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展台
2019年5月15日 星期三

12 电话：010-82296888 82296879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 邮政编码：100082 电话中继线：82296688 电报挂号：81108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定价：每月30.00元 零售每份：1.80元

教学名师于海生教授指导学生实验教学名师于海生教授指导学生实验
青岛大学学子代表看望并祝贺青岛大学学子代表看望并祝贺

张嗣瀛院士张嗣瀛院士9494岁生日快乐岁生日快乐
青岛大学师生编导参演的大型青岛大学师生编导参演的大型

歌剧歌剧《《敦煌之恋敦煌之恋》》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110 年前，青岛大学发轫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际。
跨越两个世纪，这个曾被誉为“蒸蒸日上之青岛大学”，几经迭变、
几多曲折，在不同的办学历史时期始终与时代同向同行，始终与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相随。栉风沐雨，励精图
治，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创造了一项项业绩，培养了一批批栋
梁，实现了一次次跨越，已经成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社会声誉良
好、发展势头喜人的国内知名综合性大学。

砥砺奋进共筑梦想 继往开来再谱新篇
——青岛大学办学110周年历史回顾和展望

忆往昔
多元汇聚气势磅礴

在中国绵延 1.8 万多公里的海岸线
上，青岛像镶嵌在黄金海岸线上的明
珠，闪耀着迷人的光芒。青岛大学就
以青岛这座城市命名，与青岛相伴而
生，始终追随青岛市脚步成长。东西
方文化交融的城市品格赋予了她开放
包容的基因，山海城湾滩相互映照的
特色给予了她海魄山魂的独特气质。
学校是山东省属重点综合大学，由原
青岛大学、山东纺织工学院、青岛医
学院、青岛师范专科学校四所高校合
并组建而成。追寻这所学校的历史起
点，可以上溯到四校合并前各校不同
的历史源头。

筚 路 蓝 缕 ， 饮 水 思 源 。 创 办 于
1909 年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是
青岛大学医学教育的源头，也是各源
头中更早的一支，是青岛大学办学历
史的起点。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是
首所设立在中国并得到清政府认定的
中德合办大学，学堂设置了法政、工
艺、医学、农林等学科，学制健全，
是青岛近代首所综合大学，开创了青
岛高等教育之先河。曾被当时的 《协
和报》 誉为“蒸蒸日上之青岛大学”。
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医科依托胶
澳督署医院 （现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的前身） 举办，医院为学堂的医科教
育提供了医学师资以及教学与临床实
习场所。

“一战”爆发后，青岛特别高等专
门学堂于 1914 年停办，其医科中还没
有毕业的学生转到上海同济德文医工
学堂，胶澳督署医院也改称为青岛病
院。青岛病院在原有医学教育的基础
上，举办了青岛医学校。后历经青岛
医科大学、青岛东亚医科学院、青岛
医学专门学校等历史时期。尽管经历
了多次战争的创伤，青岛的医学教育
却从未间断。1946 年，国立山东大学
在青岛复校，在接收青岛医学专门学
校及其附属医院的基础上设立了医学
院和山东大学附设医院。医学院附设
大学先修班和高级护士学校，学生修
业 年 限 为 6 年 ， 实 行 分 学 制 和 必 修
制、选修制。1949 年青岛解放后，国
立山东大学改名山东大学。1956 年，
医学院从山东大学独立出来，用名青
岛医学院。正是因为“青医”和“山
大”这层亲密的关系，现在的青岛大
学附属医院还被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
为“山大医院”。青岛医学院曾经云集
了徐佐夏、潘作新、穆瑞五、沈福彭
等国家一级教授，他们“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精神，诠释了医者仁心
的风骨，激励了一代代青大师生。

风雨兼程，岁月如歌。青岛特别
高等专门学堂停办后，当时的北洋政
府拟在青岛继续设立综合大学，于
1922 年派专家李贻燕赴青岛调查高等
教育，形成的 《调查青岛教育报告
书》 认为：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成
功的办学实践，为青岛的高等教育奠
定了基础。1924 年，在依托和接受青
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办学理念和经验
的基础上，私立青岛大学举办。校长
由时任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督办高洪恩
担任，这是由中国人在青岛创办的首
所大学。私立青岛大学聘请了国内学
界名流梁启超、蔡元培、张伯苓、黄炎培
等 24 人 为 名 誉 董 事 ，学 校 确 定 了 以
1912 年颁布的《大学令》中的“教授高
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才，应国家之需要”
为办学宗旨，开设文、理、法、商、工、医、
农林七科，其中首批招收的学生中就有
罗荣桓元帅。由于第二次直奉战事和
高洪恩被捕，私立青岛大学办学经费受
到影响，再加上军队强占校园，至 1929
年，私立青岛大学办学陷入停顿。

