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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 70 年光辉历程，内蒙古高等教育事业在祖国的怀抱里快快长大，内大、师大、农大、工大、医科大、财大⋯⋯
一所又一所大学，就像一朵朵鲜花，在草原上尽情绽放。如今，草原上已经建设了 50 多所大学。

70 年来，内蒙古高等教育事业从弱到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一代又一代“领路人”倾尽毕生所学传授知
识；一批又一批心怀梦想的年轻人走进“象牙塔”学习深造、汲取营养、回报社会。他们是内蒙古高等教育事业栉风
沐雨，风雨兼程的见证者，更是内蒙古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奋斗者，砥砺前行的同行人！北疆大学生专刊特别推出

“在祖国的怀抱里·内蒙古高等教育巡礼”系列报道，讲述一代代为人师者以德施教，立德树人，辛勤耕耘三尺讲台的
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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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迪教授在指导学生

芒来在“马属动物研究中心”的陈列室留影

阿拉坦仓参加 2019 年全国政协会议

刘其瑞生前照片

□文/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马莉雅 尤北红 白宇

育人不辍几十载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民族干部、教师怀着
满腔热血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内蒙古，为
我区高等教育建设发展不遗余力，刘其端就是
其中之一。

刘其端是河北省南宫县人。1931 年，他毕
业于北平大学医学院，1940年进入日本东京帝
国大学学习，后任北平大学医学院教授，从事人
体解剖学、组织学教学。

1956 年，得知内蒙古自治区要建立医学
院，50 岁的刘其端心动了，他说：“我会在草原
上把事业干得非常漂亮”！他带着妻子和女儿
从此扎根北疆，在内蒙古医学院（现内蒙古医科
大学）筹组了人体解剖学教研室。由于教学标
本和设备紧缺，他和学生们克服重重困难寻找
材料制作了 200多具完整的人体骨骼标本。这
些标本，至今仍在学校教学上发挥作用。刘其
端还根据内蒙古医学院实际情况，重新编印了
他在北平大学医学院使用的《人体系统解剖实
用讲义》教材。他发起创建内蒙古解剖学会，使
内蒙古的解剖学教研水平在上世纪 60 年代就
跻身于全国中上等水平，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少
数民族医学人才。

“我病好了就回内蒙古，我还能带 10 个研
究生。”晚年在北京养病的刘其端还在挂念内蒙
古。1990 年 2 月 16 日，84 岁的刘其端在北京
病逝，遵从他的遗愿，内蒙古医学院把他的遗体
制成骨骼标本运回呼和浩特，内蒙古医学院的
1500名师生举行了隆重的骨骼标本揭幕仪式，
刘其端遗骨陈放的解剖教研室被设立为学校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他的感召下，从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开始，内蒙古医科大学陆续涌现出一
大批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医务教育工作者，他
们为学校的建设立下卓越的功勋，为少数民族
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很多老一辈教育人因“支边”与内蒙古结
缘。2019 年 9 月开学季，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
技术史研究院迎来新一届硕士生、博士生。看
着这些年轻的脸庞，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
史研究院教授郭世荣不禁想起了恩师李迪。
1956年 8月,李迪支边调到内蒙古师范学院（内
蒙古师范大学的前身）工作，他是内蒙古师范大
学科学技术史学科的奠基人，国际著名科学史
家。“我们每年都要给新生讲学术传统与治学精
神，都会讲‘专’‘恒’‘勤’三字治学方法和‘目
标’‘合作’‘诚信’的治学精神。这是李迪先生
给我们留下来的精神遗产。”郭世荣说。

在李迪看来，“专”字最难。李迪最初在学
校主要教授数学，但他热爱科技史，坚持不懈利
用业余时间做研究。1978 年，科学史研究成为
他的正式职业，他开始培养数学史专业硕士研
究生，1981 年内蒙古师范大学被批准建立全国
第一批硕士学位授权点。1983 年，李迪在内蒙
古师范大学建立了科学史研究所，1986 年，他
长期坚持研究的数学史学科被确定为内蒙古自
治区首批重点学科。几十年来，李迪在内蒙古
师范大学培养和建立了一个实力雄厚的科技史
学术团队，被同行称为“呼和浩特学派”。2002
年，他被选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
2005 年被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学会选为终
身荣誉会员。

