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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外教全外语教学
不出校门看世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暑期国际学校，
每年向世界知名高校、国际合作机构的
外籍教师发出开课邀请，亲自讲授2学
分32学时的课程。受聘教师以外语作为
第一语言、具备外国文化背景。暑期国
际学校采用小班教学的方式，在国际小
学期内集中在2到3周内完成授课。课
程设计、教案编排、课堂教学、教学资
料选用、作业练习、结课考核等所有教
学环节均由外籍教师负责，全程采用全
外语教学，从而提供真正“原汁原味”
的国际化课程，营造国际化课堂环境。

2016年，在独立开设的精品优质课
程中，包含5门数学与自然科学课程、9
门社会科学与可持续发展课程、30门跨
文化交流课程、10门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3门语言与文学研究课程、5门艺术
与美育课程、49门专业与学科前沿课程
以及1门特色体育课程。同时，为响应
国家要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
代背景，探索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新模
式，还特别开设了 9 门创新创业类课
程，包括创意产业管理、创造力设计与
优化、创业的思想到实践等课程，助力
学生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培养。

2016年，暑期国际学校学员选课达
到4612人次。自2012年国际小学期设
立以来，国际化办学受益面达到本校全
体统招本科生全部覆盖，来华境外教师
545人次开设了424门国际化课程，在校

本科生累计修读14341人次，吸引境外
留学生赴我校就读5612人次。学员构成
更加丰富化，除了本校全日制本科生之
外，还有校内不同层次的留学生、国际
学院共享互换课程学员、英语学院大一
保送新生、推免硕士研究生、国内兄弟
院校学生、援疆计划的石河子大学学员
以及随外籍授课教师来华就读的境外学
生等，暑期国际学校的国际影响力日趋
扩大。

学术讲座百花齐放

除国际化课程外，学校还举办国际
学术讲座，大大拓展学生国际化视野。
五年来，国际小学期共开办国际学术讲
座64场，参与学生近万人次。国际小学
期先后邀请了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首
任和现任主席、立陶宛外交部副部长及
其代表团、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前主
席、英国竞争市场局非执行主任等多位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人士或高校学者
进行访问交流，针对学术前沿、全球热
点、产业政策、民族文化等领域采用开
放性、全球性的视角进行全英文讲座报
告。

2016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暑期国
际学校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集中开设了
专题学术讲座22场，涉及社会热点、国
际关系、经济金融、历史文化与艺术等
多个领域，除了世界顶尖学府的大牌教
授，还有政府机构、国际组织的专家学
者，佛得角前总统皮雷斯（Pedro Ve-
rona Rodrigues Pires）、欧盟贸易委员

塞 西 莉 亚 · 马 尔 姆 斯 特 伦 (Cecilia
Malmstrom)、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司法部
副总检察长艾米利奥·瓦瑞尼(Emilio
Varanini)教授、德国总理府环保问题顾
问、国家外专局高端外国专家、德国明
斯特大学安德烈亚斯·劳斯彻尔（An-
dreas Loschel）教授、世界贸易组织秘
书处高级主管马腾·斯梅茨 （Maarten
Smeets）等，与师生一同分享和交流学
术前沿的新视角、新热点和新成果，带
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学术盛宴。

国际小学期期间，师生还可以参与
国际论坛研讨，加强国际合作影响力。
学校先后举办或协办了国际文化管理系
列年会、全球价值链北京讲习班、
“‘一带一路’与国际社会”暑期国际
问题论坛等大型活动。国际论坛和研讨
活动营造了国际化的学术氛围，通过鼓
励师生参与到重大国际论坛会议、国际
研究合作、国际发表等活动中，加强了
学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了学校的
国际影响力。

2014年、2015年、2016年国际小学
期，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商务部
门和斯坦福大学共同主办，亚洲发展银
行、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协办了“全
球价值链讲习班”，先后邀请了日内瓦
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及欧洲经济政策研究
中心、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
究所、斯坦福国际发展中心、世界银行
集团贸易与竞争力全球实践局、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亚洲发展银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高级专
家以及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

等世界级名校的知名学者在讲习班上进
行高水平的授课交流。

2016年7月13日，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面向北京市内六所外语外贸类高校学
生举办的为期七天的暑期“创新创业实
训营”圆满结束。本届暑期创新创业实
训营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就业创业指导
中心主办，历时七天，采取“国内专
家+国外专家”“理论学习+实地调研”
的方式进行，德国、澳大利亚、美国、
加拿大的专家学者及优秀企业代表会同
本校创新创业和管理领域的教授与营员
们进行创业领域的前沿探讨，切实增强
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业能
力。

