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巍巍学府，峥嵘七秩；滋兰树蕙，杏坛飘香。
打开历史的卷轴，内蒙古历史上第一座高等学府——内蒙古师范大学，已坚实地走过了 70 个春秋。

“踏着新中国的晨钟，沐浴着民族和睦的春风。伟大的事业从这里起步，灿烂的未来在这里播种⋯⋯献身、
求实、团结、奋进，铸就树人百代功。”这是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校歌，也是对这所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边疆民
族地区最早建立的高等学校的生动写照。70 年来，流淌着党和国家发展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红色基因，承载着

“兴国必先强师”的光荣使命，肩负着推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独特重任，内蒙古师范大学在探索中成长、在曲
折中前行、在改革中崛起、在发展中跨越，开创了办好民族地区师范院校、发展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成功范例。

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布赫同
志所讲：“内蒙古师范大学创建、成长、发展的
历史，是我区文教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内蒙古师范大学是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
内蒙古自治区急需用人之时，在党和国家优秀
的领导人、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乌兰夫同志
的关怀支持下创立的。彼时的内蒙古自治区
基础教育十分薄弱、高等教育一片空白。乌兰
夫强调，发展师范教育是搞好民族地区教育事
业的基础。1951 年 7 月，乌兰夫任命红色教
育家左智为院长，筹建内蒙古师范学院；11
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关于设置师
范学院的决定》。1952 年 5 月 5 日，内蒙古师
范学院在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革命老区

乌兰浩特市正式成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
国家在边疆民族地区最早建立的高等院校之
一。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在办
学条件极度匮乏的境况下，左智等先辈们以 7
名教职工、116 名学生、30 多间旧平房、6 个教
学班为起点，一边在田间地头挥舞镰锄，一边
在案头纸上挥洒笔墨，开启了民族地区高等教
育的拓荒实践和艰辛探索，为自治区高等教育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正是从那时起，与生
俱来的红色基因，就指引一代代内师大人弘扬
革命传统、树立远大理想，始终将自身发展同
国家和自治区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风
雨无阻，高歌前行。

七十载沧桑巨变，七十载春华秋实。沐浴
在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光辉里，一代代内
师大人筚路蓝缕、砥砺奋进，推动内蒙古师范
大学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渐强的
一项项历史性迈进。1954 年学院随首府西迁
呼和浩特；1958 年升级为本科高校；1981 年
被确定为国家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982
年更名为内蒙古师范大学，并被确定为自治区
重点大学；2004 年建成盛乐校区，正式形成两
校区办学格局；2006 年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
位。回望来时之路，每一页都写满了内师大人
开创祖国北疆师范院校先河的责任担当，每一
步都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发展民族
地区高等教育的光辉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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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教育的摇篮 优秀教师的沃土
——写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建校 70 周年校庆之际

教育因责而生，尽责而兴。作为高等师范
教育和民族工作的重要结合点，内蒙古师范大
学坚决按照党中央对民族地区的科学定位办学
治校，努力在促进民族团结、筑牢祖国北疆安全
稳定屏障中讲大局、担重责，具有民族团结的光
荣传统，在呵护“模范自治区”崇高荣誉中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88年，学校被国务
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先进集体”称号。1992
年，学校被国家教育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授
予“全国民族教育先进集体”。2005年，学校被

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
称号。2021年，学校获评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单位，学校党委书记阿拉坦仓被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授予“北疆楷模”荣誉称号。

近年来，内蒙古师范大学聚焦民族工作主
线，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把培养具有牢固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质师资作为重大政治
责任，开创性地实施了“石榴籽”培根铸魂育人
工程，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学校各
项工作中鲜明树起来、坚决贯下去，努力让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通过一批又一批好
老师遍播内蒙古大地。此外，学校发挥学科人
才优势，获批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基地”、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地区本科人才培养重点研
究基地”等省部级科研平台，设立“内蒙古师范
大学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献研究中心”，
努力为国家和自治区从更高层次开展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宣传、理论阐释、决策
资政提供师大方案和师大智慧。

教师是教育事业的第一资源。内蒙古师
范大学作为“育师之校”，对教师队伍建设高度
重视。1952 年建校之初，乌兰夫同志就亲自与
兄弟省份协调，从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请来了 21 位优秀毕业生任
教，为内蒙古师范大学师资队伍建设奠定了坚
实基础，也树立起了“教师是兴教之本、立教之
源”的优良办学传统。

