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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结硕果，扬帆再起
航。

2021年，海南卫生健康
职业学院招生录取工作再传
捷报：高职学生录取967人，
覆盖全国22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省内投档线比去年
提高100多分；五年一贯制
录取760人，延续去年首次
招生的火爆场面，生源质量
大幅提升……

2020年9月7日，海南
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正式揭牌
成立，成为我省唯一的公办
医药卫生类高等职业学校。

这一年，是海南卫生健
康职业学院以高校的姿态全
面实施质量提升的攻坚之
年，是潜心育人的一年，也是
坚定信念、砥砺奋进的一年。

一年来，海南卫生健康
职业学院全面落实省卫健
委、省教育厅工作部署，深
化与上海健康医学院合作
办学。

一年来，海南卫生健康职
业学院在人才培养、优化专业
布局、建立教育教学改革体
系、服务社会等诸多方面蓄势
发力、乘势而上，在稳健推进
海南特色、国内一流的高职院
建设中交出满意答卷。

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揭牌成立一周年

扬帆奋进正当时 砥砺前行谱新篇

据了解，上海健康医学院支持海
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在高起点上高
标准规划构建管理体系、师资建设、
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事宜，选派张
梅同志赴任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首任校长。

这一年，与上海健康医学院合作
办学，究竟给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护理专
业教师朱文冰很有发言权。今年是
朱文冰教书的第26个年头。过去25
年，她在海南省第四卫生学校任教。
她说：“学校的教学管理、课程体系、

师资队伍等都发生了很大改变。”
朱文冰以她所在的护理系为例，

“这一年，我们对标上海健康医学院
的办学标准，在原有护理专业的基础
上，增设了护理（医学美容专业）、护
理（健康与社会照护专业），填补海南
在相关领域高等职业教育的空白。
作为海南高职院校的王牌专业，我们
努力建设高水平护理专业群，致力于
构建生命全周期的护理专业课程体
系改革，特别是护理（健康与社会照
护专业）为全国首创。”

同样感同身受的还有该校康复
系主任李赫男。她自豪地说：“这一

年，我强烈感受到作为一名海卫健院
教师的幸福感。”

李赫男介绍，其所负责的康复治
疗技术专业与上海健康医学院康复学
院共同建立人才培育新机制，培养一
支能够从事物理治疗、作业治疗、言语
治疗、传统康复治疗等“一专多能”的
高素质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人才。“我们
享有上海健康医学院的高精尖康复师
资资源，高职学生有一年半的时间去
上海交流学习。”她补充说道。

据了解，一年来，上海健康医学
院在课程建设、学科与技能大赛、创
新创业、干部培训、国际交流等方面

对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开展帮扶，
上健院一对一指导学校教师达261
人次；指导申报教学改革项目51项，
指导省级及以上学科与技能大赛、创
新创业大赛等13项，开展线下、线上
会议与培训744余学时，1386人次教
师接受培训，19名教师至上海进行教
师能力专项培训。在上海健康医学
院指导下，2020年以来该校在教育
教学改革方面获得省部级教学项目
立项18项、省部级及以上教师教学
竞赛获奖7项、学生省部级及以上学
科及技能竞赛获奖25个、参编高职
教材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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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健康事业发展

这一年，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
院的稳健发展，与它过去的成长与
积淀息息相关。

翻开它的成长足迹，可以追溯
到创建于1953年的海南农垦卫生
学校和成立于1977年的广东省海
南行政区卫生学校。两所老牌卫校
扛起服务区域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
使命与担当，为海南培养了数十万
医护人员。

随着健康海南建设和医药卫生
事业发展对高层次卫生职业人才的
需求，海南迫切需要一所公办医药
卫生类高等职业院校。2010年，两
所卫生学校开始谋划转型升级。
2012年，在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支
持下，筹建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的
设想正式纳入《海南省“十二五”卫
生职业教育发展规划》。

