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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红土地上英雄城南昌的江西

财经大学， 东临碧水赣江， 西接烟霞梅

岭， 北纳庐山之灵气， 南承井冈之精神，

明年即将迎来

90

华诞。

2002

年 ， 借中国

“入世” 之东风， 江西财经大学毅然上马

创办国际学院本科教学实验班。

10

年来，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高擎 “教学相长、

中西合璧、 内引外联、 高位嫁接” 的办

学旗帜， 创造性地选择 “

135

” （即一个

目标三个阶段五个国际化） 的发展路径，

突破地理位置 、 学科平台等困局重围 ，

迎难而上， 奋力追赶， 师生同心， 薪火

相传， 初步实现了在欠发达地区培养经

济管理类国际化人才的教育目标。

一曲传唱十年的“国际”歌

“

2011

年

8

月

13

日， 作为首位也是唯

一一名赴美国内布拉斯加卫理大学交换

学习的中国大陆留学生， 一言一行不仅

是独立的， 而更有可能被放大为一个国

家的形象。” 已是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

大三国际会计

1

班的李昱同学认真地说，

神情兴奋而严肃。 经过艰辛的努力和反

复的洽谈，

ISEP

在实地考察江西财经大

学办学后，

2010

年， 江西财经大学正式

成为美国国际交换生组织 （

ISEP

） 中国

大陆首家成员大学， 通过该组织， 江西

财经大学学生有机会进入全球

42

个国家

和地区的

300

多所大学

(

其中美国高校

155

所

)

