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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抢抓机遇促改革 “转型发展”谋新篇
——访信阳师范学院华锐学院院长施昌海教授

本报记者 胡炳俊 本报通讯员 陈杰

风雨十年路，而今又出发。
2014 年，信阳师范学院华锐学院
正式启动了转型发展工作，提出
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变的发展
战略，为学院和师生赢得更好的
发展前途。作为一所独立学院，
华锐学院在转型发展改革方面
会有哪些创新呢？记者近日采
访了信阳师范学院华锐学院院
长施昌海教授。

牢牢抓住转型发展新机遇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大
势所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
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华锐学
院牢牢抓住这个重要机遇期，自
觉树立培养产业转型升级和社

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技术技能
型人才的办学目标，努力提高学
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增强服
务中原经济区建设和豫南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力。

“黄淮学院的成功经验，证明
了转型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施昌海认为，转型的关键在于，既
要明白为何转型，又要探索如何
转型。“华锐学院要把转型发展的
理念和思路化为具体的政策、方
案，积极探索具有地域特色的转
型发展路径和模式，提高服务产
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走出一条
科学之路、创新之路和特色之路，
真正实现转型发展目标。这是我
们学院未来几年的办学规划，也
是 2014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积极探索转型发展新思路

新年伊始，华锐学院就明确
提出了“转、改、建”的工作思路，
要求各单位明目标，强认识，找
办法，定措施，积极主动向应用
技术型大学转变。实施新的改
革措施，推进新的建设工程。学
院成立了转型发展工作领导小
组，制订了《信阳师范学院华锐
学院转型发展工作实施方案》，
确立用三年左右时间，实现“四
大”目标：建成地方本科转型发
展示范院校；促进生源和就业质
量显著提高；服务重点产业转型
升级能力显著增强；人才培养立
交桥初步形成。落实“九项”任
务：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创新

优化专业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强化实
践教学；推进招生改革；完善创
业教育；建立协同发展机制；积
极发展继续教育。这些目标和
任务已列入学院的中长期规划
和 2014 年重点工作，为下一步实
施转型发展明确了时间表和路
线图。

用“华锐精神”推动转型发展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
苦寒来。办学 10 年来，华锐学院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创造了令
人赞叹的“信阳速度”和“华锐奇
迹”。10 年来，学院呈现出“校园
建设越来越好、队伍建设越来越
好、培养质量越来越好、办学声

誉越来越好”的可喜发展态势。
现如今，“自强不息、开放包容、
锐意进取、勇创一流”已升华为

“华锐精神”，正在不断影响并激
励着华锐人继续开拓创新，奋勇
前行。学院的飞速发展已成为
华锐精神的最好体现和证明。

转型发展是一项长期而又
复 杂 的 工 程 。 施 昌 海 说 ，今 后
3-5 年是华锐学院转型发展的关
键时期，我们要主动适应时代要
求，强化专业建设，注重学生实
践能力培养，用“华锐精神”统领
和推动转型发展，从“抓创新、树
品牌、找平台、重效益”入手，调
整、优化和提升学院服务和支持
地方经济发展能力，促进学院转
型发展。

专业是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
让社会满意是办学的目的。近年
来，黄淮学院紧紧围绕“就业能称
职，创业有能力，深造有基础，发展
有后劲”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定位，坚持“突出应用，集群发展，
培育特色，提高质量”的指导原则，
着力提高学校专业与地方产业的
符合度、依存度，提升学校专业对
地方产业的贡献度以及专业建设
和人才培养的社会满意度，服务地
方产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突出应用，调整结构，着力提
高学校专业与地方产业的符合度。
围绕河南省和驻马店市重点发展的
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旅游服务、
医药化工、新材料新能源、文化创意
等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调
整和优化专业结构。陆续停招和改
造部分传统专业，重点发展与地方
经济关联度高、就业前景好的新兴
专业，使学校专业主动适应地方产
业。统计显示，我校近三届毕业生就
业面向与地方产业需求高度符合，在
中原经济区内就业的毕业生近80%，
岗位与专业相关度平均接近70%。

集群发展，系统对接，着力提
高 学 校 专 业 与 地 方 产 业 的 依 存
度。构建信息技术类、土木建筑
类、文化艺术类和管理经营类四大
专业集群，加强专业和地方产业的
系统对接。与政府部门、行业企
业、高校、科研院所等 160 多个单
位 合 作 组 建 了

“ 黄 淮 学 院 合 作
发展联盟”，建设
的校内大学生创

新创业园，已入驻企业 42 家，为学
生提供实习实训工位近 1000 个。
通过开展学校与业界的密切合作，
协同创新，实现了“合作办学、合作
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