7月16日，“第四届国际文化管理年
会暨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会高峰论
坛”成功举办。围绕“‘一带一路’倡
议下的国际文化投资与合作”这一中心
议题，来自世界各地的百余位文化管理
界的官员、学者、企业家等参与会议并
作精彩发言。本次年会围绕国家“一带
一路”倡议的大背景，邀请中外专家、
学者、企业家，共同深入探讨我国文化
产业对外投资与合作，寻求文化产业发
展的新思路、新方法，这既是我国“十
三五”时期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也为
我国文化产业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
思路。

7月9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成功
主办了“第五届UIBE国际问题暑期论
坛：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国家治理”国
际研讨会。来自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
托分校、凡尔赛大学、国际与发展研究
所（瑞士苏黎世）、巴黎第三大学（新
索邦大学）、华沙经济学院、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加坡
国立大学、南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等高校的16位国际关系及政治学
领域的专家学者做了精彩发言与热烈
交流。

实践活动异彩纷呈

国际小学期机制，极大缓解了交换
生项目、海外游学、实习访问等活动与

正常教学秩序的冲突。学校以此为契
机，加大与国际学校的合作力度，加大
对品学兼优学生出国留学或实习的资助
力度，为更多学生提供海外留学或实习
机会。五年来，在校本科生境外游学交
流784人次，修读234门课程。学校先
后组织了纽约大学暑期实践项目、暑期
国际学校德法交流夏令营、暑期多国海
外访学实训项目、SAF海外名校交流等
多个国际访学项目，拓展国际教育合
作，增进学生海内外交流。2016年7月
29日，学校26名学生作为国际暑期学校
德法交流夏令营成员，顺利完成了在德
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法国巴黎
INSEEC高等商学院为期一个月的短期
交流访学活动。在访学活动中，学员们
学习了中德宏观经济、商业计划沟通、
德国与欧盟政策、国际金融、奢侈品管
理等领域的最新前沿知识，通过案例分
析、专题讲座、企业参访、高水平学术
训练等多样化的活动，提升全球化视野
下的商务技能和素养，顺利获得夏令营
结业证书，获得了培训单位的肯定和认
可，展现了贸大学子优良的学业素养和
精神风貌。

青年教师专题培训
助力教师成长

作为2016暑期国际学校的特色项目
之一，外籍教师培训课程项目已经成功
运行一年，深受广大教师好评。2016年
暑期国际学校继续进行改革和创新，主
要针对青年教师，尤其是近三年新入职
的教师量身定制了新项目、新课程，让
新教师们更及时了解学术前沿的新成
果、新视角和新知识，拓宽青年教师的
国际视野，促进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改
革的探索。学校利用暑期小学期丰富的
国际教育资源优势，面向本校青年教师
开设了“用英语来教学：国际教师高级
强化培训”的专题培训班、ESL（英语
作为第二语言）教师培训课程，助力本
校师资提升国际化教学水平，提升师资
国际化素质。

（乔雪竹 崔 丽）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暑期学校

体会“原汁原味”的国际化课程
品尝精彩绝伦的学术

盛宴，体验生动活泼的文
化交流。2016年 7月 4
日，为期一个月的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国际小学期正
式拉开帷幕。本次暑期国
际学校共独立开课 112
门，与国际学院联合开设
共享课程23门。109位
外籍授课教师来自19个
国家，超过50%来自美
国，教授、副教授授课比
例达到90%。

国际暑期学校，是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对教学体
制进行的一次重大改革。
自2012年起，学校从原
来的二学期制变化为
“16周+16周+4周”的
三学期制，以4周小学期
为切入，增设暑期国际学
校，设立了以发展学生国
际化能力为中心的“国际
小学期制”。2016 年，
暑期国际学校新增81门
全新课程，“换新率”达
到71%。五年来，通过
国际化课程、学术讲座、
论坛研讨、教师培训、学
生海内外交流等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国际化、
创新型、开放式的活动，
贸大国际化办学逐步向全
方位、多领域、高层次发
展，完善了学生个性化培
养和发展，强化了学校的
国际化人才培养特色，得
到了学校师生的一致好
评，受到了国内多个兄弟
院校的肯定和赞扬。

丰富充实课程内容丰富充实课程内容 增设创新创业课程课堂增设创新创业课程课堂““用英语来教学用英语来教学：：国际教师高级强化培训国际教师高级强化培训””培训课程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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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产业”服务地方 学校和企业深度融合
——厦门理工学院探索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新模式

