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久的办学历史

厚重的人文积淀

◆ 1 9 5 5年建校，设学于孔
子故里曲阜、海滨城市日
照 ， 是 一 所 学 科 门 类 齐
全、培养体系完善、办学
条件优良、师资力量雄厚
的省属重点大学。
◆山东省首批应用型特色
名校，山东省首批教师教
育基地。
◆学校秉承“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的校训，涵养
了“勤奋、朴实、团结、
进 取 ” 的 校 风 ， 彰 显 了
“儒风海韵、海纳百川”

的学府气象。
◆建校58年来，为社会培养了
19万余名高素质人才，成为文
化学术重镇和重要的人才培
养基地，为文化建设和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
才支持和智力支撑。

雄厚的师资队伍

优良的办学条件

◆现有教师1898人，其中教
授202人，副教授416人。有
国家和山东省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12人，山东省“泰山
学者”3人，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3人，山东省
专业技术拔尖人才5人，山

东省高校中青年学术骨干学
科带头人培养对象40人，享
受政府特殊津贴23人，全国
模范教师4人，全国优秀教
师5人。
◆学校占地2653 . 41亩，校舍
建筑面积102 . 5万平方米，固
定资产总额11 . 5亿元，教学
科研仪器设备总值2 . 1亿元，
图书馆藏书306万册。

完善的学科建设

丰硕的科研成果

◆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5

个博士一级学科，31个博士
点，22个硕士一级学科，114

个硕士点，10个硕士专业学

位授权点。
◆ 8 1个本科专业，涵盖了
哲 、 经 、 法 、 教 、 文 、
史、理、工、管、艺等 1 0

个学科门类。
◆18个省级重点学科，5个省
级重点实验室，2个省级强
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设有教育部曲阜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国
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山东省激光偏
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
省儒学研究基地、山东省体
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山东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
究基地、山东省中西语言文
化交流研究基地。

优质的本科教学

灵活的人才培养

◆6个国家级特色专业，15个
省级品牌、特色专业。
◆ 获 国 家 级 教 学 成 果 奖 6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64项。
◆形成了“大专业、小方
向、双分流”的人才培养
模式，实现了双学位双专
业培养。
◆实施“杏坛学堂”卓越
人才培养计划，小班化、
导师制、协同培养，支持
学生到国内外高水平高校
交流学习，优先推荐免试
攻读硕士学位。

◆应届本科毕业生考研率一
直保持在30%以上，部分专
业高达67%。

开放的办学理念

多元的文化交流

◆全国首批具有接收外国留
学生资格的200所高校之一。
◆与美、日、韩、法、俄、
澳、意等国家的50余所高校
建立了校际友好关系，在联
合办学、师生互派、文化学
术交流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
入的合作。
◆在加拿大建立了新布伦瑞
克省孔子学院，在韩国建立
了国立安东大学孔子学院。

◆重奖优秀新生(普通文理科
类)

为进一步优化我校新生
生源结构，提高生源质量，学
校设立了优秀新生奖学金，奖
励范围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第一志愿
(含平行志愿)被我校录取并取
得正式本科学籍的普通文理
科优秀新生，具体奖励如下：

本科一批一等奖20000元。
本科一批二等奖15000元。
本科二批一等奖10000元。
本科二批二等奖6000元。
优秀新生奖学金获得者

可优先进入“杏坛卓越班”学
习；符合免试攻读硕士学位
者，学校将优先推荐免试保送

攻读相关专业硕士学位；在同
等条件下，可优先选择专业。
◆实施“杏坛学堂”卓越人才
培养计划

为培养综合素质高，视野
开阔，具有良好思想品质与职
业道德，扎实掌握专业基础理
论知识，具有突出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和团队精神的高级
专业人才，我校从2012级本科
生开始举办卓越班，实施“杏
坛学堂”卓越人才培养计划，
卓越班小班编班，实行导师
制，采取协同培养的方式培育
人才，外聘“211”、“985”等重点
高校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的教师授课，并优先支持卓越
班的学生到国内高水平高校

