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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文学院 2014 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2014 年，我院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中

国梦”和“群众路线”的指导思想，坚持“内涵提升，创新

驱动，质量优先，结构调整”的发展思路，走以质量提升为

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扎实推进本

科教学各项工作。 

一、本科基本教育情况 

（一）本科人才培养目标 

1.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人格健全，具有中外语言文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

本技能，富有文学创作与评论能力、文化传承与创新能力，

兼具宽广的国际视野与浓郁的本土情怀，能在高等院校及科

研机构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文学艺术、新

闻出版等文化部门从事文学评论、创作、编辑、新闻写作、

语言文字应用等方面工作，在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从事秘

书、宣传和行政管理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2.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本专业培养适应 21 世纪文化产

业和戏剧影视艺术发展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

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综合素质，学术素养与应用能力并重，

文化传承与创新意识兼备的高水平戏剧影视艺术专门人才。

毕业生可以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戏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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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艺术创作、研究、管理、教学等工作，也可以继续在戏剧

学、电影学、广播电视学等专业深造。 

（二）本科生专业设置情况 

文学院现有 2个本科专业，分别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戏

剧影视文学专业。 

表 1.1 文学院本科专业一览 

专业名称 人数 所占比例 

汉语言文学专业 407 79.8%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103 20.2% 

（三）在校生情况 

我院全日制学历教育学生中，有本科生 510 人，硕士研

究生 300 人，博士研究生 40 人，本科生占学生总数的 60%。 

2014 年，学院共 9名学生赴国内其他大学、出国或赴港

澳台学习、访问和交流。当年普通本科招生 117 人，第一志

愿生源充足，第一志愿录取率 62%、新生报到率为 99.1%。 

二、师资与教学条件 

（一）师资数量及结构 

文学院现有教职工 65 人，其中专任教师 50 人。其中，

行政管理人员 15 人，教授 12 人，副教授 17 人，讲师 21 人。

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33 人，占专任教师比例的 66%，硕

士学位教师 13 人，占专任教师比例的 26%；博士生导师 10

人，占专任教师比例的 20%，硕士生导师 28 人，占专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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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的 56%。 

2014 年，我院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2项，甘肃省

社科规划重点委托项目 2项，甘肃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3项。

纵向经费 26 万元，横向经费 67 万元，总经费 93 万元。 

表 2.1 文学院 2014 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重点委托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立项时间

1 甘肃省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

的策略与路径研究 
彭岚嘉 

2014 

2 陇东南历史文化资源整合与

阐释研究 
古世仓 

2014 

 

表2.2文学院2014年甘肃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立项时间

1 敦煌社邑文书语言研究 陈晓强 2014 

2 媒介生态视域下的《玄怪录》

叙事研究 
张同胜 

2014 

3 甘肃微电影的现状、发展及对

策研究 
阮青 

2014 

 

科研成果获奖6 项，张同胜的专著《西游记》与“大西

域”文化关系研究、雷恩海的专著《皇甫谧高士传注释全译》、

彭岚嘉的专著《西部作家的文化姿态》获甘肃省2014年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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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等学校社科成果一等奖；杨玲的论文《先秦法家在秦汉

时期的传播与接受》获得2014年甘肃省高等学校社科成果三

等奖；杨玲的论文《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初探——兼论雷锋精

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获““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全国

征文大赛一等奖。郭树芹的论文《德慧智教育与人文素养提

升探讨》获2014年度中华经典教育论坛理论类最佳论文。 

（二）师资队伍建设与培养 

1．学院现有教职工 65 人，其中教师 50 人（含教授 12

人，副教授 17 人，讲师 21 人），党政管理人员 11 人（含

党委 5人，行政 6人），其他系列 5人（含资料室 1人，培

训部 1人，秘书之友 2人）。 

2．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 31 人，占教师总数的 66%。

校外毕业者 25 人，占教师总数的 50%。 

3．晋升副教授1人（周小莉）。目前教师在职攻读博士

生2人（邓文靖、马梅萍）。 

4．干部队伍建设有了新气象，聘任曾维刚副教授为院

长助理。 

5．聘任梁晓声为我校兼职教授。 

6．选留管理人员 1人（教学秘书刘翠柏）。 

（三）本科生课程主讲教师情况 

我院现有本科生 510 人，其中汉语言文学专业 497 人，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10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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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继续重视本科教学环节，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加强