2018年1月18日，在省领导的
直接关心下，海南省卫生健康委与
上海健康医学院签署共建共管海南
卫生健康职业学院的协议，通过整
合海南省卫生学校和海南省第四卫
生学校现有资源，引进上海健康医
学院优质教育资源和国际化办学经
验共同建设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
院。2020年2月19日，海南省政府
正式批复同意设立海南卫生健康职
业学院；3月，海南省教育厅向教育
部提交备案材料；5月11日，学校正
式通过教育部备案。2020年9月7
日，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正式揭
牌，成为海南唯一公办医药卫生类
高等职业院校。

这一年来，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
院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高
起点谋划办学定位和推进专业布局，
坚持“职业性、特色性、国际化”办学
定位，秉承“医教协同”“产教融合”办
学理念，精准对标海南自贸港建设，
围绕医疗健康产业、医药产业对人才
的需要，成功开设9个高职专业和9
个五年一贯制专业。

该校实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
量提升工程，积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

通过积极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
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构建“三全育人”
新格局。持续深化和推进学校特色
品牌“一月一主题，一系一品牌”系列
主题教育活动，覆盖全校学生。推进
日常思政教育工作品牌化，打造“青
春与健康”“职业与理想”“信念与梦
想”“奉献与使命”四大主题教育品牌
系列、“健康小青椰”品牌志愿服务和

“助学、筑梦、铸人”资助育人工作品
牌。护理系荣获首批海南“三全育
人”高校综合改革试点单位。

“这一年里，我清晰地认知到：护
理工作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操作技能
的学习，更需要有细心、耐心、责任
心，增强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感。”该校

护理系学生汤鑫福说。
“这一年，孩子会经常跟我说学

校的变化。我从孩子的反馈中，得知
学校努力推动一批基础设施改造，深
化校园文化建设，营造浓厚人文关怀
和有温度的校园。”该校2020级护理
（高职）七班槐书家长槐永宏表示。

去年，浙江女孩陈羽萱满怀对护
理事业的热爱，进入海南卫生健康职
业学院护理系就读。这一年里，陈羽
萱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丰富实践履历，
并取得优异的成绩。她代表海南省参
加并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组）健康与社会照护赛二等奖，填补
了海南省在此赛项上的空白。

陈羽萱说：“作为一名刚刚进入护
理‘大门’的新生，取得这样的成绩离
不开两校老师的辛勤培养。当时只有
一个月的集训时间，除了本校专业老
师的帮助，学校还派我到上海健康医
学院学习，请专家进行一对一指导。”

据了解，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重视学生“一专多能”发展，推进教育
部职成司“1+X”证书试点项目改革，
成功被教育部职成司认定为“1+X”
证书试点院校。一年来，学校着力做
好9个教育部“1+X”证书制度试点
项目，努力培养好失智老人照护、老
年照护、运动营养与指导、母婴护理、
幼儿护理等海南本土急需的全生命
周期健康管理特色人才。该项工作

取得了突出成绩：教育部“1+X”证书
试点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初级）
项目获“突出贡献奖”；教育部“1+
X”证书试点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职
业技能等级（初级）、失智老人照护
职业技能等级（初级）获“优秀试点
院校”。

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还坚持
理论与实际融合，推动实践教学改
革，在海南首推“三学期制”改革。在
学年度第三学期，开设重点对接岗位
证书的综合性实训课程，强化实践教
学环节，深化产学研融合，搭建学生
专业实践能力提升平台，构建具有行
业特色的理实融合教学体系。

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党委副
书记、校长张梅介绍，一年来学校谋
划办学定位，建成“一院、五系、三部、
七中心”的办学新框架；初步建立现
代大学制度体系建设；精准对接海南
自贸港建设需求，着力医疗、医药、康
护、医管、医工五大专业群布局。学
校积极争取上海资源，带项目、带方
案，多维度高起点高标准深度开展

“资源共享、教学同步、标准同质”三
同步帮扶和援建，学校精准迁移上海
方案和上海经验，推动学校快速跨越
发展。

以学生为中心，海南卫生健康职
业学院推动公共课教学改革，实施英
语分层教学以及体育俱乐部教学改

革，提高公共课的黏性和质量，不断
提升学生的获得感。

在7月结束的全国高等院校英
语能力大赛海南赛区比赛中，海南卫
生健康职业学院共有7名学生取得
优异成绩。林泽宇荣获非英语专业
组省赛一等奖；陈羽萱荣获非英语专
业组省赛二等奖；杨诗涵、王春姑、邱
名芬、武雅婷、郑雅云荣获非英语专
业组省赛三等奖。教研组相关指导
老师获得相应等级奖项。

