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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办墨学与自然国学高端论坛
本报讯（记者 邵 清 清） 6月9
日上午，由枣庄学院、中华炎黄文化
研究会自然国学委员会主办， 曲阜
师范大学国学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协办
的2018年度墨学与自然国学高端论
坛在我校综合楼学术报告厅举办。
来自全国四十多所高校、 科研机构
的15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
参与此次学术盛会。 天津大学博士
生导师、 中科院院士、 我校校聘院
士、名誉校长姚建铨，省社科联党组
副书记、副主席周忠高，教育厅科技
处副处长曾宪文， 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编审、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自然国学委员会会长孙关龙，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中
医学与中药学学科原主任王昌恩、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
所方法论研究室主任马晓彤、 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
研究院自然国学中心主任张耀南，
枣庄市社科学联主席张思春， 滕州
市墨子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墨子学
会副会长邵长婕出席会议。 校党委
书记曹胜强致辞， 副校长李丽清主
持开幕式。

曹胜强代表学校致辞， 向参加
论坛的各位嘉宾表示衷心感谢。曹
胜强介绍了学校的办学定位、 教育
教学、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引

进等方面取得的成绩。 他希望本次
论坛加强墨学与自然国学界的沟通
交流， 深度挖掘墨学的科技思维理
念，准确把握墨家认知自然、社会以

“歌声激荡四十年”枣庄学院百强晋级赛圆满落幕
本报讯 （记者

邵清清） 6月

19日、 20日晚， 由山东省委宣传
部、 山东省委教育工委、 共青团山
东省委主办， 山东教育电视台与枣
庄学院承办的“歌声激荡四十年”
山东省大学生校园最美歌声大赛百
强晋级赛在我校西体育场激情唱
响。 来自枣庄、 青岛、 济宁、 日
照、 聊城、 菏泽等地12所高校的71
支参赛队伍齐聚枣庄学院， 共同唱
响青春激情， 展现新时代大学生青
春风采， 为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
山东教育电视台副台长陈泽
河、“
歌声激荡四十年” 大赛组委会
委员侯纲， 枣庄学院党委书记曹胜
强、 校长李东、 副校长李目海、 副
校长李丽清， 枣庄移动公司总经理

孙世伟、 枣庄联通公司副总经理赵
东涛等出席活动。 组委会特邀国家
一级演员、 原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
艺术指导杨晓燕， 山东歌舞剧院歌
剧团团长、 男高音歌唱家李兆建，
山东省流行音乐委员会副会长初维
萍担任本次大赛评委。
两晚的比赛， 给观众呈现了一
场音乐的饕餮盛宴。 一首首爱国主
义题材歌曲相继登场， 激情澎湃的
歌声传递着青年学子的拳拳爱国之
心， 完美呈现了当代大学生朝气蓬
勃、 青春向上的精神风貌。 全场大
合唱 《歌唱祖国》 点燃所有人的激
情， 也将比赛现场推向高潮。
经过两晚精彩激烈的比拼， 枣
庄学院赛区共有17组选手成功晋级

山东省百强。 我校选送的 《想你的
夜》 《我如此爱你》 《爱在天地
间》 《烽火狼牙山》 《又唱微山湖
（合唱）》 5组选手晋级百强赛， 他
们将代表学校参加下一轮的省级决
赛。
“歌声激荡四十年” 山东省大
学生校园最美歌声大赛分全省海选
赛、 百强晋级赛、 省级决赛三个赛
段， 我校承办了本次大赛的海选
赛、 百强晋级赛两个阶段枣庄赛区
的全部比赛。 山东教育电视台各媒
体端口全程同步直播。 山东省教育
厅、 山东共青团、 枣庄学院官方微
信微博以及全省30所高校微博协会
也进行了同步直播。 比赛期间， 现
场观众规模逾2万余人。

2018年大数据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邵清清） 6月9

日至10日， 由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
基础教育研究会数据科学专业委员
会和山东省高教学会计算机教学研
究专业委员会主办的2018年大数据
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研讨会在我校
举行。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傲英， 全国
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会
长、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
学院院长黄心渊， 教育部高校大学
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
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李凤霞，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科技与经管分社副
社长赵洛育和来自全国40余高校70
余名大数据的专家学者以及我校部
分教师参加会议。我校校长李东、副

校长明清河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由
明清河主持。
李东对会议的顺利召开表示热
烈祝贺， 向莅临会议的各位领导和
专家学者表示诚挚欢迎。 李东简要
介绍了我校近年来取得的发展成
就，他表示，学校以提高教学质量为
核心， 聚焦应用型人才培养， 坚持
“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发展路径，不
断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先后
被列为教育部第一批30所ICT产教
融合创新基地之一、 教育部首批41
所数据中国“百校工程”试点院校之
一。 我校积极探索并实践校企双方
共建人才培养方案， 共同确定人才
培养目标，共同构建教学体系，共建
实践教学基地。 在大数据人才培养

