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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

“山大专业零距离”第四期迎来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哲学“顶天”，社会学“立地”

历史悠久，“顶天立地”

程胜利副院长用“历史悠久”
“顶天立地”和“国际一流”三个关
键词介绍山大哲社学院。

程胜利介绍说，山大哲学与
社会发展学院建立于1999年，由
原哲学系和社会学系合并组建而
成，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学院，但是
专业开设都接近百年。1926年，山
东大学文学院下初设中国哲学
系，其后的几十年，闻一多、赵纪
彬、杨向奎、高亨、童书业等著名
学者所标举的文史哲互通之治学
理念，给山大的哲学研究和教学
确立了良好的学风和传统。社会
学的历史可以推演到1920年齐鲁
大学的社会学系。因为历史悠久，
所以积淀深厚，哲学学科也是山
大的特色之一。

“哲学是所有学科王冠上的
明珠，是一个‘顶天’的学科，因为
它关联着人生、宇宙的高深学问，
解答我们人生的困惑。社会学又
是脚踏实地的学科，它关心社会、
关心人民、关心社会的发展。所以
我们学院有‘顶天立地’的学科和
专业。”程胜利说。

至于“国际一流”，首先是在国
内，两个学科都进入了国家级一流
专业建设的行列，是公认的名列前
茅的专业和学科。经过多年的恢复
和重建，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在科
研方面获得了国际认可的成就。

山大哲社学院今年的招生计
划和往年差别不大，哲学和社会学

都按大类招生，哲学大类招60个
人，其中包括强基计划20个人，强
基计划单独编班；社会学招收70个
人，其中包括综合评价招生约10
人。学生在第二学期进行专业分
流，哲学大类可进入哲学和宗教学
专业，社会学大类可进入社会学、
社会工作和人类学三个具体专业。

哲学并不神秘

冯波教授专门介绍了哲学专
业。他说，“我们探求什么是好的
生活，包含个人生活、政治生活、
社会生活。专业以哲学史、哲学理
论、哲学经典作为主要的教学和
学习内容。我们并不是灌输式的
教学，哲学在希腊文中是‘爱智
慧’的意思，‘爱智慧’意味着一种
平等的交流，和黑格尔、康德、马
克思、尼采这些先哲们进行对话，
我们的思想碰撞时，是一种自由
畅快的状态。最终还要返本开新，

回到经典，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新
时代的新问题。”他表示非常欢迎
热爱思考，又有家国情怀的考生
选择哲学专业。

冯波认为，学习哲学专业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提
高逻辑思维能力，从而内化成自
己的一种素质。“你更好地了解自
己、了解社会、了解世界之后，心
胸和眼界会更加开阔，能理性客
观地对待这个世界。”

山大哲学专业大约三分之二
的毕业生通过推荐免试或统招的
方式进入985院校继续深造，剩下
的三分之一有的去考公务员或进
入事业、企业单位，还有的步入教
师行业的。据介绍，山大实施实验
班拔尖计划，在哲学专业开设了

“PPE”，即政治、经济、哲学三个
学科综合培养，强调学科的交叉
融合，由三个学院最优秀、最知名
的教授来授课，培养的是社会各

行各业的“领导人”，参与社会管
理和社会工作的人才。2020年有
三十名左右的学生报名，最终录
取了八个。进入“PPE”班要考数
学，进入后也要学高等数学。

社会学文理兼容

李忠路教授专题介绍了社会
学专业。他说，社会学是三大基础
社会科学之一，“它不是纯文科，而
是属于社会科学。”李忠路表示，社
会学关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目标
是追求社会良好运行。“社会学研究
包罗万象，从个人的教育、婚姻、家
庭到就业，甚至到社会心态，观念等
等，包括很多方面也去研究经济现
象、政治现象、国际关系等等。”

他表示，每个专业包括新闻
传播、公共管理，经济学和政治学
等，都会运用到社会学学科母体
中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除了
想要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社会

的学生，有自主创业打算和打算
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学比较适合读
社会学专业。“社会学会学习社会
测量、做问卷设计等，能够从杂乱
数据中挖掘出规律，特别适合去
发现市场机会，它也会让你更能
理解客户需求和心理，从而更好
地去满足他。

他总结社会学有两大特点，一
是研究对象非常包容和多元，能给
人非常广博的知识基础，对每一个
社会现象都有自己深入的研究。二
是需要你脚踏实地学习技能，从事
一些创新性工作。

与哲学专业相同，社会学专
业学生毕业后选择继续深造的占
比很高，“大概在40%左右，他们
去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
学、复旦大学以及国外的像斯坦
福大学等。”社会学专业毕业生就
业面也很广，有互联网公司、媒体
和银行等等。

4月11日15：00，“山大专业零距离”
第四期开讲。这一期老徐带大家一起
了解的是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
院(以下简称“哲社学院”)。这一期做客

