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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召开 2017 年“本科人才培养活动月”总结大会

12 月12 日，宁波大学在锦绣小剧场召开 2017 年“本科人才培

养活动月”总结大会。校长沈满洪在会上作重要讲话。副校长邵千钧主

持会议。校领导余建森、党委委员张真柱参加会议。

沈满洪指出，这两年，学校本科人才培养工作取得了非常明显的

成效。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整改工作基本

落实，专业调整取得阶段性成果，招生就业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国家化

办学再上新台阶，创新创业竞赛高歌猛进，本科教育管理制度日益完善。

沈满洪强调，当前本科人才培养的形势已经发生新的变化。学生、 家

庭、用人单位以及社会各界，都对我们本科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和期待，学校要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各项要求和部署，围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着

力解决我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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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满洪认为，学校实现从教学研究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发展转

型，建设好国家“双一流”高校和省重点建设高校，需要围绕学校的办

学定位、办学特征和办学特色，适时调整本科人才培养工作的目标定位，

大力造就尊重学生选择权的高层次复合型创新创业人才。学校要继承

“把成才的选择权交给学生”教育理念并深入完善；要紧扣“双一流”高

校建设要求，提升人才的培养层次；要充分发挥学校学科专业门类齐全

的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大力推进学科专业交叉，着力培养复合型人才；

要充分挖掘创新创业的内涵，大力造就基于探究式培养的拔尖创新人才、

基于实训式培养的创新创业人才、基于复合式培养的创新应用人才。

沈满洪认为，围绕学校新的本科人才培养定位，做好本科人才培

养工作，必须牢牢抓住专业建设这个重要抓手。要在优化调整专业数

量的基础上，凸显专业建设的品牌化、特色化、国际化目标；要落实

好专业建设主体的责任，大力强化专业培养方案、课程资源和条件保障

等各类专业要素建设；要通过专业评价与认证、处理好学科与专业之

间的关系、广泛推动跨专业学习等途径，保证专业建设的质量，提升

人才培养的水平。

沈满洪最后指出，做好本科人才培养工作，必须在师资建设、硬

件建设、激励建设和思想建设上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措施。

邵千钧在主持会议时强调，人才培养是大学最根本的任务和最核

心的使命。我们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建设国家“双一流”高校，必

须高度重视本科人才培养工作，要在全校上下形成更加关注学生成长成

才、关注教学工作和服务教学工作的良好氛围和有效保障。他要求， 各学

院和相关部门会后要认真学习沈满洪校长的重要讲话，认真做好本次

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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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学生处、机械工程与力学学院、理学院、外国语学院等

五个部门和学院的负责人分别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

参加会议的还有校学术委员会成员、校本科教学委员会成员、校

本科教育督导委员会成员、全体中层干部、各学院教学基层组织、学

科、专业的负责人、教授代表等 260 余人。

（许日华 周永红）

学校召开审核评估整改总结工作布置会议

12 月20 日下午，我校审核评估整改总结工作布置会在安中楼 302

室召开，副校长邵千钧主持会议。

会上，教务处负责人布置了审核评估整改总结工作，并就整改报

告撰写进行了任务分解。

最后，邵千钧总结讲话。他强调，本科教育教学工作是影响学校

长远发展的核心和基础工作。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整改涵盖学校教育教学

工作的方方面面，牵动学校的各项工作。各有关单位、部门要高度重视，

相互配合，全面总结梳理审核评估整改任务完成情况及其成效。 已完成的

整改任务，要在总结报告中全面展示整改工作举措和所取得的成果；

由于时间周期等原因，尚未完成的整改任务，要在总结报告中说明整

改方案和计划安排、已采取的整改措施和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在各单

位、部门总结基础上，由评估办公室汇总与凝练，形成学校的整改总

结报告，经审核后上报省教育厅和教育部。

本科教学督导委员会主任曹屯裕、党校办、宣传部、团委、发规

处、国际合作处、教务处、研究生院、人文社科处、科技处、人事处、 计财

处、资产处、规建处、马克思主义学院、国交学院、阳明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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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单位、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教务处 周永红）

我校 2017 年下半年大学外语等级考试顺利结束

12 月16 日至 17 日，我校举行了 2017 年下半年大学外语等级

考试。此次考试我校共设本部和北区科技学院 2 个考区，安排 515

个考场，总计有 12017 名学生参加了考试。学校共抽调监考教师 1030

人次，考务近 100 人次完成此项工作。考点秩序井然，操作规范，

无考试违纪现象。

本次考试由副校长邵千钧担任主考。在外国语学院、后勤、物

业、保卫处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教务处精心统筹，对考务工作进

行了周密部署，举办监考培训会和考务培训会，使各监考教师熟悉

考试流程，明确考试职责。

考试期间，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巡视员巡视了考场，对我校外语

等级考务工作给予了肯定。

（教务处 章静芸）

我校 2018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工作圆满结束

12 月 23 日至 24 日， 2018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如期

举行。作为宁波市最大的考点，本次考试我校启用 2、4、5、6 号

楼作为考试场地，安排 112 个标准化考场，共有 7800 余名考生参

加了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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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教务处精心组织，安排监考教师

