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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概况

新乡学院位于河南省新乡市，是一
所经教育部批准建立的公办全日制普
通本科院校。学校始于1949年成立的
太行公立新乡师范学校，是一所具有红
色革命基因、改革开放基因的学校。

2007年，经教育部批准，由原新乡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平原大学、新乡市
教育学院合并组建新乡学院。2014
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
估。2019年，获批河南省硕士学位授
予立项建设单位。2021年，被列为河
南省“十四五”时期重点建设的示范性
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高校。

学校环境优雅，办学条件优越，占
地面积 2158 亩，校舍面积 77 万平方
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3.95亿元，
拥有现代化的教学楼、实验楼、学生公
寓、标准化运动场馆和先进的计算机网
络服务系统，校园无线 WiFi 全覆盖。
新图书馆是河南高校功能最齐全、设计
理念最先进的现代化图书馆之一，馆藏
纸质图书 202 万册、电子图书 160 万
册、中外文报刊 1520 种、各类数据库
50个，实现借阅一体化管理模式，全馆
无线网络全覆盖。

学校建有 24个二级学院、18个科
研机构、12个行业（产业）学院，现有省
级、校级重点学科 12个，省、市级重点
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协同创新
创业中心等36个，省级科技创新团队2
个。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 2.63 万余

人，成教生1.7万余人。
学校以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为

中心，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需求
为导向，持续加强本科教学工程建设。
拥有 30门省级思政样板课程、精品课
程和线上线下一流课程，5个省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13个省级综合改革试
点专业和特色专业，16个省级教学团
队和优秀基层教学组织，全力培养“专
业知识好、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上
手快可持续”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先
后为社会培养了30万名优秀人才。

学校拥有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
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师资队伍。
先后柔性引进院士、长江学者等高层次
人才50人。现有教职工1800人，专任
教师1376人，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500

余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教师 1100
人，拥有全国优秀教师、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河南省教学名师、河南省
优秀教师、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河
南省中青年骨干教师等104人。“双师双
能型”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46.7%。

学校高度重视大学生的创新创业
和就业工作，建立合格、优秀、卓越三级
激励机制，持续增强学生创新创业和就
业能力。2010年，成立了大学生创新
创业孵化基地，累计孵化创业项目 186
个。毕业生综合素质深受用人单位好
评，就业质量逐年提升，毕业生当年就
业率保持在96%左右。先后获批“河南
省大学生创业教育示范学校”“河南省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示范基地”“河南
省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省级众创空间”
等称号，为豫北地区唯一一所获得省教
育厅、省人社厅、省科技厅关于创新创
业园区建设全部荣誉的高校。

学校坚持走国际化办学道路，积极
开展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选派学者、
教师赴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
家交流或进修，聘请国外知名学者担任
客座教授。先后与白俄罗斯国立技术
大学和布列斯特国立工业大学，美国贝
佩丝大学，新西兰塔拉纳基西部理工学
院，加拿大北方应用理工学院，英国东

伦敦大学等国外高校签订合作办学协
议，生物技术专业开展本科层次国际合
作办学，联合培养具有国际教育背景的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学校高度重视学生资助工作。设
有国家奖学金、新乡学院综合奖学金。
在学科竞赛、学术研究、科技创新、文化
传承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学生，可享
受新乡学院单项奖学金。校内设有勤
工助学岗位。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可
以采取“绿色通道”入学报到。同时，设
有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励志奖学金、国
家助学金、特殊困难补助等多种资助项
目，确保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
完成学业。

学校一切工作以学生为中心开展，
打造特色服务品牌，为学生的全面成长
成才保驾护航。在元旦、端午、中秋、校
庆等节日当天为学生发放免费餐券，并
在 6月份毕业生离校日为毕业生发放
免费餐券。该校是全省乃至全国唯一
一所持续10年为学生在节日提供免费
餐券的高校。教学楼、图书馆设置免费
饮用热水、无人售货机，宿舍楼配备投
币洗衣机、无人售货机，为学生提供舒
适舒心的活动室、自习室和医疗室，冬
天集中供暖，极大地方便学生的学习和
生活。

