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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党代会※ 
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开创本科教学工作新局面 

         ——学校第七次党代会以来教学工作总结 

五年来，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认真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

策，以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为导向，以建设省部共建高

校和山东省应用基础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为契机，扎实推进内涵

发展，开拓思路，锐意进取，深化教育教学综合改革，着力提升

教师教学能力和研究水平，强化学生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培养，

科学构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推动人才培养和教学质量不断提

升。 

1、 实施学分制改革 

学分制改革是基础性的教育体制改革举措，是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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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新塑造，直接关系到教学活动的重新组织和创新。 

学校从 2002 年开始探索进行学分制改革，2015 年正式启动

学分制改革，至今，学分制改革已经取得重要突破，各项改革措

施正在深入推进中。 

 

学分制改革完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看能否做到“四自主”：  

学分制改革“四自主”目标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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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改革举措的出台，基本构建起一个学

分制教育的框架。这一教育体制的改革至少在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 

一是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有利于学生个性

化学习和发展，可以让学生充分挖掘自己的潜力，学习潜力大的

学生可以早选课、多选课、早毕业。 

二是从教育体制上为国际化办学铺平了道路，与国外高校可

以方便的开展学生交流和学分互认项目，有利于提升学校教育实

力和国际影响力。 

三是为构建现代大学教育制度走出重要一步，其影响将是客

观深远的。 

 

2、 强化优势专业建设 

2014 年底，学校申请并获批山东省普通本科高校拨款定额

改革专业划分试点高校，并被学校列为 2015 年学校改革发展重

点项目。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经过学院自查自评、学校评审等，

全校 83 个专业被划分为 A、B、C 三类，其中 A 类专业 28 个、B

类专业 38 个、C 类专业 17 个，学校对 A、B 类优势专业进行重

点建设，推动其进一步做大做强，对于 C 类专业，学校将逐步实

行并入、限制或停止招生、撤销等改造措施。 

2016 年，在山东省开展的高水平应用型重点专业（群）立



—  5  — 

项建设评审中，计算机类、环境与地理科学类、光电类三个专业

群成功获批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立项建设重点专业（群），“十三

五”期间对每个专业（群）每年给予 400 万元建设经费支持。另

有 3 个专业（群）获批为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重点专业（群）立

项建设自筹经费项目。 

 

 

3、 深入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的实施意见》（国办【2015】36号）精神，全面强化创新创业

教育，从机构、制度、教学、训练、竞赛、科研、创业孵化七个

维度构建起全方位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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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收到了良好的

效果： 

创新创业教育及学科竞赛标志性获奖情况 

 

4、 教学研究成果丰硕 

五年来，学校以国家和山东省教学研究相关政策为导向，按

照“重培育、重应用”的原则加大教学研究力度，做好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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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储备，在专业改革、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创新人才培养、

实验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立项建设了一批潜力大、水

平高、应用性强的教研项目，在各级各类教学研究项目评审中取

得丰硕成果。 

 

5、 科学构建质量监控体系 

人才培养质量是学校生存的生命线，建立一套运行有效的

内部质量监控体系是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学校通过

一系列配套制度和改革措施的出台，构建了一个全方位、全过

程的质量监控体系，有效的提升了教师教学的规范性和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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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主动性，对教学活动和教学质量起到了良好的监控和保障

作用。 

人才培养质量监控体系 

 

2013年和 2016年，学校分别开展第九次、第十次院级单位

教学工作状态评价。2015 年，学校重新修订《山东师范大学教

学督导委员会条例》，改革教学督导模式，将院级教学督导组的

工作情况纳入校级督导范围，实现校院两级督导工作的有效衔

接。2016年，学校印发《山东师范大学教师本科教学工作规范》、

《山东师范大学本科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同时建立课堂

教学秩序随机抽查和通报制度，对随意调停课的教师予以通报。

改革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制度，实行院级教学督导随堂听课随堂

打分，成绩记入教师课堂教学评价档案，对课堂教学评价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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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30%的教师在职称评审推荐、优秀教学奖评选、教研项目申报

等工作中实行一票否决制。 

6、 大力开展混合式教学模式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优势，以课程建设为载体，以教学团队建

