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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华 陈新峰

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河南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秉持“厚德、博学、笃
行、致远”的校训，弘扬“自强不息、百
折不挠、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立足河南，辐射全国，面向基层，依托
行业，服务社会,为健康中原提供强有
力的医学人才支撑。

七十载栉风沐雨、薪火相传

学校位于省会郑州，创办于 1952
年，今年正值学校建校 70周年。自建
校以来，几易校名、数迁校址，勇担重
任，风雨兼程，践行初心使命，深耕中
原沃土。学校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
托单位、河南省高职“双高”工程建设
单位、河南医药卫生职业教育集团的
牵头建设单位、“十四五”时期教育强
国推进工程储备院校、解放军空军士
官人才培养定点院校、河南省文明校
园、全国全科医学教育重点学校、全国
绿化模范单位、河南省职业教育特色
院校、省级优质高等职业院校。70年
的办学历程，筚路蓝缕、弦歌不辍、薪
火相传、与时俱进，一路走来，与祖国
同呼吸共命运，与时代同进步共发展，
谱写了助力健康中原建设的新篇章。

七十载砥砺前行、春华秋实

党建引领促发展。学校党委始
终把党的领导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
人全过程，履行管党治党、办学治校
的主体责任，确保正确的办学方向。
努力推动党建与立德树人、教学科研
的全面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
量事业发展。加强“双带头人”培育
工程，着力把学校教师党支部书记队
伍建设成为党建和业务双融合、双促
进的中坚骨干力量，以党建工作引领
教学科研，以教学科研成效体现党建
工作水平，推动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
深度融合。

立德树人结硕果。学校始终把
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的问题作为首要任务。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加强思想
政治工作，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教学，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和改革，
促进思政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
知识教育的有效融合，培养学生弘扬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
无疆的精神，在服务人民健康、助力
健康中原、医学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
是在疫情防控中，该校培养的数万名
学生中涌现出了像宋舒娟、梁美洋等
一大批人民好医生、好护士和道德模
范人物。

教育教学显成效。开设28个专业
（方向），面向全国 18个省份招生，护
理、养老育幼两个团队分别获批河南
省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高校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被确定为河南省
职业院校护理专业“双师型”教师培养
培训基地、“双师型”名师工作室、教师
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立项建设河
南省现代学徒制示范点。现有省优秀
教育管理人才4人，河南省学术带头人
5人、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 13人、青
年骨干教师 7人。立项建设省级课程
思政示范课程3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8门。

人才培养上台阶。学校先后与省
人民医院、省肿瘤医院、省胸科医院等
合作，共建实习基地、共享师资队伍、
共编教学计划、共育实用人才。举办

“3+2+1”卓越全科医师实验班，成立

产教融合发展研究中心，牵头组建河
南省家政服务与管理产教融合专业联
盟，合作共建家政服务与管理产业学
院、母婴护理产业学院、康养产业学
院。与郑州新开元集团、河南好大夫
教育集团等深化校企合作深度融合，
搭建了人才培养新模式。以人才培养
的高质量全力促进毕业生更加充分和
更高质量的就业，近 5年，毕业生毕业
去向落实率平均在95%以上。

科研水平新提升。加强科研平台
建设，提高科研平台管理运行水平，建
有聋病机制医学实验室等 4个河南省
医学重点实验室。增强创新发展内生
动力，提升科研水平，近年来，科研成果
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较大提升，学术论
文和参编著作、教材数量显著增加，纵

向教科研项目数量和质量实现双重提
升。加强科研合作，与北京大学合作获
批国家自然基金——河南联合基金重
点项目，与省职防院等单位合作开展多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

教 学 资 源 再 优 化 。 学 校 实 现
WiFi无线网络教学办公全覆盖，设有
9个专业实训基地（实验中心）和 2个
公共实践教学基地，实验实训场所面
积近 12.8万平方米，设备值总计 8400
余万元，共计 4600 余台（套），其中大
型设备共计122台（套），共有249个实
验 实 训 室 ，实 验 实 训 开 出 率 达 到
100%。建成多个虚拟仿真实验室、产
教融合实训室，智慧化教学环境进一
步提升。校外实践基地实现了“覆盖
省内 17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覆盖