培育特色，主动服务，着力提
升 学 校 专 业 对 地 方 产 业 的 贡 献
度。结合地域特点，走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的差异化专业建设发展
道路，以特色强化优势，以优势培
育特色，通过增强专业竞争力来支
持地方产业发展。近年来，学校为
社会培养了大批基础实、素质高、
精技术、懂职场的技术技能型人
才。与合作发展联盟单位共建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人文社科研究
基地。2011 年以来，学校与企业单
位合作的省级以上应用型科研项
目 92 项，占省级以上项目的 44%，
取得的新技术、新成果有力地促进
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提高质量，打造品牌，着力提
升 学 校 专 业 与 人 才 的 社 会 满 意
度。学校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衡
量专业建设水平的核心标准，着力
打造专业品牌。学生、家长对学校
教学质量的满意度持续提高，办学
成效得到社会赞誉。几年来，学生
对教学质量的满意率在 90%以上，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均高出河南省
平均水平，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
总体满意度高达 97.2%。

（作者系黄淮学院教授）

又是一年毕业季，面对依然严峻的
毕业生就业形势，郑州轻工业学院坚持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积极构筑全方位、立
体式、多层次的就业服务体系，为毕业生
提供优质就业服务，确保连年实现就业
率和就业质量“双高”目标。

紧密结合国家轻工业振兴计划和中
原经济区建设需要，郑州轻院注重发挥
轻工学科特色和服务行业优势，建立了
稳定规范的就业市场体系。近三年，该
校先后举办了大型供需见面会 8 次、专
场招聘会 1844 场，并根据行业需求，举
办了计算机类、艺术类等行业类招聘
会。该校与海尔、宇通等 1200 多家省内
外知名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就业供需关
系，与美的、浙江星星、三全等近 300 家
用人单位签订了就业基地合作协议。

充分利用各类信息化平台，打造高
效快捷的就业信息服务体系。郑州轻院
与全国大学生就业一站式服务平台、河
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等国内知名人才
网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并利
用移动就业服务平台、QQ 群、飞信、微博
等多种途径服务毕业生。通过不断完善
校内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年均在
学校就业网上发布就业信息 5000 多条、
岗位需求近 3 万个，该网站年点击量达
120 多万人次。

不断加强体系建设，构建了“一体、
两翼、三个课堂联动”的大学生就业教育
服务体系。郑州轻院通过开设《就业指
导》等 20 多门就业类必修和选修课程，
搭建就业创业教育网络课程平台，开通
网上“就业数字图书馆”，引导毕业生树
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创业观和成才
观。积极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简历
制作大赛、“就业我先行”系列活动、模拟
招聘会等各类校园文化活动，提升毕业
生的职业意识和就业竞争力。注重对学
生的个性指导，建立“就业咨询日”制度，
针对学生的就业需求和性格特点，为学

生提供就业心理咨询和择业指导。
构建省—校—院（系）“大学生就业

创业基地”三级体系。郑州轻院注资
100 万元入驻国家大学科技园，培育孵
化优秀项目，仅 2013 年就有 108 个项目
获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目前
有 300 多个团队在校内开展创新创业活
动，大学生创业中心、IT 创新工作室等一
批跨院（系）的科技、创业团队也脱颖而
出。举办“就业创业讲坛”、创业计划大
赛等活动，激发广大学生创业热情，提高
他们的创业能力。开展校友创业典型

“选树”活动，发挥先进典型在学生创业
教育中的导向作用，推选出了荣获河南
省优秀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之星”称
号的 1998 届毕业生、郑州小樱桃卡通
公司董事长张国晓和 2001 届毕业生、
香港伽叶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牛涛
等创业典型。

针对就业特殊群体，采取“一对一”
帮扶措施，完善优质多元的就业援助体
系。郑州轻院针对学习成绩较差毕业生、
心理困惑毕业生、身体残疾毕业生及部分
专业的女生等就业困难群体，专门进行就
业指导和特殊帮助活动。对于家庭经济
困难毕业生，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指导，
使就业援助常态化，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
助，最大限度地使困难家庭毕业生在离校
时实现就业，切实做到困难学生“入学不
失学，毕业能就业”。

郑州轻院始终重视做好就业工作调
研分析，坚持校内、校外调研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调研活动。通过在校生就业期望
调查、就业专兼职工作人员座谈会等形
式，对就业指导、就业管理与服务情况等
进行调研，及时掌握就业指导工作成效、
就业管理服务效果。通过毕业生跟踪调
查、用人单位走访、就业市场需求分析等
方式，对毕业生素质能力、毕业生就业状
况以及就业状况与学校培养模式关联分
析等方面开展调查研究，为持续提升学校
人才培养质量提供数据支持。