设为支撑，全面推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从学校

在线课程平台建设、混合式课程立项建设、“师说论坛”教师教

学培训、混合式教学网络交流平台四个方面发力，全力推进以混

合式教学为代表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改革与创新。 

“四位一体”混合式教学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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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推行“大类招生、二次选拔、分段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 

2003 年，学校在文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实行“大类招生”

试点，2012年开始，在 12个学院推行“大类招生、二次选拔、

分段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到 2017年，已经有 41个专业

按照大类进行招生，大类数量达到 19 个，大类招生专业数占全

部专业数的比例达到 48.81%。 

 

“大类招生、二次选拔、分段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有着减

少高考志愿填报的盲目性，有利于复合型创新型高素质人才培养

等诸多优势。在实施大类招生和通识教育政策下，学生在一到两

年的学习后对自己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规划，可以更好地认清

楚自己的目标所在。“大类招生、二次选拔、分段培养”的人才

培养模式也是打通招生和培养环节，充分挖掘学生兴趣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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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通识教育优势，达到“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

人才培养目标的体制性改革。 

8、 牵头编制人才培养“十三五”专项规划 

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教务处作为人才培养与教学质量提升

专项规划编制的牵头负责部门，多次组织召开编制组组成单位协

调会，对编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予以协调解决，同时在规划编制

启动前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负责起草了人才培养与教学质量提

升专项规划的框架，对每轮编制完成的规划稿进一步征求意见，

在汇总意见的基础上重新修改、编制，历时半年多，在多轮修改

后最终定稿。 

 

9、 确保教学运行平稳有序 

全校每年本科生共开课 6000 多门次，顺利完成开课课程的

教学计划维护，开课任务书编写，任课教师安排和教室、语音室、

机房、舞蹈房等教学空间的安排。每年完成学生选课近 60 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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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组织开展新生选课指导培训 30余场次。每年组织安排 1600

余名二学位学生的寒、暑假教学工作。每年组织安排 30000余人

的期末考试工作，审核办理 1600 余人次的期末考试缓考工作。

每年组织安排 34000余人次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工作和 8000

余人次的普通话考试工作。每年集中安排教育实习 2000 人次左

右。每年征订和发放教材 20 多万册。每年完成 7000 多名新生的

入学资格审查和学籍注册工作，每年办理休退学 100 余人次。每

年完成 7000 多名毕业生毕业资格和学士学位授予资格审核工

作，以及毕业生图像信息采集、毕业证、学位证和学籍学历信息

表制作和发放工作。 

     五年来，学校教学工作紧紧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

个核心点，在学校党委、行政的坚强领导下，勇于创新，锐意改

革，攻坚克难，不辱使命，努力开创学校人才培养和教学工作新

局面！（教务处） 

 

※审核评估※ 
学校召开迎接教育部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协调会 

5 月 4 日下午，学校在千佛山校区文化楼三层会议室召开迎

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协调会。校长唐波主持会议并讲

话，副校长满宝元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重点讨论了《山东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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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评建工作方案》，对下一步审核评估

主要工作进行了部署。 

 

会上，唐波作了讲话。他强调，本次审核评估与学校自身建

设休戚相关，对学校的后续发展影响深远，审核评估将对学校的

定位与目标、师资队伍、教学资源、培养过程、学生发展、质量

保障 6个方面以及学校自选特色项目进行全面考察，考察方式多

样，评估结论写实，对学校教学中心地位的落实情况，人才培养

质量制度保障情况进行深刻剖析，评估的是本科教学，检验的是

整个学校。他指出，审核评估是一套比较科学的评估体系，也是

得到国际认可的评估体系，审核评估要求高校基于自身的办学状

态、办学水平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的、运行有效的内部质量保障体

系，对高校是量体裁衣，检验的是人才培养全过程。对学校部门

来说，要清楚学校主体是什么，服务对象是什么，努力提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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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满意度；对学院来说，作为办学主体，在人才培养和知识

传授过程中要清楚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他要求，本次审核

评估是对学校近年来的教学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进行全面检查

和集中指导，也是学校总结办学经验、查找存在问题的良好契机，

更是凝心聚力、推动学校各项改革事业发展的强劲动力。各教学

单位、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是评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必须认真学

