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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峥嵘岁月，追寻历史记忆。整整六十载的筚
路蓝缕、艰苦创业，不动摇的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
守的是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秉承的是“志比昆仑，学竞
江河”的校训精神。

青海，这片神奇广袤的大地，江河之源、万山之
宗。解放前军阀统治，当时全省人口不足 150 万，当时
的小学寥寥无几，中学屈指可数，高等教育是空白，民
众中98%以上是文盲。

1949 年 9 月 5 日，西宁获得解放，1950 年 1 月 1 日
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青海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面对落后现实，青海立志
和祖国同行。青海的教育在艰难奋起。巍巍昆仑山下，
涛涛河湟水畔，青海大学迎着一抹穿越云层的霞光，带
着重托、希望和渴盼，挺立在了这个急需文化和人才的
高原大地上。

1958 年，迎着青海解放后的曙光，青海工学院、青
海农学院、青海农牧兽医学院、青海医学院和青海财
经学院相继成立，其中青海工学院应当是青海大学的
前身，当时设置机械、冶金两个系，开设机械制造工艺
和钢铁冶炼两个专业；1959 年又增设电力与化工两个
专业，招生人数仅为 244 人。其后，1960 年，在青海工
学院基础上，将农牧学院、医学院和财经学院合并成
立了青海大学。之后，数次易名又数次复名，屡经变
迁，几复分和，从 1958 年至 1987 年的 29 年间，分分合
合达九次之多，加之文化大革命中的冲击，学校步履
蹒跚，1969 年10月青海大学再度撤销。

“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青海大学的先辈们
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从容面对，分合之间，认真衔
接，纷乱时刻，忍辱负重，关键时期，拨乱反正。马万
里、韩明、任琛、乔迁、石林、尕布龙等老一辈青大领导
者勇挑重担，披荆斩棘，校园钟声依然悠扬。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
号角，校园内外春意盎然，充满生机。1988 年，经省政
府同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在青海工农学院的基
础上，新的青海大学再度宣告成立。当时，理工类的
高校在青海尚属空白，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头绪繁
多，举步维艰。青海大学的先贤志士们以尽快培养河
湟大地急需人才为使命，将满腔热血浇灌在青海大学
这颗高原明珠上。

抚今追昔，我们不能忘记老一辈青大人，他们信
念坚定、乐于吃苦、敢于奉献，才使得青大薪火相传，
发展壮大，老一辈青大人留下的精神财富，将永远写
在历史的天空，铭刻在高原大地。今天，我们在为学
校的发展成就感到鼓舞和振奋的同时，也要牢记，创
业艰辛，功在前贤。同时，对老一辈青大人艰苦创业
的精神表达无限的敬意。他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弥足珍贵，值得我们时刻铭记，永远学习，永恒珍惜，
永久珍藏！

在之后的发展历程中，一代又一代“青大人”正是
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青大人的优良传统，牢记“志比

昆仑、学竞江河”校训，胸怀大志，以更加坚定的理想
信念，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更加执着的事业追求，
抢抓机遇，华丽蜕变，昂首迈进 21 世纪，向着更高更远
的目标接力前行！

花开花谢，卷轴舒缓。跨入新世纪，铺开这一段
发展画卷，定格在学校发展的重要节点，回味一个个
精彩瞬间。沐浴着国家西部大开发带来的馥郁馨香，
享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口支援的浓浓亲
情，昂首挺进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和国家“中
西部综合实力提升计划工程”高校建设行列，揭开了
青海大学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1998 年至 2012 年，学校抢抓机遇、华丽蜕变。
随着高校布局结构的调整，1997 年 10 月青海畜牧

兽医学院并入，2001 年1月青海省农林科学院、青海省
畜牧兽医科学院、青海财经职业学院整建制划归，
2004 年青海医学院并入，组建成新的青海大学，从此，
青海大学步入了一个稳步发展的新阶段。

本世纪之初，党中央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
略部署，使青海和整个中国西部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
生机和活力。

2001 年 6 月，教育部正式启动对口支援西部地区
高等学校计划，确定清华大学对口支援青海大学。随
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华东理
工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相继加入对口支援青海大学
行列，形成如今由清华大学为主的 5 所知名高校“团队
式”对口支援青海大学发展的格局。经过 17 年的努
力，青海大学闯出了一条西部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跨
越发展的新模式，谱写了一曲东部高校支援西部高校
共同发展的新篇章。