近年来，内蒙古师范大学坚持把人才作为
事业发展的最强驱动，把人才强校确定为学校
发展主战略。深度参与自治区“一心多点”人
才工作新格局，连年克服经费困难投入 2000
余万元引育人才，大力实施人才工作“雄鹰计
划”，对优秀稀缺人才做足绣花针功夫，广纳国
内外高层次人才。坚持对人才“高看一眼，厚
爱一层”“不拘一格降人才”，畅通各类人才成
长通道，努力形成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
才的生动局面。内蒙古师范大学积极打造人

才服务保障体系，做到对人才无事不扰、有求
必应。坚持关怀和资源跟着人才走，千方百计
为人才解决住房安居、子女教育、配偶就业等
后顾之忧，构建起以绩效为导向的薪酬分配体
系，建立起教职工收入稳步增长机制，所有人
才在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中心无旁骛、心情舒
畅地教书育人。

内蒙古师范大学渴望人才强校的诚意和
实举屡屡拨动各类人才的心弦，成为自治区
集聚高端人才的“强磁场”。近三年，刚性引
进长江学者 1 名，实现长江学者新的突破；万
人计划、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教学名师等
国家级人才由 6 名增至 8 名；引育优秀博士
200 余 名 ，博 士 专 任 教 师 占 比 由 2018 年 的
35% 提 高 到 现 在 的 46.3% ；柔 性 引 进 院 士 1
名、长江学者 1 名、学部委员 4 名。人才对学
校发展和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支撑能
力不断增强。

一流大学必须得有一流学科的支撑。建
校 70 年来，内蒙古师范大学坚持学科建设的
龙头引领地位不动摇，推动办学实力和核心竞
争力不断增强。从建校之初的仅有 6 个专业、
学科基础十分薄弱，到现在建成涵盖 10 个学
科门类的本硕博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从 1981
年被确定为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获批 3 个
硕士学位授予权，到现在成为具有硕士研究生
免试推荐入学资格的高校、拥有 27 个硕士学位
授予权一级学科；从 2006 年晋升为博士学位
授予单位、科学技术史学科点成为学校第一个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到现在拥有 8 个博
士学位授予权一级学科，设有“内蒙古师范大
学科学技术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科学技术
史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成为全国第三位、自治
区仅有的两个 B+学科之一，民族学、心理学等
优势特色学科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从积
极响应党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重大战略部
署，到现在拥有自治区重点建设的一流学科 2
个，自治区优势特色学科 2 个，自治区重点学科

13 个，重点培育学科 5 个，每一步都标注了内
蒙古师范大学建设高水平师范大学的雄心壮
志，每一步都见证了内蒙古师范大学推动内涵
式高质量发展的高度自觉。

学科建设从根本上带动提升了研究生教
育水平。近年来，内蒙古师范大学出台实施了
一系列重要文件，为全面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
进行了顶层设计。学校现有博士生导师 131
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导师 493 人，专业学位
研究生导师 161 人，双硕导师 258 人，实践导师
261 人。现有在校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
5000 多人，自治区级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9
个，学校高层次人才培养对国家和自治区经济
社会发展的战略支撑能力不断增强。

当前，内蒙古师范大学抢抓国家和自治区
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宝贵机遇，把建设特色
一流学科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切入点和
落脚点，扎根中国大地，立足北疆实际，发掘优
势特色，积极探索民族地区“双一流”师范大学
建设高质量发展之路。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
本。1951 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设
置师范学院的决定》就明确提出了学院的办院
宗旨：“培养具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
思想、观点，并有足够从事于初中教学的文化
科学知识，身体健康，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事
业服务的蒙汉中等师资。”70 年来，内蒙古师
范大学坚定不移走师范立校之路，始终把师范
教育视为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石，始终把培养忠
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作为师范教育的
主要任务，现已成为自治区培养基础教育师资
的主要基地，是自治区基础教育师资培养中
心、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心、基础教育改革
发展研究中心，被誉为“祖国北疆各族人民教
师的摇篮”。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师范大学积极响
应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的战略部署，不断强化教师教育主责主业，师范
教育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黄金期。师范生招生

