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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六月，东海之滨，我国河口
流域生态环境科研工作者聚首厦门大
学嘉庚学院，召开2021年全国河口流
域生态环境大会。一个多月前，第十
五届“挑战杯”福建省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刚在这里落下青春飞
扬、科技创新的帷幕。

再往前，2019 年 12 月，第十届
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情定”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2018年8月，第
十三届全国大学生“恩智浦”杯智能
汽 车 竞 赛 全 国 总 决 赛 竞 速 “ 嘉
园”……诸多重量级、高水准的会
议、赛事选择这所高校，让人们不禁
好奇——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为何如此
吸引人？

高颜值

当青春之华遇上大学之美，这就
是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为人津津乐道的
模样。它的美在于大楼、大师；在于
人文、机制、理念；更直观的，还在
于校园环境之美。

嘉庚学院位于厦门大学漳州校
区，校区占地2726亩。校园依山面海
而建，校园建筑以嘉庚风格为主，中

西合璧，恢弘大气，错落于湖光山色
之间，为学子们营造了沐浴书香、畅
游学海、静学深思的修读氛围。

这种美是地理优势、建筑风格、
四时花木繁茂；是每天清晨数千名青
年学子把初升太阳别在发梢，排排围
坐图书馆前、栖霞湖畔晨读的朝气；
也是每年女生节，学生园区高悬闪亮

“情书”（灯光秀）的浪漫。这还是一
种渗入每名学子身心的美，“说起来句
句是诗，但也是实实在在的日子”。该
校2019级研究生（与厦门大学联合培
养） 陈巧悦这样描述她和她的“嘉
园”——

“我曾独坐于桂花山的至善亭，眺
望苍穹远山，仰观宇宙之大，思索人
生意义；也曾流连于栖霞湖畔，饱览
湖光水色，沐浴落日烟霞；又或
者，漫步于翠湖小路，聆听簌簌风
声，细看缓缓花落，在自我精神世
界里自由翱翔；在许多静谧深夜
里，我还曾将尘世的悲欣寄给风，
风钻入月亮桥下，混入流水与明
月，远去，释然……”

人们向往美，却往往低估美。如
果一定要问，美是什么？或者更直白
一点儿，美有什么用？那么，不妨借

用中国当代著名画家木心先生的一句
话予以解答：“美就是快乐。”快乐学
习，快乐成长，快乐生活，这是嘉庚
学院和学子们朴素又隆重的约定。

高素质

说起嘉庚学院，绕不过两句流传
甚广、深入人心的品牌标语，“这是一
所不一样的大学”“这里美的不只是风
景”。乍看之下，像是感情用事的两句
文学创作，但真正走进嘉庚学院的人
大都会有一个恍然大悟的瞬间：原来
是一次评测式的隐藏对话——

这是一所不一样的大学。
怎么不一样？是指美吗？
这里，美的不只是风景。
还有什么？不一样在哪里？

“有朝气，有态度，有能力。”深
圳市柏涛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招聘
人员李女士曾带队深入嘉庚学院招聘
毕业生，在她看来，高素质的人才及
其背后的培养模式就是嘉庚学院明显
的不同。“嘉庚学子在入职后，普遍表
现出优秀的实践能力和学习能力，一
段时间之后就能够参与到一些重要的
工作中。”李女士说，“专业能力强，

表达能力好，态度端正，这些是嘉庚
学院毕业生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也是
我们公司看重的点。”

应该说，这既是“李女士”们
的发现，更是嘉庚学院坚守初心开
出的“花”。该校是一所按新机制、
新模式运作的大学，2003 年成立时
就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面向人
才市场办学，通过市场谋求发展”
的办学思路。

如何让学生成为受用人单位欢迎
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嘉
庚学院将实践教学作为教学改革与创
新的突破口，在教学教育活动的全过
程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2008年，嘉
庚学院首次实行实践教学周，即在每
学年最后两周，学生集中、系统地开
展实践训练，而教学实践活动内容是
精心设计、明确且特定的；2015年，
嘉庚学院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新一轮
修订，它的一个标志是：继续扩大实
践部分学分比例、非专业课比例和选
修课比例，为培养创新创业能力的课
程设置释放了学分。

18年来，嘉庚学院以实践教学为
核心，壮大“创新思想启蒙”“创业实
战教育”两翼，已培养出4万多名实
践能力突出、创新意识强、深得市场
好评的高素质人才。他们中既有从

