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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全市上下期盼已
久的枣庄学院创建成功，成为
枣 庄 发 展 史 上 的 一 个 重 大 事
件！2004年5月17日，教育部下发
通知，正式批准枣庄师专升格
为枣庄学院。枣庄学院的成立
填补了枣庄市没有本科院校的
空白，山东省高校布局版图得
到优化。从此，这所肩负着责任
和重托、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的
地方院校开启了崭新的征程。

2 0 1 3年5月，枣庄学院顺利
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合
格评估，这标志着枣庄学院本

科教学水平达到了教育部的要
求，实现了由“名”到“实”的蜕
变，内涵发展跃上一个新境界，
枣庄学院实现了华丽转身。

从2004年至2014年，枣庄学
院十年风雨兼程，十年弦歌不
辍 。“ 却 顾 所 来 径 ，苍 苍 横 翠
微。”回眸十年历程，学校围绕

“内涵发展”这条主线，着力提
升教育教学质量，应用型本科
建设的框架基本确立，成为一
所卓有特色、质量优良、声誉渐
隆的地方本科院校。

升本十年固然精彩，下一

个十年又如何再创辉煌？枣庄
学院又处在一个新的坐标节点
上。

如何继往开来？枣庄学院
党委书记胡小林面对全校师生
讲的这样一番话，也许是最好
的回答———“升本十年要总结，
在总结中探寻发展之道，凝练
学院精神，以发展成就和学院
精神凝聚力量，提振信心。下一
个十年要深化改革，在改革中
激发内生力，以内生力铸就竞
争力，以竞争力赢得美誉度。改
革归根结底是观念的转变，我

们要以滴水穿石的韧劲扭转华
而不实之风，以壮士断腕的果
敢破除畏首畏尾的思想，以舍
我其谁的担当摒弃明哲保身的
思维，以时不我待的急迫感割
除观望拖沓之弊。”

十年前，创建枣庄学院成
功，我们曾写下纪实文章《九龙
山下的丰碑》，献给那些为创建
枣庄学院做出贡献的人们；十
年后的今天，我们写下这篇文
章，作为姊妹篇，同样，献给那
些为建设、支持、关心枣庄学院
发展而倾情奉献的人们。

以转变观念为先导，
确立转型发展新理念

枣庄学院升格伊始，学院领
导班子便从转变思想观念入手，
高瞻远瞩规划蓝图，顺势而上谋
求发展，围绕“建设一所什么样的
大学，怎样建设这样一所大学；培
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这样
的人才；如何保持学校全面、协调
和可持续发展”等核心问题，在全
校开展了“本科教育思想大讨
论”。学校认真分析了高等教育面
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和高等教育发
展规律，找出了枣庄学院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认清自身在全国高
校特别是在地方院校中的优势和
差距，提出了“以学生为本、以教
师为主体；内涵提升、质量立校；
科技强校、服务地方；错位发展、
特色办学；扩大视野、国际化办
学”的办学理念。

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把枣庄
学院建成“特色鲜明、规模适度、
结构合理、质量优异、效益显著”
的综合性地方大学的发展目标。
在办学模式的区域定位上，坚持
地方性；在办学目标的价值定位
上，坚持有特色；在人才培养的规
格定位上，坚持应用型为主，确立

“服务地方、特色发展”的发展定
位。在四个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
色：一是学科专业群与地方产业
群对接，形成了适应地方发展需
求的应用型学科专业布局。二是
学业课程群与职业岗位群对接，
形成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相结
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三是大学文
化与地方文化对接，形成了接地
气有活力的校园文化生态。四是
国际视野与协同创新对接，形成
了校政行企四方联动的开放办学
机制。

2013年4月12日，教育部副部
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
任李卫红在视察学校时指出：枣
庄学院“服务地方、特色发展”的
方针正确，“改革创新、内涵提升”
的路径可行。

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中心，
开启人才培养新模式

针对“新建地方本科学校培
养的是适应社会需求的生产、管
理、服务等基层一线的应用型、技
能型、复合型人才”这一目标，枣
庄学院提出了“加快培养煤化工、
机械与装备制造、电子与电气、信
息技术、食品技术等领域的高素
质人才，以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的人才需求”的专业建设
目标，提升改造传统师范类专业，
拓展建设应用型专业，扶持建设
特色、优势专业，探索构建人才培
养模式多样化的教学新体系，体
现学校与区域的办学特色。目前，
学校有56个本科专业，涵盖工学、
理学、艺术学、文学、教育学、管理
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等九个
学科门类，形成了多学科协调发
展的专业结构与布局。