1930 年，国立青岛大学在接收私
立青岛大学校产的基础上举办，设文
学、教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等学科。一时校内名师云集，学术气
氛浓厚，在教学和科研上多有建树，
很快形成了自己优良的传统和学风。
1932 年，国立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
东大学。学校设文理学院、工学院两
个学院，下设 8 个系，包括中文、外
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土
木、机械等学料。校内人才荟萃，闻

一多、老舍、沈从文、梁实秋等一大
批文学巨匠汇聚于此，学术氛围异常
浓厚，很快成为一所远近闻名的国内
知名高等学府。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
立山东大学曾辗转迁至安徽安庆和四
川万县办学。1938 年暂行停办。1946
年，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设立
了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医学
院、农学院。1949 年，青岛解放后，
国立山东大学改名山东大学。1958
年，山东大学迁往省会济南。此后，
青岛就没有了一所综合大学，重建一
所青岛大学，成为大家共同的期盼。

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
的春风，在经济比较活跃的中国东部
沿海地区，一些城市相继建立了综合
大学，作为全国 14 个对外开放沿海城
市之一，青岛迫切需要一所综合大
学。时任国家领导人提议，在青岛、
烟台各建设一所综合性大学。1984 年
8 月，青岛市政府部门向山东省政府
部门呈报了 《关于建立青岛大学的请
示》。9 月 10 日，山东省政府部门经研
究同意青岛市提出的建立青岛大学的
意见，并向国家呈报了 《关于建立青
岛大学的报告》。1984 年 10 月，时任
国家领导人来青岛视察工作，听取了
关于组建青岛大学的汇报，为青岛大
学题写了校名。在中央、省、市各级
领导的关怀下，青岛大学于 1985 年重
建。学校的建设发展得到党和国家领
导人高度关注和支持，得到了南开大
学、天津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山东
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的大力支持与帮
助，适应了青岛对外开放步伐和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为青岛乃至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人才和智力支
持。

山东纺织工学院源于 1950 年 4 月
由纺织工业部华东纺织管理部门举办
的青岛纺织技术训练班。此后，历经
青岛纺管分局干部学校、青岛纺织管
理局干部学校、青岛纺织专科学校、
青岛纺织工业学校、山东省纺织工业
学校等办学时期。1978 年，经国家批
准，山东纺织工学院在山东省纺织工
业学校的基础上成立。学校不断加强
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和建设，逐步发展
成为一所纺织特色鲜明、学科专业体
系较为齐全、国内知名的纺织工科高
校，为纺织行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工
程类人才。历史上青岛的纺织工业非
常发达，与上海、天津一起被誉为

“上青天”，带动了整个山东纺织行业
的发展，山东纺织工学院为此作出了
重要贡献。

青岛师范专科学校源于 1951 年 10
月由青岛市文教部门联合青岛教育工
会、山东大学共同组建的青岛教师业
余进修学院。此后经历了青岛教师进
修学院、青岛工读师专、青岛师范专科
学校、青岛市教育部门干部教师训练班
等名称变更和办学时期。1981 年，经
山东省政府部门批准，青岛师范专科学
校在青岛教师进修学院的基础上筹
建。1984 年 6 月 5 日，山东省政府部门
正式批准建立青岛师范专科学校。学
校设置与中学大部分教学科目对应的
师范类专业，为青岛市基础教育师资培
养和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时光流转，薪火相传。改革开放
以来，青岛作为国家沿海开放城市，
成为山东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龙
头。与之相匹配，青岛更加需要有一
所高水平的综合大学服务于地方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1993 年 2 月，国家
印发了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全面实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在这种
新形势下，1993 年 5 月，经国家教育
部门批准，当时的青岛大学与青岛医
学院、山东纺织工学院和青岛师范专

科学校合并组建为新的青岛大学。这
是青岛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
要的事件。

四校合并，万水归宗。从此，历
史上多源发生、多元发展的不同学科，
完成了历史的衔接，增强了办学实力。
既承继着厚重的历史，又拥抱着崭新的
时代，凝聚成一体并存的青岛大学，就
像条条蜿蜒曲折的支流，承载着民族的
希望，伴随着历史的流淌，汇聚成一条
气势壮美的大河，奔向浩瀚无穷的大
海，劈波斩浪，大气磅礴。