“真实践”中获得真本事，上手快、靠
得住的毕业生群体，也有赴哥伦比亚
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参与研发

“微笑机器人”的科创达人和不满30
岁就成为年营业额18亿元电商园总经
理的创业精英。

“机器人笑了！”近日，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发布消息称，该校工程研究
人员使用人工智能教机器人做出适当
的反应性面部表情，这种能力可以帮
助人类与其机器人同事或护理人员建
立信任。

值得关注的是，研究团队主要成
员一共5人，该校博士生、本科毕业
于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的胡宇航就是其
一。2015年，胡宇航考入厦门大学嘉
庚学院，研读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专业。他连续8个学期的成绩居专业
排名之首，并申请了多项个人专利，
获国家级别奖项6次，被周围人称作

“科创达人”。
2019年，胡宇航本科毕业并考取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研究
生。每每回忆梦想的起点“嘉园”，
他总说，自己收获的是成长，“因为
我在嘉庚学院遇到了一个更优秀的自
己”。

视线回到国内。成立于2014年、
总投资1.2亿元的厦门海沧中达电商园
为超过60家知名电商团队提供专业的
孵化及配套服务。它的“掌舵人”林
溱，2010年毕业于嘉庚学院。今年5
月，他因开创电商扶贫新模式获评福
建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勇立时代潮头敢闯会创，扎根中
国大地书写人生华章。如今再看嘉庚
学院 2003 年提出的“以学生为中
心”，尤其显得卓尔不群，其确立的

“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求个性”
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近年来国家大力
推进的“双创”教育，在理念上、思
路上不谋而合。

高质量

“18年前，母体学校厦门大学创
办嘉庚学院，以校主的名字命名，赓
续嘉庚精神，一开始就订立了高远的
目标，即为福建、为国家办一所优质

大学，培养一大批优秀的应用型、复
合型和创新型人才。”嘉庚学院院长王
瑞芳说，从创校初期开始，母体学校
和地方政府部门一直给予很大的支
持，嘉庚学院亦不负所望，已经成为
一所深得广大师生热爱、深受国内外
各界认可的新型优质大学。

从 2012 年开始，在全国普通高
校学科竞赛评估结果 （本科） 中，
嘉庚学院连续5次位居全国民办高校
及独立学院前两名，其中 4 次为首
位。2018 年，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指
定平台“阳光高考”发布了各省 20
所考生满意的高校名单，嘉庚学院
在福建高校中排名第二，其受青睐指
数可见一斑。

今年3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
校竞赛评估与管理体系研究工作组发
布《2020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排
行榜》，嘉庚学院位列全国普通高校第
169名，民办高校及独立学院之首，这
是学生竞赛力的体现。紧接着，高等
教育评价专业机构4月发布2021软科
中国大学排名。在全国独立学院排行
榜中，嘉庚学院位居全国之首，这是
对大学办学水平的立体化监测式评价。

这是一所不一样的大学。“不一
样”需要优秀，更离不开保持优秀，
而“保持”需要的则是远见和与时俱
进，就像刻在校园里、融入每个

“嘉”人血液的嘉庚精神：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 （嘉闻）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以“高颜值·高素质·高质量”增强学校吸引力

做好顶层设计
构建“六个三”立体化

师范生培养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后，师范教育迎来新的发展春天。
2014年，《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的意见》发布；2018年，《关于实施卓
越教师培养计划2.0的意见》印发。

四川省随之开始推行卓越教师培
养计划。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早
在2010年就开始尝试英语师范生教改
实验，在多年地方师范教育基础上，于
2016年获批四川省级项目“西部地区卓
越农村初中英语教师培养计划”后，开
启卓越英语教师培养改革之路。

要想教学改革持续推进和成效显
著，前期就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在借
鉴国内外其他师范院校培养经验和梳
理我国师范教育政策与相关规划时，
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积极吸收新
文科对学科交叉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
和理念，从“三全育人”视角对卓越
教师培养进行探索，探寻新师范育人
模式，培养拔尖人才。

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构建了
以“三全”培养目标体系、“三位一
体”协同育人机制、“三导师导学三习
制”、“三选一”个性化课程体系、“三
加三”实践教学体系、“三级”师范生
教学能力大赛为主体的“六个三”卓
越英语师范生“三全育人”体系（以
下简称“六个三”卓越育人体系），着
力形成“三全目标并重、三导师联
手、全过程融合、全方位贯通、全面
引领示范”的育人特色。