和考务工作人员近 300 人，外围保障人员近 100 人，圆满完成此次考

试的组织管理工作。

考试期间，宁波大学考点主考、副校长邵千钧陪同省市考试院领

导巡视了考场。

（教务处 章静芸）

【学院动态】

� 12 月 1 日，音乐学院 2018 届本科生毕业论文开题答辩工作

在西校区厚德楼顺利完成。此次共有 49 名毕业生参加开题答辩，答

辩分为 3 组，由我院教师王自东、王金旋和廖松清三位老师担任答辩

小组组长，各指导教师及教学督导参加了本次毕业生开题答辩。导师

们从毕业论文选题、文献综述以及文章结构的分类等方面给出了指导

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音乐学院 教务办）

12 月 2 日，由宁波市江北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湖州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主办，宁波市江北区文化馆、湖州市文化馆承办的视觉

艺术走亲系列活动“宁波大学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湖州师范学院艺

术学院油画联展”于湖州市文化馆二楼展厅开展，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

院长徐仲偶受邀参展。

“文化走亲”发起于湖州，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创新文化交流模

式，以“文”为媒，以“走”为要，以“亲”为旨，打造区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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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交流平台，构建“相熟、相助、相融、相亲”的文化格局。

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部分教师作品参加了此次联展，据悉，联

展将持续到 12 月 14 日。

（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 王维新）

12 月 5 日下午，机械学院在 208 会议室举行人才培养与创

新创业工作总结会。

各系（部）/基地负责人依次汇报了竞赛基地的建设和创新创业

指导活动开展情况等。与会教师代表围绕项目储备、团队配置、机制

建设、政策扶持等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交流。执行院长杜建科教授作

总结讲话，对一年来在人才培养和创新创业工作中辛勤付出的老师们表

示感谢。他结合学科专业发展，指出该项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强调要

坚持“一手抓学科建设，一手抓人才培养”，要充分借助“双一流”高

校建设的有利契机，实现快速联动发展，努力践行“严谨、诚信、创

新、服务”的院训真谛。

据悉，为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机械学院于 2016 年底成立

学生创新创业驱动中心，下设 7 个竞赛基地和 5 个学生创新创业指

导小组。2017 年，机械学院先后组织师生参与 RoboMaster 机甲大师

赛、中国巴哈越野车大赛、Honda 中国节能竞技大赛、浙江省大学生

力学竞赛、工程训练等多项赛事，在“挑战杯”、“互联网+”等创

新创业比赛中表现突出，总成绩位居全校前列。此外，学院教师指导

本科生以第一作者身份申请和授权各类专利共 50 余项，发表（在

审）论文 10 余篇。

学院全体党政领导、各系（部）/基地负责人、各研究所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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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参加。会议由教学副院长黄海波主持。

（机械工程与力学学院 洪松 周刚毅）

� 12 月 6 日上午，信息学院在 313 会议室举办“E 家人”

之青春飞扬青年教工专题活动。活动由院党委书记林奇凯主持。校宣传

部副部长张芝萍、校人事处副处长余怡春以及信息学院院长夏银水等党

政领导、分工会主席和教务办负责人及学院 2011 年 1 月份以来引

进的新教师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举行了 2017 年新引进教师

佩戴校徽仪式以及新教师争做“四有教师”主题教育宣誓仪式；第二

阶段，开展了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培训交流，邀请了学院获得宁波大学

“最受欢迎教授”的邬杨波老师等，与青年教师展开面对面的教学经

验交流，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本次活动中，信息学院院长夏银水寄语学院青年教工，要处理好

四对关系：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近期与远期的关系、个人与集体

的关系、生活与工作关系，并表态学院将为青年教师营造一个舒心的工

作科研环境，让大家全身心投入到科研教学事业的拼搏中，为学校

“双一流”学科建设添砖加瓦。

新教师代表陈海明在发言中说到自己能够快速融入信息学院这

个大家庭，得益于宁大良好的工作氛围和开放包容的校园文化，得益

于信息学院全体师生的团结一致和强大亲和力。他表示在这样好的平台

和环境中，会撸起袖子加油干，做出理想的成绩，为专业的发展、 学

院的发展、学校的发展奉献力量。

学院组织这样的专题活动旨在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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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新要求，我们信息学院青年教师要坚持“四个相统一”，做好学