看今朝
跨越发展奏响时代最强音

以 1993 年合并办学为新的历史起
点，学校既立足于自身的历史与文化
传统，又踏准时代脉搏满帆远行，主
动顺应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抢抓机
遇、深化改革，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
绩，综合实力不断攀升。学校成为省
市共建高校，国家教育部门“本科教
学工程”地方高校首批本科专业综合
改革试点高校，教育部门首批临床医
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
试点高校，教育部门卓越工程师、卓
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教育
部门高校教师考核评价改革示范性高
校。学校入选国家首批临床教学培训
示范中心，建有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
教育基地、华文教育基地、教育部门
来华留学示范基地。

办学基础。学校有浮山校区、金家
岭校区、松山校区 3 个校区，占地 2655
亩，建筑面积 114 万平方米。正在规划
建设占地 3200 余亩、总建筑面积 168 万
平方米的胶州科教园区。固定资产 28
亿元，馆藏图书 406 万册，电子图书 140
万册。主办 7 种学术期刊。

学科专业。学校不断完善治理能
力和治理体系建设，理顺学院学科关
系，不断优化学科布局结构。设有 36
个学院和医学部，101 个本科专业，
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理学、工
学、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
教育学、艺术学等 11 个学科门类。现
有 8 个博士后流动站，13 个一级学科
博士点，拥有博士专业学位类型 2 种

（涵盖 18 个培养领域），37 个一级学科
硕士点，硕士专业学位类型 23 种 （涵
盖 81 个培养领域）。拥有国家重点学
科 2 个，山东省重点学科 20 个，山东
省 一 流 学 科 7 个 ； 临 床 医 学 、 工 程
学、化学、材料科学和神经科学与行
为 学 5 个 学 科 进 入 ESI 全 球 排 名 前
1%；系统科学和纺织科学与工程 2 个
一级学科进入国家教育部门全国一级
学科排名前十名。

师资队伍。学校大力实施“首席
教授”“特聘教授”“青年卓越”人才
工程，面向全球配置人才资源，构建
一流的人才高地。现有教职工 3963
人，其中，专任教师 2595 人，具有正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者 435 人，副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者 1192 人。有全职院士
6 人，外聘院士 9 人，中组部门“千人计
划”入选者 15 人，万人计划学科领军人

才 2 人，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1 人，长江学
者 8 人，国家杰青 11 人，国家优青 5 人，
中科院“百人计划”人选 7 人，国家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4 人，百千万人才
工程国家级别人选 5 人，教育部门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10 人，国家学位
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专家 2 人，享受国家
特殊津贴 56 人，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
青年专家 27 人，泰山学者 73 人，省级教
学名师 17 人。5 人入选 2018 年“中国
高被引学者榜单”。全国高校黄大年式
教师团队 1 个，教育部门创新团队 1 个，
山东省优秀创新团队 2 个。

人才培养。学校牢固树立人才培
养的中心地位，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
为检验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标准，着
力构建“四位一体”的德育体系和

“三全四温五成”育人机制。现有在校
生 46000 余人，其中研究生 10600 余
人，本科生 34000 余人，留学生 1700
余人。建有国家级别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 4 个，国家级别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实验区 3 个；国家级别特色专业 7 个，
教育部门卓越计划试点专业 7 个，省
级特色专业 15 个；获批国家精品开放
课程 6 门，国家教学成果奖 6 项。学生
在科技创新、学科竞赛、体育竞赛等
方面获得国家级别奖励不断创历史新
高。生源质量逐年提升，省内文理科
录取分数稳居省属高校首位。学校顺
利通过教育部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
获批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50 强、
教育部门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
校。学校累计培养各类学生近 50 万
人，其中，从这里走出了中国科学院
院士、著名心脏学专家葛均波教授和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玉忠教授。

科学研究。学校有省部共建国家
重点实验室 1 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研究中心 1 个，国家示范性国际科技
合作基地 1 个，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
智基地 1 个 （国家“111”计划），国
家级别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1 个，建有
40 余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人文社科研究基地。进入

