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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关注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药学高技能应用人才的“摇篮”

天地之中，三湘大地，魏源故里，赧水河畔，
有一座培育桃李的知识殿堂———隆回一中。 七
十载峥嵘岁月沧海横流， 七十载风雨兼程百业
俱兴。 70 年来，隆回一中弘扬“心忧天下、敢为
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百折不挠 、兼收并
蓄”的松坡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国家培
养并输送了 3 万余名人才。 海纳百川， 方成其
大，万木葱茏，乃成文化。今天，隆回一中已成为
誉满三湘的湖南省示范性普通高中， 隆回一中
以一个个骄人的业绩，一曲曲动人的赞歌，明德
砺学奏交响，崇尚实践写辉煌！

一路风雨一路歌

七十年前的中国， 正面临着日寇的侵略和
欺凌。 然而，救亡图存的热望，化为一代又一代
革命先驱的疾声呐喊，“教育救国、兴学育才”风
起云涌。

在此背景下， 著名历史学家李剑农先生为
纪念爱国名将蔡锷，在桃花坪创办“湖南私立松
坡中学”。 1942 年 10 月 26 日，正式开学，招收新
生两个班。 这就是隆回一中的最初发身。

建校后，受时局所牵，校址数次迁涉：1944
年 9 月，迁至马坪周家祠堂办学；1944 年 10 月，
又迁至六都寨桃花村院子；1945 年 3 月，迁至桐
木桥， 借刘富公祠为临时校址；1945 年 8 月，抗
日战争胜利，学校迁回桃花坪原址。 校名亦数次
更易：1951 年 8 月，学校由私立改为公立，改名
为“隆回县立初级中学”；1952 年 9 月，学校改名
为 “湖南省隆回县第一初级中学”；1956 年下学
期，学校更名为“湖南省隆回县第一中学”，开始
招收高中新生。

在隆回一中辉煌灿烂的历史画卷里， 铭记
着这些熠熠生辉的事件：

1959 年，首届高中毕业生 99 人参加全国统
一高考，88 人考取大学，其中郑玉堂考取清华大
学，李华盛考取北京大学，刘鼎生还被拟定为保
送生去苏联深造（后因病未去）。 首届高中毕业
生高考成绩一鸣惊人。

1980 年，学校被省教委确定为“湖南省重点
中学”。

1984 年，学校开展教育教学改革，提出“改
革第一课堂，发展第二课堂，开拓第三课堂”，建
立三个课堂同步发展的教学体系。 《湖南日报》

头版头条推介隆回一中教学改革经验， 隆回一
中知名度遍及三湘大地。 高考获得优异成绩：丁
念金总分居湖南省英语科第二名、 英语单科分
数居湖南省第一名，张道平、黄进良均考取北京
大学，苏小敏、郑武平均考取清华大学。

1985 年，龙赞获高考英语科湖南省第一名，
唐学军考取北京大学。

1987 年， 范江北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夺得
全国高中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一等奖，荣获“李政
道物理奖学金”，免试进入复旦大学深造。

1995 年， 学校以全票通过省重点中学督导
评估。 1996 年 10 月 8 日，学校举行湖南省重点
中学挂牌庆典，成为邵阳境内第二所挂牌的“湖
南省重点中学”。

1997 年， 孙四兰在全国中学生运动会中夺
得女子标枪冠军。

1999 年，321 名学生参加高考，上线 267 人，
上线率达 83.1%，本科上线率达 61.7%，两项指
标均居邵阳市第一。 黄曦亮、邓兰萍均考取清华
大学，罗景、何钢均考取北京大学。

2004 年，学校被确定为首批“湖南省示范性
普通高级中学”。

2005 年，高考重点本科上线 185 人，二批本
科以上上线 448 人，二批本科以上上线人数、上
线比率均居邵阳市第一。 谭翱、肖健夫均考取清
华大学。

王春、 刘赟均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分别夺
得第五届、 第六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竞赛高
中组电脑平面设计一等奖。

