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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西大峡谷位于豫、陜、

晋三省接合部，三门峡市卢氏

县官道口镇新坪村境内。豫

西大峡谷是远近闻名的漂流

胜地，连续多年接待人次、营

业收入、经营利润稳居三门峡

旅游景区榜首。被评为国家

AAAA 级景区，荣获三门峡市

人民政府“市长质量奖”“河南

省旅游扶贫开发先进企业”

“中国自驾车旅游品牌百强景

区”“河南省环境教育基地”等

诸多荣誉称号。每年来这里

旅游的游客高达 50 多 万人

次，当地村民通过旅游实现了

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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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从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

度，作出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

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

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

高等教育要解决好“为谁培养人、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根本

问题。进入新时代，面对“两个一

百年”的奋斗目标，我们党提出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对于引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信心、

强化自觉、提升素质，投身民族复

兴伟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时代新

人”的基本内涵是具备“当代中国

精神”，核心内涵是“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并强调，“中国梦是历史的、

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

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高等学

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

梦的进程中，担负着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

的重要使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

“立德树人”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为各项工作找准方向、立好标杆。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紧紧围绕这

一中心任务，按照国家发展高等职

业技术教育的号召与要求，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引领下求实进取、开拓创新，迈出

了扎扎实实的步伐。

聚焦立德树人育英才聚焦立德树人育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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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山村手拉手 旅游扶贫景色新
——豫西大峡谷旅游扶贫纪实

□刘廷福

以德为先，坚守学生成才正
确导向

在“厚德臻善、知能兼隆”的校训中，将
修养高尚的道德作为首要目标，校训凝练了
学院的办学方向和治学精神，更蕴含了三职
院人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和育人导向。“上德
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秋雨后的清晨，轻柔的阳光洒满砚池湖上，
琅琅的《道德经》诵读声飘扬在校园上空。
为用中华优秀经典文化教育培养、感染熏陶
学生，学院将文化育人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重要途径，秉承中流砥柱精神，依
托仰韶文化、老子文化、虢国历史文化等优
秀地域文化资源，师生诵读《道德经》、“礼仪
之邦”文化演出、经典诗文朗诵等活动，在经
典文化活动中培育社会发展需要的时代新
人。

习近平总书记曾讲道：“马克思主义是
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我国大
学最鲜亮的底色。”他强调，思想政治理论
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
精心引导和栽培。近年来，学院“将思想政
治工作贯穿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坚持和加
强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构建了“一个核心、
五大特色、十大项目”为主要内容的特色思
想政治工作体系，牢牢掌握学院思想政治和
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保证学院始终成为
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
阵地。

德技并修，打造特色职教育
人体系

修身立德是立身之本，精技强能是生存
之基。学院以“特色鲜明、质量过硬、省内一
流、人民满意”为发展目标，以“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工学结合”为育人机制，以省级骨干
高职院校建设、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
进和创建国家级“双高计划”建设单位为契

机，持续开展教学改革，深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学院专业结构不断优化，重点和特色专
业持续创优增强，人才培养质量得到社会的
广泛好评。

为了提升人才培养的竞争力，学院实施
了“三年三步走”的教学改革战略，持续开展
了“说专业”“说课程”“说项目”活动，重构和
优化了专业课程体系，“六步四结合”教学模
式改革切实提高了课堂教学成效，增强了教
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学院在参加 2019年
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荣获一等奖 1个、二等奖 4个、三等奖 1个。
学院积极推进课堂教学信息化建设，鼓励教
师探索“课内课外、线上线下、校内校外、移动
固定”互融互补的多样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模式，在第二十三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
息化交流活动暨河南省第五届信息技术与课
程融合优质课大赛荣获一等奖2个、二等奖5
个、三等奖3个。

学院“将产教融合贯穿到人才培养教育
的全过程”，重组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让
企业专家和能工巧匠深度参与专业建设。以
教育部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建设为契
机，探索出“招生招工一体、校企协同育人”的

人才培养新路径。目前，学院与深圳固高等
120 余家大型企事业单位合作开展人才培
养，逐步形成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培养
的共同体。

双创引领，着力服务地方经
济发展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打造经济增长
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的重大举措。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在出席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活动周时强调，以创新赢得未来已成为这个
时代的新共识，“双创”精神正在塑造当代中
国人的新品格，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扎实推
进“双创”工作，不断激发市场活力潜力和社
会创造力。学院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将创新
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教育全过程”，依托三
门峡市众创空间暨产业孵化基地，开设创新
创业通识课和专业课，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明确培养计划和学分要
求，成立了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创业教
育教研室和创业导师团队，探索构建了“创新
创业通识教育”“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创新创
业实践活动”三段融通的创新创业教育体
系。学院组织开展了6届创业设计大赛、6届
创新创意大赛、18期GYB创业培训，培训人
次达5000人。

学院还与北京中科创大联合成立“中科
创新创业学院”，共同构建学院“创新创业”生
态系统，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打造创新创业孵
化基地。在 2019年河南省“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暨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选拔赛中，学院
荣获一等奖 1项、二等奖 5项、三等奖 2项，4
个项目入选国赛训练营，创新创业教育取得
了显著成绩。

