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二十年打造了一所民办名校

山山东东英英才才学学院院谱谱写写别别样样““春春天天的的故故事事””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校长见证高教改革四十年

在山东英才学院校园的一
面墙上，一首《春天的故事》已
经镌刻了整整十年，从2008年

建校十周年的时候开始，这首
《春天的故事》便一直提醒着过
往的师生，学校的成立与发展
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春风。

1998年，当时还在山东省
计划委员会工作的夏季亭和在
原山东工业大学工作的杨文辞
去公职，邀请一众老教育家合
力创办民办的山东英才专修学
院。“当时，大家都是带着为中
国的高等教育探索一条不一样
的道路的情怀。”夏季亭说，那
一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十
个年头，也是他参加高考后的第
二十年。“当年我参加高考，大学
毛率取率也不过百分至五点
几。”夏季亭同样记得非常清晰，
在学校成立之前的1997年高考，
山东30万考生，仅有约10万人被
录取。“20万名考生落榜，在那个
尚处高等教育精英教育的阶段，
公办高校数量少，学校的规模
小，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

“那时候，全省没有一所具
有学历资格的民办高校。用我
们的努力让更多的学生接受更
好的高等教育，这是当初创办
学校最简单的初衷。”夏季亭介
绍，招生第一年，虽然招生计划
只有700来人，但报名人数就已
达4000人，学校不得已在《齐鲁
晚报》打出不再接受报名的广
告。如今，山东民办普通本、专
科学校数量已达40所，居全国
前列，其中纯民办本科即将达
到15所，更是居全国之首，民办
高校占了高校数量的27%。英

才学院也见证着民办高等教育
的发展，学校两个校区如今也
已经有3 . 8万名在校生，2017
年开始学校一直居《中国综合
类民办大学排行榜》第一位。

为高等教育摸索一条不一
样的路

“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在
山东英才学院，八字校训也带着
时代的气息，校训诞生于世纪之
交的那几年，踏着时代的脚步，
山东英才学院也一步步地前进
着。2000年，《齐鲁晚报》曾刊发
夏季亭撰写的世纪三梦，其中之
一就是创办一所万人的大学。

“后来想想，当时的梦还是小了
些，时代为我们的大学梦提供了
超乎想象的动力。”夏季亭说。

从那时起，英才学院相继升
为高职、升本科，英才人也相继
六次变更自己的奋斗目标：“圆
落榜生的大学梦”……“创造中
国高水平民办大学”、“创造中国
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每一次变
更都是在新形势、新情况下对民
办高等教育使命认识的提升。

学校在发展，山东英才学
院也有了更高的要求，2005年，
山东英才学院在全国民办高校
率先提出转型发展,从追求办
学规模转向追求内涵提升,这
之后山东英才学院陆续创设了
中国民办高校第一门国家精品
课、拥有唯一的国家教学名师、
唯一的国家本科教学团队，全
国学前教育专业唯一的国家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唯一的国
家精品资源共享课。这些成绩，
即使在大多数公办高校中都难
能可贵，英才的内涵建设成果
已经走在全国新建本科高校及
民办高校前列。

如今，在山东英才学院千
人专任师资队伍中,教授、副教
授占35%,博士、硕士占74%。
2018年，全国教育规划课题揭
晓，英才学院教师获批3项，在
全国民办高校居首位，在山东
省高校居第二位。在今年全省
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中，英
才学院教师获一等奖3项，获一
等 奖 人 数 居 全 省 高 校 第 三
位……“20年里，山东英才学院
的发展是跨越式的，有政策的
支持，也有机制的优势，我们也
要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摸索
一条不一样的路。”夏季亭说。

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

在山东英才学院学前教育
实验教学中心，6类59个高标准
的实验室让这里成为全国学前
教育领域中唯一的一个国家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20年的发展，
山东英才学院的学前教育专业
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学校的建
设与发展，也要服务于社会的
需求，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
集合。”夏季亭介绍，在山东英
才学院，要求每个二级学院都
要与行业内标杆企业开展合
作，共同育人。

与全国名企中兴、曙光校

企合作教育部产教融合项目，
全球著名的机电公司德国费
斯托在英才学院合办双元制
班，与山东高速集团深入开始
校企合作，英国贝尔法斯特女
王大学和英才学院以4+1方式
接受英才学子攻读硕士研究
生，进入2018年，世界名校澳
大利亚阿特莱德大学也跨入
了与山东英才学院合作培育
本科人才的行列……

“所有这些努力的成果都是
为学生的成长，办学的宗旨就是
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夏季亭
说，早在2013年，学校就入围了
全国高校就业50强，在山东省迄
今共评选出的“山东省大学生十
大创业之星”四届四十名获得者
中，英才学院两名毕业生当选。
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思政教育、
德育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家国
情怀，提升学生的社会实践能
力。每年寒暑假，由学校教师带
队的五、六千学生积极参加三下
乡、扶贫调查、帮助家长和考生
咨询等活动；十年来，有1033名
同学应征入伍。在辽宁号、火箭
军、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
兵女兵方队中都有英才学子的
身影；先后有432名同学毕业后
到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参加西
部计划志愿服务活动；学校被
新疆团区委确定为全国西部计
划10所重点招募高校之一……

“20年间，10万多大学生从
山东英才学院走向社会的各个
岗位，这便是山东英才学院最
大的成绩。”夏季亭说。

从1978到2018,四十年的
时光变迁也在山东英才学院
院长夏季亭的心里烙下了一
个深深的印记，从1978年参加
高考，到20年前创办山东英
才学院，再到如今带领这所
大学“再创业，再出发”，夏季
亭见证着四十年来中国高等
教育的发展。1998年建校，山
东英才学院踏着改革开放的
步点，也给山东高等教育的
发展带来一阵清风。

