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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历史文化学院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前  言 

2013年度，历史文化学院严格实施《山东大学进一步提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

实施办法》，落实“以本为本”的办学理念，确立本科教学的中心地位，圆满完

成了各项教学任务，教学秩序良好。学院以高质量人才培养为中心，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更加系 统深入；以课程体系建设为重点，突出并强化实践教学；以创造

性的师资队伍建设为根本，积极推进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教学工作取得了

可喜成绩。本科教学工作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 

（一）本科教学基本情况 

一、人才培养目标及服务面向 

依据山东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结合历史人文学科“知识体系”

和“价值体系”相统一的专业特点，我们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

责任感，特别注重培养学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全球意识和国际视野，特

别注重培养学生传承人类文明、引领学术发展的文化创造力。 

 

历史学专业：本专业培养具有历史学基本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

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文教事业及各类企事业单位或领域从事研究、教学和管理

等方面工作的历史学科复合型人才。 

世界史专业：本专业培养具有世界史专业特长和熟练掌握相关外语技能、具

备比较系统的外国历史知识，能在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文教事业及各类企事业

单位或领域从事外国历史研究、教学和实际工作的历史学科复合型人才。 

考古学专业：本专业培养具有考古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能在国家机关、

考古、文物、博物馆等文教企事业单位或领域从事研究、教学和管理等方面工作

的考古学复合型人才。 

文物与博物馆学：本专业培养具有文物学、博物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能在政府文物管理机构、各类博物馆或展览馆、文物考古研究机构以及新闻出版、

教育等企事业单位或领域从事文物与博物馆管理、研究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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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本专业培养适应文化产业快速发展需要，具备较深厚的

文化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人文知识，具备人文素质、创新意识、广阔视野、先进理

念和社会责任，熟练掌握文化行政管理和文化企业经营专业知识，文化政策和法

律知识，能够在文化管理机关、文化企事业单位、新闻出版机构、艺术产业机构、

文化媒体等从事创意、经纪、管理、教育等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档案学专业：本专业培养具备系统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知识，掌握现代管理知

识、先进信息技术和档案管理专业技能，能在各类各级档案局、档案馆、党政军

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档案部门、信息部门、文秘部门从事档案管理、文件管理、

信息管理、综合办公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二、本科专业设置情况 

    历史文化学院现拥有历史学（060101）、世界历史（060102）、考古学（060103）、

文物与博物馆学（060104）、文化产业管理（120210）、档案学（120502）6个本

科专业，其中考古学一级学科在第三次全国学科评估（2012年）中名列第三。2012 

年我院新增文物与博物馆学1个本科专业，2013年招收第一批本科生学生。 

三、各类全日制在校学生情况及本科生所占比例 

截至2013年9月30日，我院在校本科生533人，占全部全日制在校生的

1.917%.2013年我院转专业人数为20人，占全院本科生的3.8%。2013年我院学生

参与“三跨四经历”的人数为19人，，所占比例为3.6%。 

附：各专业学生情况 

注：2013级同学没有分专业，所以历史学类专业招收69人。 

 

专业年级 2010 2011 2012 2013 

历史 25 27 21 69 

世界史   10  

考古 13 18 27 25 

文化产业管理 54 40 43 43 

档案学 22 4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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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科生源质量情况 

     2013 年我院普通本科招生计划 125 人，共录取新生 161 人，其中港澳台学

生三人。就专业情况来看，考古学专业招收 47 人，历史学类招收 69 人，文化产

业管理专业招收 45 人。一志愿录取比例历史学类为 39.29%，考古学 25.00%，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为 67.65%。 

    2013 年全院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在山东省录取普通考生 37 人（不含自主

招生），文、理科最高分考生分别高出一本线 66 分和 94 分；文、理科平均分分

别为 625.5 分、646 分。在其它省份文科录取线高于当地一本线 50 分以上的省

份达到了 19 个，40 分以上 24 个，30 分以上 26 个。 

（二）师资和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数量及结构情况 

    我院现共有教师 111 人，其中专任教师 91 人，外聘教师 2 人，教学辅助人

员总数 3 人，行政管理人员 15 人. 

我院现拥有国家级教学名师 1 人，国家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 2 人，教授比例

为 34.1%，副教授比例为 28.4%，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达 72人，所占比例达 81.8%，

拥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半年以上）教师人数达 33 人，所占比例达 37.5% 。  

学院现有国家级教学名师 1 人。国家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 2 人。国家级教学

团队 1 个。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两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三人，“齐鲁英才计

划”入选者一人，山东大学终身教授一人，山东大学文科特聘一级教授两人。 

二、教学用房 

学院考古、文化产业管理、档案管理专业实验室面积总计 841 平方米，生均

约 1 平方米（含研究生）。学院现有中文图书 58404 册，外文图书期刊 16440 册，

电子图书 34 种。（专业生均图书数、电子图书总数、当年生均图书情况）、 

三、教学设备 

本学院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共计 1214 件，总值 1156 万余元，生均 13881

元；当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176 件，总值 210 万元，人均 2523.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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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设与改革 

一、人才培养定位和培养规格 

历史文化学院依据山东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结合历史人文学

科“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相统一的专业特点，我们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历

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特别注重培养学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全球意识

和国际视野，特别注重培养学生传承人类文明、引领学术发展的文化创造力。 

2013 年适应世界史一级学科的新立，恢复了世界史本科专业的招生，同时又

新增了文物与博物馆学本科专业的招生。 

二、人才培养模式 

学院现有的六个本科专业中，历史学、世界史、考古学均具备了从本科到博

士研究生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档案学和文化产业管理专业都建有硕士学位点，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也建有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学位点。 

