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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2013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2013年，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借着党的十八大精神鼓舞的东风，继续秉承“为

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的办学宗旨，本着培养“国内一流本科生”的人才

培养理念，坚持“夯实基础，拓展技能，创新思维，全面发展”的“全人教育”

培养模式，践行学校“三跨四经历”特色培养新路。学院的本科教学工作取得了

可喜的发展和变化。 

第一部分 外国语学院本科教学基本情况 

一、本科人才培养目标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坚持以培养和造就民族精英和社会中坚为己任，倡导思

想性、创新性、特色性教育，培养学生全面掌握语言学、文学及相关人文社会科

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具备获取与运用知识能力、独立分析与创新能力；具有扎

实的外语语言基础和较熟练的听、说、读、写、译能力；了解我国国情和外语国

家的社会和文化；具有较好的外语表达能力和基本调研能力；具有一定的实践应

用第二外语的能力；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科学研究和

实际工作能力；使学生成为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文化素养、开阔的国

际视野、过硬的社会竞争力和创造力、个性与人格健全发展的高素质、创新型人

才，能适应教育、外事、经贸、旅游、文化、新闻出版、法律、科技、军事、科

研等部门的工作。 

二、学科与专业情况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现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7个语种，8个专业，

9个系，10个教学单位，开设英语、翻译、俄语、日语、朝语、法语、德语、西

班牙语等8个本科专业，此外还承担全校本科生、研究生、网络生和成教生的全

部公共外语教学任务。 

三、各类在校生情况 

截至2013年底，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在校本科生1435人，硕士研究生260人， 

博士研究生41人，外国留学生32人。 

四、师资队伍的数量和结构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不含大学外语教学部）拥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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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职工114人，其中专任在岗教师88人。聘任外籍教师14人。专任教师中，山

东省教学名师2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4人。教授19人（22.7%），

副教授36人（42%），讲师30人（34.1%），助教3人（3.4%）。在读及具有博士

学位69人（78.4%），其中海外博士17人（19.3%），具有一年以上海外留学经历

的教师84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96.6%。 

五、本科生师比、本科课程主讲教师情况 

截止到2013年底，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专任教师88人，聘请外籍教师14人。

拥有本科生1435人，生师比16.3:1。60岁以下教授17人，全部担任本科课程，教

授上课率100%。 

各专业生师比一览表 

专业名称 学生人数 专任教师人数（含外教） 生师比 

英语（含翻译） 644 40 16.1:1 

俄语 111 11 10:1 

日语 195 16 12.2:1 

朝鲜语 102 8 12.8:1 

法语 127 10 12.7:1 

德语 124 8 15.5:1 

西班牙语 132 7 18.9:1 

六、图书资料及信息化建设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现有图书资料室225平方米，拥有馆藏纸质图书5万余

册，各类电子图书8000余种，电子期刊3000余种，绝大多数为各语种外文图书、

期刊。生均外文图34.6册。此外，学院还拥有3万余部数字化影音影像资料，正

逐步通过网络存储和自主学习平台，供学生课下自学使用。 

七、实验教学条件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现有专属多媒体教室8间，数字化语音实验室8间，自主

学习室1间，同声传译室1间。基本满足专业教学需求。此外，自主学习室还开发

扩容近20T的空间，存放各语种数字音像制品。 

八、文化素质教育建设 

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建设成果丰硕，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并定期开展年度有规模和影响力的校级文化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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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级外国文化节 