学校发挥地缘优势，结合当
地煤化工等优势产业，着力培育

品牌特色专业，目前建有联合培
养硕士专业8个、省级特色专业6

个、校级品牌专业2个、校级特色
专业10个，形成了一批与学校优
势学科相匹配、有一定社会影响
力的优势品牌、特色专业。

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中，学
校坚持办学以教师为本、教学以
学生为本，确立了“就业有岗位、
创业有能力、深造有基础、发展有
后劲”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
位，全面实行“大类招生、二次选
拔、分段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教学内容上，采用“平台加模
块”设计，打造通识教育平台课
程、学科教育平台课程、专业教育
平台课程、应用技术平台课程和
集中实践环节五位一体的课程体
系；在教学环节上，重视实践教
学，充分利用专业竞赛、认证培
训、顶岗实习和见习、综合素质培
养等多种平台，培养学生的学习
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交流
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使学生成为

“敬业、乐学、应用、专业、技术”的
应用型高素质人才，成为参与地
方经济文化建设的生力军，得到
了用人单位的广泛好评。

人才培养模式的大胆改革创
新，带来了枣庄学院教育教学质
量全面而稳步的提升。近3年，非
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英语四级通
过率分别为 7 4 . 0 4 %、8 3 . 3 2 %和
83 . 43%，在省内同类院校中名列
前茅。近三年，考研录取率分别为
35 . 68%、35 . 64%和35 . 37%，多人考
入英国、法国、韩国知名大学，考
入中国科学院以及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等985、211院校的人数均超
过50%。在大学生数学建模、电子
设计、机电产品设计、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等比赛中，共
获国际级奖励3项，国家奖项122

项，省部级奖项373项。学生综合
素质不断提升，就业情况也十分
看好，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
72 . 23%。学生综合素质和升学、就
业态势的良好发展，使学校的社
会声誉不断提高，2013年46个本科
专业面向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
招生，学生报到率达到97 . 6%，创
历史新高。

以人才队伍建设为根本，
提升科研和服务地方水平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
才兴”。人才是学校事业发展的第
一资源。学校大力实施人才强校
战略，特别是在人才培养、引进和
稳定上，加大投入，既提高教师学
术水平、教学能力，也提高其待
遇，有效优化师资队伍结构，造就
了一支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
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学校专任教
师中现有教授59人、副教授192人，
博士、在读博士110人、硕士500人；
有省级教学团队3个，全国优秀教
师3人，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奖
获得者9人，山东省“有突出贡献
中青年专家”2人，省级教学名师4

人，山东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首
席专家”1人；兼职硕士研究生导
师21人，来自美国、俄罗斯、韩国

等国家的外籍教师11人。
人才队伍的建设带来学校科

研工作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学校先后承担各级各类
科研课题1000余项，其中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
家星火计划项目、全国教育科学
规划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山东省科技发展计划
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
项目等高层次课题100余项；发表
学术论文4000余篇，出版专著、教
材120余部，其中SCI、EI、ISTP、
CSSCI收录400余篇；取得鉴定成
果300余项，获得专利成果60余项；
获得地厅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
5 6 5项，其中曹胜强教授的著作
《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体系的视
阈》荣获2013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文学院卢衍
鹏副教授获2013年度山东省社会
科学学科新秀奖。学校建有4个省
级重点学科、1个省级重点实验
室、3个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作为枣庄地区唯一一所本科
院校，学校以回报社会、服务地方
为己任，勇于担当，反哺社会。充
分利用地方城市转型战略和发展
煤化工产业、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旧城改造与城市建设三大战役这
一契机，抓住煤化工、机械制造、
生物制药等八大产业集群，以专
业对接产业，主动融入区域产业
和社会发展，加强以服务枣庄支
柱产业项目为主的特色优势学科
建设，强化专业改造，优化课程设
置，提升服务地方社会的能力与
水平，培养社会急需、适销对路的
应用型人才，为枣庄市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学校
承担的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
务的科研项目达122项，获横向科
研经费达1000多万元，其中，绝大
多数集中在枣庄城市转型所需要
迫切发展的煤化工、机械制造、高
新技术等接续替代产业项目，以
及服务业、旅游业、城市建设领
域。

学校先后成立了资源型城市
转型与发展研究院、鲁南煤化工
工程技术研究院、太阳能光伏应
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石榴工程
技术中心等多个校企共建的科研
机构。

枣庄学院还通过“人文强市”
等方式努力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
展提供服务。学校充分发挥人文
社会科学的传统学科优势，加强
对枣庄地区特色人文资源的挖掘
和研究，提高服务地方和谐、持续
发展的能力。2004年以来学校先后
承担了各级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类
科研项目176项，其中有68项以枣
庄问题为研究对象，涉及枣庄的
新农村建设、法治建设以及历史
文化、风土民俗等。学校成立了区
域 (鲁南 )文化研究院、墨子研究
院、中兴文化研究院、资源城市转
型与发展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出
版了《山东区域文化通览 (枣庄
卷)》、《运河文化研究丛书》、《台
儿庄大战资料选辑》、《枣庄文化