呼 唤 教 育 的 灵 魂
——漯河五中格瑞特教改实验班教改初探

□史洋 何付卿 杨红玲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曲阜视察时
的题词令我们心灵颤动！放眼审
视我们整个基础教育领域，至今崇
尚智育，分数至上，忽略德育，导致
现在的青少年唯我独尊、自私自
利、贪图享乐、爱心缺失，文明离他
们越来越远。近几年，漯河第五初
级中学(以下简称漯河五中)校长刘
耀宗在教学改革中，大胆引进经典
教育，不仅解决了德育教育问题，
还使学生的成绩得到了有效提升，
走出了一条师生和谐相处、教学相
长、家长满意的成功之路。

让经典进校园
教改实践活了

刘耀宗，教育界传奇人物。面
对学校教室空间小、操场面积不足
和无法抗拒的生源压力，他决定实
行以国学经典为特点的教育改革，
做“成才先成人”的教育，让“爱”充
盈心间，让“和”洋溢校园。为了实
现自己的教育思想，刘耀宗大胆改
革，锐意进取，把目光聚焦到既有
容纳空间，又有优质教育资源的民
办学校——漯河格瑞特国际学校
身上。2013 年 9 月，在格瑞特国际
学校增设了教改实验班。这样既

给自己学校有寄宿需求的学生提
供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又解决了德
育教改实验基地问题。

《弟子规》和《论语》引进校园，
作为学校的德育教材。刘耀宗深
信弟子规的开篇首语“弟子规，圣
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
亲仁，有余力，则学文”中，古人“行
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教育思想是
宏论。古人德行治天下，辅以刑
治，曾经创造过历史“成康之治”、

“贞观之治”的鼎盛时代。而《论
语》中“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焉”、

“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
更教给了学生好的学习方法。借
经典构建和谐校园，借经典指导学
习方法，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一
定是一条综合提高学校水平的必
由之路。这一决策不仅影响着漯
河五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

让教改实验班焕然一新。

让教师做表率
师生关系变了

常言说“亲其师而信其道”。
要让经典在校园盛行，教师必然首
当其冲。学校利用课余时间、节假
日举行大小型教师培训，以理论结
合典型事例，引导教师更新观念，

“净化心灵”，率先垂范，引领学生
诵读弟子规，默写弟子规，讲解弟
子规。让学生学习经典的同时，教
师自己也在诵读、默写经典，并内
化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半年下来，
教师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谦逊、
礼让、上进成为一种风尚。更让人
意想不到的是师生关系和谐了，课
堂效率提高了。支教于教改实验
班的英语老师张晓华一改原有的

管理风格，对待周日不交作业撒谎
的学生不是训斥，而是引导学生背
诵“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
焉”，教会学生做事要讲诚信。学
生补完作业交上来了，一句“过能
改，归于无，倘掩饰，增一辜”，既是
褒奖，又是提醒。历史老师武艺在
讲到古代的忠臣良将立志报国时，
常常会教育学生“凡是人，类不齐，
流俗众，仁者稀。果仁者，人多畏，
眼不讳，色不媚”，教育学生做一个

“仁者”。班主任耿晓品更是驾驭
经典如鱼得水，语文课上利用弟子
规中“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
皆要”，让学生读书专注，专注才能
领会文章的意思，如此方能收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经典开启了教师
教育的智慧，使大家在面对问题时
不再急躁，处理问题则更加得心应
手了。

让家长受培训
家校沟通畅了

家校共管促德育。学校深知
没有来自于家庭的有力支持，经典
进校园的德育工作推行起来，就会
举步维艰。在培训教师的同时，家
庭培训需要紧随其后。学校分阶
段组织家长听报告，开家长座谈
会，甚至请有深切体会的家长现身
说教。边荣先的爸爸带来的两个
孩子有感于父母的辛苦，比着学
习，在班上成绩遥遥领先的故事触
动家长的心弦，吸引了更多的家长
支持学校的做法。学校引领家长
在家里也读《弟子规》，以弟子规中
的教导规范自己的言行，让家长的

“善思”“善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
孩子。

让学生去知行
学习成绩好了

国学经典进校园，目的是引导
学生通过吸收古圣先贤的智慧，做
到知行合一。学校开辟早读前十
分钟为经典诵读时间，就餐前经典
赛读，晚自习前讲解经典，坚持不
懈，气氛热烈。一月举行一次经典
背诵比赛验收成果。诵后导行，内
化为行动，践行弟子规。学校还通
过“师生践行弟子规表演赛”同台
比拼。教师节目《母爱无疆》、学生
节目《马路上》等一幕幕感人的镜
头震撼人心，催人泪下。老师与学
生的表演栩栩如生，仿佛在诉说自
家言，行自己事。

经典文化的践行过程就是养
成教育落实的过程。如今，同学们

都能够用弟子规的内容来约束自
己的行为。无论在家或寄宿在校
的内务整理，学生常会吟诵着“置
官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
起床后都能做到铺平，被方。学校
把所有的学生能干好的工作分包
给他们，让学生每天自查自己工作
范围的卫生是否有问题，树立“学
校是我家，人人都爱它”的意识。
诺大一个校园没有清洁工，没有一
个专门的生活老师，教改实验班的
学生们完全能够保证校园的角角
落落一尘不染。

