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王原
本报通讯员 姚昌 崔勇

作为建校初期成立最早的学科之一，山
东师范大学化学学科经过70年建设与发展，
已成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举，“产、学、
研”一体化的特色鲜明品牌学科。尤其是近年
来，学科ESI排名稳居全球前1%；在全国第四
轮学科评估中获评B级……正是山东师大化
学人团结协作、砥砺前行、勇于创新，才缔
造了属于化学学科的“高峰”之路。

创新平台，强化学科发展优势

时至今日，山东师大化学学科已经发展
成为门类专业齐全、培养层级完备、科研条
件先进的优势学科，而这在25年前，还只是
山东师大化学人的美好畅想。

1978年，王明德先生招收了3名分析化
学硕士研究生，开启学科研究生招生的先
河。但直到1996年，学科才获批物理化学和
分析化学两个硕士学位授权点。经过几代人
不懈努力，化学学科已经拥有化学一级学科
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点，化学课程与教学理
论和学科教学（专业学位）硕士学位授权点

和化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目前，化学学科拥有化学成像功能探针

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和分子与纳米探针学
科创新引智基地共2个国家级科研平台，1个
国家级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8个省部级
重点实验室或工程研究中心，拥有价值1亿
多元的先进科研仪器设备。学科科学研究平
台的提升，为学科的教学和科研的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科教融合，提升教学科研质量

化学学科始终秉承科教育人理念，坚持
科教融合，实现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的相互
促进，建立了教学科研资源共享体系，形成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的科学研究思路，
以科研引领和带动教学的发展模式。

2018年在化学学科的发展历程中注定是
浓墨重彩的一年，除获“全国高校黄大年式
教师团队”称号外，由唐波、董育斌、李
平、王鹏、李娜教授等主持完成的“细胞稳
态调控活性分子的荧光成像研究”项目喜获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山东师范大学也成
为首个以第一单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山
东省省属高校。

自2016年以来，化学学科承担了国家
“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等国家及省部级项目130余项，在著名学术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授权国家发明
专利100余项。曾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二等奖1项，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
成果奖二等奖1项，省自然科学一等奖3项，
省技术发明一等奖1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
项。在英国自然出版集团公布的Nature指数
2019年6月到2020年5月大学/机构排名中，山
东师范大学化学学科位列全球高校第69位，
内地高校第29位，省属高校第1位。

教师们的教学态度和科研精神，也培养
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
多年来，化学学科培养的毕业生人才辈出，
涌现出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国家杰青6人、
长江学者2人、国家优青2人。

名家引领，凝聚团队强大能量

2018年，化学学科分析化学教学团队荣
获“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称号。能
打造出这样的团队，就不得不说他们的领路
人——— 唐波教授。唐波教授是973计划首席
科学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ESI全球化学领域前1%科学家，而如此“高
大上”的知名学者，却有一种“接地气”的
工作方式。只要晚上没事，唐波就会叫团队
成员一起到静谧的校园内散步，边散步边聊
工作和科研课题。

作为山东师大化学学科自主培养的高层
次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化学学科负责
人、1983级校友董育斌教授“弃高薪、回母
校”的事迹一直为教师们津津乐道。董育斌
1996年在南开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后，赴香
港大学和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从事博士后研
究工作。2000年，董育斌放弃了美国的高额
报酬，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培养他四年的母
校。归国之初，董育斌只有一间不足20平方
米的小实验室，几乎所有的样品测试都需要
到校外其他机构完成。面对如此艰苦的条
件，他不气馁、不埋怨，耐心指导学生实
验，认真查阅文献资料，几乎每天都是整座
实验大楼里最晚回家的人。

在唐波、董育斌等名师名家的引领之
下，学科引进培养了李平、李娜、耿琰等10
余名青年人才。2015年，学科获批泰山学者
优势特色学科人才团队支持计划，引进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张春阳教授。