比 例 由 2018 年 的 33% 提 升 至 2021 年 的
71.95%，师范专业生均拨款标准大幅提升至
1.5倍，师范教育底色更加鲜亮。不断推进师范
专业供给侧改革，努力办有良心的专业，实现了
20个非师范专业向职业教育师资的转型，18个
师范类专业获批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同时，推进教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大力开
展公费师范生培养，启动师范类专业研究生硕
博连读工作，积极推动公费师范毕业生免试攻
读非全日制教育硕士，提升师范生培养层次。
着力提升实践教学质量，积极打造教师教育创
新实验区，全国首创教育实习“双选育人”模式，
组建“内蒙古自治区教师教育协同创新联盟”，
在区内外建设了 316 个优质教育实践基地，投
入专项资金2400万元建成教师教育实训中心、
改造完成职教师资技能训练中心，切实推进教
师培养、培训、研究、服务一体化，师范生培养质
量和社会满意度明显提升。现在，正有越来越
多的优秀学子为实现当老师的理想，选择就读

内蒙古师范大学师范专业。
如今，28 万内师大人遍布海内外，他们把

教育的种子播撒在希望的田野，把干事创业的
汗水挥洒在广袤的草原，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中留下了历久弥新的奋斗足
迹。这其中，不乏李迪、能乃扎布、曹永年、陈良
璧、罗见今等一批良师大家，不乏陈奎元、吴晓
灵、巴音朝鲁等一批高级领导干部，不乏妥木
斯、斯力更、额尔敦扎布等一批艺术家、数学家、
经济学家。他们中更多的是默默奉献在教育一
线的普通教师。据统计，内蒙古自治区有 40%
左右的中小学骨干教师和校长是内蒙古师范大
学培养的毕业生，成为撑起祖国北疆基础教育
的中坚力量。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3 届毕业生
慎魁元还作为全国优秀特岗教师代表，受到了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亲切接见。此外，还成功
办有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等 4所优质基础
教育学校，为自治区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发挥了
重要的示范引领和策源地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师范大学充分把握
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
动力重要结合点的使命担当，不断完善以健康学
术生态为基础、以有效学术治理为保障、以立足
国内自主培养一流人才和产出一流学术成果为
目标的大学创新体系，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整
体性、格局性变化，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2700
余项，获批经费逾5亿元。在增强哲学社会科学
优势的同时，科技创新百花齐放的局面正在形
成。10年来，内蒙古师范大学荣获高等学校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奖等省部级科研成果奖206项。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大学，内蒙古师范
大学不仅在服务自治区基础教育中发挥着主力
军作用，也努力在科技创新服务社会中展现大
担当、大作为。在精准脱贫工作中，学校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全力以赴融入
国家大扶贫格局、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学校
与中科院赵进才院士合作建立的内蒙古水环境
安全协同创新中心，研发出了专门针对牧民饮
用水的水净化设备，推动了牧民饮水安全问题
的解决；研发的玉米膜下滴灌综合节水技术在

赤峰市等地推广，推动了自治区农牧业灌溉发
展瓶颈问题的解决。学校培育卧式锤榨法工艺
产业化，帮助当地合作社申报并成功入选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产品拿到有机认证，帮助指导
卧式锤榨法传承人王浩等人注册成立克什克腾
旗呼德艾勒农牧民合作社，年产值达 340 万元，
辐射带动周边 4 个村民组 462 户农牧民增收致
富。学校发挥内蒙古师范大学扶贫与发展研究
院等智库平台作用，高质量承担了第三方评估
工作。学校脱贫攻坚项目入选教育部“第三届
省属高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典型项目”，被主流
媒体广泛报道。

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教师就是打造这支
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在新的历史发
展阶段，内蒙古师范大学正以“兴国必先强师”
的使命担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全力以赴推进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一流综
合性师范大学建设，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培养更多的筑梦人。

坚持引育并举 当好高层次人才汇聚的强磁场
⋯⋯

⋯⋯

聚焦特色一流 当好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探索者
⋯⋯

⋯⋯

坚持科技创新 当好服务社会的担当者
⋯⋯

⋯⋯

赛罕校区赛罕校区。。

盛乐校区盛乐校区。。

赓续红色基因 当好祖国北疆高等教育的拓荒者
⋯⋯

⋯⋯

胸怀“国之大者” 当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播种者
⋯⋯

⋯⋯

坚持师范立校 当好教师教育的主阵地
⋯⋯

⋯⋯

19521952 年年，，建校初期的校舍建校初期的校舍。。

（本版文图均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