省内医学本科院校附属医院、覆盖省
内全部三级甲等医院”的三个覆盖。

社会服务有担当。学校将人才培
养与河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紧密结
合，发挥河南卫生人员培训中心等 14
个省级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基地设在河
南医专的优势，积极融入“健康中原”
建设，服务“一老一小”，持续开展全科
医生转岗理论培训、卫生应急管理干
部培训等项目。充分发挥医学院校智
力优势、人才优势、师资优势和行业优
势，赴泌阳县、嵩县车村镇龙王村开展
志愿服务和精神文明结对帮扶，持续
做好夏邑县“校地结对帮扶”，上蔡县
尚堂社区精准帮扶，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助力乡村振兴。

七十载滋兰树蕙、继往开来

潮平岸阔催人进,风正扬帆正当
时！70年来，学校取得的辉煌成就植根
于河南医专人的躬耕不辍，凝聚着社会
各界的鼎力支持，饱含着广大校友的爱
校情怀。70周年校庆是学校发展史上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里程碑，更
是新时代河南医专人争创一流的新起
点。躬逢盛世，使命在肩，面向未来，河
南医专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的神圣使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携手并进，向着
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医学院校目标
迈进，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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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立德树人担使命 百年风华谱新章
□李树华 王建力 卫永强

◆教育部、原卫生部第一批卓越医生教
育培养计划项目试点高校

◆教育部首批“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
◆国家级优质校建设单位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
《中国高职高专排行榜》，漯河医专在
全国医药类高职高专院校中居第一名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坐落于中
华汉字文化名城、中国食品名城、中原
生态水城——河南省漯河市，沙澧河水
滋养她的聪慧、灵秀。她，始建于1924
年，近百年来，栉风沐雨，砥砺歌行，七
易校名，六迁校址，矢志不渝，始终怀着
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初心。她，2004
年正式升格为公办普通高等专科学校，
实现了全面跨越式发展，两次接受省政
府申办本科院校验收。目前，有源汇、
召陵两个校区，占地1540余亩，在校生
近 2 万人，教职工 4192 人（含附属医
院），专任教师973人，柔性引进国内外
知名专家学者150余名为学校双聘学科
带头人，助力办学质量全面提升。3所
直属附属医院拥有床位3500余张。

重创新，人才培养开拓“新路径”

一是深化改革，质量立校。学校推
进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实施

“课堂革命”，打造“金课”，淘汰“水

课”。坚持质量立校，在全国最早实行
“严进严出、教考分离、弹性学制”等重
要举措，严把毕业出口关，切实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二是“三全育人”，五育并
举。推进十大育人体系工程，全面统筹
办学治校各领域、教育教学各环节、人
才培养各方面的育人资源和育人力量，
推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理想信念、
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的有机结合，建立
健全系统化育人长效机制，获批河南省

“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和试点
院系。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
全过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三是人才培
养，全国首创。准确把握“健康中国”背
景下医学人才的培养方向，在全国率先
修订医学人才培养方案，实施“四个习
惯、四张处方”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培养
学生学习习惯、运动习惯、饮食习惯和
卫生习惯，教会学生开具医疗处方、心
理处方、运动处方和膳食处方的能力，
使学生不仅成为病人健康体魄的守护
者和指导者，还成为健康生活的倡导者
和践行者，全面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全校学生体质测试达标率从 63.4%增
长至 96.1%。近三年获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国赛一等奖 10项，省级以上荣
誉 110余项。临床执业助理医师和口
腔执业助理医师考试通过率位居全省
同类院校第一,在全国名列前茅。四是
招生就业，屡创佳绩。2021年学校录
取新生中，临床医学专业本科上线率为

32.3%；口腔医学专业本科上线率为
75% ；中 医 学 专 业 本 科 上 线 率 为
25.3%。学校深入推进“个性化指导，
精准化就业”，近五年毕业生平均就业
率达95%以上。

树品牌，专业建设打造“新特色”

目前，学校建有临床医学、口腔医
学、护理等国家级专业建设项目15项，
49项省级专业建设项目，临床医学专
业获批国家级临床医学专业教学资源
库。学校积极对接社会经济发展, 瞄
准行业市场需求, 大力发展特色专业
学科。一是“中国护士”“河南口腔”品
牌彰显。在全国率先施行“中国护士”
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全省首家开展