学校高度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常年
开展“科技文化艺术节”“社团成果展示
节”“体育文化节”“创新创业大赛”“职
业规划大赛”“经典诵读大赛”等活动，
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不断提
升青年学生的综合素质。如在全国大
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获得国家一等奖
3项、二等奖 13项；在国际大学生程序
设计软件技能大赛中获得团体铜奖；在
河南省赛区全国软件专业人才设计与
开发大赛、全国大学生先进图形技能与
创新大赛及河南省高等学校师范教育
专业毕业生教学技能大赛等比赛中多
次荣获一等奖；学校音乐剧《让理想飞
翔》在全国第三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中荣获表演类国家级一等奖及优秀创
作奖，纪录片《盆窑工》在中国大学生电
视节中荣获二等奖并获国际大奖等。

2020年 12月 31日晚，该校师生在
2022北京冬奥会主赛场“首钢园”滑雪
大跳台顺利完成了“2021 北京新年倒
计时活动”的电视直播任务，获得社会
好评。

二、2021年招生信息和
政策情况

2021年学校新增“增材制造工程、
酿酒工程、风景园林、舞蹈学、人工智
能、康复工程、养老服务管理”7个本科
专业。

2021 年，学校普通本科计划招生
4515人，共有 69个本科专业（方向）面
向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招生；专科
计划招生 1300人，10个专科专业面向
河南招生。

其中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 个：制药工程、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9个：汉语言
文学、物理学、心理学、生物技术、机械
设计及其自动化、土木工程、化学工程
与工艺、会计学、英语专业。制药工程
专业通过国家专业认证，化学专业通过
师范类教育专业二级认证。

增材制造工程专业2021年获批教

育部目录外专业，是教育部审批通过的
第一个专门培养3D打印人才的本科专
业。学校成为全国第一家举办3D打印
本科专业的高校，并开设有全国首个二
本层次的3D打印学院。现设有增材制
造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和康复工程3个
本科专业，着力培养符合产业高质量发
展和创新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学校2020年在河南省一本批次理
科录取最低分 544分。在河南省二本
批次文科录取最低 525 分，最低位次
42716 名；理科录取最低 501 分，最低
位次171454名。在河南省合作办学本
科 理 科 录 取 最 低 457 分 ，最 低 位 次
235408名。在河南省专科批次文科录
取最低456分，最低位次107245名；理
科录取最低 411 分，最低位次 293890
名。学校历年详细的录取分数，考生可
登录新乡学院招生信息网查询。

对于在河南一本批次报考我校并
被录取的新生，学校将采取实验班教
学，配备 50%的教授和博士授课、安排
4人间住宿等鼓励政策，并按照学校政
策享受奖、助、补等资助项目。

学校2021年分省分专业具体招生
计划、招生政策和录取的相关信息如
下：

1.新乡学院官网：
www.xxu.edu.cn，
2.新乡学院招生网：
zs.xxu.edu.cn；
3.新乡学院招生QQ群：
299575227；
4.新乡学院招生咨询热线：
0373-3682901、3682902。

热忱欢迎广大考生报考新乡学院

招生微网微信公众号（inxxxy）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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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规模较大的
根据地之一，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
奇迹。2019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入
河南信阳视察，高度肯定了“鄂豫皖苏
区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
据地”的历史地位，指出“鄂豫皖苏区根
据地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大别
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大
别山地区丰富的红色资源构成了中国
红色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源泉，为
高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丰富内
容和多元载体。长期以来，信阳农林学
院紧紧依托地处大别山的区位优势，充
分利用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扎实开展
红色文化育人工作，努力让红色文化成
为校园文化的亮丽风景，实现以红色文
化铸魂育人的目标，推动学校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提质增效。