“教育强则国强，面对当今世界的
激烈竞争，师范院校更应该为教育强
国作出应有贡献。”在乐山师范学院外
国语学院院长汤红娟看来，培养卓越
英语师范生拔尖人才是当前基础教育
对高等师范教育的呼唤，同时也是地
方高等师范院校的立身之本。

理顺机制，找准方向，在“六个
三”卓越育人体系下，乐山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不断探索出地方师范院校
英语教育人才培养的新路子。

在目标追求上，乐山师范学院外
国语学院的“三全”培养目标体系提
出专业知识与能力全优、教师综合素
质全优、创新创业项目或学科竞赛全
覆盖高标准，改革中严格把握方向和
质量评估。

在协同育人方面，以往常常是零
散式的合作与对接，在“六个三”卓
越育人体系下，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
学院根据师范专业认证协同育人要
求，实施U-G-S“三位一体”协同育
人机制，构建高师院校、地方政府部
门、中小学校三方联动的卓越教师培
养机制，从而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和
社会服务能力。

强化“三全育人”
卓越班师范生在三导师导

学机制中淬炼学科素养

翻开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2016级学生付煜、马嘉阳等学生的笔
记本，可以看到内容丰富的一堂堂听
课记录和总结。

大二时，他们很幸运地成为乐山
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卓越班的成员。
根据“六个三”卓越育人体系培养计
划，外国语学院采取“志愿+选拔”的
方式，在第二学期结束时进行选拔，
成立卓越班。选拔的标准并不是全看
成绩，而是注重学生综合素养和有无
强烈的从教意愿。

进入卓越班后，每名学生都有3位
导师。校内有专业导师导研习、大学

外语实践教师导见习、校外基础教育
一线教师导实习，组成“六个三”卓
越育人体系中的三导师导学机制。为
保证质量，每位校内导师指导学生人
数不超过5名，校外导师指导学生不超
过2名。

每位导师都要指导学生拟定学习
计划，联合指导，开展见习、实习、
研习“三习”活动。从如何记听课笔
记、如何学会班级管理，到如何开展
教学反思和教研，再到参加英语竞
赛、申报创新创业项目，三导师全方
位、全过程无缝衔接，为师范生的专
业成长夯实地基。

马嘉阳认为，在“三导师导学三习
制”培养模式中，学生与教师有了更多
交流，学习能力和教学基础能力得到快
速提升。更重要的是，导师成为近距离
学习的榜样，他们对教学的态度和对学
生的指导过程，对学生的成长影响很大。

如果说“三导师导学三习制”为卓
越班学生引领了方向，那么完备的课程
体系则为卓越班学生编制了一张密实的
学习网络，结实地扎牢每一个知识点。

落实“三全育人”，课程育人为先
导。卓越班课程包括通识教育类、教
师教育类、学科专业类三大类。课程
改革与设置是基于师范专业认证理
念，融合学科基础、学科教学等模块
课程，凸显教师教育特色，同时夯实
专业基础。

此外，“三选一”个性化课程体系
针对专业拓展课程开设选修模块，如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英语师范技能
训练，给学生提供至少“三选一”的
选课几率，注重学生个性化发展。选
修课中开设乡村教育思想研读和农村
英语教育问题研究，以此让师范生提
前了解乡村教育，热爱乡村教育，扎
根乡村教育。

与此同时，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
学院在“六个三”卓越育人体系下，
组织学生参加院、校、省“三级”教
学能力大赛。学院组建指导团队全程
指导卓越班学生，助力其参加英语硬
笔书法比赛、课件制作大赛、微课大
赛等课外实践活动。

在多层次学习和实践锻炼中，学

生取得显著成绩。付煜和马嘉阳在多
个方面都得到三导师的专业指导与建
议，又扎实学习，分别在全国高师学
生英语教师技能竞赛中荣获一等奖，
在学科挑战赛中获得殊荣，成就更卓
越的自我。

据统计，卓越班毕业生在“一践
行、三学会”等毕业要求显性指标方
面明显强于普通班，取得4项冠军，以
2016级为例：卓越班学生教师资格证
通过率达93%（平均为78%），居于首
位；卓越班考研录取率居于首位，考
研率达到30%（平均为14.4%）；卓越
班学科竞赛获奖20项，居于首位；卓
越班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数量居
于首位。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和学科竞
赛全覆盖完全达标。