三、专业建设情况 

历史学为国家级特色专业，考古学为省级特色专业 

有考古学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一项，近两年省级教研项目 2 项（考古学和档

案学），考古学为山东大学首批国际化专业建设项目。   

四、课程建设（课程建设情况、开设课程总门数及总门次、选修课学分占总

学分比例） 

历史学、考古学专业各拥有国家级精品课程一项。 

我院双语示范课程拥有四门，分别为：李巍老师的加拿大史和英文文献选；

方辉老师的考古学通论；王青、王芬老师的田野考古学。 

有国家级规划教材 2 种，获得省优秀奖 1 种。 

2013 年省教学改革立项一项，校三项，获校教学成果二等奖两项。 

2013 年新增实习基地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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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课程总门数 148 门、总门次 175 次、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15%；实

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11%。 

（四）学科支撑情况 

一、学科点情况                                

我院现拥有历史学、世界历史、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文化产业管理、

档案学 6 个本科专业；拥有中国古代史国家重点学科；具有历史学、世界历史和

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

硕士点，有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文化产业管理、档案学五个学术性硕士招

生专业和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型硕士招生专业。考古学一级学科在第三次全国学科

评估（2012 年）中名列第三，有六次发掘成果被列为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 

二、科研平台情况 

学院设有考古学国家级文科实验中心。设有环境考古一个国家级高校学科创

新引智基地，文化产业和东方文化两个省级科研基地，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心的

山东省“十二五”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三、科研经费情况 

2013年历史文化学院横向经费总额为 352.2196万元，纵向经费总额为 212.05

万元；实际入账：564.2696 万元。文化遗产研究院横向经费总额：138.1696 万元；

纵向经费总额：81 万元；实际入账：219.1696 万元。2013 年新立项国家项目总

计 7 个，其中自然科学基金 1 个，社会科学基金 6 个。其中 6 个国家社科项目包

括：2 个重点项目，2 个后期资助，1 个青年项目，1 个中华文化外译项目。 

四、发表论文情况 

2013 年教师发表论文总计约 144 篇，其中 cssci 收录约 86 篇。 

五、科研基础教学情况 

本学院实验室全部向研究生本科生开放。2013年本科生承担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项目

国家级两项，校级三项。本科生发表论文23篇，其中 CSSCI 来源期刊文章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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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质量保障体系 

一、学院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落实情况 

学院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专门成立了由院长任组长，党委书记、学术委

员会主任、各系系主任、分管教学负责人、教师代表组成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学

院每次召开全体教职工工作会议，均涉及教学工作的安排。 

二、院领导班子研究本科教学工作情况 

学院高度重视本科教学工作，每次党政联席会议讨论主题均涉及该项工作。 

三、学院出台的相政策措施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

4 号），推进《山东大学创建一流大学战略规划（2011-2020）》（山大字【2012】3

号）的实施，强化本科教学的中心地位，加强本科教学建设，进一步提高本科教

学质量，学院根据《山东大学进一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实施办法》制定了《关于

加强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向学术委员会、党政联席会和全

体教师征求意见。该征求意见稿共 8 条，内容涵盖了“建立定期专题研究本科教

学工作的机制”、“完善落实院、系负责人听课制度”、“成立学院教学指导机构”、

“切实落实本科教学‘一票否决制’”、“加强课程中心平台建设与管理”、“学校

双语示范课程认定和全英文课程推进”、“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国家精品资源共享

课、精品视频公开课、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国家级双语示范课程工作量

奖励政策”、“加大力度支持教材建设，安排专门资金资助教材出版”等内容。 

四、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学院正积极利用承办2013-2014学年青年教师讲课比赛文科二组赛事组织工

作的有利时机，逐步建立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五、日常监控及运行情况 

根据日常监测，考古专业学生反映课程比较难、比较重；文管专业反映课程

比较轻、比较容易。教学效果较好的课程有《体质人类学》、《中国古代史》、《旧

石器考古》；《中国古代史》；13 级文管：《文化经济学》、《文化资源学》；《世界

现代史》；《网络管理基础》、《档案管理学》；《西方学术思想史》、《人文自然遗产

保护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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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院同学反映部分平台课程沉闷，与专业关系不紧密。 

（六）学生学习效果 

一、学生学习满意度（学生评教等情况） 

2013 年学生参评率为 33.55%，评教分数平均为 97.65，90 分以下课程只有

两门，满意度较高。 

二、应届本科毕业生情况 

2013 届本科毕业生我院共授予学位 100 人，其中 2 人为上年延期至今年毕

业，1 人为香港生源，我校具有派遣资格的同学共计 97 人。2013 年我院保证 2009

级本科生全部如期毕业，延期的两名同学，一名考上研究生，一名去部队工作，

这也是非常值得欣慰的。 

三、就业情况 

截止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97 名同学中升学 26 人，出国 5 人，省外就业 14

人，省内就业 11 人，劳务合同就业 5 人，另有 10 人处于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公示

阶段，总体就业率 72.17%，需要指出的是剩余的 26 人中有 4 人坚持二次考研。

从专业来看，档案学专业就业率 60%，考古学专业就业率 64.7%，历史学专业就

业率 66.7%，文化产业管理学专业就业率 77.8%。 

（七）需要解决的问题 

人文学科平台课程设置情况应根据各专业不同特点加以合理调整。 

部分专业的实践教学应该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