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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观点基本观点基本观点基本观点基本观点基本观点基本观点基本观点

地方大学应扎根地方发展，用地方大学应扎根地方发展，用

自己的高水平教育质量和办学特色自己的高水平教育质量和办学特色
为地方发展服务，并从这里走向全为地方发展服务，并从这里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国，走向世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关于扎关于扎关于扎关于扎、、、、关于扎关于扎关于扎关于扎根地方的大学发展问题根地方的大学发展问题根地方的大学发展问题根地方的大学发展问题根地方的大学发展问题根地方的大学发展问题根地方的大学发展问题根地方的大学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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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扎根地方，就所谓扎根地方，就

是立足省市、立足区是立足省市、立足区
域，从自己所处的办学域，从自己所处的办学
空间和时间出发，举办空间和时间出发，举办
并办好高等教育。并办好高等教育。

所谓大学发展，就所谓大学发展，就

是发展学科专业，发是发展学科专业，发
展科学研究，发展社展科学研究，发展社
会服务，会服务，建设有特色建设有特色
的高水平的大学的高水平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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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

西华师范大学是驻南充市的省立大学。四川省现西华师范大学是驻南充市的省立大学。四川省现
有有88008800多万人口，南充地区现有多万人口，南充地区现有750750万人口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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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创办于创办于创办于创办于创办于创办于创办于创办于19461946194619461946194619461946
年年年年，，，，校址一直设在南充市校址一直设在南充市校址一直设在南充市校址一直设在南充市年年年年，，，，校址一直设在南充市校址一直设在南充市校址一直设在南充市校址一直设在南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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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多年来六十多年来六十多年来六十多年来，，，，西华师范大学坚持走扎根地方西华师范大学坚持走扎根地方西华师范大学坚持走扎根地方西华师范大学坚持走扎根地方
和特色发展之路和特色发展之路和特色发展之路和特色发展之路，，，，现已成为四川省公立重点现已成为四川省公立重点现已成为四川省公立重点现已成为四川省公立重点大学大学大学大学
，，，，全全全全省教师培养省教师培养省教师培养省教师培养、、、、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教师培训基地教师培训基地教师培训基地教师培训基地，，，，四四四四
川高等师范教育的排头兵川高等师范教育的排头兵川高等师范教育的排头兵川高等师范教育的排头兵，，，，西部高等教育的重要西部高等教育的重要西部高等教育的重要西部高等教育的重要
方面军方面军方面军方面军。。。。

六十多年来六十多年来六十多年来六十多年来，，，，西华师范大学坚持走扎根地方西华师范大学坚持走扎根地方西华师范大学坚持走扎根地方西华师范大学坚持走扎根地方
和特色发展之路和特色发展之路和特色发展之路和特色发展之路，，，，现已成为四川省公立重点现已成为四川省公立重点现已成为四川省公立重点现已成为四川省公立重点大学大学大学大学
，，，，全全全全省教师培养省教师培养省教师培养省教师培养、、、、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教师培训基地教师培训基地教师培训基地教师培训基地，，，，四四四四
川高等师范教育的排头兵川高等师范教育的排头兵川高等师范教育的排头兵川高等师范教育的排头兵，，，，西部高等教育的重要西部高等教育的重要西部高等教育的重要西部高等教育的重要
方面军方面军方面军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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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环环环
境境境境

大学的精神大学的精神大学的精神大学的精神、、、、大学的学问大学的学问大学的学问大学的学问，，，，是超越时空是超越时空是超越时空是超越时空
的的的的，，，，是没有疆界的是没有疆界的是没有疆界的是没有疆界的，，，，但大学又必须办在具但大学又必须办在具但大学又必须办在具但大学又必须办在具
体空间位置或地方场所体空间位置或地方场所体空间位置或地方场所体空间位置或地方场所，，，，大学依赖于物质大学依赖于物质大学依赖于物质大学依赖于物质
环境环境环境环境，，，，应当服从服务于地方建设发展应当服从服务于地方建设发展应当服从服务于地方建设发展应当服从服务于地方建设发展。。。。