厦门理工学院前
身是鹭江职业大学。
这所与厦门经济特区
同时诞生、同步发展
的大学，1981年在
厦门岛内蜂巢山下
“起跑”，2004年升
本并更名为厦门理工
学院，2013年成为
福建省年轻的省重点
建设高校。

近年来,学校不
断探索地方本科院校
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
型新模式,不断实现
自我超越。

知名职业院校
转型为高水平“应用技术型大学”

学校的前身“鹭江职业大学”曾经
是“全国示范先进职业大学”，在全国颇
有知名度。2004年升本后，在国家教育
部门提出转型发展之前，厦门理工学院
就坚持立足应用，面向区域，对接产业，
不断发展。

2009年以来，学校在中国大陆高校
中率先提出建设“亲产业大学”。这一
年，学校制定了《服务厦门行动计划
（2009-2012）》。学校还积极响应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中国（福建）自由
贸易区建设战略，抓住中央关于进一步
加快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机遇，成
为“美丽厦门”、厦漳泉同城化和“山
海协作”战略规划的参与者和践行者。

校党委书记黄如欣表示：学校“亲产
业、开放办学”并不是一句口号。近年
来，学校呼应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升级的
趋势，积极进行人才培养的供给侧改革，
把学校的人才培养融入当地经济和社会
发展，产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培养什么。
厦门理工学院校长陈文哲说，学院的转
型发展，不是转方向，而是转路径；不是
转回到高职专科的原点，而是在应用型
人才培养基础上，在省重点建设高校的
起点上，以改革的精神、改革的思路、改
革的举措，建设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

用理工学院自己的话来说，学校就
是要“守正出新”，坚持“关产业痛痒、应
产业所求、纳产业精华、为产业服务”的

“亲产业”理念，形成“和而不同，知行合
一”的“亲产业”特色育人模式。

服务地方
学科建设融入本土元素

两年前，总投资62亿美元的联芯
集成电路制造项目落户厦门，得知这一

消息后，学校就积极与企业联系。在这
家企业来厦门后不久，学校就向其输送
首批毕业生，接着还与该企业签署合作
协议，开始订单式培养集成电路制造、
品质管理、电子封装与测试等领域的一
线技术人员。同时学校开始着手筹划

“微电子”专业。今年9月，学校新开
设的微电子工程专业正式招生。

“微电子”专业的设立，最大的特
点就是融入了厦门本土元素。

在厦门市政府部门的牵头下，学校
正在积极筹备与中科院微电子所、联芯
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以及台湾高校等
合作建设厦门理工微电子学院。3 年
后，学校在“微电子”专业上的年培养
能力将达到800人至1000人。

对接地方产业链，学校打造了特色
鲜明的学科专业群。学校的55个本科
专业全部紧密对接厦门支柱产业和战略
新兴产业，形成了“强工程、大文
化”，理、工、经、管、文、艺等多学
科协调发展的格局。

2015年以来，学校相继制定并实施
了《服务厦门行动计划》《服务闽西南
产业发展行动纲要（2015-2018年）》，
推进与厦门市及周边城市深入合作。

在服务闽西南产业发展行动纲要的
指导下，厦门理工学院将服务辐射到周
边的龙岩、泉州等地区，学校在龙岩成立
了厦龙工程技术研究院，侧重针对当地
机械制造业展开技术服务；在泉州，学校
成立泉州厦理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针
对当地智能制造业提供智力支持。2015
年，学校启动服务闽西南行动计划以来，
年度完成项目170项，经费总计1.1亿
元。

福建省大量的建设、交通和运载工
具的风工程问题都需要风洞实验室加以
解决。学校认为，建设海西风工程研究
中心，以其台风观测与实验结合、运载
工具抗风等研究，可以填补福建省乃至
海西地区在全国抗风领域研究的空白。
经过近五年努力，福建省首个风洞实验

室将在厦门理工建成，并将满足地方的
相关工程需要。

借鉴德国“双元制”
推动学生和企业深度融合

学校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与
全球触控科技巨头、著名台资企业科技
集团——宸鸿科技合作，探索借鉴德国

“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开展校企双主
体培育应用型人才的新模式。在这个
过程中,学生在大二就可以接受企业的
选拔，成为“双元制”学生。当被录取
后，他既是学生，也是宸鸿科技集团的
员工；他们有“双导师”，除了理工学院
之外，宸鸿也会为他们配备企业的师
傅，后者有可能是生产能手、高级工程
师。这是学校推动学生和企业深度融
合的具体举措。

