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人才，以实践为基础

近年来，贵州师范学院坚持
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根据
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需要，打造
了一批校内外一体、校企事业携
手的“双师双能型”专业教师团
队。 通过从校外聘请优秀的名
师、专家、高级技术人员来校做
兼职教师，承担对实践经验要求
较高课程的教学任务，切实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

“插花绣是布依服饰的常用
绣法之一， 绣时就像插花一样，
沿着剪纸形状边缘往内绣。 ”在
贵阳市乌当区偏坡乡布依文化
展示中心，布依服饰制作技艺的
市级传承人陈慧珍讲解绣法要
点，来自该校旅游文化学院 2020
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 40 多名
同学在这里开展了一堂生动社
会实践课。

“学校非常重视学生实际动
手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在行业专
家的指导下进行跟岗锻炼、实操
学习，是我们实践课程中的重要
环节。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指导
教师王明说，长期以来，该专业
坚持“项目导向”的人才培养路

径，通过“任务驱动”和“项目驱
动”相结合，积极开展实践活动
的教学模式，得到了学生的广泛
认可。

今年，贵州师范学院依托陈
慧珍传统技艺工坊，举办了贵州
布依族织染绣创新应用非遗传
承人培训班， 为偏坡布依服饰
制作技艺培训指导了 100 余名
后备人才， 丰富和提高了布依
服饰制作技艺的创新性发展和
创造性转化。 此外，还为“贵州
阳戏”“松桃苗绣”“水东宋氏传
说”“王阳明传说”等国家、省、
市、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申报，
提供专业指导服务 100 余次 。
学校在为地方社会文化事业发
展提供专业引领与共享资源的
同时， 也实现专业发展与文化
传承同频共振、人才培养和社会
服务双向增效。

派干部，以需求为导向

“原来我们村子也可以这么
漂亮！ ”今年，在镇远县金堡镇
贵界村村民大会上， 贵州民族
大学派驻的驻村第一书记汪威
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运用现代
技术手段， 将村子未来规划设

计用三维立体的形式具象呈现，
并制作成视频在会上播放，赢得
了村民点赞。

汪威多年从事旅游规划及
乡村建设理论研究 ，2021 年 5
月， 为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现
实需求， 适应新发展阶段的人
才需要， 贵州民族大学结合自
身学科专业优势， 开展新一轮
驻村干部选派工作，为乡村发展

“定制”干部。
为帮助地方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按照学校乡村振兴工作部署，学
院特别组建了乡村振兴博士服
务团，首期由包括汪威在内的八
名博士为主体组成，涉及城乡规
划、旅游规划、地理学、历史学、
民族学、 经济学等多个专业，发
挥高校人才优势和智库作用，为
地方乡村振兴积极建言献策。

“原生态的自然资源和浓郁
的民族风情，就是发展的底气。 ”
博士服务团在编制村庄规划、乡
村振兴规划、民族村寨保护和风
貌提升等多个方面为当地提供
服务。 未来，学校还将逐步扩大
博士服务团队伍和服务内容，从
学校层面组建以博士为主体兼
顾教授、专家的“贵州民族大学

博士服务团”，开展好“博士送智
下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为地
方做好乡村振兴相关规划，开展
特色民族村寨保护与风貌提升
建设；同时开展好“博士送课下
乡”，继续发挥学校“百名博士讲
党课”的优势，与地方政府共建

“金堡大讲堂”，搭建以党建引领
的新时代农民培训平台。

强服务，以产业为抓手

省委人才工作会议提出：
“要以服务围绕‘四新’主攻‘四
化’为方向，围绕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行动汇聚人才。 ”

聚焦全省 12 个农业特色优
势产业， 对标成立 12 个服务专
班。 贵州大学通过“专家产业”模
式，以人才为纽带，以产业为抓
手，广泛开展产业示范、农民培
训和技术推广，全面助力贵州农
村产业发展。 在息烽县石硐镇猕

猴桃种植基地，该校农学院教授
龙友华指导推广运用高枝牵引
技术后，果树增产增收，果农增
收致富。

2017 年，贵州大学“博士村
长”计划正式起航，学校依托人
才优势，构建了“产业+专家+基
地+博士村长”工作模式，在产
业扶贫、科技服务、人才支持等
方面积极作为。 共组织 300 余
支“博士村长”队伍、超过 10000
人次深入到贵州省46 个县开展
服务。

此外，该校还通过成立乡村
振兴学院，促进“政、产、学、研、
用”协同发力，深度挖掘教育资
源特色与优势，结合乡村振兴的
人才培养实际需求，建立帮扶县
乡“新时代‘三农’实践所”等，帮
助县乡基层培养更多爱农业、懂
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和
农村实用人才。

（据《贵州日报》

“近年来，贵州高校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高校创新与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能力，为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持。

各大高校优先支持 12 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十大工业产业、服务业创新发展十
大工程等重点领域，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 瞄准人才缺口、
确定培养目标，持续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快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人
才，以人才振兴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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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人才”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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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从吉林省民政厅
获悉，2021 年吉林省在深化社会
组织领域改革、引导扶持社会组
织发展、强化社会组织综合监管
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全省社会
组织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 截至
去年年底，吉林省共有社会组织
20111 家， 较 2020 年增长 17%，
全省万人拥有率达 8.3 家， 超过
全国平均值 1.9 个百分点。

净化社会组织发展环境。 吉
林省民政厅积极开展打击整治
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通过取
缔、劝散、引导登记等方式，打击
整治非法社会组织 69 家。 开展
清理整治“僵尸型”社会组织专
项行动，通过撤销登记、吊销登
记证书、注销登记、限期整改等
方式，对 1678 家“僵尸型”社会
组织实施分类整治， 全力解决
挤占社会资源、 耗费行政管理
成本等突出问题。 开展规范整
治市场行为专项行动，对全省九
家违规使用医院名称的非营利
医疗机构进行清理整顿，联合推
进全省 2921 家义务教育阶段的

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转制工作，
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近
2000 万元。

切实加大社会组织培育扶
持力度。 吉林省民政厅持续优化
审批流程，提升审批效率，全年
完成登记审批事项 786 件（次），
提前办结率和群众满意率均达
100%。 全面完成行业协会商会脱
钩改革，1424 家行业协会商会实
现“应脱尽脱”，进一步释放行业
协会商会发展活力。 深入实施培

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
对全省 414 名社区社会组织负
责人和业务骨干进行培训，培育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7946 家，较
2020 年增长 46%。 实施购买社会
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面向全
省各级各类社会组织购买社会
服务项目 29 个， 发挥较强示范
引领作用，带动全省投入购买社
会组织服务资金 4000 余万元。 4
家社会组织荣获“全国先进社会
组织”称号，培育通化宝贝回家

志愿者协会、通榆县志愿者保护
协会、 省汽车工业协会等一批

“吉字号”品牌社会组织，涌现出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刘启芳、
全国道德模范张超凡等社会组
织优秀典型。

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助力经
济社会发展。 召开省社会组织改
革发展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会
议，围绕“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
战略，大力培育新兴领域社会组
织，更好助力吉林振兴发展。 目

前，吉林省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达
到 60 多万人， 仅省异地商会
2021 年在吉投资就达 2400 多万
元。 动员社会组织参与“千企助
千村”活动，启动 160 余个公益
帮扶项目， 提供资金和物资近
2400 万元， 积极助力乡村振兴。
广大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累计
开展各类关爱活动近 5000 次，服
务群众约 4 万人次。

（据《吉林日报》）

加大培育扶持力度 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吉林省社会组织超两万家

“博士村长”团队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高山万亩蔬菜基地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