生的“四个引路人”，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在学校“双一流” 建设

背景下，我们信息学院的青年教师还要在教学上、科研上敢为人先，

争创一流。

（信息学院 徐清波）

� 12 月 7 日下午，人文与传媒学院召开本科教学研讨会暨人

才培养专题报告会，邀请浙江工业大学肖瑞峰教授做本科人才培养

专题报告，会议由副院长宋闻兵教授主持，学院教师参加了此次会

议。围绕“教师责任”和“教学质量”两个核心话题，肖瑞峰教授

从教师角色定位和个人成长两个方面做了深入浅出的报告。结合自

己多年的从教经历和管理经验，肖教授条理清晰地分析了本科教育

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鼓励大家淡泊自守、矢志不渝，打基础、 练

本领，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

与会老师就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慕课及网络精品课程的打造、

毕业论文指导等问题纷纷向肖教授请教，交流过程中大家各抒己见， 认

为肖教授的报告具有很高的指导性，具体建议切实可行，今后会在

自己的教学工作中逐步落实。

（人文与传媒学院 教务办）

� 12 月8 日上午，阳明学院院长卢美芬、党总支书记郑礼平、

副院长李慧仙等一行到建工学院调研。

本次调研的主题有：阳明学院十年运行中有哪一些成效，存在的

问题是什么；在宁波大学入选“双一流”之际，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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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科生人才培养的想法（如招生方式、大类组建、大一基础课程设

置等）；在目前的培养模式下，建工学院对阳明学院的工作要求

（教务管理、学生工作的配合与衔接）；如何更好发挥阳明创新班学

生的双重管理的优势、实现“双赢”。学院院长郑荣跃、学院党委书

记王益澄、副院长刘干斌分别就以上调研主题与阳明学院领导进行了探

讨。随后，教务办、学工办就在教学管理、学生管理方面具体发生的一

些问题与其进行了交流。

（建工学院 教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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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2017 年“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和写作大赛

浙江省赛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我校外国语学院派出的参赛团

队取得了优异成绩。其中共获得阅读大赛一等奖一项，二等奖四项， 写

作大赛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两项。

该项赛事融入了思辨性、拓展性和创造性等关键要素，有助于丰

富我校英语第二课堂活动，激发学生英语阅读和写作的学习热情，提升

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增强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开拓国际视野， 提升

其国际素养。我院将进一步完善各项工作机制，争取取得更好成绩。

（外国语学院 教务办）

� 为了深入贯彻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总体方案，

切实落实《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精神，首

届来华留学生临床思维与技能大赛（“Study in China” —

The First Clinical Thinking and Skills Competition for

International Medical Students）于 2017 年12 月8 日-10 日在天

津医科大学举行。

我校是教育部批准招收本科临床医学专业来华留学生的高等院

校之一， 医学院四名临床医学国际学生 ANAS ZIAD MASOUD

ABU-SAID; LISSY LAZAR; RASHA RASHEED; PEROTHAYIL

JAMSHID 同全国其它 27 所从事留学生医学教育的兄弟院校一起参加

了此次比赛。百余名选手分别来自 26 个国家，在赛场上展现了他们

国际化的青春风采。

本次竞赛旨在提升来华医学留学生的临床技能，养成良好学风，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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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品牌的国际合格医学人才。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我校参赛队取

得儿科技能单项优秀奖，妇产科技能单项优秀奖和优秀团队奖的良好成

绩。本次竞赛得到了学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宁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和医

学院老师对学生进行了悉心赛前的培训，同学们通过不懈的努力出色

完成了比赛任务。

（医学院 陈妮妮）

� 12 月 10 日-11 日，由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承办的浙江省

教育学会小教、学前教师教育分会 2017 年会在阳光留学生公寓四楼

会议厅顺利举行，来自全省 20 所高校的 100 余位教师及研究生参

与了此次年会。开幕式由教师教育学院院长贺国庆教授主持，副校长

邵千钧教授致欢迎辞。

（教师教育学院 姚艳)

� 为加快宁波大学“双一流”建设的步伐，进一步强化和拓

展国际合作，促进我院的本科教学国际化发展水平，12月11—15 日，

由院教学副院长陈涛教授带队，全英文金融专业负责人吴欣欣老师和

教务办主任江蓉老师一行三人访问了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

（University of Canberra）、西悉尼大学（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推进实质性

国际合作。

代表团第一站访问了位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 University

of Canberra（堪培拉大学）。University of Canberra 与我院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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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开始合作，共同举办中澳MBA 工商管理硕士在职研究生项目。