据介绍，“双元制”来源于德国，
我们传统的校企合作办学一般是在学校
学习三年，最后一年甚至半年才到企业
去，而“双元制”是渗透式的培养，即
从学生入学不久，企业就参与进来了，
可以说这是在推动学生和企业深度融
合。这一模式被称为中国版“双元制”。

学校教务处长葛晓宏说，我们会和
企业一起坐下来商量，对于这些学生，
哪些课是必须上，哪些课可以不用上；
哪些课是我们上，哪些课是企业上。同
时，有的课堂是放在学校，而有的课堂
则搬到企业的车间里。

与企业深度融合，厦门理工学院注
重与行业领头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2015年，学校与台湾中华大学、冠捷
显示科技 （厦门） 有限公司签订三方
合作共建协议，学校在福建省首批试
点“闽台4+0”办学，探索“校校企”
合作模式，在机械制造等专业招收学生
进行联合培养，冠捷科技还为学生提供
实习实训基地和实习就业机会。

冠捷科技集团总裁宣建生说，引入
台湾师资开展“校校企”合作，有利于
大陆高校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新型应用
技术型人才。如今，ABB，世界五百强
之一；冠捷科技集团，全球大的显示器
制造商；宸鸿科技，全球触控科技行业
巨头；开发晶照明，LED行业龙头企
业；联电集团，全球半导体投资第四
大、半导体业界先驱；友达光电，全球
领先液晶面板厂商；麦克奥迪集团，光
学显微镜行业和环氧树脂电气绝缘件行
业龙头企业，这些在平板显示、微电子
与集成电路行业居龙头的科技企业，如
今都被纳入了厦门理工的“企业朋友
圈”。学校与这些企业从人才培养到科
研攻关等方面开展了全方位合作。

学校资助科研资金
引导教师为企业解难题

企业有问题，想找学校解决，但又
担心钱投下去问题解决不了；老师有适
合企业的科研设想，但是又拿不到企业
的资金，面对“两难”的选择，厦门理
工学院出台了《应用型研发先导项目管
理暂行办法》，破解这一困局。当老师
有适合企业的科研项目时，不用先到企
业“找钱”，而是由学校先资助科研资
金，等项目让企业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
时，再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掏腰包”。

学校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机电工程
系的教师陈水宣就有一个令企业心动的
项目，那就是使用固态CO2，来为工业
产品除污。其原理是依靠固态CO2的巨
大冷却作用，把油污等液体变成固体，
通过微爆炸，让其从物体表面分离，并
被吸尘设备抽走。由于没有使用任何清
洗剂，整个除污过程做到零污染。同
时，因为全部使用机械设备自动完成，
也节省了大量的人力。但是这个项目要
真正运用到工业生产中，还需要进行大

量的科研工作来完成试运作，这其中需
要投入一批科研经费。近日，陈水宣的
项目通过评审，获得了学校垫付的“先
导项目基金”。

陈水宣说，有了这笔基金，就能试
制用于清洗的设备，并进行实验，在不
久的将来，自己的成果或许就能应用于
生产。厦门理工产学融合发展处副处长
严滨说，“先导项目基金”的作用是引
导老师为企业解难题。

学校领导班子认识到，在学校转型
中，首先老师必须是应用型的老师，他
才能培养出应用型的学生，因此，校企
合作要升格为“融合”。由于在研发
中，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到企业去攻关，
学生学到更加鲜活的知识，对书中知识
点的理解也更加深刻。

厦门有较多电力电器产业，包括
AB等全球先进企业，在福建乃至整个
华南沿海地区检测市场巨大，然而，该
地区没有一家具有开关类设备国家检测
资质的单位。

华南地区企业的产品在设计、新产
品上市及招投标阶段的检测均需送往西
高院等外地机构进行试验，大部分企业
排队等待检测的时间至少半年以上。学
校响应行业需求，在市政府部门的支持
下，基于现有的“福建省高电压技术重
点实验室”“福建省重点学科（电气工
程）”及校电气工程领域硕士研究生学
位点的基础，与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高院）等多家公司
已经投入1亿多元，建设“厦门高压电
器质量检测中心”，中心建成后，每年
为厦门市及周边70%左右电力电器企业
提供检测服务，出具西高院具有国家认
证资质的检测报告，并提供新产品研发
和技术咨询，满足了企业需求。

为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解决问题，
做应用型科研，这让学校与省市的行业
产业联系更为紧密。产学融合的深度发
展，对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
服务的功能更加强化。

工程训练中心教师指导
学生做实验

学生自己动手造赛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