2019年，学科成功获批国家级一流专业
建设立项。省政协副主席、山东师大党委书
记唐洲雁表示：站在“高峰”之上，山东师大化
学学科将永葆奋斗精神，立足国内、放眼世
界、把握前沿，突出优势特色研究方向，发挥
学科核心作用，联接物理学、材料科学、医学、
生命科学等相关学科，联合协同攻关，促进多
学科集群发展，实现研究的“顶天立地”，勇攀
国家级一流学科的“新高峰”。

□记者 王桂利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月27日，省教育厅与中国科学院沈阳分

院等单位举行科教融合、协同育人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上，省教育厅分别与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

山东能源研究院签订合作协议；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
究所、金属研究所等7家研究单位分别与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齐鲁工业大学等8所高校签订16项合作协议。双方将
在学科共建、研究生联合培养、科技创新和教师交流协作
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推进科教融合、协同育人，力争产
出一批高水平教育教学成果和科技创新成果。

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大科教投入，制定出台深化创新
型省份建设等系列政策措施，搭建了山东产业技术研究
院、高等技术研究院、能源研究院、中科院海洋大科学中
心等高端平台，引进了一批高层次人才团队，科技和人才
对现代化强省建设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记者 王原 通讯员 车慧卿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山东大学护理与康复学院揭牌仪

式暨护理与康复融合发展学术会议在趵突泉校区举行。
山东大学护理与康复学院是在原护理学院基础上，整合

齐鲁医院、第二医院等临床及战略合作企业等相关资源而建
设的学校直属独立建制教学科研单位。学院以学科建设为龙
头，实现护理、康复及相关学科充分融合、优势互补；以体制
机制改革为突破口，构建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和战略咨询委
员会“三会一体”的办学机制；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
深入推进医教、科教、产教融合，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刘珂珂 代亮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山东省第三十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评审结果日前正式公布，济南大学9项成果榜上有名。其
中，马克思主义学院杨立志副教授的《社会整合视域下中
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研究》（专著）获得一等奖。

获奖成果中，文学院宋洪民教授的《八思巴字资料与蒙
古字韵》、代亮副教授的《明末清初遗民群体的立言情结》，商
学院张伟教授的《资源权益金融初探》，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郭峰教授的《地方大学文化与地域文化互动发展研究》、刘福
才副教授的《高校智库的价值定位与可持续发展》等5项成果
获得二等奖。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张继明副教授的《我国大
学章程有效性评估的六个基本维度》等3项成果获得三等奖。

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省政府颁发的全省社会
科学研究最高成果奖，每年评定一次。根据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奖励
意见》，按照《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工作实施
细则》的要求，经意识形态审读、客观赋分、专家接龙打
分、专家会议评选和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委员
会审议，确定最终获奖成果。

□ 本 报 记 者 王 原
本报通讯员 王秀清 王黎

近日，聊城大学2020年师范类专业学生
从业技能大赛展开，来自17个专业的197位
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地走上三尺讲台。台上的
参赛者是各学院从全校2946名师范生中选拔
出来的，台下的评委则是来自济南、烟台、
潍坊、聊城的68位中小学教学名师。在教学
理念与实践、理论与经验的碰撞中，参赛学
生专业素养与心理素质得到提升。近年，聊
城大学一直坚持“强基固本不松手”，高度
重视师范类专业内涵建设和师范生从教技
能、师德培养，构筑“新师范”教育高地。

中学名师给大学生当“导师”

数学科学学院青年教师宋颖是山东省第
一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获得者，按照
学校“光岳系列人才支持计划”的规定，自
然列入“光岳英才”第三层次人才，连续三
年每年给予4万元绩效工资奖励。在七届山
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中，聊城大学共
有9人获得一等奖。

聊城大学出台文件，把荣获山东省高校

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的教师，与获得省科研
奖励的教师待遇等同对待。近年来，聊大更
是每年拿出300万元奖励优秀教学成果，鼓
励教师创新教学，提升师范专业教师的整体
教学水平。同时鼓励师范专业教师到海内外
名校、科研院所访学、进修、攻读博士学
位，开展博士合作研究，提高学术水平。