学习交流，包括短期学习、学
生交换等，优先推荐卓越班的
学生承担国家级、省级和校级
大学生科研、创业等项目和参
加专业技能竞赛等，在推荐免
试攻读硕士生方面向卓越班
倾斜，优秀学生推荐到国内高
水平高校、科研院所攻读硕士
研究生。

2013年我校拟实施“杏坛
学堂”卓越人才培养计划的专
业有：历史学、物理学、数学与
应用数学、地理科学、思想政
治教育、法学、自动化、翻译。
◆学科大类招生，专业选择范
围更广

2013年我校有15个学院按
学科类招生，学生入校后，一

年级不分专业，实行通识教育
和学科基础教育，第一学年末
按本人志愿及相关规定在学
院内部选择专业，并按所选专
业毕业。
◆专业调整灵活

根据《曲阜师范大学学科
类招生学生择选专业办法》、

《曲阜师范大学本(专)科生转
专业实施办法》等规定，学生
在校期间有两次转专业的机
会。同时，学生在校期间还可
根据《曲阜师范大学双专业双
学位人才培养实施办法》修读
第二专业。
◆“订单式”培养专业，入学即
就业

2013年，我校有软件工程

(软件外包)、通信工程(物联
网)、经济学(金融与财务外包)

等专业实行订单式招生培养。
按企业需求开设、嫁接相关的
课程。合格毕业生将由合作方
青岛东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负责，协调软脑离岸(青岛)有
限公司、朗讯科技青岛研发中
心、青岛海尔软件有限公司、
青岛海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等多家外包企业高质量推荐
就业。
◆新增三专业，就业前景好

2013年，我校新增商务英
语、食品质量与安全、物联网
工程三个本科专业，这三个专
业均是社会急需专业，就业前
景看好。

儒雅圣地飞扬激情 黄金海岸写意人生
◆学校地址：

曲阜校区：山东省曲阜市静轩

西路57号 邮编：273165

日照校区：山东省日照市烟

台路80号 邮编：276826

招生咨询电话：0537-4458658

招生网站：

http://www.qfnuzsb.com

微信公众平台 官方微博

曲阜师范大学2013年招生计划表(山东省)

专业及方向 学费标准 层次 科类 校区 计划数

中国语言文学类（含汉语言文学（师范）、汉语国际教育（师范））* 3740 本科 文史类 曲阜 180

汉语言文学 3740 本科 文史类 曲阜 78

戏剧影视文学 6000 本科 艺术理 曲阜 18

戏剧影视文学 6000 本科 艺术文 曲阜 57

历史学（国学）(含卓越班）* 3400 本科 文史类 曲阜 70

历史学类（含历史学（师范）、国际政治） 3400 本科 文史类 曲阜 214

文化产业管理 3400 本科 文史类 曲阜 63

英语（师范）* 4800 本科 文史类 曲阜 120

英语（师范）* 4800 本科 理工类 曲阜 45

法语 4800 本科 文史类 曲阜 13

法语 4800 本科 理工类 曲阜 8

俄语（师范） 4800 本科 文史类 曲阜 13

俄语（师范） 4800 本科 理工类 曲阜 13

教育学类（含教育学（师范）、学前教育（师范）） 3400 本科 文史类 曲阜 187

心理学 3740 本科 文史类 曲阜 40

心理学 3740 本科 理工类 曲阜 53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含卓越班）* 3960 本科 理工类 曲阜 180

数学类（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3960 本科 理工类 曲阜 156

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数学） 3960 本科 理工类 曲阜 40

统计学（精算学） 3600 本科 理工类 曲阜 40

物理学（师范）(含卓越班）* 3960 本科 理工类 曲阜 140

电子信息类（含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3960 本科 理工类 曲阜 171

通信工程（物联网外包） 8800 本科 理工类 曲阜 80

物联网工程 3600 本科 理工类 曲阜 49

化学类（含化学（师范）、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材料化学、制药工程） 3960 本科 理工类 曲阜 440

生物科学类（含生物科学（师范）、生物技术、环境科学、生物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3960 本科 理工类 曲阜 350

