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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依葱茏叠翠
的阿陀岭，南临川流
不息的南圣河。坐
落在风景如画、四季
如 春 的“ 翡 翠 山
城”——五指山市的
海南省农林科技学
校，是一所全日制省
教育厅直属重点中
等职业学校。

近年来，学校与
时俱进，创新办学思
路，推广“村官班”教
学模式，先后建立了
五指山农商旅一体化
实训基地、保亭六弓
鹅养殖实训基地和番
阳综合生态养殖实训
基地，为培育少数民
族地区特色产业品
牌、培养创业创新型
职业农民，为实践性
教学活动、科学研究
以及成果推广提供了
优越的条件。 扎根山区，办学活力无限

海南省农林科技学校把培养少数民
族新型职业农民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学
校紧紧围绕“四八三十二”（四种能力、八
项工程、三十二个任务）全面提升行动计
划推进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效果。

2016年，学校在省教育厅组织的第
三方办学评价中被确认为优秀等次，在
第二届海南中职学校口碑测评中被评为

“海南十佳中职学校”，
据悉，目前学校现开设种植、养殖、

农机、经营管理、信息技术、旅游管理等
六大类20多个专业，着力打造畜牧兽
医、园艺技术、现代农艺技术、观光农业
经营、园林技术等为重点的特色专业。

自2008年开始，学校主动调整办学
方向，形成了“普通教育与成人教育相结
合、中专学历与大专学历相结合、学历教
育与技能培训相结合、校内办学与校外
办学相结合、教学活动与产业开发相结

合”的办学格局。
“我们将通过五年的努力，使学校办学

规模进一步扩大，办学质量进一步提升，
办学特色进一步凸显，办学实力进一步
增强。”海南省农林科技学校校长李芳
伟说，到2020年，力争把学校建设成为
农业职业教育示范校。

推行村官班，培养“新型农民”

时针拨回到2008年，海南农林科技学
校面临招生困难甚至停办的危险。怎么
办？李芳伟决定先从传统的农业人才培养
模式改起。农民不愿进城上学，他们便把
课堂搬到农民家门口；农民觉得读农校无
用，他们便在培训实用技术上下功夫。

2008年9月，学校探索了校村共建
的新模式，课堂就设在村委会或乡村学
校，按当地的产业特点组织教学；办学
经费由省财政专项资金解决；班主任由
学校选派教师担任，班长由村干部担任，
乡镇派出专人协助管理。由于首批学生

大多是乡村干部，他们便把这种模式称
为“村官班”。

实践证明，该模式体现了“三强三便
三利”的特点，即“系统性强、针对性强、实
用性强，便于复制、便于操作、便于落实，利
于产业升级、利于品牌打造、利于技术推
广”。目前，学校已在全省9个少数民族市
县98个乡镇或村委会推广应用，培养了一
万多名双带头人“村官班”学生。“村官班”
的办学成果得到了认可，被教育部誉为

“职业教育海南模式”并被列为全国教育
改革创新典型案例向全国推广。

发挥基地效应，拓展办学空间

为了进一步推进教学改革，拓宽办
学空间，学校借鉴瑞士旅游职业教育的

“洛桑模式”，提出了“农商旅一体化”的
发展新思路。

在五指山市南圣镇南圣村，学校正
在尝试“农商旅一体化”的校村共建新模
式。其主要特点是：一是建设一个现代

农业的示范区，把海南常见的瓜果、花卉
等进行分类，并按现代农业的标准进行
管理；二是打造一个商业服务平台，引入
企业运作模式，向当地农民提供相关服
务，带动周边农民实现规模经营；三是带
动一个乡村旅游项目；四是形成一个融
农业产业链、创业培训和学生创业孵化
于一体的综合实训基地。

“农商旅一体化”职教模式最大的优
点，是可以让农民不需要异地转移，就能
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角色转换。

除了五指山南圣“农商旅一体化”实
训基地，该校还建设了保亭六弓鹅养殖
实训基地、五指山番阳综合生态养殖实
训基地等。基地有效地发挥了辐射和示
范作用，带动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成
为学校独树一帜的办学特色。

近年来，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层面不断
拓宽学生实习基地，积极主动和各用人单
位保持密切联系，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
方式，已与省内外170多家用人单位建立
了合作关系。 （本报五指山9月7日电）

海南省农林科技学校与时俱进，创新办学思路，突出办学特色

心系黎苗百姓 办群众满意职校

省农林科技学校老师在五指山市南圣镇牙南村指导村民种植槟榔。 海南省农林科技学校供图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通讯员 王拓

五指山南圣农商旅一体化
实训基地

保亭六弓鹅养殖
实训基地

日实训岗位200个
年实训岗位4000个

五指山番阳综合生态养殖
实训基地

三大
实训基地

现代农业示范区

文化展示区

养生休闲体验区

主要由果树、蔬菜、花卉、南药、食用
菌、经济林、淡水养殖等七个区域构成

主要由农业文化、生态文化、黎
苗文化等三个区域构成

主要由淡水鱼养殖钓鱼休闲、养
生药膳、现场采摘、劳动体验、饮食服
务等五项内容构成

该基地总面积110多亩，设有

该基地位于保亭六弓乡牛门水库
旁，占地约115亩，总投资近500万元

基地设有教学办公区、生产实训
区，能同时满足8名教师和120名学生
长驻基地日常生活和教学实训

主要面向畜牧兽医和水产养殖
方向的专业，兼顾种植、农机、农业观
光烹饪和旅游等专业

该基地位于五指山市番阳镇加
艾村，背靠鹦哥岭山脉，占地约 120
亩，总投资近500万元

是海南农林科技学校与五指山
军农联民养殖专业合作社共同打造
的特色产业创业孵化基地

基地由主体养殖区、牧草种植
区和教学办公生活综合功能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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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医学院（以
下简称海医）是我省
唯一一所省属公办
普通高等医学院校，
也是全国唯一一所
地处热带地区的医
学高等学府。