“护理双语”教学，培养既具有西医护理
的理论与技能，又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特质和中国特色护理（按摩、推拿、药
膳等）本领的复合型护理人才。积极打
造“河南口腔”品牌，培养合格的口腔医
学毕业生，用健康口腔助力健康中国。
已竣工并即将投入使用的口腔医学中
心，建筑面积达1.7万平方米，规模是河
南省最大。二是“大卫生”“大健康”特
色崛起。学校敏锐把握行业人才需求，
落实“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和预防为
主方针，2016年积极申报预防医学专
业，是河南省第一家设置预防医学专业
的专科院校。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突显
出的公共卫生问题，学校启动 6.8万平

方米的公共卫生学院项目建设，着力解
决基层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短缺问题。
三是“中医药”“新医科”优势凸显。“智
慧中医”创新人才培养，将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现代科技运用到人才培养过程
中，推动人才培养的现代化，科技化。
紧贴“从治疗为主到兼具预防治疗，康
养的全周期医学”新理念，注重发挥中
医药治未病之优势，培养具有中医特色
的“新医科”人才。

勇实践，“双元”育人取得“新成效”

一是产教融合，构建校院（企）合作
机制。加强学校与医院、行业在人才培
养、技术创新、社会服务等方面深度合
作，促进校院（企）“双元”育人，形成校
院（企）合作机制。完善“3+2”临床医
学卓越医师人才培养方案，与医院共同
开展助理全科医生培养。与双汇集团、
平平食品（卫龙）、贾湖集团等企业开展

“双主体”育人，服务漯河食品产业由休
闲食品到功能食品、健康食品转化。二
是“1+X”证书，培育“复合型”高技能新
人。学校是河南省医学专科院校中唯
一获批教育部首批“1+X”证书制度试
点院校，高起点谋划试点建设，建立的
专业群课程体系，推进学科建设、教学
内容与医养健康产业发展、职业标准的
紧密对接，积极与养老服务企业开展合
作，谋划建设校企合作医养康护深度融
合实训基地，为养老机构、月子中心、家

政机构培养急需人才。2021年，学生
老年照护、母婴护理、失智老年人照护、
幼儿照护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过关率
均为100%。

肯登攀，服务地方创出“新活力”

一是建设科研中心，支撑职教能
力。学校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
位，建有 1 个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2个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建
有国家临床药物实验基地、豫中南首家
生殖医学与遗传中心等。二是研发“未
来食品”，提升科创能力。学校是全省
唯一建有 6个省级工程中心的专科院
校，与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
门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院士团队深度
合作，推进精准营养研究和未来食品研
发，培养的肌肉组织最大直径可达
7mm，该技术水平填补了省内空白，走
在全国前列。建成了豫中南地区最好
的标准化实验动物中心、拥有多项发明
专利的国际一流自动化智能植物基产
品中试生产线，与郑州大学、河南大学、
学校附属医院等合作开展精准营养研
究。拥有精准营养和未来食品研发从
实验室研究、中试车间到临床研究的较
为完整的研发链。与多家食品企业签
订合作协议，共同在产品研发、专业技
术人才培养、科研项目申报等领域深入
合作，积极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形成学
校服务地方产业的一个新生长点。三

是打造实践基地，增强社培能力。建成
豫中南地区首家临床医学专业国家级
医师资格实践技能考试基地。承担豫
中南地区国家医师资格实践技能考试
工作。每年学校利用优质教学资源和
场地条件，面向豫中南地区开展各类执
业资格培训达1.5万余人次。

共携手，国际合作迈上“新台阶”

一是开启“双向之窗”，探索“国际
合作”新模式。积极引入国外优质课程
资源，深化教育资源双向交流，建立了
由专科到本科、硕士研究生全过程培养
学生的合作办学模式。成立学校归国
华侨联合会，打造对外合作交流平台。
二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喜获“留学
漯河”新名片。学校为河南省首所开展
国外留学生医学教育的专科院校，面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招收留学生，累计
有来自 18个国家的留学生入校学习，
全力打造“留学漯河”新名片。与英国
兰维多利亚学院、匈牙利卡洛里大学建
立友好合作关系，在卡洛里大学设漯河
医专匈牙利文化交流中心，面向海外推
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学校国标码：13780
省内招生代码：6237
中外合作代码：6236

学校微信公众号学校微信公众号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召陵校区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召陵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