大学的精神大学的精神大学的精神大学的精神、、、、大学的学问大学的学问大学的学问大学的学问，，，，是超越时空是超越时空是超越时空是超越时空
的的的的，，，，是没有疆界的是没有疆界的是没有疆界的是没有疆界的，，，，但大学又必须办在具但大学又必须办在具但大学又必须办在具但大学又必须办在具
体空间位置或地方场所体空间位置或地方场所体空间位置或地方场所体空间位置或地方场所，，，，大学依赖于物质大学依赖于物质大学依赖于物质大学依赖于物质
环境环境环境环境，，，，应当服从服务于地方建设发展应当服从服务于地方建设发展应当服从服务于地方建设发展应当服从服务于地方建设发展。。。。

办学条件办学条件办学条件办学条件办学条件办学条件办学条件办学条件

二二二二、、、、扎根地方办大学扎根地方办大学扎根地方办大学扎根地方办大学二二二二、、、、扎根地方办大学扎根地方办大学扎根地方办大学扎根地方办大学的条的条的条的条的条的条的条的条件件件件件件件件和意和意和意和意和意和意和意和意义义义义义义义义



作为曾是晚发西部地
区、传统农业地区的四
川省及南充市，对教育
和教师需求的基础性、
先导性，要求师范大学
培养“下得去、留得
住、用得上”的本科毕

业教师。

地方社会需求是学校
持续发展的强大动
力，是学校特色发展
的深厚基础。六十多
年来，学校坚持服务
基础教育不动摇，努
力打造教师教育品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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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需需需 求求求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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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氛围氛围氛围

学校与外部环境和谐相处学校与外部环境和谐相处学校与外部环境和谐相处学校与外部环境和谐相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区域文化、、、、乡乡乡乡
土文化对大学有着积极影响土文化对大学有着积极影响土文化对大学有着积极影响土文化对大学有着积极影响，，，，且学校所在且学校所在且学校所在且学校所在
地区今日之地区今日之地区今日之地区今日之便利交通便利交通便利交通便利交通、、、、发达发达发达发达通讯等条件通讯等条件通讯等条件通讯等条件，，，，
疏散清新疏散清新疏散清新疏散清新、、、、田园牧歌式的校园环境田园牧歌式的校园环境田园牧歌式的校园环境田园牧歌式的校园环境，，，，更有更有更有更有
利利利利于师生学习和研究于师生学习和研究于师生学习和研究于师生学习和研究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学校与外部环境和谐相处学校与外部环境和谐相处学校与外部环境和谐相处学校与外部环境和谐相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区域文化、、、、乡乡乡乡
土文化对大学有着积极影响土文化对大学有着积极影响土文化对大学有着积极影响土文化对大学有着积极影响，，，，且学校所在且学校所在且学校所在且学校所在
地区今日之地区今日之地区今日之地区今日之便利交通便利交通便利交通便利交通、、、、发达发达发达发达通讯等条件通讯等条件通讯等条件通讯等条件，，，，
疏散清新疏散清新疏散清新疏散清新、、、、田园牧歌式的校园环境田园牧歌式的校园环境田园牧歌式的校园环境田园牧歌式的校园环境，，，，更有更有更有更有
利利利利于师生学习和研究于师生学习和研究于师生学习和研究于师生学习和研究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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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地方的条件和需求，极大地制约着
我校的服务面向、学科结构以及人才培养规
格。同时，从教学走向科研、从教学科研走
向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三位一体”，从地方走

向全国、从国内走向国际，这种世界大学发
展的历史趋势也要求我们，办大学应从教学
做起、从为地方服务做起 。



价值意义价值意义价值意义价值意义价值意义价值意义价值意义价值意义

高校高校高校高校
持续持续持续持续
发展发展发展发展
的不的不的不的不
竭动竭动竭动竭动
力力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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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扎根地方大学扎根地方大学扎根地方大学扎根地方，，，，从地方从地方从地方从地方
获得的大量生源获得的大量生源获得的大量生源获得的大量生源、、、、课题和课题和课题和课题和
岗位岗位岗位岗位，，，，地方对大学不断地方对大学不断地方对大学不断地方对大学不断的的的的
投入和支持投入和支持投入和支持投入和支持 ，，，，使之根深使之根深使之根深使之根深
叶茂叶茂叶茂叶茂，，，，欣欣向荣欣欣向荣欣欣向荣欣欣向荣，，，，蒸蒸日蒸蒸日蒸蒸日蒸蒸日
上上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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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根据地方人才需求办学高校根据地方人才需求办学高校根据地方人才需求办学高校根据地方人才需求办学，，，，并从地并从地并从地并从地
方吸纳大量的人财物资源来发展壮大方吸纳大量的人财物资源来发展壮大方吸纳大量的人财物资源来发展壮大方吸纳大量的人财物资源来发展壮大
自己自己自己自己。。。。

