园文化与德育建设、实验教学、教学方
法与手段、教学模式、教学资源、教材建
设、人才培养、图书馆建设、教师发展、教
学评价与质量保障、教学实习与实践、教
学研究与管理等各方面，呈现出了全员
参与、全面推进，以课题研究促进人才培
养的良好局面。

规范化的教学研究管理工作保证了
一大批优秀成果的产生。自 2000 年以
来，学校获得国家、省、学校教学成果奖
257 项，省规划办、高教学会优秀教育科
研成果奖 445项。其中，国家教学成果一
等奖1项、二等奖6项，在全国同类院校和
省属高校中名列前茅。

全程监控
实施全面质量管理

以“全面质量管理”为核心，该校创建
了国内领先的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体系，通
过内部保证与外部监控相统一的中医药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坚持推行评
教、评学、评管、督导监控“四位一体”的教
学质量全程监控机制，强化全员质量意
识。

学校以内部质量保证为主体，外部质

量监控为手段，根据管理学的能级理论，
将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内部保证的管理
机构建成能级管理系统，形成决策层、管
理层、执行层和操作层控制结构，同时外
部质量监控体系为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提
供政策和决策的依据，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内外统一，共评共管”的教育教学质量保
障模式与能级管理结构体系。

该校在“双一流”建设方案中提出，以
打造一流本科教育为目标，以社会需求为
导向，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人
才培养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着力培养能
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医药事业发展
需求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学校将重点实
施中医人文素质提升计划，着力学生价值
塑造、人文素质培养和中医药思维养成；
实施中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重点优
化培养方案，深化课程改革；实施临床实
践能力提升计划，重点打造临床实训平
台，建立教学模拟医院；实施人才培养质
量保障计划，深化教学方法改革，完善教
学质量保障体系；实施创新创业能力提高
计划，搭建第二课堂创新创业平台；实施
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计划，构建特色化课
程体系及评价体系，完善研究生双导师制
和学术交流平台，建立博士生境外访学制
度。

强基固本 创新驱动 全程监控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努力打造一流本科教育
本报记者 常滨毓

近日，甘肃中医药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2014级预
防医学班学生任昌奎收到
一封来自甘肃省红十字会
的感谢信，信中对任昌奎
自愿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
血液病患者生命的义举和
奉献精神表示感谢。

据了解，由于与任昌
奎配型成功的患者目前病
情不稳，不能进行移植治
疗，任昌奎捐献造血干细
胞的夙愿暂时未能实现，
但他的善举点燃了患者生
命的希望。

2016 年 6 月，任昌奎
在甘肃省红十字会来学校
采集造血干细胞时主动留
取样本，以期和某个血液
病患者配型成功。天遂人
愿，2017 年 11 月，任昌奎
通过省红十字会得知自己
的造血干细胞与一名白血
病患者HLA初次配型成功
的消息后，坚定表示愿意
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拯
救他人生命。

2017 年 11 月 至 2018
年1月，任昌奎积极配合省
红十字会做相关检查，各
项指标均为合格，高配成
功。2018年 3月 9日，任昌
奎接受进一步体检，检查
结果达标。但由于患者的
身体状况致使本次捐献造
血干细胞暂时中止。

在甘肃中医药大学，
像任昌奎这样的优秀学
子，不止一个。长期以来，
学校高度重视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和奉献意识的培养
工作，形成了良好的传统，
张雯娟、杨博文先后成功
捐献造血干细胞，中医学
本科 2013 级学生钟峰超目前正在为捐献做准
备。他们用爱心挽救患者的生命，用道义勇担
使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做出了青年大学生对
时代精神的积极应答，展现了甘中医大学子乐
于奉献、甘于担当的青春风采。

甘
肃
中
医
药
大
学
学
子
义
捐
造
血
干
细
胞
传
美
谈

通
讯
员

张

倩

近日，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五期研究生党员
骨干班的同学组成调研团队，前往上海和浙江
嘉兴，瞻仰了中共一大会址、南湖红船和南湖革
命纪念馆，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坚定
理想信念，完成了主题为“青春行，寻记忆”的红
色教育实践活动。

调研团队首先来到了上海一大会址纪念
馆，面对党旗一起重温了入党誓词，随后参观了
纪念馆的珍贵历史资料。随后一行人到浙江嘉
兴，继续追寻中共一大的足迹，瞻仰红船，并参
观了南湖革命纪念馆。

习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曾把“红船精
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
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
为民的奉献精神。

“青春行，寻记忆”
通讯员 刘黎明

5月 3日，广州中医药大学党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在大学城校区办公楼学术
报告厅举行扩大学习会，专题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 会 议 广 东 代 表 团 审 议 重 要 讲 话 精
神。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委宣讲团成
员、广东省卫生计生委主任段宇飞做了
题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 努力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
列”要求》的宣讲报告。该校党委书记
张建华主持学习会。学校党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成员、校本部副处级干部、政
治辅导员及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共 200
多人参加学习。

3月 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参加审
议，饱含深情回忆广东往事，无限深切关
怀广东事业，殷殷寄望广东进一步解放
思想、改革创新，真抓实干、奋发进取，以
新的更大作为开创广东工作新局面，在
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
走在全国前列。

段宇飞从“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谆
谆教诲的体会和感悟”“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奋力推进
新时代广东卫生健康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三个方面进行了宣讲。段宇飞表示，习总
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执着理念、忧国忧民
的强烈责任担当、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执
着、励精图治、自主自强的大国领袖风范
和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领导品质让他印
象深刻。“作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我有
幸现场聆听总书记的谆谆教诲，近距离领
会总书记励精图治的领袖风范、为国为民
的人格魅力和博大精深的政治智慧，很受
教育、很受激励。”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
瓴、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提出
了新时代广东工作的总体要求，提出了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重要要求，提出
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重要要求，阐明
了新时代广东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标

定了开创广东工作新局面的航向，通篇
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完全符
合广东实际，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思想
力量、实践力量、人格力量，是广东发展
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指引
我们做好广东工作的宝贵精神财富、强
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段宇飞强调，要奋力推进新时代全
省卫生健康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他介绍
了新时代广东卫生健康事业的总体布
局，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
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落实
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全方位全周期保障
人民健康。段宇飞特别提到加快推动中
医药事业传承发展，要推动中医药服务
扎根基层，将中医药事业纳入深化医改
大局，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防治中的独特
优势，促进中医药与健康服务业发展深
度融合，加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才队
伍建设。

张建华指出，为了认真落实广东省

委宣传部关于开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宣讲工作的安排和广东省委教育
工委关于在全省教育系统开展再学习再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活动的
部署，学校党委决定，按照省委书记李希
同志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要往深里走、往实里抓”的要
求，在前一阶段组织开展学习的基础上，
在全校开展再学习再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活动。本次中心组专题学
习会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受张建华委托，校长王省良就全校
再学习再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提出 3 点意见。一是要深刻认识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意义
和精神实质，始终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要
提高政治站位，迅速掀起新一轮学习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的 热
潮。三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为指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

广州中医药大学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
通讯员 肖建喜

学子学子 采采风风

北京中医药大学党员骨干班

开展红色教育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