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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为笔 绘就一幅出彩的教育画卷
——大连外国语大学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人才培养纪实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仅为世界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区域间的深
度合作带来福音，更为中国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技合作和文化交流
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机遇。

外语人才的培养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着迫切的需求。大连外国
语大学着眼于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以国际化办学为特
色，以人才培养为中心，致力于构建国际化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
才培养体系，为“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华语言文化“走出去”提供人才
与智力支撑，绘就了一幅出彩的教育大画卷。

建立“外语+”和“+外语”复合型人才
培养模式。1980 年，学校开设日语翻译导游
专业方向，开始在外语教学框架下进行复合
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最初尝试。之后陆续在外
语专业中增设了企业管理、国际贸易等人才
培养方向。2000 年以来，学校陆续增设艺术
学、管理学、经济学等非外语专业，在教学
实践中将外语教学嵌入专业教学中，摸索出
了一套具有复合型特色的专业+外语人才培
养模式。本科层面上，学校重视“外语专
业+第二外语”“外语专业+专业方向”“非外
语专业+外语强化”的复合，致力于培养既
精通外语，又具有专业能力的高水平复合型
人才。日语、英语等专业率先尝试，低年级
阶段以语言技能训练为主，高年级阶段开设
经贸、社会文化等方向的选修课模块，采用
内容依托式的外语教学理念，全外语授课；
软件学院、商学院积极探索“IT+外语”“旅
游管理+外语”等模块体系，实现专业知识
和外语应用能力的共同提高。为进一步提高
复合型人才培养质量，学校在所有本科专业
中均开设通识教育类课程，加大专业选修课
程比例，不断扩展学生的专业知识领域。在
研究生层面，与行业、企业及国外大学建立
多语种“外语+”复合型研究生联合培养新模
式，实现了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1+1+1”“1+
2”、本硕连读“3+1+2”“3.5+0.5+2”“3+2”、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1+0.5+0.5”等联合培养模
式。在上海合作组织大学框架下与俄罗斯莫
斯科国立语言大学、莫斯科人民友谊大学等 4
所高校建立“1+1+1”俄语区域学联合培养模
式；与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英国斯旺西大学
建立“1+1+1”培养模式；与法国东方语言文化
学院建立“1+0.5+0.5”培养模式；与日本同志
社大学建立“1+0.5+0.5”培养模式；与韩国祥
明大学建立“1+1”培养模式，逐步实现多语种
外语+国内外一体化研究生培养模式。

创建以校企协同育人为主的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为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学
校本科教学和研究生教学积极开展校企协同
育人。通过采取校校联合授课、校企共建课
程等措施，强化外语人才的专业能力和非外
语专业人才的外语优势。在 10 个外语类二级
学院中，加强语言技能课、实践技能课、笔
译口译等课程模块建设：日语专业在本科高
年级阶段实施专业方向分流；朝鲜语专业与
企业共同建设“科技金融韩国语”课程。文
化传播学院构建“国情世情教育+全媒体新
闻+外语+媒体实战”人才培养模式；软件学
院构建“企业同步支持学校进行实践教学模
式”，与 IBM、埃森哲等多家企业建立合作关
系，实现企业课程体系嵌入人才培养方案；
商学院与洲际酒店集团签订洲际英才班合作
协议，引进洲际酒店人才培训课程体系，为
学生提供鲜活的一线实践课程，积极引进和
君商学院商科课程体系及学生素质培养课程

体系，为今后学生职场生涯的成长和发展提
供 帮 助 。 同 时 ， 学 校 在 日 语 、 财 务 管 理

（ACCA） 等专业开设教学实验班，聘请企业
精英为学生开设与行业企业相结合的课程 30
多门。2017 年，学校成立财务管理专业 AC-
CA 建制班，将 ACCA 全球统考的 13 门课程嵌
入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ACCA 课程
采用全英文教材进行全英文授课。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专业与 IBM、埃森哲等知名软件企
业建立了全面深入的合作模式，建立实践实
习基地。学校划拨教学空间 2200 平方米，用
于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在博士研
究生培养层面，依托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的