习审核评估的内涵和精髓，对照评估要求认真梳理存在的问题，

制定可行措施切实解决问题，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投入到评

估工作中去。 

满宝元传达了《山东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评建工

作方案》，就本次评建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工作原则、

工作内容、工作思路、组织机构和工作职责、主要任务、工作进

程做了全面详细的说明。为确保学校审核评估工作的顺利有效开

展，学校成立由学校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

领导小组，统筹领导整个评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审核评估办公

室（简称“评估办”），具体负责审核评估工作的落实与推进，审

核评估办公室内设综合组、保障组、督导组和宣传组四个工作组。

同时成立定位与目标、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资源、培养过程、学

生发展、教学质量保障 6 个专项工作组，负责评估任务指标体系

对应的报告撰写、支撑材料准备和数据采集等工作。 

学校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人事处、人才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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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教务处、社会科学处、学生工作部、国

际交流与合作处、招生就业处、公安处、财务处、后勤管理处、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资产管理处、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图书馆

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教务处） 

 

山东师大举行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动员大会 

5 月 22 日下午，学校在教学三楼报告厅举行本科教学工作

审核评估动员大会。学校领导商志晓、唐波、王焕斌、钟读仁、

王少华、姚东方、张文新、段培永、王洪禹、满宝元出席会议。

校党委书记商志晓主持会议。 

 

副校长满宝元从指导思想、总体要求、评估目标、评估对象

等九个方面对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进行了介绍。从工作目标、

工作原则、组织机构和工作职责等八个方面详细讲解了学校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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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评建工作方案并对我校迎评促建工作作了具体安排和工作

部署。    

校长唐波从主导审核评估的政府以及教育部和接受审核评

估的高校两个角度，对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重大意义进行了

深入分析和解读，就如何做好评建工作进行了重点部署，对评建

工作应该达到的效果提出了明确要求。唐波指出，审核评估的核

心是以评促建，全校上下要紧紧抓住“重在建设”这个环节，坚

持以目标为导向、以问题为牵引，切实做好评建工作。要围绕审

核评估确定的“6+1”个项目、24个要素、69个要点，认真分析

查找学校存在的问题，形成自查报告，找准差距，弥补不足，力

争通过整改实现既定目标。唐波强调，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是

对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的梳理、展示、介绍和督导，内容繁杂，

工作量大，时间紧迫，这就要求全校师生统一思想，立即行动，

把本职工作与评建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创新工作思路，提高工作

效率，发扬实干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好迎评促建各项工作，争取

获得优秀成绩，推动学校在新一轮高等教育竞争中实现又好又快

发展。    

商志晓在讲话中对审核评估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要切实提

高思想认识。审核评估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抓手，评估结

果对学校的声誉、影响力乃至未来办学方向都有着直接影响。审

核评估没有旁观者，各部门单位、每一位师生员工都要准确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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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审核评估文件和学校工作方案要求，树立全局意识，服从统

一部署，讲大局，讲奉献，努力把迎评各项工作任务做实、做精、

做细。二要强化责任担当。迎评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全体党员、

干部和师生员工必须迅速行动起来，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

神状态投入到相关工作中去。学校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发挥管理、

协调、服务的作用，不断提升管理能力及服务水平。各教学单位

是专业建设和教学工作的主体，要广泛动员，抽调专人，明确任

务，落实责任，不折不扣完成各项评估任务，努力形成“人人为

评估出力、事事为评估助力”的良好局面。三要加强统筹协调。

审核评估是对学校整体工作的考评，是深入推进本科教育教学改

革、推动内涵发展、提升办学水平的难得机遇，是各学院、各部

门改进提升工作的重要抓手，也是学校“十三五”期间优化专业

结构和资源配置、调整专业设置的重要依据。全校上下要强化协

作意识，明确重点，分清主次，形成工作合力，以审核评估为强

力引擎，整体谋划、协调推进综合改革、“双一流”建设各项任

务，带动提升学校各方面工作。    

各学院党委（党总支）书记、副书记，院长、分管教学工作

副院长，专业负责人、教学秘书；机关部处室、直属单位主要负

责人；部分师生代表参加会议。 

（供稿：宣传部 摄影：王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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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汉忠、赵炳新教授 
来校作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报告 