李迪在科技史的众多领域内取得了许多
重要研究成果，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最值得
一提，他是这个学科分支的积极倡导者、开拓
者和引领者。他曾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自筹
经费创办了《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不定
期连续出版物，他还组织全国力量编写了《中
国少数民族科技史丛书》，这是我国第一次对
少数民族科技史进行的较为全面的总结性研
究，该丛书出版后曾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提名奖。

“恒”与“勤”相辅相成。李迪说：“‘恒’字要
执着，一干就是几十年，一辈子不动摇。”50 多
年里，他每天坚持研究和写作。读书和买书是

他的嗜好，曾被评为内蒙古十大藏书家。2001
年，已逾古稀之年的他开始筹划建立古代天文
仪器和计算用具博物馆，并得到了学校和国内
外同行的广泛支持。为了筹建博物馆，李迪亲
自到全国各地的旧货市场寻找实物，亲自复原
古代仪器，或向好友写信求助。2004 年，内蒙
古师范大学古代天文仪器馆正式开馆，2005年
内蒙古师范大学计算用具馆建成。2006年，他
带领大家建立了内蒙古师范大学首个博士点。
50 年里，李迪没有休息日，即使是在病重期间
仍然坚持研究。

李迪不仅是一位成绩斐然的科学技术史
家，也是一位受人爱戴的师长。从 1978 年到
2006 年，他共招收包括数学史、物理史和少数
民族科技史在内的 32名研究生，他们现在大多
已经成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从 1956年响应国家号召，自东北师范大学
支边来到内蒙古师范大学，到 2006 年逝世，李
迪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都献给了内蒙古、内
蒙古师范大学和科学研究。如今，他的学生们
郭世荣等正追寻着他的脚步，为科技史事业的
发展与繁荣努力奋斗。

天边飞回丰翼鸟
“我的根在草原”

他出生于锡林郭勒草原普通的牧民家庭，
从小就与马结下了不解情缘；他是畜牧学专业
与兽医学专业的双料博士；他制作了世界上第
一个马咽鼓管囊模型，填补了世界性空白；在他
的努力下，2011 年，内蒙古农业大学建立了全
国唯一的农业部马属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科学
观测试验站，建成了国内第一个马数据库；他是

“全国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选”。有人说他是“蒙古马灵魂的寻觅者”“蒙古
马的拯救者”“蒙古马文化的守望者和传承者”，
是大草原走来的“马博士”“马教授”，他就是内
蒙古农业大学副校长——芒来。

2000年，在日本东京大学获得兽医学博士
学位后，芒来放弃留在国外的机会，毅然选择回
国、回到故乡、回到母校，在内蒙古农业大学任
教，重启内蒙古农业大学停办 10多年的马业科
学的本科课程。

芒来的学生遍布国内外马学研究领域，他
为中国乃至世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专业人才。
任教 30年来，他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图书出版
都围绕着马、蒙古马、马产业和马文化，取得了
众多成就，先后获得“内蒙古自治区师德标兵”

“内蒙古自治区杰出人才奖”“全国师德标兵 10
名重点宣传对象”和全国遗传育种领域最高奖

“第二届吴常信院士动物遗传育种科技成果
奖”，并连续四届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新世纪
32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

走进内蒙古农业大学“马属动物研究中
心”，首先看到的就是墙上挂着的一排排牌匾，

“这里面主要有六大实验室，是我们‘马属动物
种质资源创新与遗传改良’团队成员的主要工
作地点，我是团队带头人。”今年 57 岁的芒来如
今依然在教育一线忙碌着，他已培养出硕士、博
士生 103 人。在芒来的带领下，团队致力于蒙
古马特色基因的挖掘研究与种质资源保护工
作。他的团队为内蒙古马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和技术支撑，也为内蒙古在
蒙古马保护、开发利用和马产品及马产业建设、
马业科学研究、马文化传播等领域做出了突出
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草原学子放弃出国、放
弃高薪，凭着一股子“执念”回报家乡，用所学知
识建设家乡。他们受人爱戴，他们是草原上优
秀的孩子，是内蒙古教育事业发展最强劲的“心
脏”。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副院长阿拉坦仓，他拥
有众多头衔，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蒙古族数
学家”这个称呼。他放弃名校邀约，返乡任教
建设家乡。作为蒙古族数学家，阿拉坦仓扎根
民族地区教育，从事数学教学和科研工作 31
个年头。他秉承“精业”与“敬业”的工匠精神，
把数学水平提升到了世界领先层次，从算子理
论角度推导出了 100 多年来宇宙天体力学上
的数学难题：无穷维哈密顿系统的谱对称和完
备性。2014 年以来，他连续两次受聘于教育