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完善教学质量监控机制，规范教学检

查制度，切实加强对教学全过程的监控。学院党政领导坚持

每学期“初、中、末”进行三次教学大检查，各研究所不定

期进行教学工作研讨，以所为单位进行年轻教师培训、讲义

审查、课程质量监督等工作。通过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加强基础教育和专业学习，调整课程设置，培养具有多学科

知识背景的复合型人才。 

我院强化了本科生教学实习和社会实践、科研创新项目

的指导工作，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学生人数和专业类型

增加的情况下，调整培养模式，合理配置资源，重点做好本

科教学计划落实、期末考试组织和成绩审核。紧紧围绕“本

科生教学质量工程”，加强课程建设，继续保持使用自编教

材力度。 

全年我院教师对本科生授课总课时为 4983，其中上半年

总课时 2970，辅导答疑 493.5；下半年总课时 2013，辅导答

疑 508.5，其中对本科生授课教授 12 人，占教授系列授课率

100%，副教授 17 人，占副教授系列授课率 100%，讲师 21 人，

占讲师系列授课率 95%。 

    本年度本科生大学英语四级累计过关率 57.8%（去年

58.9％），六级累计过关率为 27.2%（去年为 25.2%）。 

顺利完成甘肃省高考理科类语文试卷的评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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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学基本条件 

学院现有资料室一间，语音教室 1间。 

学院资料室藏书丰富。目前院资料室拥有中外图书近 13

万册，其中有多种大型丛书和类书，还有一批善本图书。完

成日常图书资料的流通借阅，每天完成日均 50 人次、260 册

图书的流通借阅和上架整理。订阅中外文期刊 145 种，完成

近 1400 册期刊的登记、上架、整理装订工作。完成资料室

钢制书架（190）的招标采购工作。近几年，通过学术交流，

又从台湾无偿引进《摛藻堂四库全书》500 卷，《大藏经》

及其《补编》137 卷，此外还有世界佛学名著译丛上百卷。

资料室每年订购中外报刊 200 种。有 6个书库，为学院教师、

博士生、硕士生、留学生、本科生及其他科研人员服务。 

三、 教学建设与改革 

（一）课程建设 

1.汉语言文学专业 

主干课程：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中国古

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概论、外国文学史、中国

当代文学史、文艺美学、比较文学概论、中国文学批评史、

民间文学概论等。 

特色课程：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文艺人类学、甘肃

文化发展研究、西北民族地区语言接触研究等。 

精品课程：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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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2.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主干课程：戏剧影视文学创作、戏剧影视艺术概论、文

学概论、中国戏剧史、外国戏剧史、中外影视史、戏剧影视

文学批评、汉语言文字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等。  

特色课程：戏剧影视文学创作、戏剧影视文学批评、栏

目专题与纪录片、视听语言、影视制作(非线编)、文化产业

经营与管理等。 

精品课程：戏剧影视文学创作、中国戏剧史。 

（二）人才培养方案 

我院根据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重能力的培养原则，

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构建了专业理念先

进、专业目标具体、专业特色鲜明、课程体系科学、课程安

排合理、课程大纲详实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并且汉语言文

学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均制定了副修和双学位专业教学计

划，以满足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培养的要求，为学生提供更多

的发展空间和资源。 

（三）实践教学 

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是教育部“本科教学质

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我院学生科研训

练体系中级别最高，经费投入最多，教师和学生最重视的项

目。2014 年我院强化了本科生教学实习和社会实践、科研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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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项目的指导工作，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表 3.1 国家创新创业行动计划项目 

项目名称 申请人 指导老师 

文化消费语境下“轻电影”

热现象研究 
王鹤翔 

赵晓珊/高飞

（校外） 

甘肃本土题材纪录片的发

展现状——与传播对策研

究 

张璇 赵世杰/臧海群

族刑与明代初期文风转折

研究 
杨宜师 宁俊红 

明中后期《史记》异生异

相叙事的文学评点研究 
田晓箐 曾维刚 

 

四、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为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加强我院本科教学工作，