6 月 2 日上午，应教务处邀请，山东农业大学王汉忠教授在

教学三楼报告厅作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专题报告，报告的主题为

“本科审核评估中如何准备专业剖析和课程分析”。报告由副校

长满宝元主持。各学院教学院长、专业负责人，以及各专业骨干

教师参加了此次报告。 

报告会上，王汉忠首先简要介绍了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的主要

内容，指出审核评估内容与专业建设密切相关，专业建设的各个

方面都是审核评估“五个符合度”的具体体现。随后，王汉忠详

细讲解了专业剖析与课程分析，对进行专业剖析的原因、背景和

主要目的作了分析，对专业剖析和课程分析的内容、方法、步骤

作了详细梳理。王汉忠深入探讨了专业剖析和课程分析汇报中存

在的问题，并对构建人才培养体系进行了充分论证。最后，王汉

忠结合案例，对专业剖析和课程分析进行了生动直观的讲解。 

王汉忠，教授，教育部评估专家组成员、山东省知名评估专

家、原山东农业大学校长助理，高教研究中心主任，教务处处长，

主要从事食品生化方面的研究。 

…………    …………    …………     

6 月 6 日下午，学校召开本科教学审核性评估专题培训会。

会议由副校长满宝元主持，山东大学本科生院院长赵炳新教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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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会议并做了专题报告，各学院教学院长及各专业负责人参加会

议。 

会上，赵炳新强调，本科教学的审核性评估工作要坚持“以

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方针，

要从战略规划的高度深入理解并抓住机遇，实现本科办学“一流”

的核心属性。赵炳新教授结合山东大学本科教学审核性评估工作

的实质进展与工作心得为大家阐释了本科教学审核性评估“尺

子”的内涵，并从专业建设的角度对审核性评估作了系统性论述。

他强调在当前新形势下本科教育必须实现 3个实质转变：实现从

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实现以教师教为中心到以

学生学为中心的转变，实现以学校教学供给到以社会发展需求为

中心的转变。赵教授指出，专业建设的落脚点是课程，课程建设

是教学的顶层设计，是系统的教学活动。而专业建设的实施方案

是课程、教学团队建设的系统推进的依据，是人才培养和教学质

量保障的逻辑起点。全面推进专业建设和发展，努力打造一批品

牌和特色专业，是实现一流本科教育的根本手段。 

满宝元副校长最后总结了本次专题报告对我校工作的借鉴

意义，并对进一步推进我校的审核评估工作提出了要求，希望各

个学院要认真组织，脚踏实地，积极推动本科教学审核性评估工

作的开展。各单位通过开展专业剖析和自评，抓住机遇，“以评

促改、以评促建”，逐步优化提升我校各个专业综合水平。（张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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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董现垒） 

学校开展第一轮专业剖析汇报会 
6 月 22 日-23日，在千佛山校区三号教学楼进行了第一轮审

核评估专业剖析汇报。专业剖析由学校审核评估综合组全面协调

组织，本科教学督导委员会负责指导、检查和督促。全校共有

76 个专业进行了汇报和观摩。  

 

本次专业剖析汇报会，作为推动本科教学评估的一项重要工

作，是对各专业剖析进行的一次全面督促检查。各专业负责人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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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汇报。五个督导工作组分

别对分管专业进行了指导和评价，指出各专业剖析中存在的不足

和问题，并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在本次专业剖析指导检查工作中，各学院都认真对待，积极

准备，保证了专业剖析工作的顺利推进。大部分专业基础扎实，

支撑条件好，能支持学校的办学定位和目标的达成度，能反映学

校的办学综合实力。通过本次工作，也发现了专业剖析和评估工

作的一些不足，如组织协调工作有待进一步提高，专业培养的人

才社会需求分析、产学研结合、质量监控等还需要进一步明晰和

加强。接下来，各专业要进一步完善专业剖析内容。对于汇报情

况不理想的专业，要加强改进，争取在 7月初第二轮检查工作中

达到专业剖析的要求。（张宗鑫） 

 

学校召开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推进会议 
6 月 29 日上午，学校在文化楼三层会议室召开了本科教学

工作审核评估推进会议。副校长满宝元，学校审核评估专项工作

组组长和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满宝元主持会议并讲

话。            

满宝元指出，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是今年学

校重点工作之一。11 月上旬，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

家组将进入学校开展审核性评估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从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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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高度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真正对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重视到位。进一步提高对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重要性的再认

识，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行动落实到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

