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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高尚教育 办人民满意大学
———丁祖诒教育思想研讨会近日在西安翻译学院隆重举行

■潘懋元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 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 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终身名誉理
事长

我对丁祖诒院长的教育思想提出三点见解。 第一，
丁祖诒院长办学能够找准特色， 坚持特色， 发展特色，
西安翻译学院始终是坚持特色， 他对翻译的要求不仅仅
是外语学院搞翻译， 后来发展到所有的学院都用外语+
专业+技能来培养各个方向的人才。 因此才能够在全国
知名， 在全国各种竞赛之中走在前头， 成为一个特色鲜
明的学院，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思想； 第二， 他的
思想是严与爱相结合。 从丁祖诒院长的办学实践来说，
他是把严跟爱很好地结合起来， 办学应该是严格时就严
格， 但是也要关心、 关爱学生； 第三， 丁祖诒院长善于
运用民办教育的优势来进行改革、 发展、 创新， 民办教
育是弱势群体的教育， 但它也是有优势的， 民办教育除
了可以减少国家的财政负担以外， 更重要的是可以促进
教育的改革， 带动高等教育的改革。

■李维民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高专委员会常务副
理事长、 西安思源学院院长

丁祖诒是一位教育界的改革派人物， 他对中国民办
高教的贡献大致十条： 成功创办了全国著名的西安翻译
学院； 积极探索应用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 积极探索民
办教育理论并指导教育实践； 倡导完善办学条件是发展
教育的重要物质基础；积极为民办教育立法建言、献策寻
求政策支持；积极实践“创东方哈佛”的办学理念；积极吸
纳优质资源；走教育国际化之路；积极维护民办高校的全
局利益；积极探索以规模求生存的发展道路；积极参与民
办教育社会公益活动。以先进的教育理念、丰富的办学经
验、成功的教育方法、鲜明的教育风格，在全国民办教育
界树起了一座丰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阎纲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顾问

丁祖诒干了一件大事， 就是他们这些人挺起了民族
的脊梁， 重塑了民族的精神。 他的兴学就是兴国， 他的
教育救国就是科学救国， 土洋结合， 洋为中用， 丁祖诒
的精神就是今后民办高校的希望。

■贾平凹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著名作家、 陕西
省作协主席

我认识几位优秀的民办大学校长， 这些人的共同特
点， 就是想干大事、 敢干大事、 能干大事， 而且能把事
情干成， 丁祖诒就是其中之一。 他只爱教育， 在教育事
业上有理想， 有着极强的人格魅力， 有胆识， 有谋略。
回想丁先生当年的奋斗和艰辛， 可以说他是当代教育改
革人物， 是当代的贤人， 于国于民都是有功绩。

■周明 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

《丁祖诒和他的教育梦》 的出版有着积极的现实意
义和深远影响， 这是他的一生心血和智慧， 是致力教育
理念的重要概述， 是给世人留下的宝贵财富。 陕西终南
学社也是一项事业， 立足于终南， 传承地域文化， 开创
了地域文化、 校园文化与民办高校教育相互影响、 相互
促进的新局面。

■肖云儒 著名文化学者、 陕西省文联原副主席

丁院长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跟现代教育思想融接的
一个人。 不只他一个人， 还有很多校长， 构成了民族教
育思想向现代教育思想多元转型。 所以丁院长高尚教
育， 我想用三个传统教育思想的主题词来做解读： 第一
个有教无类， 第二个因材施教， 第三个斯文有传。

■李炳银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西安翻译学院在我们国家教育界、 在社会生活当中
应该是一种现象， 非常值得人们研究。 之所以出现这样
一个现象， 我觉得和一个人是分不开的， 这个人就是丁
祖诒。

■胡建波 西安欧亚学院董事长、 院长

丁祖诒先生是我的事业领路人， 是我的恩师， 如果
没有他在前面开拓， 就不会有欧亚学院， 陕西省大部分
民办学校也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民办教育在现代中国经
济形势下， 是思想、 体制、 创新的贡献， 未来民办教育
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任万钧 西京学院董事长

我很尊敬丁祖诒先生， 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我认为
丁祖诒先生乃至陕西的民办高校有三个贡献： 第一个对
国家民族的贡献， 弥补了当时高等教育资源的不足； 第
二个对求学者、 对老百姓的贡献， 没有让青年输在跑道
的中途； 第三个对社会的贡献， 减轻了社会就业压力。

■黄藤 西安外事学院董事长

我和丁祖诒同志处在同一个时代，是同一批战友，心
心相印。今天民办教育又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我们
又需要走一个新的道路。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民办教育，为
它鼓与呼，为它呐喊。希望这个事业在为国家、为民族、为
老百姓造福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西安翻译学院从创始至今的一路前行
和发展， 离不开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好政
策， 离不开长期关心和支持民办教育发展
的陕西省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各位同
行的鼎力扶持。

“高尚教育”理念是西安翻译学院已故
老院长丁祖诒教授于2011年9月19号在学
校的开学典礼上明确提出的。 这是他在25
年拓荒民学道路上最后的夙愿和呐喊。 丁
院长所倡导的高尚教育是坚定秉承社会主
义公益性办学方向，坚持“取之于学，用之
于学，不做学商”的办学宗旨，打造以“第二
希望工程”理念为发端、以“让无助者有助，
让有志者成才，让奋进者辉煌”为补充的亲
情、文明校园。 其内涵主要包含四个方面，
即政策高尚、办学者高尚、教师高尚、学生
高尚。 实质就是办人民满意的大学！

丁院长自投身民办教育， 就始终在不
折不扣地践行着高尚教育。 西安翻译学院
28年的办学历史中， 无论在教学上还是在
管理上， 都付出了更多的成本， 更多的心
血和精力， 但只要利于学生， 学校从来在
所不惜。 学生从入校到毕业 ， 思想 、 学