一、坚持上联下动，强化
顶层设计

学校党委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始终
坚持把红色文化育人贯穿于办学治校
和教书育人全过程，树立全校一盘棋的
协同育人意识，成立了由党委书记、校
长任组长的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建
立了学校领导联系院系制度，全面指导
院系全员育人工作开展。加强课程思
政建设，坚持“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同频共振，做到“无课不思政，无人不思
政”，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实行“上联下
动、点面结合”，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齐抓共管、职能部门协调联动、相
关部门具体实施、师生共同参与的红色
文化育人工作格局。

二、坚持外引内培，锻造
专业队伍

师资队伍是建设思政课堂、构建思
政体系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
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思政课教师应做到：政治要强、情怀
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
人格要正。学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全
国全省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全省教
育大会和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
谈会精神，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建设力度，采取“外部引进、内部培养”
的方式，着力建好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和辅导员工作队伍，选优配齐思想
政治教育教学队伍、研究队伍、管理队
伍和服务队伍，坚持做到数量充实、结
构合理，努力打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队伍、辅导员队伍、党政管理干部和生
活服务人员共同组成的四支团队。同
时通过培养培训、专题讲座等形式，切
实提高思政师资队伍质量，广泛深入开
展联系学生、宣传学生、发动学生，实现
红色文化研究、教学质量提升、学生思
想引领和行为规范同步推进，不断提升
红色文化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开设红色课堂，坚定
理想信念

红色资源承载着仁人志士们的革命

意志和英雄事迹，蕴含着为国奉献的爱
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是高校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教育资
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利用红
色资源，开展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和理想
信念教育。长期以来，学校以弘扬大别
山精神为目标，组织教师编写红色教材，
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的内在基因，不断积
累和丰富红色文化教育实践经验，在全
校范围内开设大别山红色文化研究选修
课，灵活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全面、
立体地呈现大别山红色文化的精神内
核，实现大别山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
育价值。学校牧医工程学院探索开设

“牧医红专讲堂”，将专业教育和思政教
育的有机结合，着力打造“红专课程、红
专学堂、红专青年、红专书院、红专基地、
红专导师”六大平台，把企业纳入学院

“三全育人”主体，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打造协同育人新格局。文学艺术学院
通过艺术化形式将红色剧目搬上舞台，
创编了红色舞蹈《将军故里茶飘香》献礼
党的百年华诞，同时用百首音乐经典讲
述党史故事，通过“党史+音乐”的模式，
将微党课与歌唱表演结合起来传递信
仰，以青春唱响爱国主义旋律，让青年学
生感受历史印记、有效激发青春热血，激
励他们不负历史和时代。规划设计学院
深入开发和利用信阳独具特色的红色文

化资源，以鄂豫皖苏区首府博物馆、鄂豫
皖省工农民主政府旧址、许世友将军故
里等众多的旧址和纪念地为灵感，创作
出了《红色记忆—岿然》《永恒的记忆，不
朽的丰碑》《红色的力量》等系列红色文
化主题文创产品，全方位多层次传播弘
扬红色文化。食品学院通过举办“百年
回忆是峥嵘，食味归处是文化”食品文化
节，以红色文化为主题，制作面塑、泡沫
塑红色主题展、“红色将军宴”，切实将红
色记忆、红色基因等“文化符号”融入青
年一代血脉，让老区信阳美丽的“红色画
卷”在美食中尽情展现。通过课堂教学、
主题展览等多样形式，积极引导学生了
解红色文化的内涵及时代价值，感悟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进一步坚定
理想信念，不忘初心永远跟党走，切实推
动红色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四、筑牢阵地建设，打造
红色校园文化

红色文化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有理
想信念的导向价值、艰苦奋斗的教育价
值、爱国主义的弘扬价值、改革创新的
实践价值，信阳农林学院依托红色文化
资源，结合校园文化建设，提出了“要依
托信阳红色文化资源，着力打造红色校
园文化”的要求，对于红色文化融入校