建立理念先进、组织合理、管理科学、质量优良的人才培养

体系，提升学生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经学院党政联席会研

究决定，我院将对申报晋升职称的教师进行教学评估。申请

职称的教师需要提前半年向学院申请课堂教学质量评估。课

堂教学质量评估包括教师自评、学生评价和学院专家评价三

个部分。鼓励教师积极申报参选学校十大教师、隆基教育教

学奖及省级以上教学名师奖。这一系列措施将进一步提高教



 9

师在本科生教学方面的责任意识，引导教师向本科教学方面

倾注更多精力，从而保障了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 

其次，教学质量的保障离不开学院的指导与监督。学院

成立了以庆振轩教授为负责人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以学院

党政一把手为负责人的学院教学运行情况检查小组，对青年

教师综合能力提升和本科教学的正常运行进行有效的指导

和监督。在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教学运行检查小组的指导与监

督之下，本科生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得到了提升，教师讲

授课程能力与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得到

了有效的保障。 

五、学生成长与发展 

文学院在不断完善基础教育体系的前提下，重视学生适

应社会能力、创新意识、独立人格的培养。课堂讲授与课外

阅读结合，高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学生自主能动性的

发挥与学院教师的指导结合，取得了成效。 

文学院继承优良传统，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和组织社团活

动。社团组织有五泉文学社、红楼梦爱好者协会，还有青年

志愿者协会和素质拓展中心。这些社团定期不定期地举办活

动，学生在活动中关注现实，关注人生，拓展视野，畅谈古

今，展现了同学们的风采。 

文学院《文苑》、《五泉》定期出版，同学们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文如泉涌，才济天下，发表了一篇篇原创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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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散文、随笔，发布一篇篇影评、文字评论，以文会友，

使之成为兄弟院校了解兰大文学院的一个窗口。 

在学院党团组织的指导下，社团组织自我管理，不断拓

展，展示了同学们不断成长的轨迹。12 月底，我院大型话剧

《青春禁忌游戏》成功上演，实现了由校院到社会，由书本

到实践，同学们的思想境界进一步提升，专业学习得到验证

和提高。 

国家级创新创业立项共 4项，分别为《文化消费语境下

“轻电影”热现象研究》、《甘肃本土题材纪录片的发展现

状——与传播对策研究》、《族刑与明代初期文风转折研究》、

《明中后期<史记>异生异相叙事的文学评点研究》，就这些

创新创业项目而言，它们遵循了立足西部突出特色，介入主

流文化研究的宗旨，显示了文学院师生在夯实基础、强化创

新创业意识培养方面的努力和学生的发展潜力。 

六、特色发展 

（一）教学科研结合，以科研促教学，已成为多数教师

的自觉意识。教师能够将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带入本科

生课堂，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了学生参与科研创新

的能力。 

（二）“一人两课，一课两人”的设想逐步完善。一人

两课指由一人主讲两门专业类课程，一课两人指由两人主讲

一门专业类课程，有效地避免了由主讲教师人事变动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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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课现象。 

（三）以研究所取代教研室之后，教研工作一度被忽视

的状况有了改变，学院加强了主干基础教学队伍的建设，设

定发展目标，加强了校级、省级精品课程建设，在学院争取

各级精品课程的前提下，要求每个研究所有自己的精品课程，

每位教师有个人最得心应手的课程。 

七、问题与展望 

广纳贤才，立足西部，胸怀全国，眼观世界。在稳定中

提高，在引进中提升，在交流中不断丰富壮大。立足西部，

突出特色，西北部甘肃地方语言研究，西部少数民族语言接

触研究，敦煌语言学研究。充分利用国家平台，建设文化大

省的战略构想。 

（一）存在的问题： 

1.师资力量不足。 

2.课程开设门类不够。 

3.“戏剧与影视学”划入艺术学门类，该学科的建设迫

在眉睫。 

4.学生参加专业类大赛的人数较少，成绩不够理想。 

5.教学设备相对落后，亟待改善。 

6.资料室建设滞后，电子图书资源相对紧缺。 

（二）展望： 

1.多种渠道引进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及优秀应届博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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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 

2．努力调整和优化师资结构，健全和完善现有课程体

系。 

3．加强“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的建设。 

4．积极宣传专业类大赛的相关信息，通过选拔优秀人

才、指定专业老师进行指导的方式提高学生参加专业类大赛

的水平。 

5．努力争取教育部 985工程建设与学校专项经费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