进行交换学习与交流。 李昱正是江西

财经大学国际学院首个吃螃蟹的漂亮女

生， 也正因为她在美国的出色表现和真

诚邀请， 内布拉斯加卫理大学

Kelly Eaton

教授于

2012

年

6

月应约造访江西财经大

学， 并达成初步意向， 两校合作与交流

将进一步走向深入。

现拥有各类在籍学生

4

万余人的江西

财经大学 ， 多年来始终坚持开放办学 ，

先后与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 澳大利

亚国立大学、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美国

纽约理工学院等

18

个国家和地区的

85

所

高校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与交流关系， 研

究生和本科生层次的境外交流项目达到

84

个。

2009

年， 国内考位数最多的托福

考点落户江西财经大学，

2010

年

ACCA

考

点入驻，

2011

年又获批全国

GRE

考点， 如

此密集的国际考证考点齐聚江西财经大

学， 使该校的国际化教育步步为营， 层

层推进， 社会影响与日俱增。 这对于地

处内陆省份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江西的

高校来说， 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创造奇迹的是一代代努力奋斗拼搏

的江西财经大学人 。 进入

21

世纪以来 ，

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一波又一波扑面而

来，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毫不含糊地

肩负起了成为该校对外开放 “门户” 和

国际化办学 “桥头堡” 的历史重任。 江

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首任院长蒋经法教

授所倡导的 “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不出国门也留学” 的治院理念逐步深入

人心。 他说， 如果不解放思想， 创新办

学方式和机制， 捕捉高等教育国际化发

展的有利机遇， 我们就会永远落后、 被

动和挨打。

10

年来，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

学院紧紧围绕 “在欠发达地区培养经济

管理类国际化人才” 的目标， 历经筹建

国际化特区———借势发力 、 引进国际化

师 资———借 鸡 生 蛋 、 引 入 国 际 化 教

学———借梯上楼、 开拓国际化交流———借船

出海、 提升国际化管理水平———借石攻玉，

以三个阶段， 有序推进 “

135

” 计划。 从第

一个精心为出国留学做准备的

2002

级国际金

融班詹亦宁同学 （美国波士顿商学院硕士毕

业， 现供职美国某会计咨询公司）、 第一位出

国留学并获海外名校博士学位的

2002

级国际

金融张鸿儒同学 （曾师从撒切尔夫人

6

人经

济顾问之一的

Patric Minford

教授， 现任教于

哈萨克斯坦

Nazarbayev University

经济学院），

到第一批剑桥学子

2006

级国际会计

1

班李骅

洋同学 （现供职苏格兰皇家银行）、 首位派

往驻外使馆的

2004

级国际会计

2

班陈演同学

（供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黑山大使馆）， 至今

共有

306

名优秀学子进入全球百强名校深造。

在现已毕业共七届

2700

余名毕业生中， 有出

国留学交换经历或攻读硕博学位的学子占

40%

以上，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首届三个

专业 （国际会计、 国际金融、 国际商务） 的

149

人， 扩增至现有

39

个班在校生

2186

人 ，

国际学院已然成为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化办学

的一面旗帜、 一张鲜艳亮丽的名片。

国际学院也是众多学子心中的另一个

家， 一个 “爱人”。 现仍在剑桥攻读硕士学

位的

2007

级国际商务

3

班的丁捷同学在母校

毕业典礼上的一段话， 或许是最能代表学子

的心境： 回想我所走过的这四年， 恍惚间竟

觉得我与学院谈了四年称不上轰轰烈烈但弥

足珍贵的 “恋爱 ”，

I love you not because

who you are but because who I am when I

am with you

。

让我们一起跳艰苦奋斗的“井

冈”舞

“肇于唐， 盛于宋” 的书院文化最能折

射出江西人对教育的无比重视。 江西历代书

院之多， 居全国之首， 因其倡淳淳学风而世

代流传。 而作为 “中国革命的摇篮和浸透着

烈士鲜血的圣地” 的井冈山， 留给人们的是

“艰苦奋斗， 敢闯新路” 的井冈精神。 无疑，

身处江西的江西财经大学传承优良传统， 牢

记艰苦奋斗中 “百年树人” 的职责， 独辟蹊

径， 勇往前行。

现正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金融

硕士的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

2008

级国际金

融

2

班的熊博同学说： “我是一个幸运儿，

本科期间没有任何海外留学或交换经历， 但

我多了一份责任向学弟学妹们证明： 美国梦

并不遥远。” 在剑桥攻读硕士学位的

2007

级

王楚红同学说， 在剑桥能看到一个中国的缩

影。 对于这几代的中国人来说， 剑桥不是牛

顿， 也不是罗素或者凯恩斯， 剑桥是徐志摩

和他的 《再别康桥》。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追求的是 “中西

合璧”， 对于越来越多的熊博、 王楚红们来

说， 在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所接受到的教

育不仅仅是要拥有国际化的视野， 更重要的

是， 与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的管理团队一

道， 在逆境中实现理想， 在奋斗中摘取光

荣。

10

年来，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像一名

信心百倍而无所畏惧的勇士， 遇困解困， 逢

难而进， 爬坡过坎， 在办学的 “战略 、 策

略、 战术、 可持续发展” 等方面扬 “井冈”

精神， 跨越式地迈动步履： 一解现存机制不

足之难， 举全校之力发展国际化教育； 二解

固有思想束缚之难， 造势而为彰显特区特

色； 三解海外师资聘请之难， 争取 “请得

进、 留得住”； 四解校内师资进修之难， 力

求 “学得会， 走得出”； 五解中外课程对接

之难， 促使课程设置国际化； 六解课题改革

之难， 促进教学方式国际化； 七解实践资源

稀缺之难， 推行实践教学全程化； 八解地缘

优势缺失之难， 苦练内功主动出击； 九解国

际办学思想教育之难， 扎根特区情系母校；

十解学生潜能激发之难， 实行教学管理的人

本管理； 十一解多方环节协调之难， 实践教

学管理的通道融合； 十二解国际化立体式宣

传之难， 实施教学管理的信息化处理。

“教学管理、 合作交流、 学生管理” 作

为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的三驾马车， 各团

队成员同心同德，并驾齐驱，协同创新，教学

相长。 短短

10

年，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学

子，从“国际之旅到爱尚国际”，从百余人规模

到两千人大院， 映照出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

院人的沸腾热血、张扬个性和勃勃生机。学子

们是幸福的，他们不仅是受教育者，还能全程

参与到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的教学、 管理

和留学之中，大量的学生助教、学生助班、学

生助管、 翻译团队、 涉外团队和 “阅读知天

下”、“数理经济小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社”、“求职

CIC

”、“经济文化研究社”、“江财赛

扶”等学生社团活跃在课堂内外，他们不仅是

学习的主人，也成为了大学生活的主人。一位

来自英国的保罗·杰克逊教授连续多年来江

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授课， 他说：“我很荣幸

来到这里，在未来的时间里，中国将成为经济

实力世界第一的国家， 能身处其中， 非常美

妙。 中国学生非常用功和有趣， 和他们在一

起，绝对是件非常享受的事情。 ”