园文化进行了积极探索。学校精心打
造红色文化宣传阵地，将红色文化融入
校园文化总体建设之中，在校园内精心
打造了“红色文化长廊”“耕读文化长
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广场”等
一批红色宣传阵地，依托大别山地区红
色文化资源在校内红色文化长廊进行
展示，让师生可直观近距离感悟大别山

“28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历史。同时，
充分发挥校园网和官方微信、微博等网
络阵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讲述红色
故事”活动，加强红色文化网络宣传教
育，采用新形式，让红色历史“活”起来，
使受众由“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拓宽
线上宣传渠道，充分利用微信、抖音、快
手等新媒体开展线上宣传教育，围绕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学党史牢记使命 祭
英烈传承精神”直播活动，将信阳红色
资源“搬上”网络课堂，实现了“小课堂，
大覆盖”。积极参加河南省教育厅组织
的百首红歌接力唱，浏览量 5.4万+；依
托官方微信推出系列《党史·我们的记
忆》系列视频，浏览量10万+；学校党史
学习教育新闻先后被“学习强国”、河南
省教育厅网站、《信阳日报》、信阳电视
台等各类媒体平台转发30余次。通过

“线上线下”双管齐下开展红色文化进
行校园，使红色文化浸润校园环境，让
学生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传承红色
基因，筑牢思想根基，真正达到“润物细
无声”的作用。

五、开展红色实践，叩问
初心使命

实践是人类特所有的存在方式，
也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通过开
展红色实践活动，帮助大学生亲身体
验，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一
是深化红色文化现场教学活动。通过
组织师生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实
践教学，在体验和感悟历史中重拾红
色记忆，深化对红色文化的认知。学
校将红色文化教育与立德树人，强农
兴农的办学实践相结合，先后与鄂豫

皖革命纪念馆、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
博物馆、何家冲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
地、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桐柏山革命纪
念馆、刘邓大军渡淮纪念馆等共建红
色文化实践教学基地群，定期开展红
色文化主题现场教学活动。二是开展
重温红色经典活动。红色经典记录着
党的光辉历史，承载着红色革命传统，
学校坚持定期举办“讲红色故事 做红
色传人”讲故事活动、举办“牢记红色
历史，传承红色记忆”历史情景剧大
赛、开展“不忘初心 红色之旅”主题党
日活动，经典红歌传唱活动等系列活
动，通过组织诵读经典、传唱经典和演
绎经典等方式，让大学生在红色经典
中汲取文化养分和精神理想，提升历
史认同和情感认同。三是开展红色文
化服务活动。长期以来，学校扎实开
展雷锋志愿活动和以学习红色精神、
宣传红色事迹为主题的系列志愿服务
活动，组建了“红喇叭”志愿讲解服务
队，深入中小学、社区、革命纪念馆等
开展志愿讲解活动。开展“暑期三下
乡”、“红色筑梦·精准扶贫”、“青春向
党”街坊、走访老党员、红色旅游抽样调
查、红色调研等系列活动，通过让学生
写红色主题活动心得报告、组织活动体
验分享会、撰写宣传报道等方式，了解
学生对活动参与的感受，考核学生对红
色文化的学习，加深对红色文化的理
解，增强爱国之情，笃定报国之志。

大别山是一片红色的沃土，孕育了
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信阳农林学院是
在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一
棵大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红色
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
色基因传承好。”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传承
红色基因，讲好“四个故事”，充分发挥
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价值，全方位多角
度开展红色文化育人工作，引导广大师
生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汲取红色力
量，厚植爱国情怀，不断开创思想政治
工作新局面。

舞蹈《将军故里茶飘香》 组织学生赴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开展实践教学

根植红色沃土 用好红色资源 传承红色基因
——信阳农林学院开展红色文化育人工作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