学校完善“大学—地方政府—中小学”三
位一体教师教育机制，与聊城市、市级重点中
学协同开展培养工作。2018年4月与聊城市政
府签署《共建教师教育基地合作协议书》。
2019年3月“聊城大学卓越教师协同培养基
地”落地聊城一中；今年6月，又与聊城三中签
订了校际协同育人实施办法。聊城市重点中
学在接受聊城大学师范专业本科生见习研习
和教育实习基础上，选派市级及以上教学能
手、教学名师、特级教师担任聊城大学师范本
科生实习“导师”，采用“师徒制”模式，帮助学
生顺利接轨从校园到讲台的“最后一公里”。

严把师范生“入口关”“出口关”

今年9月开学后，聊城大学又有170位公
费师范生回省内15个签约就业市的80多所中
学实习支教，731位普通师范生分赴聊城、

泰安等地的120多所中小学实习支教。自
2008年开始，已有1 . 7万多名聊大师范生先
后到聊城、河北、泰安等地实习支教，受惠
农村中小学生近10万人。

在有效缓解农村义务教育师资数量不
足、教师学科结构性缺编问题的同时，他们
的社会责任、师德修养在教学实践中得到了
锻炼和提升。

聊城大学十分重视师范生的师德养成，
构建了“认知+养成”的师德培养体系。学
校注重树立爱岗敬业的新时代优秀教师形
象，将教书育人楷模、一线优秀中小学教
师、校长请进课堂，提升师范生的职业认同
感和责任感。同时，学校在师范生的选拔过
程中，严把“入口关”和“出口关”。实行
“大类招生、二次选拔、分段培养”，选拔
有从教志向和乐教适教的学生修读师范专
业，学习成绩不达标、面试不合格的学生都
不能申请和入选师范生。在教育教学实习阶
段，还实施了“师德一票否决制”，师德不
合格者，学校也不予颁发毕业证。

对标师范生培养新目标新规格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中小学教改的深化等时代变革，对师范生
培养目标规格提出新要求，聊城大学以师范
类专业认证为抓手，提升专业内涵建设水平。

早在2018年3月，学校即出台《聊城大
学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方案》。2020年又提
出，力争在5年内2-3个师范类专业通过教育
部师范类专业三级认证，7-10个师范类专业
通过二级认证。目前，聊城大学的小学教育
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已经顺利通过师
范类专业国家二级认证，物理学的师范专业
认证工作正在进行中。小学教育、汉语言文
学师范专业获批2019年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思想政治教育等8个师范专业获
批2019年度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教
师职业基本技能微格教学训练》《小学语文
课程与教学论》等22门教师教育课程获批
2019年山东省一流本科课程。

同时，对标教育部《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标准（试行）》，聊城大学完善教师教
育类课程设置，用《现代教育技术》取代了《计
算机应用基础》，作为师范类专业公共必修
课。学校还拟实施“工科+教师教育”模式，在
工科专业中开设教师教育类选修课程模块，
鼓励有志于从教的工科生获得教师资格证
书，为中等职业院校培养高素质专业师资。

学科ESI排名稳居全球前1%；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评B级

山东师大化学学科的“筑峰之路”

19
2020年10月29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蔡明亮 第254期

热线电话：(0531)85193616 Email：dzjr2013@163 .com

聊城大学强化专业内涵建设和师德培养———

师范生师德不合格不发毕业证

省教育厅与中科院沈阳分院等

达成战略合作

山东大学护理与康复学院成立

济大获9项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崔丰韬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为献礼抗美援朝70周年，由中国电影股份

有限公司、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中影动画产业有
限公司出品的动画电影《最可爱的人》近期在全国上映。
潍坊学院传媒学院动画专业教师和同学利用暑假时间，共
同创作完成了上百幅抗美援朝志愿军肖像，以“潍坊学
院”的署名参与项目制作，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动画电影《最可爱的人》，生动展现了中国人民志愿
军的英雄事迹和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表达了中华民族不
畏强暴、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为世界正义
事业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潍坊学院师生参与电影

《最可爱的人》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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