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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4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2014 年，在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在教务处的指导下，

我院师生齐心协力，本科教学工作顺利进行，全年没有出现

教学事故。学院积极推行教革、提高教师业务能力、各语种

测试和各类竞赛顺利进行、积极举办校园文化活动，营造浓

烈的外语学习氛围，以提升办学水平。 

第一部分：本科教学概况 

一、办学理念 

以培养具有爱国敬业的高尚情操、表里如一的人格修养、

锐意进取的创新思维、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人才为根本使

命。 

二、专业及学生 

外国语学院设有英、俄、日、德、法语五个本科专业。

共有本科生 656 人。 

三、师资及教学条件 

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127 人，外籍教

师15人。其中，教授：13人，占10.23%； 

副教授：31 人，占 24.41%；讲师：73

人，占 57.48%； 助教：10 人，占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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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时数 

2014 年，外国语学院共开课 264 门数、707 门次，开课

学时 36948 学时，其中给本院授课 17730 学时，给外院开设

19218 学时，是全校教学任务最重的学院。  

第二部分：教学水平提升和创新 

一、教学水平提升 

（一）积极申报基础课教学团队 

2014 年，学校提出坚持走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为核心的

内涵式发展道路，促进教师教学发展，加快课堂教学改革，

推动文化育人、实践育人、合作育人，建设一批国际有影响

的、国内一流的教学团队。 

我院按照要求，积极申报，最终学院确定申报综合英语

教学团队、俄语精读教学团队、德语精读教学团队。经过学

校审核，三支团队全部获批。 

（二）实践教学 

继我院已在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国际太阳能技术促进转让中心、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甘肃省委员会、甘肃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建立“兰州大学

外语教育实训基地”。我院新增兰州市第二中学、甘肃康辉

旅行社、新东方兰州学校三个外语教育实训基地 

每年根据实训基地的工作安排，分批次派出学生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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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开展外事服务、口译、笔译、行政事务等相关实习和实

践锻炼，参与了青海环湖赛、兰州国际贸易洽谈会、兰州国

际马拉松等多项省内的大型活动。 

为提高培养质量，推动教学改革，学院鼓励一至三年级

本科生开展自主教学、就业实习。本次活动从 2010 年底开

始酝酿，经过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反复讨论，并广泛征求教师

和学生的意见，于 2011 年 4 月底形成《兰州大学外国语学

院教学、就业实习管理暂行办法》。全体在校本科生利用暑

假开展翻译、教学、文秘、社会服务等内容丰富的实习活动，

已持续三年。经过召开学生实习座谈会，了解学生实习的内

容和遇到的问题，学生实习的过程和制度现已逐渐规范和完

善。 

2014 年，1名本科生获得第十六届“君政基金”立项资

助，2名本科生获得学校 2015 年“本科教学工程”国家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学院有 6个项目获得学校

创新创业行动计划立项，24 支团队获得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立

项，25 名研究生参加了“青海省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贸合

作圆桌会议”、“亚洲部分地区孔子学院联席会议”等国际会

议的翻译工作。 

实践证明，开展实习活动让同学们开阔了眼界、锻炼了

心智、找出了差距、明确了目标，也提升了创造生活、服务

社会的能力，是提高培养质量，促进学生知行合一，全面发



4 
 

展的有益尝试。 

（三）课堂教学 

1.教案撰写   

我院注重教师教案撰写情况，要求每门课均需具备教案，

由学院设计教案模板，授课教师按格式撰写。同时，学院高

度重视检查工作，每学年由院长查看并提出意见，精选出规

范、严谨、条理清楚的教案由老师参观借鉴。 

2.课堂教学设计 

大多数教师都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多种教学媒体，

尽力调动学生情绪，活跃课堂气氛，鼓励学生思考，激发学

生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保证了课堂教学质量。 

3.教学总结与反思 

我院各系部不定期碰头讨论授课方法，不断总结经验，

摆出教学中的不足，多方交流，共同碰撞。及时总结一段时

间以来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在系部内进行推广。各专业都

在学期末进行本学期的授课反思，及时查找不太有效的授课

手段，使学院老师注意并改正。 

（四）教学秩序 

2014 年度，我院教学秩序良好，各专业严格按照教学计

划开课，每学期前我院召开全员大会，安排部署新学期工作。

排课阶段，由各系部进行上报课程安排情况，教学副院长把

关，以保证课程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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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一直是我院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日常运行中，