估工作中去。            

满宝元对各工作组进一步做好审核评估评建工作提出三点

要求：一是高度重视，精心部署。审核评估虽然评的是本科教学

工作，但涵盖了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人人都是评估对象，事事

都是评估内容，时间紧，任务重，各工作组要强化协调配合，全

校一盘棋，形成合力。要理清思路，吃透方案，借鉴学习其他兄

弟院校的审核评估经验，精准落实各项任务。二要强化责任，分

工合作。各专项工作组组长是本项目的第一责任人，要设计好工

作方案，规划好工作路径，明确时间节点要求，配齐工作人员，

细化任务，责任到人。工作组之间要有分工，有合作，各工作组

工作协同推进。三要统筹安排，有序推进。审核评估是个系统工

程，评估工作办公室要做好统筹，加强沟通和交流，确保评建工

作有条不紊推进。           

会议听取了各专项工作组工作进展汇报，对工作中发现的问

题及下一步的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开展

以来，各工作组高度重视，按照学校的方案及时分解任务，明确

要求，责任到人，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学校评建工作开端

良好。（供稿：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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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审核※ 
2017 届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情况统计 

单位名称 

本科

毕业

生数 

授学

位学

生数 

不授予学士学位分类统计 
不授

学位 

学生

数 

不授

学位 

比例

(%) 

未达

到毕

业要

求 

平均

学分

绩点

低 

英语

二四

级不

合格 

受留

校察

看处

分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3 298 4 
 

1 
 

5 1.65  

教育学部 264 259 4 
 

1 
 

5 1.89  

心理学院 186 179 6 
 

1 
 

7 3.76  

文学院 486 482 3 
 

2 
 

4 0.82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282 279 2 
 

1 
 

3 1.06  

外国语学院 354 351 2 2 
  

3 0.85  

音乐学院 407 355 48 2 3 5 52 12.78  

美术学院 237 224 13 
   

13 5.49  

新闻与传媒学院 426 404 22 2 3 3 22 5.16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414 404 5 8 3 
 

10 2.42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380 370 10 1 2 
 

10 2.63  

数学与统计学院 437 414 22 13 4 1 23 5.26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422 416 6 
   

6 1.42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

学院 
419 407 11 3 1 1 12 2.86  

生命科学学院 447 439 6 
 

2 
 

8 1.79  

地理与环境学院 316 311 3 
 

3 1 5 1.58  

体育学院 368 337 27 1 2 3 31 8.42  

国际教育学院 83 83 
    

0 0.00  

经济学院 353 346 6 
 

1 3 7 1.98  

法学院 287 283 4 
   

4 1.39  

商学院 512 482 26 5 11 
 

30 5.86  

公共管理学院 255 253 1 
 

1 
 

2 0.78  

合计 7638 7376 231 37 42 17 262 3.43  

（供稿：崔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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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学校 7 个项目获批山东省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5 月 4 日，省教育厅正式发文公布了 2016 年度山东省本科

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名单，我校有 7个项目入选。 

项目编号 
项目

类别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名称 团队主要成员 

Z2016Z022 重点 徐继存 

基于师范生素养提升

的教师教育核心课程

建设与教学改革 

马英红、孙宽宁、车丽娜、

路书红、周海银、吉  标、

张  莉、王  飞、高盼望 

Z2016Z023 重点 王新华 

基于混合教学模式的

师范院校课程改革探

索与实践 

李逢庆、赵建民、尹  苗、

裴光刚、贾  斐、梁承锋、

张  丰 

Z2016Z024 重点 代美学 

优化培养体系，突出创

新创业实践，培养生物

科学卓越人才 

尹  苗、王  革、樊守金、

杨桂文、谭效忠、李  娜、

姚立群 

Z2016Z025 重点 马英红 

创新驱动、聚焦育人、

深度融合的创新创业

培养体系构建与实施 

赵湘轶、徐继存、路书红、

隋宏伟、周  晨、贾  斐、

丁同楼、齐  伟 

Z2016M036 面上 包玉香 

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导

向的山东高校专业调

整预警机制研究 

范晓婷、黄桂然、逄杰武、

井  波 

Z2016M037 面上 陈培安 

高校研究性教学的实

践与探索 ——以“五

位一体”本科导师制模

式为例 

徐志梅、李山峰、王成新、

吕洪宾、井  波、高宝棣、

姬  宇、李  咪、李雅楠 

Z2016M038 面上 吴春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课“教材•方

法•情感•评价”四位一

体教学模式研究与实

践 

宫菊花、鲁成波、牟正纯、

李国锋、孙全胜、李茗茗 

（供稿：王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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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建设※ 
各学院正在使用的外文原版教材情况统计 