“东北亚外交外事高端人才”博士培养项目，
实现了校校、校所、校企联合一体化协同育
人新模式。

构建以校际联合培养项目为核心的国际
型人才培养模式。学校积极实施国际化办学
战略，形成了完善的国际化育人机制。目前
学校办学覆盖 13 个外语语种，包括“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语言，涵盖了联合国全部工作
语种和东北亚地区各国的通用语言，其中西
班牙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
波兰语、哈萨克语、乌克兰语专业填补了东
北地区人才培养的空白。学校树立“一带一
路”国际化教育理念，构建国际型人才培养
体系。目前，学校已与 34 个国家和地区的
223 所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在 IT、经贸、管
理专业开展“2+2”“4+1”“3+2”等本科
生、本硕连读及博士生联合培养，国际交流
与合作项目已覆盖学校所有本科专业。学校
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原则，
接受来自世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近两万名
长、短期各类留学生来校学习，2017 年被评
为“辽宁省首批来华教育示范基地”，并荣获
大连市政府部门颁发的留学生工作“特别贡
献奖”。2018 年被评为“辽宁省来华留学工
作示范高校”。同时学校为各语言、各专业方
向的学生精心设计了多种类型的留学实习项
目：与日本京都情报大学院大学及日本 IT 公
司合作开展实训项目，选派学生赴日进行

“语言学习+软件实习”相结合的海外实训；
针对英语方向及相关专业学生，开发了美国
蒙特克莱尔大学—迪斯尼乐园实习项目及美
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国际酒店实习项目，
2015 年以来共计派出学生 158 人，其中，与
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合作建立的文学实
践教育基地被评为国家级别大学生校外实践
教育基地，与美国迪斯尼乐园合作建立的海
外实习基地被评为辽宁省实践基地。积极参
与各国政府部门间文化教育交流合作项目的
申报与实施：2016 年开展了由中韩两国政府
部门组织实施的“2016 年中韩人文交流项目
—大学生文化体验活动”，2017 年与意大利
贝加莫大学合作成功申报了欧盟“Erasmus+
奖学金项目”等国际合作项目。

借势而融 创新“三型”人才培养模式

对接需求，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学校现拥
有外国语言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
硕士点、17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5 个专业硕士
学位点、37 个本科专业，2018 年新增了中华
文化国际传播二级学科硕士点、图书情报专业
硕士学位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是学校具有传
统优势的特色学科，入选辽宁省一流学科，并
于 2017 年被辽宁省教育部门纳入省一流学科
A 类层次进行建设。学校围绕国家战略和地方
经济发展需求进行学科建设与布局调整，以外
国语言文学学科为立校之本，突出外语特色，
同时不断加强翻译学、国际政治语言学、国别
与区域研究等学科方向建设力度，为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根据国家需
求和应用型大学建设理念科学设置本科专业，
学校“十三五”发展规划确立了“夯实专业建
设基础，完善专业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加大应用型专业建设力度，推进产教融合，构
建专业间各类资源融合共享和协同育人机制，
形成专业发展与人才培养互为依托、相互促进
的发展机制”专业建设发展战略。2016 年，
学校翻译、商务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旅
游管理、服装与服饰设计 5 个专业获批辽宁省
第二批转型发展试点专业。2017 年，翻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两个专业获批辽宁省向应用
型转变示范专业。2017 年，学校根据社会需
要和学生就业需求，积极设置新专业，获批波
兰语、哈萨克语、乌克兰语、传播学等 4 个本
科专业。未来学校将继续设置“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语种、跨境电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等与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专业，强化外
语能力培养，为更好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建设
与社会发展培养并储备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学
校积极探索建立专业预警和动态调整机制，近
三年来，学校增加了各语种翻译和 IT+外语等
社会急需人才专业的招生数量，促进学科专业
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在英语人才培养方案
中，构建区域国别课程体系，增加区域与国别
研究方法课程。在国际学生培养方案中，支
持汉语言专业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
发展规划，将“中国语言文化”方向调整为“区
域学”方向，培养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当代发
展经验的国际学生。俄语专业依托上海合作
组织大学合作计划开展“2+2”俄语+区域学人
才联合培养。面向未来，学校将不断打破各专
业界限，探索实现各专业课程互选机制，逐步