“老徐话高招”直播间的是山大哲社学
院副院长程胜利、冯波教授和李忠路
教授。程胜利称，哲社学院是个“顶天
立地”的学院，因为哲学学科高屋建
瓴，锻炼的是人的思维，“顶天”；社会学
科脚踏实地，立足现实，“立地”。他邀请
考生到山大哲社学院与老师同学们一
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山大哲社学院副院长程胜利(左二)、冯波教授(左三)、李忠路教授(右一)做客“老徐话高招”。

“山大专业零距离”第五期迎来经济学院，副院长孙淑琴携优秀学子做客“老徐话高招”

海纳百川同奋进，经世济国共担当

历史悠久 师资雄厚

科研成果丰硕

“历史悠久”“师资雄厚”“科
研成果丰硕”是孙淑琴副院长介
绍山大经济学院时用的三个关键
词。

关于“历史悠久”，孙淑琴解
释说，1901年山东大学堂成立之
初即设有理财科目。山东大学经
济学院是在原山东大学经济学系
的基础上，于1988年组建而成。学
院下设经济学系、国际经济与贸易
学系、金融学系、风险管理与保险
学系、财政学系等5个系，以及消
费与发展研究所、泰岳经济研究
中心、国际经济与产业组织研究
所等研究机构。拥有理论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予权和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
动站，目前设有10个博士专业、18
个硕士专业(含6个专业硕士专
业)和4个本科专业，其中，2019年
金融学与财政学专业入选国家首
批一流专业建设点，2020年经济学
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入选国家
第二批一流专业建设点。

第二个关键词是师资力量雄
厚。孙淑琴表示，山大经济学院现
有教师115人，教授49人，副教授40
人。老师们的研究方向非常广泛，
覆盖了经济学大类的各个专业与

方向，教师的博士学位比例在95%
以上，学员结构也非常合理。

第三个关键词即教学科研成
果丰硕。近5年来，山大经济学院
学院教师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
表论文5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60
余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课题100余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
项目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1项。

“4+1+4”人才培养模式

山大经济学院的人才培养模
式总结为“4+1+4”模式，即4个本
科专业，1个拔尖班和彭实戈班、
经济与金融国际化实验班、PPE
菁英班、保险与精算实验班等4个
特色班。

4个本科专业是经济学、财政

学、金融学和国际经济与贸易学,
各专业毕业生就业方向广泛，包
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跨国公
司、金融机构、会计税务中介机
构、科研院所、学校等，多年来在
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方面均受社会
好评，国内外深造率稳定在55%
以上。

关于拔尖班，孙院长介绍道：
“拔尖班2020年刚申请下来的，是
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
今年招生是入校之后二次选拔。”

“彭实戈班”是山东大学为整
合经济学院和数学学院的学科优
势、师资力量、教学资源和条件，
打破原有学科、专业界限，培养跨
学科交叉型金融人才的校级本科
人才培养基地。基地班每年招30
人左右，从经济学院和数学学院
录取的新生中选拔。

“经济与金融国际化实验班”
每年从新生中选拔30名左右外语
水平优秀、国际化视野突出的学
生，专业教学全部采用全英文授
课，实现了国际化方案、师资、课
程、教材、资源的五到位。

2019年学院设立“政经哲”
(即PPE)菁英班，该班每年从新
生中选拔20名左右综合素质较高
的学生，实行单独培养方案和小
班授课，培养能够胜任经济、政
治、公共关系和全球治理等领域
工作的高端拔尖人才。

“保险与精算实验班”致力于
培养具有扎实的金融学、风险管
理与保险学、精算学知识的复合
型金融人才，侧重风险管理与精
算实务的学习与实践，突出对相
关大数据处理、机器学习、语言编
程知识的学习与应用。该班在大

一下学期根据学生专业发展志趣
与能力，进行双向选择。

活泼开朗又严谨细致的孩

子适合学经济

什么样的孩子适合学经济？
孙淑琴回答说，活泼开朗又严谨
细致的孩子更适合学经济类专
业。“首先和数字打交道，要求你
必须严谨。同时，工作时必然要跟
人打交道，做一些沟通、管理工
作，包括出国交流这些活动。”

孙淑琴发现学经济的学生思
维非常活跃。“因为经济专业文理
兼收，在我们的培养方案下，经过
锻炼，学生既有一些基本自然科
学方面的素养，也有人文科学方
面的素养。”同时，她说，学生们也
学会用一种严谨的思维去分析和
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另一方面，
山大经济学院的学生明显具有国
际化视野，“我们不仅仅要关心国
内的问题，也要关心国际社会上
的问题，所以学生的视野会更加
宽阔。”

此外，学院还注重学科交叉
融合，如经济加数学，经济加信
息，经济加法学或者是加政治学，
这些在课程设置，学习、实践活动
中都有所体现，有助于培养出能
够 在 多 领 域
工 作 的 综 合
素质人才，为
学 生 发 展 提
供 了 广 阔 的
发展空间。

4月18日上午10时，
“山大专业零距离”第五
期迎来山东大学经济学
院，副院长孙淑琴携学
院优秀学子闫思宇做客

“老徐话高招”，从不同
角度为大家全方位解读
山大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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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孙淑琴(图中)与优秀学生代表闫思宇(图右)做客“老徐话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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