时刻突出教学优先地位，始终使教学工作排在其他一些活动

的前头，严禁因其他事项打扰正常的教学。 

（五）获批教育厅项目 

为深化普通高等学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提高大学英语

教师教学和科研水平，在有关高校推荐的基础上，甘肃省教

育厅联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评审，

2014 年，全省共评选出英语教学改革 12 个重点项目、13 个

一般项目。我院路东平副教授主持的“大学英语翻译课程建

设”获批重点项目。 

二、创新 

（一）继续完善教师教学档案 

为建立学院教师教学科研档案，学院为每位老师提供档

案盒，盒内装有教师如下材料： 

1.专著、教材：提供封面及版权页。 

2.论文、文章。 

3.个人获奖材料。  

4.参加学术研讨会、培训会等参会证明材料。 

5.申请课题材料、立项课题公示名单、结题材料。 

6.修改完善后的教案、课程进度表。  

7.其他值得保存、有证明力的材料。 

这方便了老师查阅、也方便了学院了解并掌握师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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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多年后档案工作打下了基础。 

（二）课堂签到制度 

为提高我院学生上课到课率，充分利用有效上课时间，

结合《兰州大学本科学籍管理办法》，我院决定在所有必修

课实行签到制度。学院统一制定签到表格，学生自行于上课

期间签到，由班长确认，教师保管。如每学期不签到者超过

三分之一学时，不允许其参加期末考试。 

（三）质量工程经费合理使用 

我院合理利用资金，按照申报书执行项目建设内容。 

项

目

计

划 

建设内容 经费（万元）

项

目

执

行

 建设内容 经费（万元）

医学校区专业四、八级考试教室 80 

执行项目 

医学校区专业四、八

级考试教室 
60 

榆中校区专业四、八级考试教

室 

40 
榆中校区专业

四、八级考试教室 
0 

30 座同声传译实验室 50 

30 座同声传译

实验室 

29 

200 座多功能影视观摩室 80 微调项目 

多功能语音室 1  

多功能语音室 2  

多功能语音室 3  

俄语语用学专

业教室 
 

英语语言实验室  

小语种专业实验室  

 

新增项目 
刘思教授语用

学实验室 
37 

申请项目 外文资料室 26.2 

合  250  合计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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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4）创新和完善“英语角”活动组织形式，营造英语

学习的校园文化氛围。 

为繁荣校园文化，搭建学生“第二课堂”语言应用锻炼

的平台，提高我校本科生英语口语实践能力，学院制定和完

善了《关于组织开展“英语角”活动的实施办法》。由公共

外语教学中心、英语系和学院学工组共同指导“英语角”活

动的开展，学工组负责活动的具体组织，公共外语教学中心

和英语系选派专业教师进行指导，2014 年秋季学期每周五举

办一期语角活动，并举办了“我的国庆我的国”、“万圣节晚

会”等主题活动，成效显著。 

第三部分：人才培养 

一、专业四、八级考试 

我院每年有英、俄、日、德、法五个专业的四八级及口

试 14 次，我院历来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从报名、考试、

寄送试卷一些列环节都有专人负责，学院配有保密室以保管

试卷。 

各专业教师认真授课、耐心辅导，严抓学生学习，保证

了我校专业四八级水平，多年来，一直处于全国前列。 

二、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比赛获奖情况 

在学院范围内举办了俄语专业综合技能比赛、英语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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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比赛和综合技能比赛、日语专业演讲赛等，面向全校举

行了“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选拔赛、全国大学生英

语竞赛等专业竞赛。选拔优秀的学生参加全省和全国比赛，

李旸同学获得第十九届中国日报社“21 世纪·可口可乐杯”

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三等奖；李旸、陈已萌分别荣获 2014 年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甘肃赛区特等奖、二等奖；

何花花同学将应邀于 2015 年 2 月 2 日赴日本参加第九届中

华全国日语演讲比赛全国总决赛；姜力晖同学获得第五届海

峡两岸口译大赛西北赛区总决赛一等奖，李牧云、马馨琼获

得三等奖。 

2014 年其他比赛获奖情况如下： 

集体获奖： 

 序号 活动名称 奖项 组织单位 

1 校排球联赛 女子第四名 体育教研部 

2 校排球联赛 男子第五名 体育教研部 

3 新生篮球联赛 女子第二名 体育教研部 

4 新生文艺调演 二等奖 校团委、学生会 

5 2014 级宿舍 18#311 十大魅力宿舍 校团委、学生会 

   学生工作人员获奖： 

 序号 姓名          奖项 组织单位 

1 王慧婷 兰州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校团委 

2 王慧婷 兰州大学“优秀社团指导教师” 校团委 

学生重要奖项： 

序号 姓名 年级 奖项 组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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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旸 2013 级本科生