2009 年，学校获评“湖南省中小学电脑制作
活动十年成就奖”。

2011 年，张云鹏、郭旭林及魏传博、刘靓组
成的两支代表队包揽湖南省中小学机器人竞赛
机器人足球高中组冠、亚军。

2012 年，高考、学考双双夺冠：高考，二本以
上上线 780 人，上线率超过 60%；一本上线 380
人，其中理科一本上线率达 40%。 钟臻 676 分，
位居全省实考分第六名，其中理综 296 分，名列
全省第一；钟臻考取清华大学，石源考取北京大
学， 杨钟考取香港中文大学， 罗成林考取飞行
员。 高二学考，一次性合格率、优秀率、人平分均
名列邵阳市第一。

哺英育华传薪火

沐浴着 70 年的风风雨雨，今天的隆回一中
已成为省内一流的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徜徉校园，这里道路宽阔，高楼林立，浓郁
的文化气息尽显人文风韵。 这里是适宜求学成
才、教书育人的和谐家园，能让莘莘学子愉快地
成长。 近年来，学校投入 5000 余万元用于现代
化设施建设，建成了高标准的塑胶田径场、体艺
馆、信息大楼、学生公寓 、教学大楼、餐饮大楼
等；建有校园网、校园广播、校园电视台、电子显
示屏；教学人员人手一台手提电脑。 多媒体、广
播、电视、网络、电子监控已进入每一间教室，在
每一间寝室都可洗热水淋浴。 图书馆、阅览室装
备图书 15 万余册。 现在，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明
显改善，校园环境品位大幅度提升。

如今的隆回一中，良师荟萃。 学校先后有 9
人被授予“中学特级教师”殊荣，现有高级教师
106 人，国家级骨干教师 2 人，省级骨干教师 19
人，县级以上中青年专家、学科带头人 50 人。 学
校建立了校本教学研究制度， 扎实开展教学研
究活动。 近年来，学校有国家、省、市级 5 个立项
课题结题， 其中获国家级课题理论研究成果一
等奖 1 个、省级一等奖 2 个、市级一等奖 2 个。
教师主编、 参编了省级 10 余种正式教辅丛书。
学校研究性学习被树为全省样板，获评“湖南省
中小学研究性学习优秀组织奖”。 研究性学习课
例《探寻花瑶文化，弘扬创新精神》入编湖南省
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教材。

如今的隆回一中，管理一流。学校建立了工作
督导制度，组建了由校级领导、中层正职为成员的
督查组，每月对全校各岗位工作至少督查二次，每
次督查紧紧围绕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主线而开
展，督查情况及时公布，对存在的问题要求整改落
实。 《邵阳日报》曾将该校督查制管理的成功经验
与做法在头版头条位置登载， 向全市推介。 2011
年， 陈惟凡校长的管理科研成果 《实施督查制管
理，促进学校科学发展》在湖南省第四届教育督导
与评价优秀成果评选中荣获省一等奖。 学校实施
以年级管理为主导的管理新机制， 进一步调动了
全校师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了人人
参与、拒绝平庸、争先创优、追求卓越的新风尚。 同

时，加强了各处室、各年级部之间的配合与协作，
形成了一套政令畅通、运转高效、反馈及时、管理
科学、纪律严明的工作运行机制，使得各项工作落
实快、完成好、质量高。

如今的隆回一中，誉满三湘。 2011 年 11 月，
湖南省教育厅专家组来校检查学考考查科目实
施情况， 对学校整体工作予以高度评价：“隆回
一中校园环境优美、各项管理严格、教育教学成
绩突出， 在省级示范高中中优势明显、 竞争力
强！ ”。学校先后荣获“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集
体”、“全国社会实践教育先进单位”、“全国教育
科研先进集体”、“湖南省校务公开先进单位”等
近 100 项国家级、省级荣誉称号。 学校办学经验
曾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湖南日报》等多
家媒体报道。

乘风振翅再图南

2007 年 8 月，陈惟凡出任隆回一中第 26 任
校长，他谦逊平和、平易近人的性格，求真务实、
扎实肯干的作风，深深地感染着全校师生。 他团
结和带领党政一班人，秉承优良的办学传统，积
极推动学校新课程改革，扎实开展以“立志、立
德、立言、立行”为内容的“四立教育”，努力促进
学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近五年，隆回一中
高考成绩连创新高： 二本以上上线人数由 2007
年的 400 多人上升到 2008 年的 600 多人， 再上
升到 2010 年的 700 多人，一年一个台阶、一年一
大突破，稳居全省前列！