地方人际关系地方人际关系地方人际关系地方人际关系、、、、风俗习惯风俗习惯风俗习惯风俗习惯、、、、乡土文化不乡土文化不乡土文化不乡土文化不
断地向高校渗透断地向高校渗透断地向高校渗透断地向高校渗透 ,使之独具神韵使之独具神韵使之独具神韵使之独具神韵。。。。

办学办学办学办学特色特色特色特色
以以以以人才培人才培人才培人才培
养的地区养的地区养的地区养的地区
性和行业性和行业性和行业性和行业
性性性性为主要为主要为主要为主要
表象表象表象表象，，，，以以以以
其特殊性其特殊性其特殊性其特殊性
和优质性和优质性和优质性和优质性
为本质规为本质规为本质规为本质规
定定定定.办学特办学特办学特办学特
色是价值色是价值色是价值色是价值
与使用价与使用价与使用价与使用价
值的统一值的统一值的统一值的统一

高高高高
校校校校
特特特特
色色色色
发发发发
展展展展
的的的的
必必必必
由由由由
之之之之
路路路路

办学特色是高校进行对外交流合作的前办学特色是高校进行对外交流合作的前办学特色是高校进行对外交流合作的前办学特色是高校进行对外交流合作的前
提条件和宝贵资源提条件和宝贵资源提条件和宝贵资源提条件和宝贵资源。。。。



高校走向全国高校走向全国高校走向全国高校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根据地走向世界的根据地走向世界的根据地走向世界的根据地

相对稳定的教育市场相对稳定的教育市场相对稳定的教育市场相对稳定的教育市场

对外发展的牢固基础对外发展的牢固基础对外发展的牢固基础对外发展的牢固基础

平安校园的根本保障平安校园的根本保障平安校园的根本保障平安校园的根本保障

相对稳定的教育市场相对稳定的教育市场相对稳定的教育市场相对稳定的教育市场

对外发展的牢固基础对外发展的牢固基础对外发展的牢固基础对外发展的牢固基础

平安校园的根本保障平安校园的根本保障平安校园的根本保障平安校园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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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总体定位办学总体定位办学总体定位办学总体定位
（（（（类型定位类型定位类型定位类型定位））））

以教师教育为特色和优以教师教育为特色和优以教师教育为特色和优以教师教育为特色和优
势势势势，，，，建设多学科协调发建设多学科协调发建设多学科协调发建设多学科协调发
展的教学研究型大学展的教学研究型大学展的教学研究型大学展的教学研究型大学

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

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正确决策特色办学定位正确决策特色办学定位正确决策特色办学定位正确决策特色办学定位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正确决策特色办学定位正确决策特色办学定位正确决策特色办学定位正确决策特色办学定位

三三三三、、、、扎根地方的大学发展之目标和实践扎根地方的大学发展之目标和实践扎根地方的大学发展之目标和实践扎根地方的大学发展之目标和实践三三三三、、、、扎根地方的大学发展之目标和实践扎根地方的大学发展之目标和实践扎根地方的大学发展之目标和实践扎根地方的大学发展之目标和实践



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

立足四川 面向西部

辐射全国

服务面定位



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

办学层次定位

积极发展
研究生教育

以本科教育
为主体和基础

开办社会亟需
应用学科教育



学科专业定位学科专业定位学科专业定位学科专业定位

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

文理为主文理为主文理为主文理为主
突出师范性突出师范性突出师范性突出师范性

专科为补专科为补专科为补专科为补
突出职业性突出职业性突出职业性突出职业性工科为辅工科为辅工科为辅工科为辅

突出应用性突出应用性突出应用性突出应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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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规格定位人才规格定位人才规格定位人才规格定位

