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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山东教育电视台签约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本 报 讯 (记者 邵 清 清 ) 6月
20日上午， 我校在综合楼八楼会议
室举行山东教育电视台-枣庄学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意向书签约仪式，
山东教育电视台副台长陈泽河、 山
东教育电视台广告部主任侯纲、 校
长李东、 副校长李丽清、 办公室、
宣传部、 音乐与舞蹈学院相关负责
人出席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由李丽

清主持。
李东从我校的办学历史、 办学
目标、 发展定位、 人才培养、 教育
教学、 科学研究、 人才引进等七个
方面对我校的情况做了简要介绍。
李东指出， 学校围绕内涵发展、 质
量提升主线， 坚持“
产教融合、 校
企合作” 的发展路径， 全面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 不断创新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 学校知名度和美誉度稳
步提升。 当前， 学校积极响应山东
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
的要求， 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 为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 智力
和科技支撑。 李东表示， 衷心希望
通过合作切实推动学校文化艺术与
文化产业发展的人才培养基地、 创
作研究基地和成果转化基地建设的

华莹） 6月13

日下午， 曲阜师范大学实验教学与
设备管理中心杨革一行4人来我校
考察交流实验室管理和实验教学工
作。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热情接待了
曲阜师范大学客人。之后，两校在八
楼会议室进行座谈交流， 校长李东
主持座谈交流会，我校副校长、曲师
大挂职副校长明清河参加座谈。
李东对曲师大来校考察交流表
示热烈欢迎，对我校办学基本情况、
人才引进、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等方

面的工作进行了简要介绍。李东说，
我校坚持以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
型大学为办学定位， 以创新型应用
型人才为培养目标， 坚定走校企合
作产教融合发展路径， 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进展。 目前， 围绕新校区建
设、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高
层次人才引进等重要工作， 全校上
下齐心协力，开拓奋进，发展势头良
好。我校实验室建设和管理，立足于
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培养， 立足于产
教融合，立足学校和企业共建，有自

己鲜明的特色。
李东表示， 曲阜师范大学签署
支持枣庄学院发展框架协议， 将两
校的合作推到了一个更高水平，表
明曲阜师范大学对我校的关心和支
持， 我校将积极推进与曲阜师范大
学的全面深度合作与交流， 促进两
校的共同发展。
座谈会上， 双方就实验室建设
与管理工作以及今后的合作进行了
沟通与交流。座谈结束后，曲阜师范
大学客人对我校进行实地考察。

2018年征兵季宣传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华莹） 6月15
日下午， 我校在五四广场举行2018
年征兵季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枣庄
市副市长、公安局长宋丙干，枣庄军
分区司令员卢泓、 枣庄军分区政治
委员韦昌进，枣庄学院校长李东、党
委副书记曾宪明， 枣庄市副秘书长
单敬芝、 市中区区长王辉及区委其
他领导出席仪式活动。 区人武部有
关人员，我校办公室、宣传部、团委、
武装部、保卫处、各二级学院党总支
书记与副书记、 学生代表共计1000
余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现场， 与会人员共同观看

了 《参军报国 准备出发》 解放军
2018年征兵宣传片，进行了“报效祖
国”签名活动。
校武装部征兵工作站通过设立
展板、悬挂征兵宣传海报、发放征兵
宣传单、现场提供咨询等方式，向同
学们详细介绍2018年大学生征兵的
工作流程、征集对象、征兵条件等相
关政策，并对预定兵时间安排、学费
补偿、 学籍保留和大学生参军入伍
优惠政策等大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
进行详细解答。 退伍复学的大学生
结合自己参军入伍的亲身经历，向
大家讲述人民军队的快速发展和崭

新面貌，鼓励学弟学妹们建功军营，
报效祖国。
据悉， 今年大学生征兵政策有
以下几点新变化：一是设立“
退役大
学生士兵” 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
划； 二是将考研加分范围扩大至高
校在校生（含高校新生）服义务兵役
者； 三是放宽退役大学生士兵复学
转专业限制。
此次征兵宣传活动， 使我校的
青年学子更加全面清晰地了解了我
国在军队建设、 军事力量等方面的
现状， 为我校全面做好2018年大学
生征兵工作创造了条件。

本报讯（记者 邵清清） 6月
13日上午，我校在综合楼三楼会议
室召开2018年人才引进工作推进
会议， 校长李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由副校长明清河主持。
人事处负责人汇报了我校
2018年人才引进工作总体情况。截
至6月9日，与我校达成全职工作意
向的高层次人才共计128人。 其中
经学校党委会研究通过115人，落
实签约72人， 目前来校工作28人。
下一步要继续加大宣传，积极走访
有意来校工作的人才，高度重视硬
件、软件条件建设，以待遇和平台
吸引人，用诚心和热情感动人。
各二级学院院长分别汇报了
本学院人才引进工作的基本情况，
包括人才引进工作进展情况、遇到