海南医学院办
学70年来，形成了留
学生教育、硕士研究
生学历教育、普通本
科教育、成人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联合
培养博士生学历教
育并举的办学格局，
已向社会输送人才5
万余人，毕业生遍布
海南全省和全国各
地及世界 10 余个国
家和港澳台地区。

办学70年来厚积薄发不断前行，铸造热带医学特色的医科大学

海医：用匠心初心书写大医精诚

海南医学院标志性建筑——和谐门。 海南医学院供图

■ 见习记者 陈栋 通讯员 王身坚

风光旖旎的校园风景

漫步在海医的校园，感受着热带滨
海城市的独特风光，一群群身着白色大
衣的未来医师正在这里成长。而更令海
医学子兴奋的是，校园基础设施建设不
断完善。

实训楼、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及
临床技能培训中心与执业医师考试中心
综合项目、水上急救教育中心已建成即
将投入使用；综合教育大楼、临床教学实
验大楼即将开工建设；“海南省药物研究
与开发科技园”项目建设正在海口国家
高新区稳步推进；桂林洋校区近千亩土
地征地进展顺利。

目前，海医有各类学生19110人，其
中全日制在校生10721人、留学生408
人、硕士研究生（含同等学历人员）391
人、成人教育在籍学生8300余人。

据了解，近五年来，学校毕业生就业
率均居省内高校前茅，被评为“全国普通
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全国高等学校创业教育研究与实践先
进单位”、“海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优秀单位”等。

大师云集的医学殿堂

曾经有人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
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涂蓉教授
无疑是海医当之无愧的大师，拥有34年
教龄的她，是海南医学院医学影像学专
业领军人物，其学术造诣得到了同行的
普遍认同，受到了学生的尊敬！

在海医，像涂蓉教授一样致力于教
书育人的大师很多。据了解，校本部现
有教职工1100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者
490人，专任教师716人，硕博士528人；
拥有进站院士3人，引进“长江学者”1
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2人，入选国家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3人，全
国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1人，全国
优秀教师2人，国务院特贴专家13人。
聘请国内外院士和知名学者80余人任
学校客座教授。

“‘修德修身，医国医人’是海医对你
们永远的重托。”这是该校党委书记吕传
柱对每个毕业生的希冀。据介绍，学校树

立培养“红色医生”的教育思想观念，积极
履行社会职责，圆满完成了博鳌亚洲论坛
年会、文昌航天火箭发射、“海疆召唤-
2016”海上医疗救护拉动演练、护航保障
等重大活动医疗保健任务，同时积极推进
精准扶贫工作，组织开展了“送医送药送
温暖”扶贫义诊活动。第一附属医院荣获
全国“医疗扶贫贡献奖”，是海南省唯一获
此殊荣的医院。

厚积薄发的发展姿态

“来时，凤凰花开；走时，椰树挺拔；
该离巢了，你们已长大……今天的帅哥
靓女，明天的大医大咖。”这是海南医学
院院长杨俊在《海南医学院报》上致
2017届毕业生的一段话。

经过七十年的发展，海医取得的成
就也是有目共睹。学校是目前全国唯一
开展全员应急救护培训的高等学校，也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命伦理教育推进
机构中国成员单位协调中心常设机构所
在地；拥有国家级特色专业2个、国家临
床技能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教

育信息化试点本科院校项目1个、教育
部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2项、教育部
与卫生部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3项、
教育部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卓越医生
（中医）教育培训计划2项。

同时，学校紧跟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加强与沿线热带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教
育交流与合作，已面向32个国家招收来
华留学生，是目前海南省本科院校开展留
学生本科学历教育规模数量最多的学校；
与国外数十所著名大学建立交流与合作，
开展了本科生互派、联合培养硕士、博士
等领域的国际教育合作。

“十三五”期间，学校将围绕国家重
大发展战略和海南发展需求，服务医疗
健康和医药产业等海南优先发展产业的
需求，集中力量建设热带医学、急救创伤
及灾难医学、生殖医学、南药黎药学、健
康服务与管理等学科领域，打造富有热
带特色的医药学科体系，建设具有鲜明
热带医学特色的医科大学，为打造海南
独特健康产业模式，推动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提供人才、智力和技术支撑。

（本报海口9月7日讯）

2016年度教职工总数
（校本部，下同）1100人

其中高级职称人数达490人

专任教师总数 716人

硕博士总数528人

硕博士占教师比例 73.74%

此外，学校已运营的3所直属附
属医院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目前共
编制床位4500张，年门急诊量逾170
万人次，年收治住院病人近 10 万人
次；拥有国家级住院医师培训基地
48个、省级专业基地2个。

海南医学院办学
基本数据

2014年度为30项
科研经费为2100万元

2015年度为27项
科研经费为3100万元

2016年度为41项
科研经费为3742万元

科研立项（国家级）

2014年度为 116篇

2015年度为 121篇

2016年度为 14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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