待到秋收时 “英才”果满枝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为师如此， 办学

亦然。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秉承培养具有

“信敏廉毅” 素质的创业型人才的办学宗旨，

按照江西财经大学校长王乔教授提出的 “人

才培养是根本使命， 提升质量是立校之本，

特色发展是强校之路， 服务社会是应有之

责” 的要求， 低头行事， 抬头看天 ， 舞动

“井冈” 步， 唱响 “国际” 歌。

10

年来，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闯出了

一条特色鲜明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之路， 成为

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廖进球教授经常提及

的江西财经大学亮丽名片。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学子在全国性的

各类竞赛中摘金夺银，

2007

年王一平同学以

连续

6

周稳居第一的绝对优势， 勇夺 “世华

杯” 全国争霸赛股票组个人金奖，

2009

年杨

梓同学晋级

CCTV

杯英文演讲总决赛第

3

名，

获香港

AIA

求职语文大赛冠军， 有

5

人次获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一等奖， 有

18

人次

在全国大学生优秀创业团队大赛中获一等

奖， 在江西省大学生英语竞赛特等奖选手

中，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学子独占

40%

。

毕业生实现了高质量就业， 连续多年常规就

业率位居全校之首， 有

40%

学生出国交流或

交换学习， 或攻读硕博学位， 有

45%

学生从

事金融服务业或商务领域， 进入涉外岗位，

他们之中， 有近

500

名毕业生入职世界

500

强

企业， 有

20

余名同学仍在国外知名高校攻读

博士学位， 有

10

余名毕业生直接就业于纽约

华尔街等地的跨国公司。 十年磨一剑， 风雨

见彩虹，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办学成效初

显， “英才” 硕果满枝头。

现任职美国纽约华尔街普华永道会计公

司的

2005

级国际会计

2

班乔琳同学， 在写给

班主任的信中说： “老师， 我被聘为我所读

美国高校的第一位能教授会计学原理的外国

助教， 虽是助教， 但完全跟教授一样地讲

课， 十几年来， 学校从未聘过一个母语非英

语的人来教授这门课。 也正因为这份工作，

学校免去了我几乎全部的学费并支付了不错

的工资。

10

月， 我与纽约华尔街普华永道签

订了正式的工作合同， 这份工作来之不易，

因为美国经济形势走低， 很多美国人都没有

找到工作， 我在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和实习经

历的情况下拿到这份工作， 确实小小地震惊

了我们美国学校的老师们。”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还先后获得了全

国五四红旗团总支、 全国辅导员年度入围

奖、 江西省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先进集

体、 江西省五四红旗团总支、 江西省优秀班

集体、 校党建示范点、 校学风示范点荣誉，

多次被评为校先进单位、 校就业工作先进集

体、 校思想政治教育先进单位、 校宣传工作

先进集体、 校军训先进连和校社会综治先进

单位， 连续两次摘取校男篮年度冠军等。

如果说，

2001

年我国加入

WTO

是主动融

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话， 那么，

2002

年

9

月江西财经大学创办国际学院招收本科教学

实验班， 则是江西财经大学顺势而为、 乘势

而上， 迈向高等教育国际竞争舞台中值得浓

墨重彩书写的一笔———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

院正昂首走在国内地方性高校国际化办学的

第一方阵。 正如现任院长杨慧教授所言 “有

梦想就了不起”。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的

师生们正在戮力实现他们的梦想。

（冰溪

/

文 小夏

/

图）

唱“国际”歌 跳“井冈”舞 结“英才”果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135”发展路径选择与困局突围