本报讯（记者 华莹） 6月11
日，我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李丽清
一行五人赴泰山学院考察学习。
泰山学院党委副书记李进京、 副
校长彭淑贞及继续教育学院负责
人会见了考察组一行。
泰山学院领导对李丽清一行
的来访表示欢迎， 并介绍了泰山
学院办学情况及近期改革发展成
果。 李丽清介绍了我校基本情况、
办学理念、 办学特色以及继续教

心香一瓣献墨子
—写在“
——
2018墨学与自然国学高端论坛”后
履 杨玉军
是比较熟悉的，而且感觉蒲松龄和墨
子这两位活跃在齐鲁大地上的文化
巨匠在许多方面还是很相似的。检索
了一下知网，发现写这两人的文章竟
少得可怜，只有一篇发表于《蒲松龄
研究》2017年第1期的郑春元先生的
《略论〈聊斋志异〉中的墨家思想》。我
感到了疑惑，也感到了压力。
随着阅读的深入， 思考的深入，
墨子的形象也一步步走进了我的心
底，那份油然而生的崇敬之感也一天
天地生长起来。
和其他诸子相比，墨子是扑朔迷
离的：
墨子究竟是哪里人？ 众说纷纭，
有“鲁人说”即今之山东滕州；还有
“
宋人说”，即今之河南鲁山；还有更
离奇的竟说是墨子是印度人。而墨子
究竟姓甚名谁，到现在依然没有完全
搞清。
墨子是朴素低调的：
其出身
“
辱且贱”，他最早是一名
工匠，其自称“贱人”；其相貌是不帅
气的， 或说是丑陋的——
—肤色黑、秃
顶、瘦骨嶙嶙……
墨子的生活是清苦的：“以裘褐
为衣，以支鞒为服，日夜不休，以苦为
极。”
墨子又是伟大无私的，是真正心
怀天下百姓的
“
平民圣人”：

墨子主张无差等的
“
兼爱”，用孙
卓彩老师书中的话说——
—墨子爱人
如己，一视同仁，兼爱众生，可谓爱得
广泛，爱得彻底，爱得实在，可谓大爱
无私。梁启超先生则称墨子是“东方
的耶稣”。伟哉墨子！
墨子主张“
节用”、” 节葬”、
“
非
乐”， 这均是从为使老百姓过上好日
子这一出发点来考虑的。我们现在深
抓党员干部的
“
四风问题”，其实两千
多年前的墨子早已经做出榜样了。大
哉墨子！
墨子主张
“
非攻”，他多次以实际
行动阻止侵略战争。曾穿草鞋步行十
天十夜，最后成功地止楚攻宋。孤胆
英雄，可歌可泣。壮哉墨子！
墨子是身体力行的实干家。他主
张
“
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清谈误国，实
干兴邦。当前全国上下，努力实现中
国梦，不正需要这样的实干精神吗？
墨子又是孤独的，失意的，令人
扼腕叹息的。墨家学派原是与儒学并
列的一代显学， 时有“
非儒即墨”之
说，然而残酷的事实是，显赫一时的
墨家学派，至秦汉骤衰，一蹶不振，终
至湮灭，
“
无可奈何花落去”， 无尽的
悲凉和伤感袭上我的心头。是秦始皇
“
焚书坑儒” 的一把火？ 是董仲舒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亦或是墨家
自身出了问题？我在叩问历史，但找

的实际困难、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李东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各
学院在人才引进工作中付出的努
力和取得的成果。他强调，全校上
下要找差距、补短板、寻思路，竭尽
全力完成我校2018年人才引进工
作任务。 针对下一步的工作推进，
李东指出， 一要突出目标要求，持
续用力；二要抓住关键环节，精准
发力；三要强化协同联动，形成合
力；四要带着感情引才，凝心聚力。
明清河在总结发言中要求，要
用心用力做好“
引人”“
挖人”工作；
要深刻领悟学校人才引进工作的
政策措施，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
源”的观念落实到行动中；要多措
并举克服人才引进工作难题，落实
人才引进指标。