第十九届中国日报社“21

世纪·可口可乐杯”全国英语演

讲比赛三等奖  

中国日报社 

2 李旸 2013 级本科生

2014 年“外研社杯”全国英

语演讲大赛甘肃赛区特等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 陈已萌 2011 级本科生

2014 年“外研社杯”全国英

语演讲大赛甘肃赛区二等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4 脱颖 2011 级本科生

2014 年“外研社杯”全国英

语写作大赛甘肃赛区一等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 何花花 2012 级本科生

第九届中华全国日语演讲大

赛（邀请赛）一等奖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6 姜力晖 2013 级研究生

第五届海峡两岸口译大赛西

北赛区总决赛 

一等奖 

7 李牧云 2013 级研究生

第五届海峡两岸口译大赛西

北赛区总决赛 

三等奖 

8 马馨琼 2013 级研究生

第五届海峡两岸口译大赛西

北赛区总决赛 

三等奖 

9 赵慧琳 2013 级本科生

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英语演

讲比赛优秀奖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

指导委员会 

10 赵慧琳 2013 级本科生

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英语辩

论赛优秀奖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

指导委员会 

11 郭春雨 2010 级本科生

2014 年甘肃省高校“优秀学

生干部” 

甘肃省教育厅 

12 张玉 2010 级本科生

2014 年甘肃省高校“三好学

生” 

甘肃省教育厅 

13 丁汀 2010 级本科生

2014 年甘肃省高校“三好学

生” 

甘肃省教育厅 

14 李静 2011 级本科生

2014 年甘肃省高校“三好学

生” 

甘肃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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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办学的国际化程度提升 

印度驻华大使康特于 11 月 2 日访问我校，参观印度文

化研究中心并与学生座谈；在学院承办的俄罗斯联邦政府公

务员培训项目中，我院的学生全程参与了课件制作、现场翻

译、会务服务等工作。应日本日中友好会馆邀请，中国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于 3 月 4 日至 11 日组织大学生代表团赴日本

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友好交流访问，经过甘肃省人民对外友好

协会的推荐和组织，我院日语专业 26 名学生代表甘肃省大

学生参加了本次活动。 

我院 2014 年学生交流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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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俄语 俄语1班 武延斌 男 320100927941 乌克兰基辅国立语言大学 2013.9‐2014.6
2010 俄语 俄语2班 李文正 男 320100927791

哈萨克斯坦阿布莱汉国际关系与外国
语大学

2013.9‐2014.6
2010 俄语 俄语1班 刘倩 女 320100927850

哈萨克斯坦阿布莱汉国际关系与外国
语大学

2013.9‐2014.6
2010 俄语 俄语2班 李春义 男 320100927771

哈萨克斯坦阿布莱汉国际关系与外国
语大学

2013.9‐2014.6
2010 日语 日语2班 毛奕然 女 320100928370 日本秋田大学 2013.4—2014.2

2010 日语 日语2班 杨承烨 男 320100928501 日本秋田大学 2013.4—2014.2

2010 日语 日语1班 赵晓微 女 320100928610 日本北海道大学 2013.9‐2014.6
2010 英语 英语3班 王翊璇 女 320100929060 瑞典Halmstad大学 2013.2—2014.1

2011 德语 德语班 王思瑶 女 320110927240 德国科隆大学 2013.9‐2014.6
2011 德语 德语班 李漪平 女 320110927190 德国科隆大学 2013.9‐2014.6
2011 德语 德语班 李熠帆 女 320110927200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2013.9‐2014.1
2011 俄语 俄语1班 李精 女 320110927430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 2013.9‐2014.6
2011 俄语 俄语2班 吴思如 女 320110927550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 2013.9‐2014.6
2011 俄语 俄语2班 张昭君 女 320110927660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 2013.9‐2014.6
2011 俄语 俄语1班 黄阳雨 女 320110927390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 2013.9‐2014.6
2011 俄语 俄语2班 何卫 男 320110927381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 2013.9‐2014.6
2011 俄语 俄语2班 刘明慧 女 320110927460

