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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枝繁果硕 砥砺前行再谱华章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马莉雅 尤北红 白宇 蒙古乐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里，内蒙古高等教育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回顾以往，波澜壮阔；展望未
来，重任在肩。内蒙古高校需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坚守初心，担当有为，写好新
时代内蒙古高等教育的“奋进之笔”。北疆大学生专刊今起推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回望校史 筑梦远行”系
列报道，展示内蒙古高等教育与祖国共成长的光辉历程。

【编者按】

6 月草长，百花竞放，北疆大地迎来盛夏，高校
毕业季再次拉开序幕，内蒙古高等教育成果也进入
一年一度的检阅期。隆重的毕业典礼在各大学府举
行，师长送上真挚祝福，学子绽放收获笑容。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初，全区尚无一所大学。
新中国成立以来，自治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迅速，目
前已有 53 所大学，其中 8 所建校半个世纪以上的高
校分布在呼和浩特、包头、通辽，分别是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工业大
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医科
大学和内蒙古财经大学。几十年来，这几所高校为
建设亮丽内蒙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内蒙古大学

6 月的内蒙古大学充满离别的气息，毕业生们
忙着记录校园时光。看着这些青春的面庞，内蒙古
大学校史校志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专职办公室主任
乔旺不禁回想起自己毕业时的情景。“内蒙古大学是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办的第
一所综合大学，那时候我们在主楼前拍摄的毕业照
是黑白照片。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周恩来总理
发出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文教事业、支持建立内
蒙古大学的指示，亲自批准为学校调配师资力量和
设备。1956 年开始，国家两年间累计投入 371 万元
建设内蒙古大学，从北京大学等 12 所院校抽调教师
组成教师队伍。1957 年，一幢 5 层教学大楼矗立在
校园里，成为标志性建筑。”

1957 年 10 月 14 日，内蒙古大学举行隆重的建
校典礼，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
记、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兼任首任校长。他提出“双
重任务”办学方针，即“一方面它与各兄弟高等院校
一样地贯彻执行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
身体健康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另一方面，必须看到
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高校，它就要担负起繁荣
和发展内蒙古民族的文化和培养本民族的知识分子
进行科学研究的任务。”内蒙古大学遵循这一指导方
针办学，建校至今为国家输送了 13 万毕业生，其中
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刘耀，“世界试管山羊之父”、中
国工程院院士旭日干，中国工程院院士赵进财，中国
科学院院士张杰，蒙古语言研究开拓者和奠基人清
格尔泰等。

现在的内蒙古大学已成为“双一流”世界一流学
科建设高校、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首批部
省合作共建高校、中西部“一省一校”国家重点建设
大学，2018 年成为教育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合建高校，同时也是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示范高校、教育部来华留学示范基地。

内蒙古师范大学

6 月 13 日，内蒙古师范大学校史展厅完成整修
对外开放，新增了 2013 年至 2019 年在各方面取得
的成绩。

漫步校史展厅，追寻厚重的发展足迹。内蒙古
自治区成立伊始，迫切需要大量教师充实到教育战线
中去。1951 年 7 月，自治区政府决定组建内蒙古师
范学院，任命内蒙古军政学院副院长左智为师范学院
院长。克服找校舍、购设备、聘教师、招生等重重困
难，1952 年 5 月 5 日，内蒙古师范学院在乌兰浩特举
行了成立大会和开学典礼。1954 年 8 月，学院随自
治区首府西迁至呼和浩特市。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1982 年建校 30 周年时，学院更名为内蒙古师范大
学，并被确定为自治区重点大学。进入2000年后，内
蒙古师范大学的发展踏上新征程。截至 2018 年 12
月，学校已有赛罕和盛乐两个校区，有专任教师 1350
人，开设 92个本科专业，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一级学
科 5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 个，硕士学位授予权一
级学科26个；具有硕士研究生免试推荐入学资格。

作为一所民族高等师范院校，内蒙古师范大学
被誉为“民族教育的摇篮”。在内蒙古，东自呼伦贝
尔西到阿拉善，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牧区，哪里有学
校，哪里就有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毕业生。60 多年
间，内蒙古师范大学培养输送了各类毕业生 25 万余
名，他们秉承着“献身、求实、团结、奋进”的校训，奋
斗在大江南北各行各业中。