实行跨专业选课制，完善主辅修制、学分转
换制，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教育
体系。

高端引领，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学校主动
融入国际学术环境，紧紧围绕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中国文化“走出去”等重大主题,致力于开
展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

“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机制及区域国别问题研
究,精准对接和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在建设一
流学科新的时代背景下,学校以区域问题研究
为特色，着力开展东北亚问题研究和“丝绸之路
经济带”国家国情研究，以内涵建设提升学术水
平，全力打造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的“东北亚外交
外事高端人才”、服务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多语
种高端人才、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高端
国际型特色人才。学校积极构建协同创新机
制，推进智库和研究中心建设。近年来，先后建
立了东北亚外交外事协同创新中心、“一带一
路”人文交流机制协同创新中心、中华文化海外
传播研究中心、多语种翻译研究中心等多个学
术研究中心。通过与国外友好院校及驻华使领
馆的合作，围绕“一带一路”与区域国别智库建
设，建立了俄罗斯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中心等
7 个区域和国别研究中心，并已在教育部门备
案。多语种多学科教师参加的课题“‘一带一
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研究”于
2017 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引培并举，打造高层次创新型师资队伍。
学校全面实施人才引培工程，依托“启航学
者”支持计划、博士引培计划、教师赴国内外
研修学习计划等开展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十
三五”期间，逐步建立以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为
引培重点、兼顾不同层次优秀人才协调发展的
人才队伍发展体系。目前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
明显提升，博士学位教师每年以 10%的比例上
升，具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者近 60％。近 3
年，学校有 1 人入选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
教学名师、1 人入选省特聘教授、1 人入选省
攀登学者、35 人入选省级百千万人才工程、4
人入选省高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3 人入选省
级教学名师。东北亚研究中心教师团队于
2018 年获得“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称号。学校注重师资结构的国际化，2015 年
以来共聘请来自包括“一带一路”沿线等 21
个国家的外籍专家教师 337 人在校长期任教，
外教拥有博士学位比例达到 35%以上，涉及外

国语言文学、对外外语教学、经济管理等相关
专业，每年在校开设专业课程 150 余门。

互惠共赢，发挥校企联盟作用。2017 年 6
月，学校牵头成立辽宁省“一带一路”人文交
流与语言产业校企联盟，并发挥校企联盟的平
台作用，把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直接融入产业
升级、区域发展和国家战略的大环境中，服务
辽宁全面振兴，促进辽宁高等教育助力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依托校企联盟，学校着重
在软件学院、商学院、高级翻译学院和国际艺
术学院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旅游管理等 5 个
省级转型试点专业开展校企合作新模式与新机
制的探索和实践。依托联盟，学校与辽宁省外
事办合作设立高端外交外事人才实习实践基
地，与大连市外事办合作成立拔尖创新人才实
习基地，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国留学
生汉语培训基地，培养适应国家特殊需求的外
交外事高端人才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端
汉语人才，培养适应“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
非通用语种和“英语+”多语种国际化复合型
专业人才。学校与国家留学基金委合作，依托
多语种出国培训基地，近 3 年为辽宁高校培训
出国教师 1000 余人。