山东英才学院院长 夏季亭

本报记者 郭立伟

改革开放让英才创业者看
到了机遇

在改革开放初期，《关于

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等促
进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
出台，重申我国教育坚持公
办和民办“两条腿走路”的办
学方针，鼓励社会力量办学，
民办高等教育开始“破土”。

具体到山东省，1985年
12月18日，山东省政府颁布
了《山东省社会力量办学暂
行办法》，这是改革开放后山
东民办教育界的第一部专门
性政策文件，也是当时唯一
一部省级层面的民办教育政
策文件。

1993年出台的《中国教
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则成为
民办高等教育办学者的“护
身符”，社会力量办学开始喷
涌而出。

山东英才学院学前教育
学院院长宋占美告诉记者，
作为英才学院的创办者和掌
舵人，40年前，山东英才学院
董事长杨文和院长夏季亭，
是在车间劳作的普通工人。
夏季亭1978年参加高考，杨
文1979年参加高考。作为恢
复高考的受益者，他们深知

“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意
义，也深刻认识到了经济体
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对民办高
校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1998年，正值改革开放
20周年，杨文、夏季亭看到了
创办民办大学的希望，社会
责 任 感 和 创 业 激 情 得 以 迸
发，他们联合一批教育家创
办起山东英才学院。”宋占美

说起山东英才学院的历史，
仍然掩饰不住激动之情。

1999年，省政府印发《关
于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若干
意见的通知》，提出要“积极
推进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
此后，民办高校蓬勃发展，山
东英才学院也迎来了重大的
发展机遇。建校20年，作为山
东民办高校的先行者，山东
英才学院成为全国具有影响
力的一所民办大学。

自我介绍中加“民办”，感
到深深自豪

1999年7月，宋占美像所
有新毕业的学生一样怀着懵
懂与憧憬来到了英才学院。
那时英才刚建校一年，她担
任99级中专幼儿英语师资班
的班主任兼任课教师。

从教学秘书到教学副院
长，到科研副院长，到中专副
校长，再到学前教育学院院
长；从校级优秀教师，到山东
省本科高校教学名师；从主
讲省级精品课程到主讲国家
级精品课程和国家精品资源
共享课程。接近20年过去了，
她经历了山东英才学院由弱
到强，也体会到了民办高校
发展的艰辛与不易。

记者联系到宋占美时，
她正在美国留学，在4 2岁的
年纪，她又开始了在纽约州
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留学时
光。这是继2011年，宋占美前

往美国做研究学者期间，再
次去美国高校进行充电。而
这些，离不开学校背后的支
持。

“我叫宋占美，来自山东
英才学院，一所民办本科高
校”，这是宋占美在北京师范
大学访学、华东师范大学读
博士、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
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做研究
学者期间的自我介绍，也是
她在国际、国内近百场报告
中的名片。

为什么这样回答，而且
要加上“民办”二字？因为宋
占美感觉到了作为一个民办
本科高校，尤其是作为山东
英才学院的教师，一种深深
的自豪感与荣誉感。“我笃信
英才的明天定会闪耀，因为
我想借此宣传我的学校，我
想让来自诸多国内外高校的
老师、学生、幼儿园教师及社
会人士知道英才、了解英才，
了解一个民办本科高校是如
何蓬勃发展的。”宋占美激动
地说。

19年来从普通专科生成长
为教育学博士

2006年，杨文带领着宋
占美等教师申报幼儿英语教
学法国家级精品课程，后来，
这门课不但被授予国家精品
课程和国家精品资源课程，
山东英才学院编著的教材也
被国内30余所高校使用。

山东英才学院学前教育
专业在建校之初，就在杨文
的引领下走特色化创新发展
之路，历经20年，已经是山东
省特色专业、山东省示范专
业。学前教育学院拥有了全
国学前教育领域唯一的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拥有
国家教学名师、国家万人计
划教学名师、国家级本科教
学团队、国家精品课程、国家
精品资源共享课 6 项“国字
号”，是目前国内高校唯一获
得此6项殊荣的学前教育专
业。

从专科生，到获得华东
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博士学
位，宋占美从刚入职时的一
名普通老师，到中国教育学
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
事长，并且主编中国基础教
育学科学前教育年鉴。

宋占美也是学校资助的
首批硕士研究生、首批国内
高校的访问学者、首批博士、
首批出国留学人员，曾在山
师大、北师大、华师大、美国
北卡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
法罗分校学前教育专业访学
和留学。

“在英才学院工作的1 9
年，既是我求学的19年、发展
的19年，也是感恩的19年。我
很庆幸我是山东英才学院的
一名员工。改革开放造就了
山东英才学院，又是学校的
平台成就了今天的我。”宋占
美说。

亲历民办高校“破土”之后蓬勃发展

自自我我介介绍绍一一定定会会加加上上““民民办办””二二字字

山东英才学院位于山东
省会济南，创建于1998年，是
济南市第一所民办普通本科
高校。宋占美1999年进入山东
英才学院任教，几乎经历了
山东英才学院的所有成长历
程。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记
者采访了山东英才学院学前
教育学院院长宋占美，请她
讲讲山东英才学院的历史，
以及20年来她所亲历的民办
教育的发展。

山东英才学院学前教育学院院长

宋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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