旅游》、《墨子大辞典》、《墨子研究
论丛》、《墨子大全》、《墨子研究》、

《墨子词汇研究》、《墨子读本》等
著作。

学校还全面参与台儿庄古城
文化与场馆建设，组织文学、旅游
学、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建筑
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专业教师开
展台儿庄古城文化研究，完成了
100余万字古城文化资料整理、景
区导游词及30个展馆创意方案的
撰写工作。学校在古城建设了大
学生文化艺术实践基地和海峡两
岸文化交流中心。学校还与枣庄
市市中区进行了全面战略合作。
学校也因而锻炼了一支理论与实
践兼备的专业教师队伍，为区域
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以建设美感大学为目标，
营造浓厚的大学人文氛围

著名教育家刘道玉先生说：
“一个真正有灵魂的大学校长会
给大学赋予美感。”

大学的“美感”既是具象的，
又是抽象的。不仅体现在校园建
筑、环境等硬件设施上，更体现在
大学精神和大学气质上。学校重
视“美感”大学的建设，始终把人
文关怀的诉求贯彻其中，以消解
功利性对师生的冲击。

枣庄是墨子故里，学校努力
挖掘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把墨子思想的精髓—“兼爱、尚
贤、博物、戴行”确立为校训，把

“厚德、明道、敬慎、固本”凝练为
校风，把“淳谨、修身、任重、致远”
定为教风，把“志强、智达、言信、
行果”定为学风，在校园里设立孔
子雕塑、鲁南先贤群雕等，让学生
时时刻刻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
滋养之中，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大
学生的人文素养。

在充分吸取优秀传统文化的
基础上，学校努力把校园文化建
设与学校的发展定位、学科建设
结合起来，与学校的文化传统和
人文精神结合起来，与学校的人
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结合起来，与
枣庄市的区域文化结合起来，逐
步形成内涵丰富的精神文化、环
境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使
学校成为具有高尚思想道德精
神、浓厚人文氛围、鲜明创新风
气、优美校园环境和高雅文化品
位的高校。

枣庄学院着力在“三个结合”
上下功夫，把思想道德素质提高
与人文素质提高结合，把教师的
人文素养与学生的人文素质相结
合，把人文素质与科学素质相结
合。在一部分理工科专业开设中
外文化精神课程，改进并提高大
学语文课的教学；在文科专业开
设科学素质课程或科学技术课
程；为全校学生开设财经金融知
识与实务课程，让学生通晓经营
之道，以利于学生将来的创业；开
设文化精神系列讲座，探讨四年
大学生涯怎么安排、学什么、怎么
学的问题；将学业规划、职业生涯
规划、就业指导合并为一门课，贯
穿于大学四年的学习之中，以此

建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平
台。学校先后编写出版了《枣庄区
域文化概论》、《中国传统文化概
论》、《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经济
生活导论》、《中外文化精神》、《现
代科学技术导论》等素质教育系
列教材。

学校搭建了以国家级省级学
科竞赛为龙头，以校院级竞赛和
创新项目为基础，以学生科技文
化艺术节等活动为有效载体的三
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平台，对课
外文化活动实施分层管理，使活
动呈现出常态化、系列化、品牌化
的特点，影响不断扩大。自2009年
以来，学生连续六年在全国挑战
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创业
计划竞赛中获奖，在山东省地方
院校中走在了前列。

“兼爱”是校训首句，也是学
校做好学生工作所奉行的宗旨。
全校教职员工时时处处将爱心融
入与学生有关的一切事务中。对
贫困生，构建了“奖、贷、助、补、
减”一体的资助体系和公平、公
正、公开的评选办法，加大资助比
例和资助额度。开设“绿色通道”，
保证困难学生顺利入学。扎实开
展大学生勤工助学工作，协助4397

名困难学生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
2230万元，近三年，每年安排设置
500多个助学岗位。在学校中层以
上干部中开展的“一助一扶贫济
困”活动，得到了省市教育主管部
门的充分肯定。

今日枣庄学院已形成了“以
文化人”的风气，校园里的一草
一木、一砖一瓦无不充满了人文
色彩，积淀着历史、传统和文化
的价值，蕴含着巨大的潜在的教
育意义。学校建成国内最大、亚
洲唯一的世界语博物馆和校史
馆以及协同创新成果展览馆、美
术馆、地质矿物展览馆、生物展
览馆、校园文化创意展示中心、
毛泽东像章展室等，极具人文气
息的路名、景点、警示牌等等，一
切都散发着高校应有的科学文
化气息，整个校园氤氲在和谐、
和顺、和美的氛围之中，为大学
生成人、成长、成才、成事创造有
利环境。

十年求索，耕耘有成。枣庄学
院顺利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合
格评估。这是对学校内涵建设、适
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应用型人
才培养、服务地方等成绩的全面
肯定。

枣庄学院校长曹胜强面对新
形势、新任务，这样坚定地说：

“2014年是学校发展的关键节点，
更是一个迈向未来的崭新开端。
我们步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面
临着高等教育发展的空前竞争和
挑战，改革必将成为我们的惟一
选择。我们将坚持‘地方性、应用
型、有特色’的办学思路不动摇，
实施以校院两级办学体制改革为
中心的各项改革，不断促进学校
内涵的发展，促进教学质量的提
高，促进综合办学实力和竞争力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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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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