哈萨克斯坦阿布莱汉国际关系与外国
语大学

2013.9‐2014.6
2011 俄语 俄语2班 纪国成 男 320110927401

哈萨克斯坦阿布莱汉国际关系与外国
语大学

2013.9‐2014.6
2011 俄语 俄语1班 王兴荣 男 320110927531

哈萨克斯坦阿布莱汉国际关系与外国
语大学

2013.9‐2014.6
2011 俄语 俄语1班 展海萍 女 320110927610

哈萨克斯坦阿布莱汉国际关系与外国
语大学

2013.9‐2014.6
2011 俄语 俄语2班 张嵊昕 女 320110927640

哈萨克斯坦阿布莱汉国际关系与外国
语大学

2013.9‐2014.6
2011 俄语 俄语1班 王薇 女 320110927510

哈萨克斯坦阿布莱汉国际关系与外国
语大学

2013.9‐2014.6
2011 法语 法语班 孙依修 女 320110927800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 2013.9‐2014.6
2011 法语 法语班 刘剑隆 男 320110927751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 2013.9‐2014.6
2011 法语 法语班 呼思毓 女 320110927710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 2013.9‐2014.6
2011 法语 法语班 郑楚朦 女 320110927860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 2013.9‐2014.6
2011 日语 日语班 王悦 女 320110928010 日本琦玉大学 2013.4—2014.2

2011 日语 日语班 齐恒 男 320110927951 日本秋田大学 2013.4—2014.2

2011 日语 日语班 薛颖 女 320110928030 日本秋田大学 2013.9‐2014.6
2011 日语 日语班 郭文艳 女 320110927900 日本秋田大学 2013.9‐2014.6
2011 日语 日语班 贾卓娴 女 320110927910 日本秋田大学 2013.9‐2014.6
2011 日语 日语班 唐君 女 320110927970 日本北海道大学 2013.9‐2014.6
2011 日语 日语班 林琦 女 320110927930 日本信州大学 2013.9‐2014.6
2011 日语 日语班 万晓筱 女 320110927980 日本信州大学 2013.9‐2014.6
2011 日语 日语班 兰虹 女 320110927920 日本北海道大学 2013.9‐2014.6
2011 日语 日语班 戴方穗 女 320110927870 日本北海道大学 2013.9‐2014.6
2011 英语 英语1班 脱颖 女 320110928450 美国马斯金姆大学 2013.9‐2014.6
2011 英语 英语3班 王俭 男 320110928461 台湾静宜大学 2013.9‐2014.1
2012 德语 德语班 刘念 女 320120928240 山东大学 2013.9‐2014.6
2012 俄语 俄语1班 姜春旭 女 320120928410 吉林大学 2013.9‐2014.6
2012 俄语 俄语1班 田亚洲 男 320120928611 吉林大学 2013.9‐2014.6
2012 俄语 俄语2班 周茜 女 320120928720 山东大学 2013.9‐2014.6
2012 日语 日语1班 席倩 女 320120929290 吉林大学 2013.9‐2014.6
2012 日语 日语1班 亢玉珍 女 320120929040 吉林大学 2013.9‐2014.6
2012 日语 日语1班 姚双林 男 320120929311 山东大学 2013.9‐2014.6
2012 英语 英语1班 高少慧 女 320120929510 吉林大学 2013.9‐2014.6
2012 英语 英语2班 韩  旭 女 320120929520 吉林大学 2013.9‐2014.6
2012 英语 英语2班 赵  轲 男 320120930091 山东大学 2013.9‐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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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专业 班级 姓名 性别 学号 交流项目 交流期限

2011 德语 德语班 叶夏明 男 320110927301 德国科隆大学 2014.9-2015.5

2011 法语 法语班 杨凯 男 320110927831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3+1+1项目 2014.9-2015.6

2011 法语 法语班 闫雅婷 女 320110927820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 2014.9-2015.6

2011 法语 法语班 呼思毓 女 320110927710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3+1+1项目 2014.9-2016.6