几年的实验，乐山师范学院外国
语学院这项教学改革已显成效。

践行“志在山乡”育人目标
为西部地区乡村英语教育

振兴贡献地方师范力量

2019年，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2016级学生次尔祝玛主动申请回凉山州
顶岗实习，“反哺”家乡教育。2020年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顶岗支教学生次尔
祝玛每天都要爬到山顶抗疫保学。

次尔祝玛家位于凉山州木里县瓦
厂镇夺卡村草坝山半山腰，为了保证
教学时手机信号质量，她每天都要花
半个小时爬到山顶给雷波县永盛中学
初三年级两个班上英语网络直播课。
梨花树下，她备课上课的身影，登上

“学习强国”平台，感动无数网友。
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卓越计划

实施后，学生相互激励，卓越班的引领
和辐射作用影响带动了更多学生追求卓
越。在卓越班主动请缨带动下，2016级
一共有36名学生参与凉山州雷波县、
布拖县等四川民族地区的顶岗支教和教
育扶贫。168名毕业生中有127人从事
教育行业，占毕业生总人数的76%。

次尔祝玛等学生的奉献精神和教
育情怀，正是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
院培养体系改革和课程体系重塑后结

出的丰硕果实。另一方面，次尔祝玛
等学生能够在偏远山区顺利开展教
学，并广受当地师生好评，得益于学
院为他们制定的实践教学体系。

为避免实践不足、实践质量不高
等师范生培养的问题，在构建“六个
三”卓越育人体系时，乐山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就设置了三类教育见习和
三类教育实习，即“三加三”全方位
贯通育人应用型实践教学体系。

学生参加的教育见习包括大学英语
见习助教、到西部农村中学开展乡村教
育调查和基础教育课堂观摩；教育实习
包括集中实习、自主实习和顶岗实习。

通过强化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
卓越班学生完全符合师范专业认证

“一践行、三学会”的要求。
更好的消息是，培养卓越师范生

的同时，也有效倒逼乐山师范学院外
国语学院专业建设。2017年学院“英
语词汇学”获批省级在线开放课程；
2019年英语专业成功获批四川省一流
专业；2020年“语言学概论”和“英
语写作”获批省级一流课程；“英汉翻
译”获批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行得更远，站得更高，那是因为不
忘教育初心和使命。乐山师范学院外国
语学院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始终坚持
为西部地区培养更多“志在山乡、一专
多能、一精多会”的卓越中学英语教师
的初衷，砥砺前行。 （梁尚）

创新师范专业建设 破解人才培养之惑
——四川省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卓越师范生培养体系建设观察

师范教育路在何方？师范生
到底学什么？学生毕业后出路怎
么样？就在不少师范生尚在困惑
中寻觅时，四川省乐山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的付煜、马嘉阳等学
生已经忙着去中学听课，忙着完
成3位导师联手指导的IPD项目
（个性化职业发展项目）。对他们
而言，未来是清晰的——成为一
名专业素质过硬的卓越教师。

2016 年开始，乐山师范学
院外国语学院依托四川省卓越教
师培养计划项目，通过组建卓越
英语教师实验班（以下简称“卓
越班”），积极探索卓越中学英
语教师人才培养模式，尝试构建
了包含“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机
制、“三导师导学三习制”等在
内的“六个三”立体化卓越英语
师范生“三全育人”培养体系，
为西部地区培养留得住、教得好
的高素质教育人才。

付煜、马嘉阳等学生正是这
一教学改革探索的首批参与者和
受益者。几年来，卓越班学生经
过多重锻造，与平行班级比较，
无论是教师资格证通过率、考研
率，还是创新创业项目都要高出
很多。难得的是，在学院“三全
育人”培养体系引导下，这批学
生在走向卓越中，勇于奉献，主
动申请到四川凉山州雷波县等地
支教。

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卓
越教学奖”获得者石坚教授评价
乐山师范学院这项教学改革时提
到，其“在人才培养体系上有突
破，在实践上卓有成效，对其他
高校具有示范作用和推广价值，
达到省内先进水平”。

2020年4月新冠疫情防控期
间次尔祝玛在梨花树下在线教学

2020年卓越班师生见面会

不一样的大学不一样的大学————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欢迎你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欢迎你 周鸿恩周鸿恩//摄摄

在不一样的大学遇见更好的自己在不一样的大学遇见更好的自己 李昌树李昌树//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