“十三五”以来，学校共承担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社科基金等国家级别项目 457 项。其
中，2018 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63 项，列全国高校第 54 位。发表 SCI
收录论文 6300 余篇，其中 2018 年发表
SCI 论文 2435 篇，列全国高校第 61 位，
增长率列全国高校第 9 位。ESI 高被引
论文 123 篇。2 项成果入选《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由附属医院科研
团队与海信专家团队共同研发的计算
机辅助手术系统和外科智能显示系统，
亮相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在 2019USNews 最佳大学排名中列全球
第 959 位、全国高校第 82 位，在软科世
界大学学术排行榜中列全球第 701—
800 位、全国高校第 80 位。

社会服务。学校坚持把服务社会
作为重要使命担当，制定了服务青岛
行动计划和实施意见。举办青岛大学
服务青岛“三中心一基地”建设发展
论坛和 《青岛大学服务青岛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白皮书》 发布会，与青
岛市、东营市、威海市、淄博市等政
府部门签署了一系列战略合作协议。
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标准化+”、
大数据、医养健康、经略海洋、乡村
振兴等重大战略，建设了一批产学研
合作和智库服务平台，主动融入青岛
15 个攻势，助力青岛开放、现代、活
力、时尚国际大都市建设。与威海市
政府部门共建威海创新研究院，与平
度市政府部门共建“青大—平度齐鲁
乡村振兴研究院”，与崂山区政府部门
共同打造青岛创客大街，在城阳区建

立首个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依托
医学教育优势，积极打造“优生、颐
养、康复、医疗、养老”一体发展的
学科链和服务链。附属医院 2018 年的
门诊量达到 527 万人次、位列全国第 9
位，器官移植、达芬奇手术技术走在
全国前列，圆满完成“11·22”重大
事故抢救、上合青岛峰会医疗保障任
务，在 2018 年复旦大学中国医院排行
榜中位列第 69 位。挂牌成立了实验中
学、附属小学等一批附属中小学。成
立了教育集团，附属幼儿园开始筹
建，服务青岛基础教育的能力和水平
不断提高。积极参与青岛市文化艺术
体育等活动，在服务海军节、上合青
岛峰会、APEC 峰会、克利伯环球帆
船赛等活动中，展现师生良好的形象
和风采，赢得国内外友人的广泛赞誉。

校园文化。学校高度重视校园文
化建设，每年组织开展“书香校园、学在
青大”“大学生心理健康节”“大学生读
书节”“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等主题
活动近 300 项。定期举办“书记下午
茶”“校长午餐会”等特色品牌活动，打
造“朋辈思政”新平台，探索建立“学生
助理体系”，形成“倾听学生心声、贴近
学生需求、关心学生成长、促进学校发
展”的良好氛围，营造“有温度、有温情、
有温暖、有温馨”的育人环境，将“成人、
成才、成器、成事、成功”教育贯穿到人
才培养全过程，真正做到“三全”育人。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校园文化
建设，实施文化精品建设工程，美术学
院承担的“当代观念性水彩写实风景画
青年人才培训”和音乐学院承担的“歌
剧《韩信》”，分别获得 2019 年国家艺术
基金项目立项。成立“青岛大学歌剧中
心”，积极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坚
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潜移默化地教
育学生、引领学生、服务学生，组织开展
向张嗣瀛院士、沈福彭教授学习活动，
讲好青大故事，凝练青大精神，涵养青
大品格，积极打造青大人共同的精神家
园。“周五之夜”讲座已经持续 30 余年，
成为校园文化的亮丽名片，“浮山讲堂”
在国内外也形成了较大影响力。

国际交流与合作。学校坚持“打
青岛牌，唱国际歌”的开放办学战
略，积极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与近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77 所院校建立友
好交流合作关系，发展各类师生交
流、联合培养、合作科研项目 200 余
个。在国外建立孔子学院 2 所，经教
育部门批准的本科合作项目 9 个。近
年来，在学校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来自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沧桑砥砺，筑就梦想。合并办学
25 年来，历经“十五”“十一五”“十
二五”的集中建设，作为 20 世纪 90 年
代高等教育改革的首批试点高校，学
校始终坚持与时代同向同行，始终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现代化进程
相伴相随，在探索中创新，在困境中
奋起，始终引领地方高校改革发展潮
流，切实担负起了为青岛人民建设一
所好大学、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先行
先试的历史重任，成就了今天青岛大
学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展未来
磅礴伟力谱就崭新篇章