在对口支援高校的倾情帮扶下，青海大学抢抓机
遇，美丽蜕变，历史的空白开始从这里填补：通过教育
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实现农科类硕士点零的突
破；成为省部共建高校；获批博士学位授权单位；跻身

“211 工程”国家重点建设大学行列；实现所有本科专
业和在全国一本招生两个全覆盖；实现了国家重点实
验室培育基地的突破；实现国家重点学科零的突破，
工、农、医、管四大学科门类全面获批一级学科硕士
点，作物学获批一级学科博士点；获批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 3 个，顺利通过“211 工程”三期建设国家验收，取
得了 6 项标志性成果；进入国家“中西部综合实力提升
计划工程”高校行列。这一切，靠的是党的领导和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靠的是对口支援高校全方位的
倾情帮扶，靠的是青大人感恩奋进、顽强拼搏和无私
奉献的精神。

重温这一段历史，我们只有感恩。感恩我们所处
的这个伟大时代，感恩党和国家对西部高等教育的重
视和关心，感恩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感恩
对口支援高校长期以来的倾情帮扶。

唯有感恩奋进，方得始终。
我们不能忘记，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陈希先后

17 次莅临青海大学指导工作，他曾明确指出：“要将
对口支援作为党和国家交给清华的政治任务长期坚
持下去，要无私地、全方位地、实实在在地开展对口
支援工作。”原党委书记胡和平也多次莅临学校指导
工作，他说：“各支援高校将一如既往地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投入对口支援工作，努力协助青
海大学实现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服务
能力、科学管理水平的显著提升。”现任清华大学党
委书记陈旭从任副校长开始就多次到青海大学，特
别是就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后每年至少 2 次到青海
大学研究指导对口支援工作，她说：“清华大学高度
重视对口支援青海大学工作，一直将其作为一项政
治任务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内容。”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华东理工大学领导
也每年至少一次亲临学校指导工作。

我们不能忘记，清华大学先后选派李建宝、陈
强、梁曦东、王光谦四位知名学者出任青海大学校
长，为学校发展带来新的办学理念和发展思路，有力
推动了青海大学的建设发展，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对
口支援工作中的楷模。

我们不能忘记，清华大学等对口支援高校从一开始就
致力于提高青海大学自身的“造血”功能。工作内容从最初
的课程建设到提高教师的学历和能力，再到学科专业建设、
院系建设，逐步扩大到联合搭建了科研平台，形成协同创新
的新机制，不断增强青海大学自身“造血”能力，同时，积极
探索对口支援工作新机制、新模式，不断把对口支援工作推
向深入。

我们不能忘记，清华大学等对口支援高校与青
海大学共同研究制定显著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教师
学历能力、科研服务社会能力和国际合作与交流水平

“四个行动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
我们不能忘记，五所支援高校先后精心挑选 19 名

专家教授出任院系负责人，帮助指导相关学科建设。
先后选派 10 批专家教授团具体指导课程建设、学科专
业建设和实验室建设。支援高校领导和教师严谨的
工作态度、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敬业奉献的精神为青海
大学师生树立了典范。

我们更不能忘记，为对口支援青海大学工作作出
突出贡献的清华大学岑章志、白永毅、宋烈侠、刘晓
遇、姚健等老领导、老教授、老专家、老同志……

我们更不会忘记，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青海大
学的建设发展，省委书记、省长每年会见支援高校领
导，共商对口支援工作，主管教育工作的省委领导和
省政府领导每年都全程参加对口支援青海大学工作
会议，解决青海大学发展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青
海省人民政府《关于清华大学对口支援青海大学工作
情况报告》上批示：“清华援建青海大学将优质教育资
源向西部拓展，助西部高校跨越发展，其经验可予推
广和宣传，推动高校为西部大开发作贡献。”

在 17 年的对口支援中，形成了“一片丹心、真
情帮扶、感恩奋进、自强不息”的对口支援工作精
神，青海大学将秉承对口支援工作精神，踏上新征

程，迈出新步伐，在转型升级中实现新发展，在感
恩奋进中创造新辉煌。

2013年至2018年这5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发
生历史性变革的5年，对青海大学来说，也是内涵发展、
特色发展、转型升级的5年，更是高质量发展的5年。