�

钮宇成同学获英国埃塞克斯大

学金融专业学生最高奖励

�

王青同学获新西兰梅西大学院

长奖学金

�

胥霆同学留学新西兰梅西大学获

得院长奖学金

�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

07

届校友毛

遥在中美贸易洽谈会上与美国驻华大使

骆家辉合影

�

美国斯坦福教授

Tom Kosnik

来江

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讲学

东营

一所学校的精彩，在于她的文化；一所

学校的品位，在于她的精神。 坐落在吕剧之

乡的东营区第三中学，秉承着齐鲁文化的厚

重，传承着“和谐、诚信、创新、卓越”的东营

精神，在黄河三角洲这片共和国最年轻的土

地上焕发着青春与活力，书写着教书育人与

文化传承的动人乐章。

德文并重 引领发展

“上贤崇德”、“博学以文”似传神之笔，

高度浓缩了这所学校的文化内涵。 对于学校

文化建设的核心理念，《学校办学章程》中有

这样的解读：以“崇德尚文”为核心理念 ，德

育为首，五育并举，全面弘扬中华民族优良

传统，增进师生品德修养；博学以文，约之以

礼， 全力营造具有文化特色的育人环境，努

力培养文质兼备、才德并美的栋梁之材。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传承、积淀与升

华，学校确立了“学生成才，教师成长，家长

放心，社会满意”的办学理念；凸显了“和谐

教育、平安教育、公平教育、幸福教育、特

色教育、实力教育”的办学愿景；铸就了

“崇德尚文”的校训，“文德兼备，励学善

导”的教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

行” 的学风。 这些成为全校师生魂之所

依，情之所系，成为

4600

余名师生共同的

道德行为准则。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步入东营区三中的校园， 给你的第

一印象是每一面墙壁都会说话。 “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

德载物” 两句古语似暮鼓晨钟， 沁人心

脾，发人深省；“弟子规”、“中华魂”长廊，

传承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

明；镌刻着“崇德尚文”的泰山石，如同学

校不断追求卓越的信念一样， 厚重、坚

实。 楼宇内， 古代圣贤的句句警言、 现

代文明的科技成就， 历史沿革的沧桑巨

变……诉说着动人的故事， 蕴含着做人

的真理，激励起求知的渴望。 走廊中，略

显稚嫩的画笔，至真至纯的文字，书写着

希望 ，放飞着理想 ，将 “崇德尚文 ”的精

神，一起浸透于清淡的墨香之中，定格在

走廊画壁之上。

日新又新 止于至善

“日新又新，止于至善”是东营区三中管

理文化构建历程的真实写照。 在“崇德尚文”

理念指引下，学校本着“尊重教师，让教师有

尊严；激励教师，让教师有目标；发展教师，

让教师有成就”的原则，构建起了师生全面

参与的管理规范。 逐步形成了以教职工代表

大会、校委会为主的决策机制；以处室、级部

为主的执行机制；以党总支、家委会为主的

监督机制。 “管理重心到级部、德育重心到班

级，教学重心到个人”的精细化管理模式，使

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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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职工，人人都能通过工会、教代

会、处室、级部参与到学校管理工作中来。 学

校的各项决策也因此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

础，成为师生内化于心的自觉自愿行动。

立足发展 着眼未来

“人之初，性本善”的声声传唱，倾诉着

东营区三中弘扬经典的心语历程。 学校开发

出《弟子规节选》、《唐宋诗词三百首》、《中华

传统美德教育读本》、《三中学生必读经典》

等校本教材，通过“晨读、暮诵”在全校师生

中推广普及国学经典。 每年一届的“诵诗会”

是全校师生的盛典： 古装古韵的诗文表演，

让我们梦回盛唐；配乐诗朗诵，使人如痴如

醉……学校“国学唱诵社团”的经典曲目《长

征》、《弟子规》、《江南》， 连续三年捧回了东

营市古诗文唱诵一等奖的奖杯。

以“国学唱诵团”为样板，学校着眼于学

生的未来发展和成长需求， 开发出了器乐、

声乐 、舞蹈 、书画 、网球等二十余项校本课

程。 具有相同兴趣爱好的学生，在老师的引

导下，逐步聚拢起来，形成了一个个别具风

格、特色鲜明的团体。 自

2010

年始，校园内雨

后春笋般地冒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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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个学生自发组织的兴