把把把把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知识知识知识知识））））与工程与工程与工程与工程（（（（技术技术技术技术）、）、）、）、学学学学
习与研究习与研究习与研究习与研究、、、、精英与大众精英与大众精英与大众精英与大众、、、、通才与专才教通才与专才教通才与专才教通才与专才教
育的有机结合育的有机结合育的有机结合育的有机结合，，，，培养德才兼备的专业性培养德才兼备的专业性培养德才兼备的专业性培养德才兼备的专业性
人才人才人才人才、、、、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宽口径宽口径宽口径宽口径
厚基础的高素质人才厚基础的高素质人才厚基础的高素质人才厚基础的高素质人才、、、、创新实践能力强创新实践能力强创新实践能力强创新实践能力强
的优秀人才的优秀人才的优秀人才的优秀人才。。。。



5544个本科个本科个本科个本科专业专业专业专业个本科个本科个本科个本科专业专业专业专业

3535个硕士个硕士个硕士个硕士个硕士个硕士个硕士个硕士

学位点学位点学位点学位点学位点学位点学位点学位点

11、、、、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进行学科专业设置与结构调整进行学科专业设置与结构调整进行学科专业设置与结构调整进行学科专业设置与结构调整、、、、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进行学科专业设置与结构调整进行学科专业设置与结构调整进行学科专业设置与结构调整进行学科专业设置与结构调整

44个专业学个专业学个专业学个专业学个专业学个专业学个专业学个专业学

位点位点位点位点位点位点位点位点

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

44个学科联合培个学科联合培个学科联合培个学科联合培个学科联合培个学科联合培个学科联合培个学科联合培

养博士研究生养博士研究生养博士研究生养博士研究生养博士研究生养博士研究生养博士研究生养博士研究生

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大力开展特色实践活动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大力开展特色实践活动



22、、、、、、、、 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优化专优化专优化专优化专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优化专优化专优化专优化专

业课程教学业课程教学业课程教学业课程教学，，，，强化通识和实践课程教学强化通识和实践课程教学强化通识和实践课程教学强化通识和实践课程教学，，，，业课程教学业课程教学业课程教学业课程教学，，，，强化通识和实践课程教学强化通识和实践课程教学强化通识和实践课程教学强化通识和实践课程教学，，，，
构构构构构构构构建学科建学科建学科建学科、、、、专业与课程有机结合专业与课程有机结合专业与课程有机结合专业与课程有机结合建学科建学科建学科建学科、、、、专业与课程有机结合专业与课程有机结合专业与课程有机结合专业与课程有机结合，，，，，，，，教学教学教学教学、、、、教学教学教学教学、、、、
研究与实习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习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习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习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习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习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习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习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



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

教学立校教学立校教学立校教学立校教学立校教学立校教学立校教学立校

以本科教育为主体

以教学质量为生命

33、、、、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坚持教学立坚持教学立坚持教学立坚持教学立、、、、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建设发展需要，，，，坚持教学立坚持教学立坚持教学立坚持教学立
校校校校、、、、科研强校科研强校科研强校科研强校、、、、特色名校的办学思路特色名校的办学思路特色名校的办学思路特色名校的办学思路校校校校、、、、科研强校科研强校科研强校科研强校、、、、特色名校的办学思路特色名校的办学思路特色名校的办学思路特色名校的办学思路

科研强校科研强校科研强校科研强校科研强校科研强校科研强校科研强校

创新文化知识

提升教学水平

特色名校特色名校特色名校特色名校特色名校特色名校特色名校特色名校

以教师教育为品牌优势

以文理基础为学科主体

以地方基层为服务面向

以教学教研为工作中心

以求实创新为学风校风



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

44、、、、充分开发和利用地方人力资源充分开发和利用地方人力资源充分开发和利用地方人力资源充分开发和利用地方人力资源、、、、充分开发和利用地方人力资源充分开发和利用地方人力资源充分开发和利用地方人力资源充分开发和利用地方人力资源

55、、、、大力争取地方物力财力支持大力争取地方物力财力支持大力争取地方物力财力支持大力争取地方物力财力支持、、、、大力争取地方物力财力支持大力争取地方物力财力支持大力争取地方物力财力支持大力争取地方物力财力支持

66、、、、积极参与地区建设发展事务积极参与地区建设发展事务积极参与地区建设发展事务积极参与地区建设发展事务、、、、积极参与地区建设发展事务积极参与地区建设发展事务积极参与地区建设发展事务积极参与地区建设发展事务