序号 教材名称 
版

别 
作者 出版时间 

1 微观经济学原理 1 曼昆著 梁小民改编 2014.04 

2 
基因 8（中文、英文版）Gene 

VIII 
8 

Benjamin.Lewin，译者：赵

寿元等 
2007 

3 Developmental Biology 10 SCOTT F. GILBERT 2013.01 

4 
ECOLOGY: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7 Molles, Manuel C., Jr. 2016 

5 
Understanding 

Bioinformatics 
1 

Marketa Zvelebil & Jeremy 

O. Baum 
2007.08 

6 《微生物学》双语教材 
 

Talaro K. P.,Chess B.  2013.01 

7 
ESSENTIAL CELL BIOLOGY，

4th Edition 
4 

ALBERTS • BRAY • HOPKIN 

• JOHNSON • LEWIS • 

RAFF • ROBERTS • WALTER 

2014 

8 
Genetics: A Conceptual 

Approach，6th edition 
6 Benjamin Pierce 2016.12 

9 
Introduction to Plant 

Physiology 
4 

William G. Hopkins, 

Norman P. A. Hüner 
2008.12 

10 Adolescence 10 
 Laurence  Steinberg 

（Temple  University） 
2014 

11 

Objects First with Java：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Using 

BlueJ 

5 
David J. Barnes and 

Michael Killing  
2012 

12 

Horngren’s Financial 

and Managerial 

Accounting  

4 
Nobles, Mattison, and 

Matsumura 
2014 

13 Microeconomics  5 Hubbard & O'Brien 2014 

14 Macroeconomics  5 Hubbard & O'Brien 2014 

15 

Applied mathematics for 

the managerial, life and 

social sciences  

6 Tan 2012 

16 Business Statistics 5 
Levine, Krehbiel, and 

Berenson 
2009 

（供稿：孙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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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已出版规划教材简介（二） 
《植物生理学》（第三版） 

2017 年 1 月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王宝山：山东师范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植物生理学》是在教育部面向“21 世纪生物学教育专业

的培养目标、规格和课程方案的改革与实践”项目研究的基础上，

由科学出版社组织全国 10 多所高等师范院校从事 《植物生理

学》教学与研究的骨干教师编写的。第一版于 2004 年 9 月问世

后，在全国五十余所高等院校使用，受到教师和学生的广泛好评。

该教材于 2006 年被高等教育部评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

家级规划教材。 

自 2007 年第二版以来，植物生理学某些领域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特别是光合作用和激素受体及信号转导途径方面。为了全

面及时补充植物生理学的最新进展，王宝山教授自 2011 年后每

年担任山东师范大学生物科学类卓越班《植物生理学》双语课教

学任务，在教学中注意并发现了第二版中的某些错误及不足，也

每年至少参加 2-3 次国内外植物生理学相关学术会议及教学研

讨会，注意吸收植物生理学的最新成果，购买了国际最新的英文

版《植物生理学》教材。因此，第三版在内容和图表等方面在第

二版的基础上有较大修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增加了

10 幅图；修改完善了 13个图；对某些章节的内容之间的逻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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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进行了更为合理的调整和修改，如植物激素一章都在作用机理

后边增加了信号转导途径内容等；对少数明显的文字及数字错误

进行了修改。总之，经过第三版修订能够确保这本《植物生理学》

跟上国际植物生理学的新进展，也保证了本教材良好的系统性、

科学性和适用性，使该教材在保持第一、二版章节结构和内容基

础上，使章节框架更合理、内容更条理清楚和反映最新进展、图

表更新颖，有利于教师教和学生学。生命学院植物生理教研室的

教师参与制作了与本教材配套的课件、创建混合式课程网站、编

写出版了学习指导书，为使用本教材的学生和老师提供便利，收

到广泛好评，使用本教材及辅助材料授课，学生评价连续多年名

列全院第一。 

该教材已经总计印刷 12次，共 2万多册，为全国 60 多所高

校用为专业课教材，受到学生和老师的广泛好评，为我国生命科

学多合型创新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孙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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