内蒙古农业大学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高度重视农牧业的发展，为
了走出畜牧业发展落后、灾害多发、疫病流行的困境，创
办高等农牧业教育机构迫在眉睫。1952年7月，内蒙
古畜牧兽医学院诞生，后发展成为内蒙古农业大学。67
年来，内蒙古农业大学依托广袤的大草原、大荒漠、大森
林，形成了以草原畜牧业为重点的办学特色，在自治区
农、牧、林、水、草、乳、沙等事业的发展中，在农牧业高产

高效、生态治理、乳品技术革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 55 岁的草原与资源环境学院教授韩国栋

已在内蒙古农业大学从教 31 年，据他介绍，学校于
1958 年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草原专业，经过几代人的
奋斗，培育出 48 个牧草新品种，占自治区育成品种
的 1/3，特别是草原 1 号、2 号、3 号、4 号苜蓿和冰草
系列等品种,成为牧草生产和植被恢复的主推品种，
有力地支持了自治区畜牧业生产和草地生态建设。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陈永福介绍，内蒙古农
业大学有亚洲最大的原创性乳酸菌菌种资源库，开
创了国内乳酸菌基因组学和蛋白组学研究，实现乳
酸菌发酵剂的产业化，打破了多年来国外益生乳酸
菌的产品和技术垄断。

内蒙古农业大学已为国家和自治区培养各类人
才 15 万余名，他们中很多人成为相关领域的行业精
英。比如食品领域第一位国家杰出科学基金获得者
张和平、向日葵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安玉麟、国
家番茄育种专家尚春明、蒙草抗旱公司董事长王召
明⋯⋯他们让农牧业产业化向着高科技、高附加值
的方向大步迈进。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工业大学“出生”于 1951 年，前身是绥远
省高级工业学校，1958 年在清华大学等高校的支援
下成立内蒙古工学院。1993 年更名为内蒙古工业
大学。学校遵循“博学躬行，尚志明德”的校训，肩负
为民族地区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推动地区经济发
展的历史使命，68 年来，唯实尚行，成就卓然。

“这几天，毕业生们在建筑馆前拍摄毕业照，勾起
我很多回忆。”今年 54岁的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副教授范桂芳，是建筑馆改造项目参与者之一。据她
介绍，建筑学院建筑馆上世纪60年代是建在校园里的
铸工车间，扮演着实践教学场馆的角色。无数个挑灯
夜战、指导学生实践的场景在这里上演。后来它“老
了”，变成了一个废弃厂房，很多学生都问为啥这破房
子不拆掉。2008年通过改造，合理利用，旧厂房变成

了崭新的建筑馆，并荣获第十九届亚洲建筑协会建筑
奖保护与改造类金奖、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
一等奖、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金奖等多项荣誉。建筑
馆记录着校史，也展示着内蒙古工业大学的智慧。

“十三五”以来，内蒙古工业大学先后承担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863”计
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990 余
项，获省部级以上科学技术奖励 54 项，获得国家授
权专利 100 余项，培养各类人才 17 万余名。

内蒙古民族大学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
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5 月 22 日，《我和我的祖
国》歌声响彻内蒙古民族大学，参与快闪活动的文学
院教授姚民治凝望着偌大的操场感慨万千。

41 年前，姚民治考入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中文
系，“当时校园里只有一座上世纪 60年代建成的思源
楼，操场是沙土地面，下过雨就坑坑洼洼。每天早锻
炼我们去霍林河大街上做操跑步，成了当时的通辽一
景。现在学校有了霍林河、西拉木伦两个校区，占地
104万平方米，师生们的运动场所更大、更舒适了。”

内蒙古民族大学始建于 1958 年，2000 年由原
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内蒙古蒙医学院、哲里木畜牧
学院 3 校合并组建而成。农学院教授李志刚介绍，
2000 年，学校教学用计算机只有 420 台，如今教学
科研仪器设备总值已达 3.5 亿元。“十二五”以来，内
蒙古民族大学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89 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51 项。有 6 个版本的学报在国
内外公开发行，其中社会科学版（汉文）为中国人文
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扩展版），《民族高等教育研究》
是全国首个研究民族高等教育的专业期刊。

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 2016 级学生孙名遥说：
“报考内蒙古民族大学前，我是进行了一番‘考察’
的。内蒙古民族大学是自治区政府和国家民族事务
委员会共建高校，有 76 个本科专业，17 个硕士学位
授权一级学科和 7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培养了

各类人才 18 万余名。在内民大学习的日子里，我很
荣幸自己成为这十八万分之一。”