李丽清赴泰山学院考察交流

一

到枣院工作不觉五年多了，每每
看到墨子楼上悬挂的
“
兼爱、尚贤、博
物、戴行”的八字校训，总是叹息应该
抽时间好好地研究一下墨子，可因忙
于教学和其他工作，这一愿望未能落
实，心中对墨子的这份歉疚，竟一直
伴随了我五年之久。
春节过后，得知枣院要举行“墨
学高端论坛”，我怦然心动了。在跟科
技处的刘书玉老师聊天时，我说想静
下心来研究一下墨子，写写关于墨子
的文章，参加论坛。书玉老师也热情
地鼓励我。
因酷爱读书，工作三十多年来陆
续买了不少的书， 但不好意思的是，
几个书橱里，关于墨子的书只有一本
辛志凤、蒋玉斌等的《墨子译注》，也
算不上是最权威的墨学书籍。马上我
就到学校图书馆去了，借了一大摞墨
子方面的书籍，其中还有我校已退休
的孙卓彩教授的《墨学概要》，
“
兼爱、
尚贤、博物、戴行”这八字校训就是由
孙老师拟定的。孙老师曾送我他写的
《斜阳醒梦》一书，真是文如其人，该
书内容坦荡真实， 文字生动活泼，而
其中也不乏对墨学的真知灼见。在
我，孙老师既是前辈，又是打排球的
球友，只是我很长时间没有到体育场
打排球了，不知老先生的身手依然矫
健否？
有些书图书馆里没有找到，就通
过网络来购买，如梁启超的《墨子学
案》，结果很快就寄到了家。
写点什么呢？ 作为墨学界的新
兵，思忖再三，感觉还是从我熟悉的
领域入手吧。我对大文学家蒲松龄还

双方沟通联系， 共同为教育传媒事
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据悉， 此次双方的合作协议坚
持优势互补、 平等互利； 共同发
展、 深入对接的原则， 内容涉及枣
庄学院在山东教育电视台设立创新
创业就业实习实践基地、 联合承接
大型文艺展演活动、 共同进行宣传
推广等方面。

我校着力推进2018年人才引进工作

曲阜师范大学来校考察交流
本报讯 （记者

步伐， 优化学校人才培养环境， 实
现学校发展新跨越。
李东代表我校与山东教育电视
台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意向
书》。
陈泽河在讲话中表示， 山东教
育电视台与枣庄学院的合作对双方
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通过合作， 将
教育资源与传媒平台相融合， 加强

不到确切的答案。
在和初教院同事邵珠春老师交
流研墨心得时， 我颇伤感地在QQ上
写道：
“
读着墨子，我有时真为墨子难
过，更为中华文化难过。”
二

几个月过去了，墨学论坛也离我
们越来越近。
我的文章总算完稿了，老毛病还
是改不了，写着写着又写长了，最后
是一万七千多字。可以说文笔不够精
炼吧，但我更愿意说这其中融入了我
对墨子、 对蒲松龄一份浓浓的情愫
吧。谨算心香一瓣，敬献与这两位我
所崇拜的齐鲁文化巨人吧。
论坛开幕是6月9日， 恰好9日、
10日这两天， 我们初教院和心科院
计划联合组织党员去淮安参观学
习。淮安是总理的故乡，我是很想去
看一看的， 况且我又是我院教工二
支部的书记，自是责无旁贷。不巧两
项活动撞车，我不免纠结起来。6月5
号是周二，晚上给学生上完“
明清小
说欣赏”公选课，在班车上和同样刚
上完公选课的校文化研究与传播中
心主任李吉东老师聊天， 他说我提
交的《蒲松龄与墨子论略》一文已确
定在9号下午的分论坛上发言， 并对
文章夸奖了一番。我则把周六要去淮
安参观学习的事说了一下，提出能否

育办学成绩。 李丽清表示， 继续
教育是学校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
的一支生力军， 两校许多成功做
法应相互借鉴， 相互学习， 共同
提高， 共同发展。 泰山学院领导
对我校继续教育取得的成绩表示
赞赏和关注。
双方就成人高等教育、电大开
放教育、非学历培训教育、社区教
育以及继续教育管理体制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交流。

不出席会议。话音刚落，坐我前排的
心科院的赵英芳老师告诉我，刚在微
信群里看到通知，淮安之行因故推迟
了。我随即和初教院负责此次活动的
韩笑书记打电话核实， 得到了确认。
我笑着对李主任说，那我准时去参加
墨子论坛。 或许是冥冥中自有天意
吧，这下我可以心无旁骛地参加盛会
了。
和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同时，2018
年墨学与自然国学高端论坛于6月9
日上午在我校学术报告厅隆重开幕
了。参加会议的共有来自全国四十多
所高校、 科研机构的150余位专家学
者，还有我校的老师和同学们，报告
厅济济一堂。
刚签完到，我一眼看到了孙卓彩
老师端坐在前排，赶忙过去和他聊了
几句。想是一直坚持锻炼，孙老师虽
已过古稀，依然气色很好，不像其实
际年龄。聊天中他还要我坚持去打排
球，不能中断。我和他聊起了他写的
《墨学概要》一书，说从中受益良多。
得知我这次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