峥 嵘 岁 月 ， 步 履 铿 锵 ； 春 华 秋
实，滋兰树蕙。青岛大学百余年的办
学史，是一部始终和国家与民族命运
紧密相连的发展史，是历代青大人志
存高远、勇攀高峰的奋斗史。回首过
往，青岛大学在时代大潮中乘风破
浪，定格了一部大气大成的办学史
篇。跨越两个世纪的办学历程，不仅
为今天的青岛大学办学发展提供了丰
硕的办学积淀，也为新时代推进高水
平大学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2018 年 12 月，学校召开了第三次
党代会，学校党委全面分析了学校发
展面临的形势，结合办学实际和一流
大学的基本规律，提出了“一三五五
十”的中长期发展思路。

一个总体目标是：进入国家“双
一流”建设行列，建成在国内外有较
大影响的一流大学。确定这样一个总
体目标，是学校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积极适应高

等教育改革发展新形势的必然要求。
新“三步走”战略是：第一步，

到 2021 年前后，实现国家一流学科的
突破，稳居山东省属高校领先水平，
在全国百强高校行列中位次前移；第
二步，到 2035 年前后，3—5 个学科进
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行列，进入全国
高校 50 强，建成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
的国内一流大学；第三步，到本世纪
中叶，建成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一
流大学。30 年三大步，环环相扣，紧
密相连，主要是基于青岛大学目前整
体实力已经稳居全球千强、全国百强
行列。学校将在各级政府部门及社会
各界支持下，先从一流学科突破，围
绕纺织科学与工程、系统科学等优势
学科，通过精准施策、重点发力、补
足短板，实现多点突破，带动形成学
科建设的众彩纷呈局面。以一流学科
的突破实现一流大学的创建。

“五个发展理念”是：内涵发展、
特色发展、创新发展、以人为本、追
求卓越。这些理念回答了青岛大学实
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根
本问题。这些理念来源于长期的办学
实践，是在深刻总结多年办学经验、
全面分析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大
势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针对学校事
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集
中反映了学校对办学规律的新认识，就
是要主动适应新时代的新特点新要求，
准确把握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矛盾，解决
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五个战略重点”是：教师队伍建
设、本科人才培养、一流学科建设、
国际化开放办学、新校区建设。这些
重点是支撑青岛大学由大到强发展的
必然选择，是在未来赢得竞争优势的
关键之举，是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
大学制度、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紧紧抓住这五项
战略重点，就是牢牢把稳建设高水平
大学的航向，重点突破，集中发力，
开创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局面。

十项重点工程是：党建定向导航
工程、综合改革创新引领工程、人才
培养基础工程、学科建设重点工程、
科学研究提升工程、人才队伍支撑工
程、服务社会亮点工程、国际化开放
办学工程、文化引领工程、资源配置
优化工程。十大工程环环相扣，紧密
联结，通过上下联动形成强大改革发
展合力，引导全校教职员工增强使命
感和责任意识，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
状态，切实提高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能力和水平。

进入新时代，高等教育对国家和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已经从基础
支撑转变为支撑引领并重，成为可持
续发展的更大红利和牵引动力。作为
人才第一资源、科技第一生产力、创
新第一动力的结合点，高校的作用日
渐凸显，这正是青岛大学确定“一三
五五十”中长期发展战略的关键所
在。站在未来国家开放战略的大坐标
中看，投资青岛，就是投资国家战
略。同样，发展青岛大学，就是助力
民族复兴。作为山东省属重点综合大
学，青岛大学既寄托着齐鲁人民对优
质高等教育的期盼，也承载着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的神圣使命。青岛大学
有责任为国家战略担当，也有责任为
山东甚至更大区域高质量发展赋能。
青岛大学将以滚石上山、负重奋进的劲
头，牢牢把握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这一
主线，加快走出一条地方高校创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特色发展之路，以高
水平大学支撑全省新旧动能转换，为

“两个率先”的实现，作出属于青大的不
可替代的贡献。

使命呼唤担当，责任引领未来。
建成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一流大学是
时代赋予青岛大学的神圣使命，也是
一代代青大人孜孜以求的宏伟目标。
学校将以办学 110 周年为新的发展起
点，秉承“明德、博学、守正、出
奇”的校训精神，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以内涵发展为核心，勇担使命，
奋发图强，加快进入国家“双一流”
建设行列，谱写新时代高水平大学建
设新篇章，努力为推动新时代高等教
育强国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胡金焱 夏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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