春华秋实，桃李芬芳；鸿鹄高翔，逐梦前
行。作为教育部批准设置的河南省首批高职
院校，二十载砥砺奋进，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
展培养出十余万“品质优良、技术精湛”的高
技能型人才。2015年，依托学院教育资源成
立了河南科技大学应用工程学院，开创了普
通本科教育的新篇章。

笃实志坚，德睿行远。在新的征程中，全
体三职院人将“为学生提供最好的职业技术
教育、办人民满意的高职院校”作为价值追
求，不忘教育初心为党育人，践行教育使命为
国育才，为实现“独立设置应用型本科建设”
和“高职国家‘双高’目标建设”两大目标任
务，在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征程
中，驰而不息，砥砺奋斗！

（作者系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航拍全景

学院中心广场
（本栏图片均由 张栓刚 摄）

不忘初心谋带动
小山村华丽转身

官道口镇新坪村是卢氏县贫困村的典
型，这里地处三县交界，长期处于闭塞落后状
态。全村 329户，分为 10个村民组，散居在
12平方公里的沟沟岔岔中，贫困户74户。

“村里只有两座砖砌房，其余都是土坯
房，贫困户缺油少盐。”7月 8日，回忆起过去
的穷日子，村支书鲁彦玲记忆犹新。农业以
小麦、玉米种植为主，无其他产业，村集体收
入一片空白。村民思想视野受限，外出务工
的很少。

2004 年，豫西大峡谷景区由郑州公交
总公司和卢氏县人民政府联合开发，成立
卢氏豫西大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经过
十几年的艰苦努力，成长为享誉豫、晋、陕
三省知名的 4A 级旅游景区和行业标杆企
业，打造出了中原勇士漂、峡谷瀑布观赏、
原始森林探险等多种娱乐项目。在新坪村
的核心景区，如今一座污水处理厂每天运
转，将村中的污水收集处理，确保群山间清
水长流。

这是豫西大峡谷景区夯实新坪村基础设
施的一个缩影。

公司捐赠累计超过 300万元，村中的饮
水管道、护村路坝、路灯等先后“上岗”，村庄
面貌一新。

此外，公司还连续多年出资为新坪村村
民缴纳新农保，设立“勤学有为”奖学金，其中
一本以上的大学新生能领到万元奖学金。一

些普通岗位，优先招聘新坪村的贫困户。土
地流转费用也高于当地群众之间流转的标
准。安排32户贫困户在景区务工，还将对新
坪村最后16户贫困户脱贫兜底。

随着大峡谷景区发展，新坪村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羊肠小道变成了 8米
宽的柏油公路；原来的旧土坯房到现在的农
家民宿宾馆；从 2005 年人均收入 300 元左
右，到现在的人均收入 15000元左右。帮助
村里成立农家乐协会，经过充分发动、示范引
导、培训提升，帮助群众开办农家乐。村里开
办农家乐的有 70多家，村民或开商店、或办
饭店，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生活质量有了
大幅提高。

特色农业添彩
实现村企共赢

秋天的豫西百草园，红黄粉白的千日红
灿烂成海。新坪村的河沟组、北坪组农田
1000多亩，荒僻的山沟成了花草的海洋。

“家里土地全流转给了百草园，流转费有
四五千元，在百草园干活一年还能挣七八千
元。”村民胡随玲说。

目前村里有 18户与百草园签订了劳动
合同，加上临时用工，在景区参加劳动的已达
100多人。

同时，景区致力于美丽乡村建设，将百草

园所在的河沟组 28座几近废弃的农家院进
行改造，建设民俗文化村。屋主以房屋、宅基
地入股的形式和百草园紧密联系在一起。

此外，部分村民组搬出深山后，景区还在
新村旁建设了大型停车场，如今已带动发展
6家农家乐。

2015 年，豫西大峡谷景区结合旅游开
发、美丽乡村建设、产业扶贫，注册成立三门
峡百草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立足卢氏

“天然药库”的资源优势，栽植油用牡丹、芍
药、金银花、连翘、葛根、桔梗、皂角等十余个
品种，打造了中药材核心观赏区、薰衣草观赏
区、紫薇园观赏区、二十四节气观赏区、鲁冰
花观赏区，形成四季有花的百草园。

豫西百草园在发展的过程中，对村民原
有的破旧房屋进行修旧如旧的改造，房子的
产权归村民，园区统一运作，河沟组群众以宅
基地入股（占股 25%）的形式和百草园紧密
联系在一起，为村民再添一份预期股金收
入 。 2017 和 2018 年 村 民 每 人 每 年 拿 到
1000元的股金分红。2018年 2月初，耿家村
5个组 236户群众，领到土地流转费用及务
工工资100余万元。村民实现了租赁土地有

“租金”、参加务工有“薪金”、老房屋入股有
“股金”的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三金”收入
新模式。

豫西大峡谷景区利用公司信息、技术的
优势，规模化运营，取得良好效果，中草药种
植已成规模，企业有了良好发展势头，村民每
户土地流转（租金）年收入 6000余元有了保
障，已收到五年的土地流转收入约 131 万
元。户年收入可达到10万元。

豫西大峡谷刘秀湖

豫西大峡谷白龙瀑

专家指导中药材种植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谢康

豫西大峡谷漂流 乡村茶馆 千亩芍药花海 古村惬意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