自2008年起，外国语学院发起外国文化节活动，经过5年多的培育与成长，

该节日逐步走向学校，成为校级文化展览与汇演的舞台。如今，外国文化节已不

仅仅属于外国语学院，更是山东大学的一个校园文化建设品牌，吸引一级级同学

参与，为一级级同学服务。 

2. 学院各专业外语大赛 

外国语学院课外实践与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是各专业每年各级别演讲比

赛。2013年，外国语学院各专业各年级学生共参加省级及以上专业类大赛14项，

三等以上奖项取得18人次。同时，在各类大赛校级、院级选拔活动中，有更多的

同学参与其中。初步统计，同学们的参与率占55.3%。 

          外语学院 2013学年赛事一览表   

序

号 
比赛名称 时间 比赛级别 获奖学生 获奖等级   

1 第 18届 21世纪杯 2013.3.24 
全国总决

赛 
黄嘉颖 三等奖   

2 外研社杯 2013.10.21 
山东省决

赛 
黄嘉颖 特等奖   

3 全国口译大赛 2013.11.17 
山东省决

赛 
姜钰、邹洋洋 一等奖、二等奖   

4 华澳杯 2013.11.24 
华东区决

赛 
燕鸽 一等奖   

5 外研社杯 2013.12.6 
全国总决

赛 
黄嘉颖 二等奖   

6 全国口译大赛 2013.12.7 
华东区决

赛 
姜钰、邹洋洋 一等奖、二等奖   

7 21世纪杯 2013.12.16 
山东省决

赛 
张佳宁、徐晶 特等奖、一等奖   

8 全国口译大赛“俄语邀请赛” 2013.10 国家级 李书曼 三等奖   

9 全国高校俄语大赛 2013.10 国家级 郑德隆 单项三等奖   

10 全国高校俄语大赛 2013.10 国家级 崔佳雯 三等奖   

11 “第二届”中俄大学生歌手大赛 2013.10 国际大赛 白婧伊 三等奖   

12 首届“精彩韩国”韩语编译大赛 2013.12 
全国级比

赛 
赵航 二等奖   

13 “永旺杯”全国口译大赛 2013.10 全国比赛 杜渐 优秀奖   

14 “领事杯”演讲比赛 2013.11 山东省 田媛媛、黄路尧 一等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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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类学术系列论坛与讲座 

为营造学术氛围，倡导学习风气，外国语学院还在学院开设了各类学术论坛

与讲座活动，大大拓展了同学们的知识面，拓宽了学生们的学术视野，锻炼了他

们的学术思维。2013年，学院共举办各类学术讲座65次，包括：知新语言学沙龙、

语翼讲坛、博雅翻译论坛、跨文化交际论坛等。 

4. 校园文体活动 

外国语学院本科生永远是一个朝气蓬勃、奋发向上、青春激昂的群体。在校

园里各类文体活动中，总有他们飒爽的英姿。 

第二部分 外国语学院本科教学改革创新与特色 

2013年，外国语学院本着“培养国内最优秀的本科生”办学宗旨，不断深化

“三跨四经历”人才培养模式，在本科教学改革与创新方面，不断探索，与时俱

进，走出了一条颇具山东大学特色的外语人才培养新路。 

一、以本为本，注重本科教学。  

结合学校的管理规定，外国语学院继续深化和加强本科教学质量，注重过

程与效率，强调细节。 

1、注重过程，突出教学质量。 

注重教学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是保障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每学期开学前

的教学安排与开学第一课的教学例行检查，看似习以为常，实则为不可或缺的重

要环节。过程还体现在期中教学检查、试卷质量检查、教学督导、考试巡查等几

个环节。本年度的本科教学整体运行平稳，体现了每一位老师认真负责的教学态

度。 

2、注重效率，强化教学督导。 

教学督导员制度是学校加强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学生评教

的有益和必要补充。我院校级教学督导员刘淑梅老师和院级督导员纪云霞老师工

作认真细致，责任心强，她们总是第一时间把听课内容和发现的问题反馈给学院

分管领导并对一些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办法和建议。外国语学院的教学督导工作

多次得到本科生院的表扬。 

    3、注重质量，改进考核方式。 

考试考核作为检验教学质量和效果的有效手段，既对学生的学习有一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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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和了解，也对任课教师的教学有反馈和改进。在探索改进考试考核方式方面，

外国语学院结合外语专业教学特点，采用多手段、多阶段、多形式的考核革新，

收到良好效果。 

    4、注重细节，强化服务意识。 

作为本科教学的直接管理机构，学院教务科工作的强度和质量有目共睹。在

做好教学管理工作的同时，强化教务科的服务意识，即服务每一位老师和每一位

同学。教务科在课程安排、材料报表、成绩输入与打印、学籍管理、试卷收集与

分发、暑期双学位等工作中任劳任怨，既保证了本科教学的良好秩序，也方便了

老师和同学。 

二、完善制度建设 

2013 年，结合学校本科生院各项工作的具体实施和开展，为规范和加强管

理，外国语学院本科教学注重制度建设，对之前的一些规章制度进一步进行了完

善和修订。 

1、通过以往经验，结合不断出现的新情况，适时推出《山东大学外国语学

院推荐免试研究生实施办法》（讨论稿），指导本科生的推免保送工作。该讨论稿

的部分条款在本科生院征求学校修改意见座谈会上得到认可。 

2、为进一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加强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质量审核，结合学

校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外国语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审查办法》，设计

了《外国语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检查表》，对本年度所有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进

行了质量审查。经过对 2013 届毕业生论文审查，极大提高了毕业生论文质量与

水平，收到良好效果。德语系有一人答辩未通过，最终延期半年答辩。 

3、鉴于我院本科生国际交流访学的力度不断加大，海外访学学生的学习监

控成为一个难点。为有效保障海外访学学习效果，顺利与国内教学衔接，根据学

校有关规定，2013 年，学院进一步修订完善了《外国语学院海外交流学生学习

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规定了海外交访学同学的选课类型、周课时数和专业课

程修课最低标准，在学生出境访学前填写《外国语学院海外交流学生学习计划

表》，经系主任签字确认后，方可办理其他出境手续。 

    三、教学效果及成绩 

1、国家级精品类课程建设取得新突破。2013年，由丛亚平教授主持的《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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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翻译》获评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是我校外语学科第一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