体育教育（师范） 4800 本科 体育理 曲阜 160

运动训练 7000 本科 单招 曲阜 100

舞蹈学（体育舞蹈）（男） 6000 本科 艺术文 曲阜 20

舞蹈学（体育舞蹈）（女） 6000 本科 艺术文 曲阜 20

舞蹈学（健美操） 6000 本科 艺术文 曲阜 32

舞蹈学（健美操） 6000 本科 艺术理 曲阜 8

休闲体育 4800 本科 体育理 曲阜 60

公共事业管理（体育管理） 4800 本科 体育理 曲阜 80

书法学 6000 本科 艺术文 曲阜 52

书法学 6000 本科 艺术理 曲阜 3

地理科学类（含地理科学（师范）（含卓越班）、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3600 本科 理工类 日照 206

旅游管理 3600 本科 文史类 日照 38

旅游管理 3600 本科 理工类 日照 41

土地资源管理 3600 本科 文史类 日照 14

土地资源管理 3600 本科 理工类 日照 24

专业及方向 学费标准 层次 科类 校区 计划数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含卓越班）* 3400 本科 文史类 日照 70

政治学类（含思想政治教育（师范）、哲学、政治学与行政学） 3400 本科 文史类 日照 230

行政管理 3400 本科 文史类 日照 44

行政管理 3400 本科 理工类 日照 41

经济学类（含经济学（含卓越班）、人力资源管理、贸易经济、经济统计学） 3740 本科 文史类 日照 114

经济学类（含经济学（含卓越班）、人力资源管理、贸易经济、经济统计学） 3740 本科 理工类 日照 118

经济学（金融与财务外包方向） 9600 本科 文史类 日照 38

经济学（金融与财务外包方向） 9600 本科 理工类 日照 37

法学（含卓越班）* 3740 本科 文史类 日照 60

法学（含行政法、民商法、刑法、诉讼法方向） 3740 本科 文史类 日照 203

音乐学（师范） 6000 本科 艺术文 日照 73

音乐学（管乐） 6000 本科 艺术文 日照 6

舞蹈学 6000 本科 艺术文 日照 30

音乐表演（声乐） 6000 本科 艺术文 日照 16

音乐表演（弦乐） 6000 本科 艺术文 日照 7

音乐表演（合唱指挥） 6000 本科 艺术文 日照 8

音乐表演（器乐） 6000 本科 艺术文 日照 20

美术学类（含美术学（师范）、绘画） 6000 本科 艺术文 日照 90

设计学类（含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动画） 6000 本科 艺术文 日照 60

计算机类（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软件工程、网络工程） 3960 本科 理工类 日照 360

软件工程（软件外包） 8800 本科 理工类 日照 195

教育技术学（师范） 3960 本科 理工类 日照 127

数字媒体艺术 6000 本科 艺术理 日照 60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3600 本科 理工类 日照 86

新闻传播学类（含新闻学、广告学） 3400 本科 文史类 日照 144

印刷工程（数字出版与数字印刷） 3600 本科 理工类 日照 139

包装工程（包装材料与包装设计） 3600 本科 理工类 日照 139

自动化（含卓越班）* 3960 本科 理工类 日照 150

电气信息类（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 3960 本科 理工类 日照 226

财务管理 3600 本科 理工类 日照 54

工商管理类（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物流管理） 3960 本科 理工类 日照 209

朝鲜语 4800 本科 文史类 日照 28

朝鲜语 4800 本科 理工类 日照 28

日语（师范） 4800 本科 文史类 日照 13

日语（师范） 4800 本科 理工类 日照 13

翻译（含卓越班） 4800 本科 文史类 日照 46

翻译（含卓越班） 4800 本科 理工类 日照 46

商务英语 4800 本科 文史类 日照 40

商务英语 4800 本科 理工类 日照 41

日语（国际商务） 4800 本科 文史类 日照 24

日语（国际商务） 4800 本科 理工类 日照 24

备注：带“*”的专业为山东省普通文理本科一批专业

现代教育·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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