方面， 我校与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共建的“
曙光大数据学院”和
“曙光大数据应用创新中心”已完成
建设，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应用
统计学、 地理信息科学三个专业开
展大数据技术应用方向的人才培养
和行业应用的研发与创新。 我校积
极申报“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
业， 今年教育部公布了第三批获批
高校新增专业名单，共有 283 所
高校成功申请，我校也是其中之一。
本次研讨会包括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课
程体系建设、 政产学研深度融合模
式下大数据人才协同培养探讨等研
讨内容。

及人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为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贡献。
曾宪文在讲话中指出， 当前全
省上下正在同心协力推进新旧动能

转换， 教育领域要主动转换思想观
念和行为模式， 既学习现代互联网
文明， 又积极借鉴传统文化特别是
墨家文化中“兼爱”“尚贤”“非攻”
“
节用”的积极因素。
孙惠军认为， 墨学与自然国学
是天然的同盟军， 墨学是自然国学
研究的奠基石和重要组成部分，要
从战略高度， 以整体论和系统论为
指导， 深入研究墨学与自然国学的
哲学精神、人文情怀、人民性、科学
性，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
姚建铨在致辞中指出， 墨学文
化博大精深， 我们应以高度的历史
责任感和强烈的时代使命感， 继承
墨学科技精髓，弘扬墨学文化精神，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将墨学与自然
国学在内的中华文化推向新的研究
高度。
开幕式后，周忠高、张幼林、秦
彦士、孙关龙、郭书春等专家学者分
别作主旨报告， 从不同角度对墨学
和自然国学进行阐释和解读， 引起
热烈反响。
当天下午，与会专家、学者根据
不同研究方向和领域进行分组研讨。

省督导组、市政法委来校督查
本 报 讯 (记者 邵 清 清 ) 6月
12日上午，省经信委工业行业离退
休干部服务中心主任李伟鸣、省经
信委电子政务处二级调研员李春
林、省经信委工业行业离退休干部
服务中心副处长黄培汉、枣庄市政
法委副书记刘成信来我校督导检
查。校党委书记曹胜强在综合楼八
楼会议与省督导组、市政法委领导
一行举行座谈交流。
曹胜强从我校的发展历程与
目标定位、 教学管理与特色发展、
优势建设与综合提升三个方面对
我校的情况做了简要介绍。 他指
出，从过去的师范专科学校到现在
省市共建的综合性大学，枣庄学院
不仅师生人数、校舍规模、办学质
量不断提高， 而且在办学特色、办

学方向上愈益鲜明和坚定。在山东
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建设工
作中，枣庄学院大力引进高层次人
才， 积极与地方政府对接沟通，探
索“
双创”中心建设、国家重点实验
室和实习实训示范基地建设，助推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目前，学校的
新校区建设、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
项建设、留学生交流与培养等工作
稳步推进，全校上下齐心协力致力
于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
李伟鸣对我校发展取得的成
绩予以高度评价，对我校“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的发展路径表示赞
赏。
刘成信具体询问了我校的宿
舍管理、 学生安全管理等情况，并
对我校安全稳定工作表示肯定。

曹胜强到城建学院调研
本报讯 6月14日上午， 校党
委书记曹胜强在人事处、实验室管
理处、 科技处负责人的陪同下，到
城市与建筑工程学院调研。
曹胜强首先调研土木工程实
验室建设情况。曹胜强边走边看边
问，城建学院负责人认真汇报土木
工程实验室每个分室的布设，并重
点介绍了陈洪凯教授科研实验室
规划、选址及改造等情况。
座谈会上，曹胜强充分肯定城
建学院建院五年来在专业建设、学
科建设、人才引进等工作中取得的
成绩，对城建学院下一步发展提出
具体要求：一是要充分利用学校人
才政策，继续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
力度，形成人才聚集高地。陈洪凯
教授全职加盟城建学院，城建学院

成为学校硕士点培育单位，使得城
建学院成为学院跨越式发展的典
范。二是要发挥优势，凝练学科方
向，凸显地方特色，利用好现有的
人才队伍和实验室资源，在科研上
下大功夫， 大幅提升服务地方能
力。三是扎实推进硕士学位授予单
位立项建设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
实施方案， 对照立项建设目标，找
短板补齐，找弱项增强，做真事做
实事，努力到2020年达到硕士点申
报的条件。
城建学院院长汇报了学院工
作进展和下步打算，陈洪凯教授汇
报了来校后的工作及生活情况。人
事处、实验室管理处、科技处负责
人对支持城建学院工作进行了表
态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