2011 日语 日语班 王越 女 320110928020 日本北海道大学 2014.10-2015.3

2011 日语 日语班 赵莹 女 320110928040 日本秋田大学 2014.4-2015.2

2011 日语 日语班 刘晓晓 女 320110927940 日本秋田大学 2014.4-2015.2

2011 英语 英语2班 刘苑娜 女 320110928330 美国Muskingum大学 2014.9-2015.5

2011 英语 英语3班 高菲 女 320110928110 瑞典Halmstad大学 2014.9-2015.1

2012 德语 德语班 张思彤 女 320120928330 德国科隆大学 2014.9-2015.6

2012 德语 德语班 陈琼 女 320120928150 德国科隆大学 2014.9-2015.6

2012 德语 德语班 潘亦霏 女 320120928250 德国科隆大学 2014.9-2015.6

2012 俄语 俄语2班 倪弸智 男 320120928561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项目 2014.9-2015.6

2012 俄语 俄语2班 张银玲 女 320120928700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项目 2014.9-2015.6

2012 俄语 俄语1班 董娅文 女 320120928370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项目 2014.9-2015.6

2012 俄语 俄语2班 张帆 女 320120928680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项目 2014.9-2015.6

2012 俄语 俄语2班 吴慧慧 女 320120928650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项目 2014.9-2015.6

2012 俄语 俄语2班 姜红妮 女 320120928420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项目 2014.9-2015.6

2012 俄语 俄语1班 马琴 女 320120928530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项目 2014.9-2015.6

2012 俄语 俄语1班 李慧玲 女 320120928460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项目 2014.9-2015.6

2012 俄语 俄语1班 李蒙蒙 女 320120928470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项目 2014.9-2015.6

2012 俄语 俄语1班 吴济 男 320120928661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项目 2014.9-2015.6

2012 俄语 俄语2班 王宁宁 女 320120928620 萨克斯坦阿布莱汉国际关系与外国语大 2014.9-2015.6

2012 俄语 俄语2班 刘宇翰 男 320120928511 萨克斯坦阿布莱汉国际关系与外国语大 2014.9‐2015.1
2012 俄语 俄语2班 周茜 女 320120928720 萨克斯坦阿布莱汉国际关系与外国语大 2014.9-2015.6

2012 俄语 俄语1班 田苏荣 男 320120928601 萨克斯坦阿布莱汉国际关系与外国语大 2014.9-2015.6

2012 俄语 俄语1班 时昂 女 320120928590 萨克斯坦阿布莱汉国际关系与外国语大 2014.9-2015.6

2012 法语 法语班 谢家霖 男 320120928891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 2014.9-2015.6

2012 法语 法语班 华丽姣 女 320120928760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 2014.9-2015.6

2012 法语 法语班 孙梦烨 女 320120928800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 2014.9-2015.6

2012 日语 日语2班 李铖 男 320120929071 韩国岭南大学 2014.9-2015.6

2012 日语 日语1班 陶昶霖 男 320120929251 韩国岭南大学 2014.9-2015.6

2012 日语 日语2班 楚明仟 女 320120928960 韩国启明大学 2014.9-2015.2

2012 日语 日语2班 聂涵睦 女 320120929160 韩国庆北大学 2014.9-2015.2

2012 日语 日语1班 张若溪 女 320120929330 日本北海道大学 2014.10-2015.8

2012 日语 日语1班 寿申霞 女 320120929220 日本北海道大学 2014.10-2015.8

2012 日语 日语2班 陈晨 女 320120928950 日本琦玉大学 2014.4-2015.2

2012 日语 日语2班 邓秀 女 320120928980 日本琦玉大学 2014.4-2015.2

2012 日语 日语2班 兰梦婷 女 320120929050 日本秋田大学 2014.4-2015.2

2012 日语 日语2班 李丹阳 女 320120929090 日本秋田大学 2014.9-2015.6

2012 日语 日语1班 赵玮琪 女 320120929340 日本秋田大学 2014.10-2015.8

2012 日语 日语1班 李润青 女 320120929100 日本鸟取大学 2014.9-2015.6

2012 日语 日语1班 刘大权 男 320120929111 日本信州大学 2014.10-2015.8

2012 英语 英语2班 包宁宁 女 320120929380 台湾交通大学 2014.9‐2015.1
2012 英语 英语2班 唐婕 女 320120929830 台湾静宜大学 2014.9‐2015.1
2013 德语 德语班 于頔子 女 320130929450 山东大学 2014.9-2015.6

2013 俄语 俄语1班 柯菲琳 女 320130929550 吉林大学 2014.9-2015.6

2013 俄语 俄语2班 支灵灵 女 320130929830 吉林大学 2014.9-2015.6

2013 英语 英语1班 张婧 女 320130930900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 2014.9-2015.6