取得这样优异的成绩离不开该
校推进英语分层教学。“学校语言教
研室英语教研组自2020年9月首次
尝试英语分层教学，根据学生水平能
力差异，实现因材施教，有效激发教
师的教学创意和教学方法，培养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该校公共教学部
副主任陈颖颖介绍，实施英语分层教
学以来，老师们投入极大的教学热
情，积极开展多元化教学活动，如预
约制学生辅导、英语角、英语书法大
赛等。

学校还探索体育特色教育教学
模式，深化和丰富“体育俱乐部制”教
学改革方案，打造羽毛球、足球、排
球、篮球、乒乓球等传统体育项目，积
极发展八段锦、太极拳、沙滩排球、飞
镖等特色体育项目，塑造具有健康体
魄、海南“特色印记”的医药卫生类技
术技能型人才。

展翅 | 砥志笃行

抢抓机遇接续奋斗

回顾这一年，硕果累累。每一个海卫健院
人走过的每一步，更踏实、坚定——

2020年以来学院各项事业发展的成果丰
富，统计显示，学院获省部级及以上项目37个；
学生各级各类获奖达402项，国家级33项，省
部级369项；教师省部级获奖62项。其中，“海
南乡村卫生健康科教讲师团”项目被评为2020
年教育部“终身学习品牌项目”；9个教育部职
成司“1+X”证书试点项目获批，覆盖全生命周
期的健康管理；荣获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
交流活动“典型作品”；荣获2021年海南省高等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专业课程一
组）二等奖；荣获海南省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评
比一、三等奖；荣获2021年海南省解剖学会
2021年教学工作会议暨微课大赛一、二、三等
奖；教育部最高规格的创新创业赛事——第七
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海
南赛区竞赛中，取得 1银 2铜 1优秀；荣获
2021年第十届“挑战杯”海南省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二等奖；荣获全国高等院校英语能
力大赛海南赛区非英语专业组一、二、三等奖；
2021年中美青年创客大赛海口赛区选拔赛二
等奖的好成绩，学校正在朝着“职业型、特色性、
国际化”快速迈进……

同时，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深化“医教协
同、产教融合”，依托行业办学优势，主动出击，
与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海口骨科与糖尿病医院、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等密切协商，努力推进附属医院、附属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及教学医院建设工作。与企业探索建
立医学美容产业学院，深化产教融合。驻琼沪
医合作联盟在学校设立“名师名家讲坛”，中国
工程院院士、国家口腔医学中心主任、上海交通
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张志愿教授首讲，进一
步将上海乃至全国优质医学教育理念和学术前
沿引进学校。继续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
研究所海南分所合作举办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
中药生产技术培训项目……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新征程是追梦人
的征程。

展望未来，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将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继续保持“闯”
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着眼建立
更加完善、科学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继续深
化上海健康医学院帮扶合作，全面推进教育教
学改革，加强专业建设，提升办学内涵与教师
教学能力。

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陈大强表
示，学校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政策，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同
时，坚持开放合作，积极融入到海南教育体系，
引进国际国内优质教育资源，拓展对外合作与
交流，围绕“地方离不开、业内都认可、国际可交
流”的建设目标，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
平，提升服务区域产业发展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谱写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美好未来新篇章。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行而不辍，未来可
期。每一位无惧未来、奋斗自强、坚定前行的海
卫健院人，一定能在奔涌不息的时间长河中奋
勇前行，为海南自贸港健康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撰文/姚靓 草央 图片/吴淑俊）

融合 | 沪琼携手 擦亮办学金字品牌

蜕变 | 立德树人 培育全面发展人才

海
南
卫
生
健
康
职
业
学
院
综
合
办
公
楼
。

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护理系学生陈羽萱荣获2021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健康与社会照护项目比赛二等奖。 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2020年9月7日揭牌仪式现场。 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健康小青椰”志愿服务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