助力丝路，积极发挥海外孔子学院作用。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孔子学院
的发展可以为“一带一路”提供人文支撑，即
通过语言和文化传播促进沿线国家民心相通。
学校自 2007 年以来，已先后在俄罗斯、日
本、韩国、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建立了 10
所孔子学院。学校依托汉语国际推广多语种大
连基地，积极开展孔子学院师资培养、资源建
设、人文交流和科学研究。2007 年至今，学
校海外孔院共开设汉语班近 2600 个，注册学
员 39000 余人，开展文化活动 1400 余次，受众
人数近 130 万人，组织大型国际学术活动 24
次，参与学者 1300 余人。学校依托海外孔子
学院，大力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共接收孔子
学院奖学金生 419 人次在学校学习。学校汉语
国际推广多语种大连基地先后承办了孔子学院
总部/国家汉办主办的“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岗
前培训”等重要培训 34 期，培训各类学员共
计 4200 余人，学员总体满意率均在 98%以
上，两所孔子学院荣获“先进孔子学院”称
号，两人荣获“孔子学院先进个人”称号，学
校 3 次被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评为“孔子
学院先进中方承办单位”。

依势而为 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一路走来，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把握社会主义育人方向，努力建设质量优良、
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外国语大学，人才培
养质量不断提升，得到了社会各界和用人单位
的肯定。近 5 年来，日语、英语、俄语、朝鲜
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德语等专业毕业生
考入中联部门和外交部门 20 余人。学生在专
业竞赛和社会服务中表现优异，获得国家级别
各类专业比赛奖励 100 余项，省市级奖励 100
余项。两门课程获得国家级别精品资源共享课
称号，5 门课程获得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称号,
获得国家级别教学成果奖两项，省级教学成果
奖 45 项，29 个科研成果获得辽宁省政府部门
奖，7 部教材被评为国家级别“十二五”规划
教材，25 部教材被评为省级“十二五”规划
教材。日本语学院与外研社共同编写的新经典

日本语系列教材被全国 180 多所院校采用。
《新日汉大词典》 在全国日语人才培养过程中
有较大影响力。学生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奥运
会、世博会等大型活动中积极开展志愿服务，
获得国家级别优秀组织奖 5 次，省级优秀组织
奖 7 次。德语系师生完成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华
访问多项翻译工作，西葡语系学生在非洲“佛
得角警务人员海外研修班”援外项目中表现优
异，英语、日语、俄语、朝鲜语等专业师生为
大连市轨道交通提供 4 种语言翻译服务。软件
学院 2010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龙方
舟，毕业后考入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网络安全
硕士，其在校期间表现优异，曾协助大连市边
防支队开发“特种岗位大比武大练兵练习系
统”，并获得软件著作权，大四实习期间应邀
到北京参与了跨国公司——乐元素游戏技术有

限公司的手机开发项目，目前其作品已上线苹
果 App store 及 各 大 安 卓 市 场 ， 其 中 App
Store 成绩为畅销榜第 8 位。截至目前，学校已
为社会培养了近 5 万名毕业生，毕业生就业率
连年保持在 95%以上，一大批优秀毕业生以良
好素质活跃在外交、外事、外贸、教育、科技等各
领域，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应有贡献。

历史的车轮已经进入了全球化和“大数
据”发展的崭新时代！大连外国语大学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学科特色和优势，紧扣国
家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求，承担起“一带
一路”建设赋予的新使命，落实“建设中国特
色、融通中外”的高等教育体系新要求，力争
培养出更多、更专业、更出色、更国际化的高
水平人才，为“一带一路”建设，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外国语大学的力量和智慧！

顺势而昌 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自建校以来，大连外国语大学始终坚持
把人才培养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
起，与时俱进调整办学定位与目标，努力培
养符合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
质外语人才。2017 年，学校将办学目标定位
为建设“质量优良、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
型外国语大学”。“十三五”时期，学校因势

而动，乘势而上，以国际化视野谋划学校发
展，深挖内涵建设，以外国语言文学一流学
科的建设为引领，以培养服务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所需的高水平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统
筹规划，创新并建立“复合型、应用型、国际型”
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以鲜明的办学特色和杰
出的人才培养质量，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乘势而上 国际化视野谋划发展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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