在党中央、国务院亲切关怀下，在省委、省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在对口支援高校的倾情帮扶下，青海大
学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实现了一次又一次
新飞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辉煌，书写了一篇又一
篇新华章。这一阶段，学校成为国家“双一流”建设高
校，青海省人民政府和清华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青海大学成为实施主体，教育部与青海省人民政府签
署协议，青海大学成为“部省合建”高校。省委、省政
府以两厅办文印发了《青海大学“十三五”深化综合改
革提升综合实力总体方案》《青海大学人才高地建设
实施方案》。

这5年，学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施
“人才强校”战略，以本为本，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
升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能力，加大国际合作交流，大力
弘扬和传承优秀文化，走上了内涵发展、特色发展、高质
量发展之路。

五年来，学校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
精神和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
方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精神，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不断
加强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召开了中国共产党青海大
学第三次党代会，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
长负责制，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
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学生管理工作，加强校园
安全稳定工作，为学校在新时期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
思想和组织保障。

在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引进院士 1 人、双聘院士
7 人，引进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4 人、
国家杰青 2 人、外专千人计划 1 人，共培养本土化人才
43 名，实现了院士、长江学者、国家杰青等国家级人才
和本土化人才培养的历史性突破。与五年前相比，博
士人数从 94 人增加到 364 人，专任教师中硕士以上学
历的比例由47%提高到现在的88%，具有海外学习经历
的教师占比从3%增加到17%。与中国人民大学等40所
高校同时入选教育部高校教师考核评价改革示范校。

在教育教学改革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方面，本科
生第一志愿报考率从 2013 年的 69%上升到 2017 年的
92.12%，就业率从 86.58%提升到 91.79%，始终保持稳步
上升态势；研究生规模 5 年内增长了 73%，积极开展
MOOC 及雨课堂等教学改革，学校与清华大学等 64
所学校同时入选教育部“混合式教学试点首批单位”，
新增 3 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5 年来，获批省级

教学成果奖 8 项，学生获国际数学建模比赛 13 个国际
奖项、8 个全国奖项和 27 个赛区奖项，获全国“挑战
杯”奖项 16 项，1 名学生获得宝钢特等奖，成为全国当
年 25 名获此殊荣的大学生之一。2016 年，学生获得

“小平科创团队”，获全国第十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在校学生创办的公司在“新四板”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上市；学校与清华大学等 99 所高校同批次入选全国
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校。2017 年 ，在
ASC 世界大学生计算机超竞赛中以 26 名的成绩，与
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知名高校同获二等奖；2018 年，又
实现新突破，进入全球前 20 强，摘获全球一等奖；在
第二届全国高校云计算应用创新大赛中 3 支队伍进
入全国 20 强。2018 年，学校入选全国创新创业典型
经验 50 强高校。

60 年来，培养了近 20 万名具有“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高
原精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发
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仅我国最大的钾肥工
业生产基地——青海盐湖集团就有 1400 余名青海大
学毕业生；全省水电行业、农牧行业、地矿测绘行业分
别有70%、70%、50%以上的技术骨干来自青海大学。

在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方面，科研经费从 2012 年
的 6234 万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2.11 亿元，科研项目增长
了 29.36%，SCI 等收录论文总数从 2012 年的 85 篇增加
到 2017 年的 179 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 项、二
等奖 2 项及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青海省科技进步
重大贡献奖、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青海省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重大奖项 30 余项；在国际顶
尖 学 术 期 刊《Science》《Na-ture》上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3
篇。2014 年，获批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国家级新农村
发展研究院；2016 年，获批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生态演变与环境保护”团队
入选 2013 年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三江源生
态演变与修复保护技术学科创新引智基地”成功入选