部高等学校数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993 年，阿拉坦仓考入大连理工大学攻读

博士，毕业后他毅然回到内蒙古大学教学，全身
心投入到教书育人的事业中。他在内蒙古大学
建立了无穷维哈密顿算子理论研究中心，带领
研究团队进行科研攻关，培养出 3位博士后、18
位博士和 45 位硕士，其中有 4 名博士成为内蒙
古大学的博士生导师。

2013 年，阿拉坦仓调任呼和浩特民族学
院，他又在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建立了无穷维哈
密顿研究平台，继续培养数学方面高端人才。
作为全国遴选上线的 13位数学大师之一，他主
持了国家级精品公开课，他坚持每周一次开展

“涡轮增压”式学术讨论，至今已举办 1200 多
场。他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教书育人各环节，
鼓励带动学生求学深造，报效祖国。

日日繁忙为学子
“情在草原飞”

范新宇是内蒙古财经大学旅游学院的团总
支书记，也是一名身兼多职的辅导员。平日里，
无论多么繁忙，范新宇都热情饱满、精益求精地
完成每项工作，“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到最好”是
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作为团总支书记，她勇于创新探索，创建了
“旅游学院学术文化节”品牌活动；作为学院专
职党务人员，她组织开展了学生党员“一帮一”
等活动，激发学生的党员意识；作为思政课教
师，她先后教授《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就业指
导》《心理健康教育》等课程；作为班主任，她总
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班级管理办法，所带班级
多次被被评为校级优良学风班。

范新宇在辅导员这个岗位上已经干了 11
年。一次，班里一名学生突发肾结石住院，得知
情况，她第一时间赶到医院。手术前后，她一直
陪伴在学生身边，直到学生病情稳定才离去。
类似经历还有很多，她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在
深夜中送患病学生就医，多少次为保护学生挺
身而出，多少次资助困难学生渡过难关⋯⋯范
新宇说:“每次翻看历届学生的毕业照，看着他
们一个个成长、成才，我十分欣慰”。

2016 年，范新宇被破格评为副研究员，成
为内蒙古财经大学第一位副高职称的辅导员；
2017 年，她被选拔为自治区“学习宣传贯彻十
九大精神”高校优秀辅导员宣讲团成员；2018
年，她被选拔为自治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
高校优秀辅导员宣讲团成员；2018年9月，内蒙
古财经大学“范新宇辅导员工作室”成立。

像范新宇一样做学生身边知心大姐姐的还
有内蒙古大学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道路工程系的
专职辅导员莫伶。前不久，由共青团中央举办
的“青年讲师团”培训班在中央团校举行，莫伶
作为自治区唯一入选的高校辅导员，以优异成
绩顺利结业，正式入选团中央“青年教师团”。

2014年，这位四川姑娘带着自己教书育人
的理想来到祖国北疆，成为一名辅导员。工作
之初，为了了解学生所思所想，她反复与学生谈
心，与专业教师交流，探讨学生学习状况及专业
发展情况。工作之余，莫伶攻读了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博士学位，她用刻苦努力打破了“跨
界”瓶颈，不断追赶学生成长的脚步。

在日常管理工作中，莫伶通过抓苗头、抓倾
向、抓规律、抓骨干、抓后进的“五抓”引领法落
实学生管理工作，她所带的 2 个班级不仅获评
年度校级优秀共青团团支部，还走出了校级年
度十大杰出青年、校级优秀团支部书记、校级优
秀学生干部标兵等先进个人。

莫伶特别喜欢鲁迅的一句话：“无穷的远
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而与她有关的，
正是学生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一线思
政工作者，莫伶坚信，只有严谨笃学、广纳新知，
才能成为学生群体中有底气的朋辈引领人，助
力青年人投身于伟大的时代征程。

莫伶在共莫伶在共
青团中央举办青团中央举办
的的““ 青 年 讲 师青 年 讲 师
团团 ””培 训 班 顺培 训 班 顺
利 结 业利 结 业 ，，正 式正 式
入 选 团 中 央入 选 团 中 央

““青年教师团青年教师团””

内蒙古医科内蒙古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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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新宇在自治区

﹃
纪念改革开放四

十年

﹄
高校优秀辅导员校园巡讲现场

三尺讲台勤耕耘

师心匠意写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