“爱”“和”即能生慧！学生少了
惹事生非，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学
习上。老师少了处理纠纷的机会，
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备课上。在经
典的熏陶下，教改实验班 96 名学生
每次月考，在与兄弟学校同级上千
人的学生成绩相比中，前 100 名学
生他们就占 20 名左右。本学期期
末又喜获丰收，特别是令同行惊羡
的平均 101 分的数学成绩，彰显着
刘耀宗校长主张的“吸纳经典文化，
催生德育之花，绽放心灵智慧”这一
教育思想初见成效。课改实验班的
成绩遥遥领先，家长满意度陡增。

(作者分别为漯河五中副校长、
漯河格瑞特国际学校总督学和社会
发展部主任) 电话：0395-339822

郑州轻工业学院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刘磊

完善就业服务体系 提升毕业生就业质量

读 图

时 代

□李东亚

“四度合一”办高校 提升社会满意度

《说文解字序》中记载：“仓颉
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
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据《平阳府志》记载：“上古仓
颉为黄帝古史，生而四目有德，见
灵龟负图，书丹甲青文，遂穷天地
之变。仰视奎星圆曲之变，俯察
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
文字既成，天为雨粟，鬼为夜哭，
龙 为 潜 藏 。 今 城 南 有 仓 颉 故 里
碑。”

目者，纲目也，纲通罡，天罡乃
宇宙间金木水火四方的正能量，人
所具有即为四德。有四德者，不仅
有一双肉眼，还具有慧眼和天眼的
能力，能见常人之所不见，绘无型
之形，穷天人之际，通万物之情。
太古之人，如仓颉之圣者，皆如是
也。史传汉字初始为仓颉所造。
他是黄帝的史官，有四只眼，半神
半人。所谓“四只眼”即具有四种
德性和性能，他根据日月的形状、
鸟兽的足迹，观之于物，而用之于
心，创造了以音意形为主要特征表
天地万物的汉字。

上古的画即是记事、表意的符
号。画同符，符通书，书即字，传统
道家通天地阴阳的符即来自上古
的字。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叙
画之源流》中解释说：“颉有四目，
仰观天象。因俪乌龟之迹，遂定书
字之形。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
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
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
圣人之意也。”传统书、画、符、字、

印、章皆同源，皆可表示和通达圣
贤之意，彰显天地万物之理。

粟者，五谷之一也。天地五行
之阴阳与人心之阴阳氤氲交合而
成五谷。五谷乃万物阴阳五行造
化之果实。鬼神者，阴阳二气也，
其形不可恒见，汉字出，书表之形
意。字者，治也，制也，汉字可表万
物造化之理，阴阳鬼神五行实藏之
谜。汉字出，人拥有了系统治理调
和万物的智慧以及制造克制阴阳
万物的能力。据说汉字造成时，

“天雨粟，鬼夜哭。”有人说上天因
喜悦文字的出现而降落小米以庆
贺，但是鬼魅见人类有了文字以
后，必智慧大开，再也无法和人平
等交流或者进行操控和愚弄，因此
只好抱头痛哭了。“天雨粟”也有人
认为是：圣人向人类启迪智慧以后，
人们五常、五脏与天地万物五行阴
阳和合，老子曰：天地相合，以降甘
露。因天地万物和谐，故风调雨顺，
五谷丰实，政通人和，国泰民安。

汉字系天地造化阴阳变化之
符号规律之体现，彰显的是通达
天地的和谐之道，是天经地义客
观 秩 序 的 表 达 。 造 化 不 能 藏 其
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
故鬼夜哭。

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

教育名片展示

4 月 24 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一行莅临河
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考察指导工作，并欣然受聘为学校名誉教授，其间，李肇
星出席了学校的欢迎会。河南机电高专校长罗士喜代表学校向李肇星颁发了
荣誉教授的聘书，李肇星愉快地说：“从今天开始我就是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
校的一员了，衷心祝愿办学特色鲜明的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越办越好。”

（李树华）

4月 29日，郑州市金水区科技体育展示活动暨纬一路小学全员运动会在郑
州市体育场举行。本次运动会是在纬一路小学“锻炼一个好身体”教育理念的
引领下举办的一次规模空前的体育盛会，旨在展示全校师生团结协作、勇于拼
搏、敢于争先的精神风貌，促进体育的趣味性和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仅丰富了
学生的课外生活，还展现了全体师生顽强的意志、坚韧的品格、团结协作的精神
和活泼可爱的性格。 （张萌 张红杰）

□中和 向东

敢问路在何方——
黄淮学院转型发展的探索与实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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