“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计划）；西北市场
上约 90%的碗豆品种、65%的马铃薯品种、100%杂交春
油菜品种、90%的大粒蚕豆品种皆由青海大学选育而
成，被当地农民誉为“脱贫洋芋”、“来钱大豆”和“致富
油菜”，青海省农牧业科技十大平台中的十大平台皆
由青海大学专家教授领衔。此外，在生态环境保护、
高原医学、藏医藏药、医疗服务、包虫病防治和研究、
脱贫攻坚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不断深化合作领域。
2015 年，时任新西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比尔·英格利
希率领新西兰政府代表团访问学校，2016 年韩国驻华
大使金章洙、以色列驻华大使马腾维勒奈来校访问并
作演讲；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校长范芝芬教授
来校交流访问并签署两校校际合作备忘录。2017 年，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更·拉哈尔佐及中国-东盟秘
书长杨秀萍来校访问并作演讲。尤其是清华大学、青
海大学、奥克兰大学“三兄弟”大学合作成效显著。李
克强总理在 2017 年 3 月访问新西兰演讲时，特别提到
了“三兄弟”合作关系，认为，“两国独具特色开创了由

一所中国东部地区大学、一所西部地区大学和一所新
西兰大学组成的三兄弟合作伙伴关系，是中西人文交
流的一大亮点。”

进 入“ 十 三 五 ”，学 校 因 势 利 导 ，强 化 顶 层 设
计，精心规划安排，2015 年和 2017 年，省委、省政府
以两厅办文分别印发了《青海大学“十三五”深化
综合改革提升综合实力总体方案》《青海大学人才
高地建设实施方案》。学校第三次党代会提出了

“三步走”总体目标：到 2018 年，基本建立现代大学
制度体系，增强内涵发展的保障能力；到 2020 年，
学校综合办学实力显著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大学排名显著提
前，在服务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中发挥显著作用；到 2025 年，学校综合实力
进一步提升，立足青海、面向全国、着眼全球，建成
在 国 内 有 影 响 力 的 现 代 大 学 。 党 代 会 还 确 定 了

“把握一个方向，明确两个定位，发挥三个优势，实
施六大战略”总体发展思路：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明确学校办学定位、明确学校学科发展定
位 ，发 挥“ 省 部 共 建 ”的 优 势 、发 挥 特 色 鲜 明 的 优
势、发挥对口支援的优势，实施人才强校战略、质
量兴校战略、特色发展战略、服务地方战略、深化
改革战略和开放办学战略。“十三五”期间，重点在
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四个方
面实现新突破，列出了 9 个方面 34 项改革。

“青海大学的发展到了一个关键节点，外部环境
很好，关键看自身努力，需要以战略眼光和魄力去推
进。”省领导如是说。

“唯有改革、唯有创新、唯有发展，唯有用发展的红
利才能破解发展的难题。”学校党代会报告中如是说。

“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没有创新，就不可能进
步。”教师如是说。

进入新时代，站在新起点，踏上新征程，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奋进。青海大学将认真贯彻
落实十九大精神和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始终立足
青海办大学，牢记“姓青名海”，肩负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以“四个转变”推动落实

“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坚持走以质量提升为核
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全
面提升创新能力，全面提升办学水平，进一步增强
服务国家和地方重大发展战略的能力，重染内涵和
特色两大底色，秉承优良传统，大力发扬青大精神，
恪守使命，精心育人，奋力打造人才高地建设示范
区。我们相信，青海大学深化综合改革提升综合实
力将迈出大步伐，内涵发展、特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将实现大跨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将实现大突破，
现代大学建设进程将实现大提速，校园文化建设将
实现大繁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将实
现大提升。不辜负全省各族人民的期望，办好人民
满意的大学，在建设有特色、高水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大学征程中，将迈着铿锵的步伐，一路奋
进，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和辉煌。

青海大学，60年坚韧不拔一路走来，走过风，走过雨，走过春夏与秋冬。60年筚路蓝缕，60年春华秋实。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60年或许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对于青海大学而言，则是其历经艰难谋发展、砥砺奋进铸辉煌的60年。60年的奋斗与变迁，学校从一个“土围子”发展成校园面积达3000 余亩，建筑面积达65万余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达24亿元，图书馆藏书达167 万册，拥有16个院、26个系(部)和14个专业研究所，拥

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大学科技园，拥有一所三级甲等附属医院，在校生由初期的 244 人发展到现在的 27000 余人，教职工由初期的几十人发展到现在的 4600 余人，专业由初期的 2 个发展到现在的 69 个，形成了完整的本科、研究生和继续教育体系，成为一所以工、农、医、管四大学科为主，其他学科协调发展的教学研究型
大学，是清华大学等五所知名高校对口支援的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也是教育部和青海省人民政府“部省合建”的高校，在三江源生态、高原农牧业、盐湖化工、高原医学、藏医藏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形成了独有的学科优势和办学特色，对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和智力支撑。