2013 日语 日语1班 李晓桐 女 320130929990 吉林大学 2014.9-2015.6

2013 日语 日语2班 廖仁 男 320130930001 台湾淡江大学 2014.9‐2015.1
2013 英语 英语2班 任贺贺 男 320130930581 吉林大学 2014.9-2015.6

2013 英语 英语2班 王海苍 女 320130930690 吉林大学 2014.9-2015.6

2013 英语 英语3班 李亚桐 女 320130930430 吉林大学 2014.9-2015.6

2013 英语 英语3班 王泽雯 女 320130930750 山东大学 2014.9-2015.6

2013 英语 英语2班 文豪 男 320130930771 山东大学 2014.9-2015.6

2013 英语 英语2班 李旸 女 320130930440 山东大学 2014.9-2015.6

2013 英语 英语3班 宋雨晴 女 320130930630 台湾淡江大学 2014.9‐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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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生就业情况 

2014 届本科毕业生共 182 人，截止 9 月 1 日就业率

80.77%，截止 12 月 1 日就业率 86.81%。2014 届研究生毕业

生共 49 人，截止 9月 1日就业率 79.17%，截止 12 月 1 日就

业率 81.25%。 

第四部分：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问题 

（一）师资 

1.囿于地域颓势，教师队伍中本校、本地区毕业生比例

居高不下，近亲繁殖使得教师的眼界不够开阔、理念滞后。 

2.是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影响和地域条件限制，国内

外、长短期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极其困难。如部分外籍人士受

国内外某些媒体或个人恶意宣传的影响，对西北地区、甘肃

及兰州产生偏颇的认识（如“常年黄沙蔽日”、“没有干净的

饮用水”、“骑骆驼上班”、“没有鱼虾吃”一类的当代神话）

不愿来校任教。 

3.教师教学工作量过大，在客观上使他们缺乏精力从事

科研。 

4.学校对外语教师的科研要求过高、国家和省部级项目

难以申请、教师小富即安的心理使许多人正在渐渐丧失从事

科研工作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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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源 

我院还存在生源质量不优问题，众所周知，外语是工具

学科，要求学生具备良好的口语交际能力。而我院部分同学

来自农村，甚至偏远山区，带有些许口音，这在入学之初造

成了一定难度的学习和授课工作。因外语专业特殊性，如果

学生被录取时兴趣不高，很难将语言学好，加之就业等因素，

都对我院教学造成一定困难。 

二、改进措施 

（一）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等、靠、

要”、消极悲观和无所作为的思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在师资队伍建设和科学研究领域内积极进取、永不言败。 

1．依托、使用学校新出台的“萃英计划”等人才政策，

加强引进高层次人才力度。 

2.在学校的有力支持下，依托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有关项

目、西部项目及兰州大学自设的项目，继续选派真正有事业

心、学术上有培养前途的教师出国进修。 

3.英语专业拟采取将任务分解到人、限期完成、设立专

项奖金等措施，鞭策已开始写作的教师尽快完成工作、已拟

定写作大纲的教师早日动笔。 

（二）解决对策如下： 

1.录取时尽量满足第一志愿，二、三志愿适当调配，四、

五、六志愿尽量少调或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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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事外语工作要求性格活跃，形象较好，所以录取时

尽量从该类学生中招收，沉闷不语等尽量不招或少招。 

3.考虑就业，尽量从外企多的省份招收，毕业时可以回

原籍工作。 

语种                        就业城市和地区 

英语 在全国各地使用较为普遍，尤其在经济发达，外企集中的北京，广东，

浙江，深圳、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四川、天津等地就业机会更多，竞

争也相对激烈。 

俄语    北京、上海、新疆、湖南、山东、江苏、浙江、深圳、黑龙江、吉林、辽

宁就业机会多。 

日语   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山西、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就业机会多。

 德、法语   江苏、河北、广东、吉林、深圳、山东、四川等省就业形势较好。 

          第五部分：2015 年教学工作要点 

1.结合实际，建立完善教学相关管理制度，发挥制度的

制约及管理作用； 

2.做好教学资料整理、留存工作； 

3.完善院领导听课制度； 

4.调动教师申报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课题； 

5.充分调动专业力量，加强教学实践活动。 

 

                              2015 年 4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