习、 生活的每个环节都会得到悉心关照。
自建校开始， 每逢节假日和寒暑假放假收
假， 学校都会倾全校之力， 全力保障学生
顺利返校。 每学期开学， 仅接学生返校的
费用就投入近3万元。 我校还坚持实行毕
业生实习实践期一律退还公寓费及各项减
免奖助政策， 从2006年至今学校共退公寓
费3600万， 退费人次达到62178人。 除此之
外， 学校对食堂进行补贴， 并设立 “免费
汤” 和 “食堂爱心供应餐”。 在管理上， 学
校一直实施辅导员 、 管理人员跟班制的
“早晚自习”， 每日清晨朗朗的 “万人晨读”
已经成为终南山下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我看来， 高尚教育思想的主要价值
在于， 唤醒一切办学者对教育本质的重新
认识和对教育对象的重新考量。

我想无论是公办教育还是民办教育，
都是我们中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都旨
在培育为我们社会建设做贡献的中坚人
才。 我们呼吁国家对于公益性， 不要求合
理回报的民办高校， 可以享有和公办同等
的政策支持！ 再者， 我认为高尚教育的重
点是教师的高尚。 教师应树立敬业爱生，

以学生为本的职业道德和严谨扎实的教
风。 学为师表， 行为世范， 为学生树立读
书做人的榜样。 其核心是培养学生如何做
高尚的人的教育。

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 全球一体化
发展趋势日益加快，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西安翻译学院将坚定不移地把弘扬 “高尚
教育” 作为我们的办学思想和办学精神，
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学生成长成才成功成
就服务的育人宗旨和育人原则。

西安翻译学院将在高尚教育精神的引
领下， “走国际化道路， 育专业化英才”！
首先， 我校将不遗余力地践行 “德育为
先， 能力并行” 的高教育人之路。 我们将
大力构建和实行学生 “志愿者服务 ” 体
系。 始终培养具有一定创新意识和实践能
力， 服务于生产、 建设、 管理一线的高素
质应用技术型人才。 在校内， 我校将最大
程度地发挥 “学生自治”， 引导和鼓励学
生从自我管理开始， 创新突破， 鼓励学生
关注现实、 关注前沿的学术品格。 其次，
我校会以就业为导向， 注重特色， 优化学
科专业结构， 统筹规划服务于产业链的专

业群。 我们将逐步建立以服务国际合作的
外国语言类专业群、 适应现代服务业的商
科类专业群、 服务于古都西安文化产业的
文化创意类专业群、 服务于老龄化的社会
工作与医学护理专业群、 服务于新型城镇
化建设的工程管理专业群等五大专业群 。
第三， 加强信息化智能校园建设。 我们将
在现有的信息化建设水平的基础上， 将我
校的软件和硬件实力再提升一个层次， 最
大程度地把教学与互联网相结合， 将信息
化建设融入到我校教学、 科研、 管理的方
方面面。 实现教育教学管理与服务质量的
跨越式发展。 第四， 建设大学园区， 搭建
产学研合作平台， 加快应用技术型人才培
养体系的建设进程。 实现将学院建成 “文
管” 类转型示范院校的发展目标 。 第五 ，
走国际化办学道路。 学院将大力拓展国际
化办学渠道， 积极扩大国际交流合作。 以
引进海外优质教育资源为引导， 为广大师
生、 教职员工提供留学深造机会， 为教学、
科研和学术交流提供信息和联系服务， 逐
步增强我校的国际影响力。

（西安翻译学院董事长 丁晶）

做高尚教育的践行者
———丁晶在祖诒先生教育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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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李维维民民发发言言潘潘懋懋元元发发言言

西安翻译学院
多种形式纪念
丁祖诒先生

2015年3月12日， 是中国民办高
等教育事业的拓荒者、 西安翻译学院创
始人丁祖诒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日。 3
月13日上午， 丁祖诒教育思想研讨会
在西安翻译学院隆重举行。 丁祖诒先生
1939年8月29日出生于江苏洪泽， 中
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专家， 年近五十辞去公办高校外语教研

室主任一职创办西安翻译学院。 2012
年3月12日在西安病逝， 享年73岁。

据悉， 著名教育家丁祖诒先生逝
世三周年纪念系列活动由丁祖诒先生
塑像落成仪式 、 西译校友论坛、 丁祖
诒 教 育 思 想 研 讨 会 、 学 术 报 告 会 、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丁祖诒教
授图片展等多个活动组成， 活动主要

集中在西译校内举行。 《丁祖诒和他的
教育梦》 一书于活动期间出版发行。

丁祖诒教育思想研讨会上， 与会专
家、学者、文化名人齐聚一堂，共话高尚
教育。 来自教育界专家、文化界名人、西
译师生代表、丁祖诒先生亲友、媒体代表
共20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一起缅怀先生
为中国民办教育做出的巨大贡献。

西西安安翻翻译译学学院院董董事事长长丁丁晶晶 研研讨讨会会现现场场

2015年3月13日， 丁祖诒教育思想研讨会在西安翻译学
院隆重举行。 与会专家、 学者、 文化名人齐聚一堂， 共话高
尚教育。

陕西省教育部门领导， 知名教育专家潘懋元、 陶西平， 文
化界贾平凹、 阎纲、 肖云儒、 李星、 葛水平等， 以及陕西九所
民办本科院校董事长、 校长及西安翻译学院师生代表、 丁祖诒
先生亲友、 媒体代表共200余人， 一起探讨了丁祖诒教育思
想， 以及丁祖诒先生对中国民办教育巨大贡献与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