60年来，青大人用勤劳与汗水、智慧和担当，谱写出一首首振奋人心的艰苦创业奋斗之歌，铸就了60年辉煌成就。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总结青海大学发展成就时讲：“青海大学是‘211’学校中成长型最好的学校”“实现了三级跳。一是几个学校组合到一起，规模上跳了一级。二是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持，硬是在麻袋上绣了一朵花，
在国家支持下，进入了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行列；在学科建设方面，立足青海的实际，充分发挥青海优势，培育特色学科，使青海大学在‘211’格局中特色开始显现，完成了优势再造，实现了二级跳。三是以清华大学为主的团队式对口帮扶，四任校长、四所学校与青海大学一道，探索了发挥制度优势，建设现代大学的新模式，
这个模式效果显著，青海大学进入了‘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实现了三级跳。而这个三级跳，恰恰是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发展的历史记录，是一座丰碑。回过头想一想，三级跳走过的这段路极其艰难，脱胎换骨，这些做法和经验具有全国意义。”

青 海 大 学 60 年 风 雨 历 程 ，60 年 成 就
辉煌。

抚今追昔，展望未来。辉煌成就激励人
心，灿烂未来催人奋进。

目光轻触岁月的年轮，心灵抚摸时光的
律动，每个定格的瞬间都有一个感人的故
事，都深深触动心怀。翻开青海大学发展的
历史画卷，一幅幅画面见证了学校的峥嵘岁
月，一句句文字讲述着学校的辉煌成就,述说
着一代又一代青大人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
求和至诚至纯的热爱。无论是“几易其名”
的变迁阶段，“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创业
阶段，“探索发展，砥砺前行”的发展阶段，还
是“开拓创新，再铸辉煌”的创新阶段，留下
太多的震撼与感动，太多的回味与憧憬。

60 年的风雨洗礼,奋斗拼搏,铸就了青
大精神；60 年的砥砺前行，成长壮大，打磨
成现今成熟的姿态；60 年的同舟共济，耕耘
不辍，早已桃李芬芳，绽放着生命的辉煌。
如今的青海大学，拥有了一支求真务实、爱
岗敬业、开拓创新的管理团队，拥有了一大
批教书育人、立德树人、无私奉献的教师队
伍，拥有了无数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励志
报国的莘莘学子。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要特别
感念各级领导、社会各界对学校发展的关
心、支持与鼓励，这些不能忘怀的厚爱，如
春风化雨滋润着青海大学从一株幼苗成长
为参天大树；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为学校发
展奉献才智、付出心血的历届学校领导、教
职员工和莘莘学子，他们辛勤的劳动将成
为青海大学历史中永恒的记忆，激励着今
天的青大人不断谱写新的篇章。

岁月沧桑，青海大学依然在年轮周而
复始的齿轮间开满繁花、唱尽繁华；依然向
着时代奋勇前进，用她的深厚底蕴谱写着
最壮丽的篇章。稚嫩的笔墨写不尽您的辉
煌，道不尽您的博大，更诉不尽对您的祝福
与敬意，您的明天一定更加灿烂辉煌！

让我们再次重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来校视察时的一段话：

“在一代又一代老领导、老教师及广大
师生的共同努力下，青海大学走过了一段
不平凡的历程，特别是在盐湖化工、三江源
等项目研究方面，为国家在这些领域的发
展 作 出 了 很 大 的 贡 献 ，产 出 了 很 好 的 成
果。特色鲜明是青海大学最大的特点，青
海大学要发挥优良传统，在省委、省政府的
领导下，认真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关于教育科技发展的一系列重要
指示，按照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方向，
加强学校自身建设，抓好学校内部治理结
构，面向青海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向国
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建成有特色、高水
平的现代大学，不仅为国家作贡献，为世界
作贡献，也为人类的科学事业作贡献，青海
大学大有可为、大有希望！”

【【结束语结束语】】

转型升级再创辉煌

抢抓机遇华丽蜕变

筚路蓝缕艰苦创业

（本版文字由青海大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