享课。 

2、课堂评估质量提升，教师与同学们沟通顺畅。2013年全年，教学评估后

5%的教师经督导员评审，全部合格。全院共有 3 位教师获评“2013 年度课堂教

学质量优秀奖”。 

3、课程中心建设取得突破：截止 2013 年 12 月 9 日的第 10 期汇总情况，

外国语学院目前课程中心网站总数 93 门，覆盖课程数量 89 个，排名全校第 8

位；同时，与去年同期相比，课程网站纯增长量为 79个，覆盖课程增长量为 69，

分别排名全校第 5和第 6位。 

4、积极推动各种项目申报。2013年，已成功申报获批《俄语翻译》国家精

品资源共享课程；翻译系特色专业；校级教改立项 6项；校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一

等奖 2项，二等奖 4 项；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重点项目 1项。 

四、立足专业实际，探索新型教学管理模式 

1、专业骨干教师配备班主任制度 

自2012级开始，为配合学校班主任制度，结合外国语学院小班化教学特色，

学院办公会决定，从院领导开始、系主任带头、教授优先原则为各年级配备班主

任，帮助各专业学生进行专业规划与设计、人文传统教育、专业理论学习与技能

训练等方面的辅导。教授博导为一年级新生进行专业辅导与人生规划，学生们的

兴趣大增，专业思想也趋于稳定。 

2、注重1-2年级专业教学 

目前，外国语学院在部分专业实行专业骨干师资重心前移到大一、二低年级

教学阶段。通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综合国内各兄弟院校的实践经验，结合外语

专业教学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大一、大二阶段的专业外语教学必需配备最优良的

师资，夯实基础。最优秀的师资前移到本科一、二年级有助于同学们更好地打好

语言基础，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高年级阶段会凸显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与拓

展。学院计划在新学年全面铺开此项举措。 

3、考试方法革新 

从2012-2013学年上学期期末考试开始，外国语学院尝试有专业特色的考试

方式与方法改革。结合外语专业特点，将一年级精读课考试分为两部分，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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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笔试，纳入考试周；一部分是口语考试，与外教口语考试一起进行。这样一来，

将一年级外教口语课全部安排为考试课，由外教和精读老师共同主考，分别记录

成绩。口语考试成绩占精读考试的30%。之所以有此决定，就是基于对一年级零

起点学生的语音语调进行跟踪与过关测试，筛查不合格学生，有重点进行辅导。 

4、低年级口语小班教学 

为保障低年级同学口语课教学质量，尽可能使更多的同学得到锻炼与学习机

会，自2012-2013学年上学期开始，在部分小语种班推行低年级口语课小班教学

制。鉴于目前部分语种班级招生建制过大，不利于语言学习的现实，我们在部分

专业推行此措施，已初步收到良好效果。 

5、优材特色人才培养计划 

2013年，本着 “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的办学宗旨，突出人才培

养特色，借鉴国内其他高校外语专业的做法，外国语学院依托校级教改立项，论

证开设外语专项优材特色人才培养班——梁实秋班。经过多次商讨和调研，最终

决定在2014级新生中开始选拔实施。 

第三部分 存在的差距与不足 

2013年，外国语学院的本科教学工作不断探索与创新，取得了一些成绩，但

也应看到不足，主要表现在： 

1、专业特色教育尚未突出。在积累了多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如何把外语

专业的特色教育凸显出来，打造一支真正能代表我校外语学科水平的高端人才，

是我们今后致力的方向。计划借助“梁实秋班”这个平台，加快此项工作的推进

和落实。 

2、本科教学的国际化建设还有待突破。目前，外国语学院本科生的海外交

流数量占全校的50%以上，从规模上看已经小有成就，但从质量上看，还有较大

不足与差距。如何在中外联合培养方面多探索，多引进，多派出，实现数量和质

量的双丰收，是我们未来一段时间需要加强的重要内容。 

3、课程设置与专业建设亟待现代化更新。专业与课程的现代化建设远远不

够，传统的外语教学与课程名称历史沿用几十年，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相脱离，

与我国社会需求脱节。如何改造专业并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建设发挥更大作用，也

是我们未来一段时间需要发力的中心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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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学校本科生院的统一领导下，在各级领导的关心与支持下，在全院

师生的共同努力和辛勤付出下，外国语学院2013年的本科教学工作在原有的基础

上实现了新的增长和发展，逐步显现出其新的活力。相信在未来，学院的本科教

学一定会走上良性发展的快车道，为我国的社会经济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