时值嘉年，幸逢盛世。 2012 年 10 月 2 日，隆
回一中将迎来建校 70 周年华诞。

70 年见证了一段曲折而催人奋进的历史，
它让隆回一中有了值得骄傲的过去；

70 年是一段精神财富的积淀， 它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一中人脚踏实地、豪迈前行！

嘉年庆华诞，共谋新发展。明天的隆回一中，
将是发展之后的再发展、 跨越之后的再跨越,将
是隆回一中七十年奋斗史的无限延伸与扩展！

大地放歌庆华诞，三湘沃土树丰碑。 溯源松
坡园，历久弥坚；放眼新世纪，方兴未艾。 站在新
的起点上，隆回一中一定会振翅图南，迎来更加
辉煌的明天。

范青友 黄淑珍 黄向荣

桃香李硕万千树 凤翥龙翔七十年
———隆回一中 70年跨越发展之路

前不久， 省新世纪 121 人才工程人才评
选揭晓 ，康普药业医药研究院院长 、总工程
师吴健民榜上有名 ，此前 ，吴健民还当选常
德第二届优秀专利发明人 。 据权威人士透
露，吴健民的当选是实至名归的。 自 1993 年
以来，在仅 20 年的时间里，吴健民已独自或
牵头研发各类新药 30 余种。 他不仅在医药
领域开创过省内先河，研发了数十种专利产
品 ，更将产品转化为市场，为公司创造了巨
大的经济效益。

据统计，像吴健民这样的优秀毕业生对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来说，不在少数，如：
湘西自治州人大代表、 龙山县药材公司总经
理刘峰， 湖南康琪壹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健，国中医药集团董事长杜文超等等。

“历经 30 年的积淀，学院已经成为医药
行业人才培养的‘领头羊’，药学高技能应用
人才的‘摇篮’”学院行政主要负责人自豪地
说。 日前， 笔者专程前往探访其人才培养之
道。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深度融入医药行业产业链

有人说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太多了， 所以
就业难； 有人说现在的大学根本就学不到与
现实挂钩的东西， 导致就业难。 在走访过程
中，笔者从部分医药企业从业人员口中得知，
该院毕业生并非想象中的就业难， 反而特别
走俏，近几年学生更是未毕业就被预订一空。
当笔者探问学院学生就业秘诀时， 学院负责
人自豪地说：“这与我们一直坚持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 以培养医药行业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为目标，深度融入医药行业产业链分不开。 我
们培养的正是医药行业急需的人才。 ”在与学
院负责人谈论中， 笔者了解到该院每年都坚
持开展社会调研，收集企业的人才需求信息，
分析行业产业发展态势， 在此基础上对学院
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
设进行及时调整， 以实现持续为医药行业提
供适用人才，为医药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专业设置上，该院目前开设有药学、中
药、药物制剂技术、药物分析技术、生物制药
技术、药品经营与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医

疗器械营销方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食品
营养与检测等医药行业人才紧缺的专业。 这
些专业的设置，实现了与医药行业无缝对接，
既基本满足了医药行业各岗位对人才类型及
其专业知识的需要， 同时也为学生对口就业
奠定了基础。

在培养目标上，通过教育教学改革，以满
足社会医药经济发展需要和公众用药安全有
效为基础，以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就业能力
和服务能力为目标，增强人才的市场竞争力。
“进入企业几年内就成为该企业的中流砥柱，
一年半载就成为企业的中层， 甚至在实习期
间就成为企业的业务和技术骨干在我们的学
生中是普遍的。 ” 学院招生就业处的负责人
说。 在大家看来，这似乎不是一个中专生甚至
大专生所能做得到的，但事实的确如此。 在该
校毕业的 2 万余毕业生中， 这样的例子有很
多， 如湖南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营销运营部
兼销售管理部部长雷衍飞、 湘江药业长沙分
公司销售负责人孟东山等等。 据不完全统计，
湖南省内 90%以上的医药企业中都能看到该
校学生的身影，甚至在部分企业的员工中，该
院的毕业生几乎占到员工总数的一半， 这足
以说明该校毕业生强劲的竞争力， 同时也证
实了为什么那么多的企业每年都到学院来招
人的事实。