60多年共培养多年共培养多年共培养多年共培养16万万万万
毕业生毕业生毕业生毕业生，，，，成为四川教育成为四川教育成为四川教育成为四川教育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母机母机母机母机”和教师和教师和教师和教师“摇摇摇摇
篮篮篮篮”，，，，被誉为被誉为被誉为被誉为“读书好地读书好地读书好地读书好地
方方方方，，，，选才好去处选才好去处选才好去处选才好去处”。。。。

60多年共培养多年共培养多年共培养多年共培养16万万万万
毕业生毕业生毕业生毕业生，，，，成为四川教育成为四川教育成为四川教育成为四川教育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母机母机母机母机”和教师和教师和教师和教师“摇摇摇摇
篮篮篮篮”，，，，被誉为被誉为被誉为被誉为“读书好地读书好地读书好地读书好地
方方方方，，，，选才好去处选才好去处选才好去处选才好去处”。。。。

对基础教育的贡献对基础教育的贡献对基础教育的贡献对基础教育的贡献对基础教育的贡献对基础教育的贡献对基础教育的贡献对基础教育的贡献

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

主要成果主要成果

四四四四、、、、扎根地方发展大学扎根地方发展大学扎根地方发展大学扎根地方发展大学四四四四、、、、扎根地方发展大学扎根地方发展大学扎根地方发展大学扎根地方发展大学之成之成之成之成之成之成之成之成果果果果果果果果和展和展和展和展和展和展和展和展望望望望望望望望



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

•• 目前在校生目前在校生目前在校生目前在校生目前在校生目前在校生目前在校生目前在校生3000030000余人余人余人余人、、、、教职工教职工教职工教职工余人余人余人余人、、、、教职工教职工教职工教职工
20002000余人余人余人余人；；；；现有国家级本科特色专现有国家级本科特色专现有国家级本科特色专现有国家级本科特色专余人余人余人余人；；；；现有国家级本科特色专现有国家级本科特色专现有国家级本科特色专现有国家级本科特色专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44个个个个，，，，省级本科人才培养基地省级本科人才培养基地省级本科人才培养基地省级本科人才培养基地个个个个，，，，省级本科人才培养基地省级本科人才培养基地省级本科人才培养基地省级本科人才培养基地1111
个个个个，，，，省级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个个个个，，，，省级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99个个个个。。。。个个个个。。。。

•• 对四川新升格对四川新升格对四川新升格对四川新升格对四川新升格对四川新升格对四川新升格对四川新升格1010所本科师范院校有所本科师范院校有所本科师范院校有所本科师范院校有所本科师范院校有所本科师范院校有所本科师范院校有所本科师范院校有
着很大示范和辐射作用着很大示范和辐射作用着很大示范和辐射作用着很大示范和辐射作用。。。。着很大示范和辐射作用着很大示范和辐射作用着很大示范和辐射作用着很大示范和辐射作用。。。。

•• 19961996年面向全国招生年面向全国招生年面向全国招生年面向全国招生，，，，年面向全国招生年面向全国招生年面向全国招生年面向全国招生，，，，19971997年开年开年开年开年开年开年开年开
始招收国外留学生始招收国外留学生始招收国外留学生始招收国外留学生。。。。目前学校各个目前学校各个目前学校各个目前学校各个始招收国外留学生始招收国外留学生始招收国外留学生始招收国外留学生。。。。目前学校各个目前学校各个目前学校各个目前学校各个
专业同时面向国内外招生专业同时面向国内外招生专业同时面向国内外招生专业同时面向国内外招生。。。。专业同时面向国内外招生专业同时面向国内外招生专业同时面向国内外招生专业同时面向国内外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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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研究的贡献对科学研究的贡献对科学研究的贡献对科学研究的贡献对科学研究的贡献对科学研究的贡献对科学研究的贡献对科学研究的贡献