趣小组。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学生社团建设

章程》应运而生。 《学生社团章程》对社团组

建、课程设置、活动开展、指导老师选配进行

了详尽的安排。 孩子们的自发组织在学校引

领和老师指导下日渐规范，不断壮大，成为

学校课程改革的一大亮点。 截至目前，学校

共拥有 “校园国旗护卫队 ”、“校园小交警

队”、“百人管乐队”、“天籁之音合唱团”、“小

荷之舞舞蹈队”、“文学社”、“小记者团”、“校

园之声广播站”等二十多个社团，为校园文

化拓展出了内涵深刻的全新平台。

立德树人 净化心灵

东营区三中把 “立德树人” 作为德育

工作的根本任务， 将德育工作与文化建设

紧密结合， 实施以学生自我体验为特色的

德育新思路。 编写了校本教材 《东营区三

中学生一日常规 》、 《每天十个道德好习

惯》， 构建起了较为完整的德育校本课程体

系。 充分利用法院、 烈士祠、 敬老院等校

外实践基地， 以 “学习雷锋月”、 “革命传

统教育月”、 “文明礼仪教育月”、 “养成

教育活动月” 等主题活动为载体， 加强学

生行为习惯、 文明礼仪、 革命传统等方面

的教育， 不断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 真正

使学生在实践中受教育、 长才干、 作贡献。

“全国青少年文明礼仪教育示范基地 ” 、

“山东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单位”、

“东营市文明单位” 是学校 “立德树人” 的

最好见证。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

洋；奇花初胎，郁郁惶惶……”在浓郁校园文

化熏陶下，在先进文化理念的指引下，东营区

三中如同虎虎生气的少年，茁壮成长；如同初

升的朝阳，喷薄光芒。 “

2012

中国最具综合实

力百强中学”、“全国示范家长学校”、“全国优

秀校园文化建设单位”、“全国青少年文明礼

仪教育示范基地”、“山东省规范化学校”、“山

东省教学示范学校”、“山东省素质教育先进

单位”……这些称号闪耀着三中人传承文明、

追求卓越的理性光芒， 激励着每一个三中人

为之不懈地奋斗。

校园文化是引领学校发展的灵魂

弟子规长廊

东营区三中校园

校园时装秀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第三中学 朱福先 燕乐锋

百年学府， 盛世华章。

2013

年

10

月

26

日， 成都工业学院将喜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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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华诞。 在此， 谨向长期关心和支持成都工业学院建设

与发展的各级领导、 海内外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诚挚的感谢

和崇高的敬意！

百年弦歌， 薪火相传。 从

1913

年诞生于实业救国大潮的四川

职业学校， 到

2012

年

3

月成功升格为成都工业学院， 学校曾使用

四川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 四川省立成都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西南第二工业学校、 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 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

科学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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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校名， 五迁校址， 从成都市包家巷到学道街、 多宝

寺、 茶店子、 花牌坊再到郫县中信大道。 一百年栉风沐雨， 一百

年艰苦奋斗， 学校始终与祖国的命运和电子、 机械行业的发展紧

密相连， 代代学人薪火相传， 从最初只有两个专业发展到如今以

工为主， 以机械、 电子信息类专业为特色， 涵盖工、 管、 文、 理

多学科全面发展的本科院校， 形成了 “艰苦创业、 严谨治学、 崇

尚实践、 开拓创新” 的优良传统和 “手脑并用， 学做合一” 的办

学特色， 培养出了以陈毅元帅为代表的近

8

万名各类高级应用型

人才。 如今， 学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将发扬优良传统， 以服

务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需求为使命， 科学谋划人才培养、 科学研

究、 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新蓝图， 不断开拓创新， 努力实

现学校新的跨越。

百年滋养， 春华秋实。 百年校庆， 是成都工业学院发展的一

个光荣的里程碑， 也是全体成工人畅叙师生之情、 同窗之谊， 展

示成工人风采的欢乐盛会！ 百年校庆， 更是成工迈向新征程的历史

新起点， 是汇集成工人才智、 凝聚各界力量， 共商发展大计的重要

契机。 我们将以 “弘扬传统、 展示成就、 凝心聚力、 再创辉煌” 为

宗旨， 本着 “隆重、 热烈、 开放、 务实” 的原则， 通过举办丰富多

彩的活动， 纪念学校百年不平凡的历程。 衷心希望广大校友和各界

朋友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支持学校发展， 并盛情邀请、 热忱期盼各级

领导、 各界人士、 海内外校友届时相聚成工， 齐襄盛典， 同谱华

章， 共展蓝图！

特此公告， 敬祈周知。

成都工业学院

2012

年

10

月

26

日

成都工业学院百年校庆公告

（第一号）

原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 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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