在课程设置上，通过优化课程结构，密切
与企业各岗位技能和知识的联系。 针对药学
高职学生就业以一线生产和销售岗位为主，
学院在课程设置上做部分调整， 适当减少化
学相关课程的比重， 增加 《常用制药设备》、
《临床药学》、《常见病用药指导》、《 医药市场
营销学》等必修课程，同时开设《药膳常识》等
选修课程， 并不定期邀请企业专家来校开展
医药企业管理、 医药行业发展等主题的大型
讲座。 这样一来，学生在校期间就掌握药品生
产、销售及社会药房服务所需知识，为快速适
应医药企业各岗位工作打好了基础。

在教学手段上， 积极开展多媒体辅助教
学、项目教学及现场模拟教学，利用现代化教
学手段展示现代化药厂实验的全景过程。 近
年来，该院大部分课程如《中药鉴定》、《药用
植物学》 等实现了多媒体辅助教学和项目教
学，部分专业课程如《医药商品营销实务》在

GSP 药房模拟零售药店药品销售，《药剂学》
在 GMP 模拟车间模拟药品生产各环节，实现
了现场模拟教学。 通过现代化教学手段、项目
教学和现场模拟教学， 学生由原来的被动学
习变成为主动参与学习，实现了“让我学”转
变为“我要学”，学习气氛得到了很大地改善，
学习效果得到明显改善。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 该院坚持以市场为
导向， 为传授学生以医药行业各岗位真真需
要的知识和技能，该院通过外引内培，提高师
资整体水平。 一方面直接从医药企业、药检所
等单位调入一些具备教师素质和应用能力强
的人员任“双师型”教师，或不定时地聘请医
药行业经验丰富的成功企业家来校作讲座，
或聘请企业技术顾问或一线操作能手定期来
校讲学，不断密切教师与企业、行业产业的联
系； 另一方面每年将教师送到企业各岗位进
行长期系统的培训， 或鼓励并选拔优秀中青
年教师到企业一线兼职， 直接参与企业的经
营与管理，拓宽和更新教师的专业知识。

正是因为这样，该院的毕业生实用性强，
深受企业欢迎，毕业生遍布湖南、广东、江苏、
上海等地医药行业，就业率达 98%以上。

以职业能力为核心
构建三级实训教学体系

高职教育强调对学生的能力培养， 突出
实践教学， 旨在培养面向一线的高级技术应
用型人才。 为此，该院坚持各专业实验实训课
程遵循“加强职业技能培养，体现医药行业特
色”的原则，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组织实验实
训，构建循序渐进的专业基础实践-专业技能
实践-岗位综合技能实践三级实验实训教学
体系。 在一年级时，重点开展专业基础实践，
在学生掌握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进行
动手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基本实践技能，
使学生掌握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能
力。 二年级时，重点开展专业技能实践，在学
生掌握常规实践技能的基础上， 结合不同不
同专业课程、不同岗位的特点和要求，开展固
体制剂制备基本操作、 医药商品营销基本技
能、中药饮片识别、中药调剂操作等岗位的实
践，培养学生必要的专业操作技能。 对即将进

行毕业实习的学生，学院要求其必须在 GMP
模拟车间和 GSP 模拟药房进行为期 2 周的岗
位操作模拟实训，为实习就业做准备。 三年级
时，安排学生进行岗位综合技能实践，顶岗实
习， 培养学生在实际工作岗位上的适应力。
“经过专业基础实践-专业技能实践-岗位综
合技能实践三级实验实训， 我们的学生无论
是在实习期间，还是毕业后在实际工作中，都
是企业老板手心的宝贝，舍不得放。 ”学院负
责人自信地说。 正是因为如此重视职业技能
培养，今年 5 月，该校代表长沙市在 2012 全
省职业院校中药传统技能竞赛中包揽一、二
等奖，学院获团体一等奖。