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

优势科研方向例举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
大熊猫与卧龙自然保护

中国古代文学：巴蜀文化与
南部县志研究

教育学：教育教学理论与教
育技术研发

政治学：四川基层民主建设
与社区治理研究

生物化学：嘉陵江流域生态
屏障建设与污染治理

2006年以来年以来年以来年以来，，，，学校获得学校获得学校获得学校获得
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7项项项项；；；；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科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科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科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科
研论文研论文研论文研论文7300余篇余篇余篇余篇，，，，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SCI、、、、EI、、、、ISTP、、、、ISR四大四大四大四大
检索收录论文检索收录论文检索收录论文检索收录论文1170篇篇篇篇，，，，
CSSCI收录收录收录收录1001篇篇篇篇；；；；出版学出版学出版学出版学
术专术专术专术专（（（（译译译译））））著著著著、、、、教材教材教材教材145部部部部；；；；
获国家获国家获国家获国家、、、、省政府奖省政府奖省政府奖省政府奖30项项项项。。。。

2006年以来年以来年以来年以来，，，，学校获得学校获得学校获得学校获得
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7项项项项；；；；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科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科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科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科
研论文研论文研论文研论文7300余篇余篇余篇余篇，，，，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SCI、、、、EI、、、、ISTP、、、、ISR四大四大四大四大
检索收录论文检索收录论文检索收录论文检索收录论文1170篇篇篇篇，，，，
CSSCI收录收录收录收录1001篇篇篇篇；；；；出版学出版学出版学出版学
术专术专术专术专（（（（译译译译））））著著著著、、、、教材教材教材教材145部部部部；；；；
获国家获国家获国家获国家、、、、省政府奖省政府奖省政府奖省政府奖30项项项项。。。。



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

对地
方经
济文
化发
展的
贡献

开发人力资源

提供科技支持

拉动城市需求

提高城市品位



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

••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正确处理区域性与全国性正确处理区域性与全国性正确处理区域性与全国性正确处理区域性与全国性、、、、正确处理区域性与全国性正确处理区域性与全国性正确处理区域性与全国性正确处理区域性与全国性、、、、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既要扎根与适既要扎根与适既要扎根与适既要扎根与适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既要扎根与适既要扎根与适既要扎根与适既要扎根与适
应应应应，，，，又要突围与超越又要突围与超越又要突围与超越又要突围与超越，，，，逐步扩大对外交流合作范围和领域逐步扩大对外交流合作范围和领域逐步扩大对外交流合作范围和领域逐步扩大对外交流合作范围和领域，，，，扩大在全国扩大在全国扩大在全国扩大在全国应应应应，，，，又要突围与超越又要突围与超越又要突围与超越又要突围与超越，，，，逐步扩大对外交流合作范围和领域逐步扩大对外交流合作范围和领域逐步扩大对外交流合作范围和领域逐步扩大对外交流合作范围和领域，，，，扩大在全国扩大在全国扩大在全国扩大在全国
和国外的招生数量和国外的招生数量和国外的招生数量和国外的招生数量，，，，把办学特色推向全国和世界把办学特色推向全国和世界把办学特色推向全国和世界把办学特色推向全国和世界。。。。和国外的招生数量和国外的招生数量和国外的招生数量和国外的招生数量，，，，把办学特色推向全国和世界把办学特色推向全国和世界把办学特色推向全国和世界把办学特色推向全国和世界。。。。