双方回顾了项目从开始创办至今的发展历程，同时，就教师访学、学

生交换项目以及教学科研领域的深入广泛合作进行了探讨，这次会谈收

获丰硕，大家一致希望宁波大学与堪培拉大学能够一直密切合作，培

养更多国际化精英人才。

在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西悉尼大学），代表团与商

学院Meg Smithg 副院长、Huiying Wu 副院长、国际处 Sylvia Xu

进行了座谈，双方介绍了各自学院情况，并就本科生 2+2 联合培养模

式和 3+2 本硕直通班联合培养模式的可行性、教师互访和学生交换等

方面进行了沟通，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最后，代表团一行回访了Macquarie University（麦考瑞大学）

商学院。会谈中，双方就共同合作办学模式进行了沟通，针对我院学

生完成本科阶段后，申请前往麦考瑞大学进行研究生阶段学习的 3+2

项目交换了意见。代表团还参观了麦考瑞大学的金融实验室、自动立

体库图书馆藏系统、学生活动中心等先进设施。

代表团一行在澳期间还看望了我院正在堪培拉大学访学的刘颖

男老师及西悉尼大学访学的邱波老师。

通过与国外大学的交流与访谈，使我们更为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化

教育的重要性。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潮流，增强国际化办学

意识，通过联合办学、学生交换、学位攻读、教师互访、学术交流等多

种形式，提高教育国际化程度，从而促进我校“双一流”建设。

（商学院 江蓉）

� 12 月15 日上午1-2 节课，由我院王邃老师主讲的《无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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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公开观摩课在 5-101 教室进行，本次公开课所讲授内容为

“氧化还原平衡和氧化还原滴定法”章节中第一部分内容：氧化还原

反应的基本概念、方程式配平、原电池与电极电势、影响电极电势的因

素。

王老师首先从氧化还原反应的科学发展史出发，让学生了解科

学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展示了中国人民对于科学发展和人类文明做

出的重大贡献，让学生能够充分感受到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

将宁波大学提出的“课程思政”理念正式引入到课堂中。此后，结合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干电池、纽扣电池、铅酸蓄电池等各类电池，从氧化

还原概念的演化过程顺利引入氧化数概念和规则，过渡到新内容的教学

当中。教学内容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并与学生进行了充分的互动讨

论。

课后，院领导、督导以及青年教师总共 20 多位对王老师的课进

行了点评。总体评价为：这是成功的一堂课。王邃老师在教学过程中非

常注重对于学生的启发诱导和思维探究，以多种形式推动学生进行积

极主动的思考，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最大特色是首次

将“课程思政”理念正式引入到课堂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本次青年教师公开课活动,不但使授课师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也

为其他青年教师提供了一次观摩学习机会。

（材化学院 李淼）

�12 月15 日，宁波大红鹰学院大球教研室前来体育学院考察

访问，我院公共体育部在学院 408 会议室接待了来宾。双方围绕公体

部球类教学内容设置、学生体质测试提升举措、阳光体育活动开展、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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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室教研活动开展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研讨。我院洪国康老师介绍了

“洪氏教学模式”并主讲了排球教学公开观摩课。

（体育学院 教务办）

为进一步推动我院创新创业基地建设，提高各基地经费使用的科

学性、合理性，12 月 28 日上午，机械学院召开 2018 年创新创业

基地年度评议会，对我院七个竞赛基地项目进行了评审。

评审会由黄海波副院长主持，王骥副院长、曹虹副书记、实践教

学部周嵘主任担任本次评议会评委。评议设置基地负责人自述和专家

提问两个环节，七个竞赛基地负责人就2018年的参赛计划和经费预算

等方面依次进行了汇报，专家重点围绕基地明年的参赛计划、队伍构

成及经费预算的合理性、预期获奖等方面进行提问并给出中肯建议。

此次学院创新创业基地评议，开启了2018年我院各项学科竞赛的准备

工作。2018年学院将进一步加大投入支持各竞赛基地开展活动， 各

基地负责人也纷纷表示2018年将以实际成绩说话，提高学生参与的覆

盖面，用心办好基地，争取获得高级别奖项，更进一步提升我院的人

才培养质量。

（机械工程与力学学院 张晓娟）

� 为开拓学生创新创业视野，了解自由艺术家的创作实践和

从业经历，12月 28 日晚，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美术系邀请“change”

布艺工作室的主创人员高贝，为我院 2015 级美术（师范）学生带来

一场题为“布的无限可能”的专题讲座。主讲人分享了自己从 MBA 转

向布艺创作的过程，以及从匠人到艺术家的定位转变，并表达了对当代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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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艺术家、艺术市场的独特理解。讲座主持人李琼老师表示， 后续将邀请

更多的手作艺术家来院分享创意与作品。

（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 王维新）

送：校领导，校本科教学督导委员会，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各学院院长、书

记、教学副院长、教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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