内蒙古科技大学

内蒙古科技大学前身是始建于 1956 年的包头
钢铁工业学校和包头建筑工程学校（冶金工业部），
2003 年，包头钢铁学校与包头医学院、包头师范学
院合并，组建内蒙古科技大学。2004 年，内蒙古科
技大学一分为三，原包头钢铁学院保留内蒙古科技
大学校名。建校 60 多年来,立足冶金、煤炭两大行
业，面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断优化学科布
局，提高人才培养层次，已成为以工为主，工、理、文、
管、经、法、艺术、教育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
学，为社会培养各类人才近 15 万名。

材料与冶金学院教授金自力是自治区草原英才
“优势资源高性能金属材料研究与开发”创新团队的
重要成员，他带领着 10 多位团队成员和 20 多名研
究生，开展金属材料、结构材料及功能材料基础理论
研究和新产品的关键技术开发与产业化应用工作。

“研发工作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2004
年,热轧产能过剩，‘基于 CSP 工艺高附加值冷轧钢
板开发’项目就应用而生了。为了解决冷轧过程中
产品性能不稳定、硬度高等难题，我们的团队耗时 5
年做实验。2009 年，相关技术终于通过了验收并投
入使用。”依托这一项目，包钢集团每月创造产值
5000 万元。2010-2012 年，项目进一步优化工艺，
成果应用后企业实现新增产值 1.79 亿元。

“在内蒙古科技大学，和我一样每天忙于科研事业
的老师太多了。能把所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服务地
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我们最欣慰的事。”金自力说。

内蒙古医科大学

内蒙古医科大学前身为内蒙古医学院，始建于
1956 年，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最早建立的高等医学院
校，2012 年 3 月更名为内蒙古医科大学。

卫生管理学院 2017 级社会工作 1 班的学生贺
睿是校史展厅的讲解员。“1956 年 9 月，学校招收了
首届 256 名医疗系本科生、1978 年开始招收研究
生、1981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权资格⋯⋯目前招生范
围扩大到 28 个省市区，全日制在校生 1.4 万余人，培
养了 7 万多名医学人才。国内第一本彩色病理学图
谱由内蒙古医学院教师主编出版；1958 年 3 月 8 日，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开诊，这是自治区第一所医
药类高校教学医院⋯⋯”贺睿自豪地向记者介绍着。

建校之初，各民族的干部、教师怀着满腔热血从
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内蒙古医学院，为学校的建
设发展不遗余力，刘其端教授就是其中的代表。他
毕业于北平大学医学部，1956 年带着妻子和女儿来
到内蒙古医学院，历任解剖学教研室主任、医疗系主
任、基础部主任，临终时将遗体捐献给学校作为解剖
教学之用。同刘其端一样，60 余年来，“内医人”始
终恪守“博学、尚行、精诚、至善”的校训，向建设具
有民族特色的教学研究型高水平医科大学全面进
军。讲解结束时，贺睿对记者说，他将继续继承发扬
这种治学精神，让青春不虚度，为人生写华章。

内蒙古财经大学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高等教育工作的重中
之重，能够有力推动毕业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创
业。在内蒙古财经大学的校园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
企业、公司，它们均由在校学生和毕业生创立。陶日
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这家成立于
2017 年的传媒机构以“蒙元文化”为核心，主要发展
方向是蒙古族文化研究与设计。它“年纪”虽小，成绩
却不少，同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政府、呼和浩特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等均有合作，还参与设计了和林格尔
新区Logo、内蒙古创新创业协会Logo等重要项目。

谈到学校在创新创业领域的成就，内蒙古财经
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于剑英说：“多年来，我们始
终发挥着财经类专业人才培养基地的作用，积极探索
实践合作培养模式、拔尖创新人才（基地班）培养模
式、蒙汉双语授课等人才培养模式。学校被教育部评
为‘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全国创新创业典
型经验高校’，是自治区大学生创业培训基地。”

内蒙古财经大学始建于 1960 年，是国家在少数
民族地区最早设立的财经类高校。内蒙古财经大学
前身为内蒙古财经学院，2012 年 3 月 29 日，教育部
正式批准内蒙古财经学院更名为内蒙古财经大学。
现已发展成为一所以经济学和管理学为主，理学、法
学、工学、文学融合发展，具有鲜明地区和民族特色
的财经大学。建校 59 年来，累计培养各级各类人才
10 万余名，成为自治区乃至全国财政系统、审计系
统、金融系统、税务系统、工商系统中的骨干与中坚
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