•• 要进一步加强与巩固办学根基要进一步加强与巩固办学根基要进一步加强与巩固办学根基要进一步加强与巩固办学根基。。。。密切联系地方实际密切联系地方实际密切联系地方实际密切联系地方实际，，，，适应西部大开发和适应西部大开发和适应西部大开发和适应西部大开发和要进一步加强与巩固办学根基要进一步加强与巩固办学根基要进一步加强与巩固办学根基要进一步加强与巩固办学根基。。。。密切联系地方实际密切联系地方实际密切联系地方实际密切联系地方实际，，，，适应西部大开发和适应西部大开发和适应西部大开发和适应西部大开发和
城乡一体化建设需要城乡一体化建设需要城乡一体化建设需要城乡一体化建设需要，，，，走内涵发展之路走内涵发展之路走内涵发展之路走内涵发展之路，，，，把师范专业做强把师范专业做强把师范专业做强把师范专业做强、、、、文理专业做文理专业做文理专业做文理专业做城乡一体化建设需要城乡一体化建设需要城乡一体化建设需要城乡一体化建设需要，，，，走内涵发展之路走内涵发展之路走内涵发展之路走内涵发展之路，，，，把师范专业做强把师范专业做强把师范专业做强把师范专业做强、、、、文理专业做文理专业做文理专业做文理专业做
精精精精、、、、应用专业做实应用专业做实应用专业做实应用专业做实，，，，积极推进教师教育向专业化积极推进教师教育向专业化积极推进教师教育向专业化积极推进教师教育向专业化、、、、一体化一体化一体化一体化、、、、开放化开放化开放化开放化、、、、高高高高精精精精、、、、应用专业做实应用专业做实应用专业做实应用专业做实，，，，积极推进教师教育向专业化积极推进教师教育向专业化积极推进教师教育向专业化积极推进教师教育向专业化、、、、一体化一体化一体化一体化、、、、开放化开放化开放化开放化、、、、高高高高
学历化发展学历化发展学历化发展学历化发展，，，，进一步凝聚和提升办学特色优势进一步凝聚和提升办学特色优势进一步凝聚和提升办学特色优势进一步凝聚和提升办学特色优势，，，，不断地加以发扬光大不断地加以发扬光大不断地加以发扬光大不断地加以发扬光大。。。。学历化发展学历化发展学历化发展学历化发展，，，，进一步凝聚和提升办学特色优势进一步凝聚和提升办学特色优势进一步凝聚和提升办学特色优势进一步凝聚和提升办学特色优势，，，，不断地加以发扬光大不断地加以发扬光大不断地加以发扬光大不断地加以发扬光大。。。。

•• 要坚持服务地方与服务行业的统一要坚持服务地方与服务行业的统一要坚持服务地方与服务行业的统一要坚持服务地方与服务行业的统一。。。。突出重点突出重点突出重点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兼顾一般兼顾一般兼顾一般，，，，要坚持服务地方与服务行业的统一要坚持服务地方与服务行业的统一要坚持服务地方与服务行业的统一要坚持服务地方与服务行业的统一。。。。突出重点突出重点突出重点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兼顾一般兼顾一般兼顾一般，，，，““有所为有有所为有有所为有有所为有有所为有有所为有有所为有有所为有
所不为所不为所不为所不为所不为所不为所不为所不为””，，，，走师范与非师范走师范与非师范走师范与非师范走师范与非师范、、、、单科与多科单科与多科单科与多科单科与多科、、、、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协调发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协调发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协调发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协调发，，，，走师范与非师范走师范与非师范走师范与非师范走师范与非师范、、、、单科与多科单科与多科单科与多科单科与多科、、、、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协调发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协调发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协调发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协调发
展之路展之路展之路展之路。。。。展之路展之路展之路展之路。。。。

积积积积积积积积6060多年的办学经验多年的办学经验多年的办学经验多年的办学经验，，，，我们的基本结论是我们的基本结论是我们的基本结论是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多年的办学经验多年的办学经验多年的办学经验多年的办学经验，，，，我们的基本结论是我们的基本结论是我们的基本结论是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坚持坚持坚持坚持扎根地扎根地扎根地扎根地扎根地扎根地扎根地扎根地

方与创建特色大学是一条成功的道路方与创建特色大学是一条成功的道路方与创建特色大学是一条成功的道路方与创建特色大学是一条成功的道路。。。。特色特色特色特色方与创建特色大学是一条成功的道路方与创建特色大学是一条成功的道路方与创建特色大学是一条成功的道路方与创建特色大学是一条成功的道路。。。。特色特色特色特色大学是大学是大学是大学是大学是大学是大学是大学是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大学大学大学大学大学大学大学大学
与高水平大学的统一与高水平大学的统一与高水平大学的统一与高水平大学的统一，，，，今后我们今后我们今后我们今后我们与高水平大学的统一与高水平大学的统一与高水平大学的统一与高水平大学的统一，，，，今后我们今后我们今后我们今后我们将继续走特色发展之路将继续走特色发展之路将继续走特色发展之路将继续走特色发展之路将继续走特色发展之路将继续走特色发展之路将继续走特色发展之路将继续走特色发展之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此此此此，，，，我们有以下几点思考我们有以下几点思考我们有以下几点思考我们有以下几点思考：：：：此此此此，，，，我们有以下几点思考我们有以下几点思考我们有以下几点思考我们有以下几点思考：：：：

未来展望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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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扎根地方与创建特色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