以校企合作为平台
培养药学实用型人才

2009 年， 胡锦涛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指
出，“没有一流的技工， 就没有一流的产品”。
实践证明，技能人才的成长，不仅要由学校进
行系统养成、企业提供岗位实践，更要由学校
和企业之间开展点对点、 点对面合作紧密合
作。 “校企合作是连接学校与企业、理论与实
践、培养与成才的有效模式，是更多更好更快
地培养技能人才的必经之路。 ”学院负责人是
这么说的，学院更是也是这么做的。 为深化校
企合作，学院明确提出把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和顶岗实习作为办学模式改革的重点和方
向。 目前，该学院已与湖南老百姓医药连锁有
限公司、 湖南千金金沙大药房零售连锁有限
公司、湖南康普制药有限公司、深圳海王星辰
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湖南科源医疗器材
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一致药店有限公司等知
名医药企业签订了订单式培养协议， 在康乐
保（中国）有限公司位、联邦制药、深圳太太药
业有限公司等 30 多家企业建立了校外实训
基地，并与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白云山制药总厂等 300 多家医药企业建立了
稳定的人才供求关系， 每年为医药行业培养
近 2000 名高技能实用性人才。 这些成功的合
作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学院在湖南甚至中部
地区医药行业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的领
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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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集萃

日前，笔者获悉，隆回一中将于 10 月 1 日
至 2 日举行建校 70 周年庆典。

隆回县第一中学， 自她的前身———由我国
著名历史学家李剑农先生于 1942 年创办的湖
南私立松坡中学迄今， 已走过了艰难曲折而又
光辉灿烂的七十年， 在湖南基础教育史上留下
一行深深的足迹。 七十年的沧桑， 育成三湘名
校；七十年的风雨，铸就辉煌荣耀。 今天她已成
为省内一流的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在此，谨向
关心和支持隆回一中的各级领导、海内外校友、
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为传承学校文化，弘扬优良传统，总结办学
经验，展示育人成果，缅怀前辈，激励今人，借鉴
历史，开创未来，学校本着隆重、热烈、简朴、务
实、创新的精神，定于 10 月 1 日-2 日举行建校
七十周年庆典，10 月 1 日晚举行校庆专场文艺
晚会，10 月 2 日上午 10:08 举行庆典大会，届时
还将举行松坡铜像揭幕仪式、“松坡讲堂”、联谊
等系列活动。 热烈企盼和诚挚恭请各级领导、各
友好单位同仁出席庆典！ 热烈欢迎和诚挚邀请
海内外校友回母校参加庆典！

该校还公布了庆典的联系方式。 邮编、地
址：（422200） 湖南省隆回县桃洪镇松坡街 1 号
隆回一中校庆办。 办公室电话：0739-8232057。
传真 ：0739-8240959。 E-mail: yzbgs168@163.
com。 网址：www.lhyz.net。 开户银行：华融湘江
银行隆回县支行。 捐款账户：湖南省隆回县第一
中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账 号：85230311000000173
（唐雄英）

隆回一中 10月 1日—2日举行
建校 70周年庆典

近日，从怀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传来喜讯，今
年该校学生的初次就业率又达到了 90%。 这已是
该校连续多年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保持在 88%以
上。

近年来， 怀化医专针对怀化等湘西地区区域
医护人员总量仍然严重不足， 每千人口卫技人员
数、执业（助理）医师数等都只占全国平均值的一
半，全科医师严重缺乏 ，乡镇医院临床、护理 、影
像、检验等专业人才缺口很大等状况，积极改变办
学定位，为基层培养实用的医护人员。 同时，大力
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有效开展就
业指导教育， 从而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就业率和就
业质量。

此外， 该校还高度重视实践教学和人才培养
质量。 又新增了怀化市一医院、市二医院、市中医
院等三所附属医院，新增附属医院，床位数、高级
职称教学人员数都将比过去翻一番以上， 为学生
提高综合素质搭建了更好的平台。 （赖平 李佑成）

怀化医专毕业生走俏：
初次就业率连续多年

保持在 8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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