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每个人都有个关于世界的梦想，每个

梦想都有一个始于足下的地方。

从风景秀丽的浏阳河畔到湖湘人文

核心的湘江之滨；从一所专修学校到中南

地区唯一一所小语种最全的全日制外国

语普通高校；从办学之初的几十个人壮大

到目前 7000 余人的规模，一路艰辛，一路

坎坷，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始终坚守“开

放、民主、多元、包容、创新”的核心价值

观，致力于打造一所借鉴和学习西方先进

的教育管理方法，融汇东西方文化特色与

教育智慧，培养国际化综合素质人才的高

等学府。扎身教育公益事业的董事长宁平

始终秉持一个理念：通过国际化，让湖南

外国语职业学院的学子从高就业率转化

为高层次就业，胸怀有多大，舞台就有多

大。

这，是一个世界之梦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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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培养更多

的国际化人才，让每一个‘湖外’学

子都能从这里走向世界。 ”

办国际化的教育，走多元化的路

线，是该校至始至终坚守的信念。 学

校每年会选派 12名教师赴美进行为

期三个月的培训学习， 通过各种方

式深化国际合作， 与国外大学进行

师生交流和互访活动， 聘请国外专

家来讲学授课。 2010 年与美国达拉

斯浸会大学正式开展“2+2”项目合

作，2011 年 4 月加拿大、德国、西班

牙等大学负责人来学校洽谈合作办

学，2011 年与柬埔寨合作开办中文

大学。

目前学校已与美国达拉斯浸会

大学、哈丁大学、劳伦学院、美国布

特大学、西北拿撒勒大学、加拿大阿尔格

玛大学、英国胡弗汉顿大学、日本美罗斯

语言学院、 日本京都信息情报大学院大

学、澳大利亚墨尔本金融管理学校、德国

欧福应用技术大学、法国里昂国立第二大

学、韩国建国大学、韩国岭南大学、大邱大

学、韩国江原大学、西班牙纳瓦拉公立大

学等十多所国际高等学府建立了合作关

系。 其中，就读美国劳伦学院本科、研究

生，可享受美国公民待遇，5、6 万元就能实

现你的留学梦，让工薪阶层子弟都可以走

出去，创下了全国大学留学的先例。

学校的留学直通车、赴日研修、暑期赴

美实习、英语夏令营、国际培训等交流项

目已非常成熟。 通过这些项目，学生可直

接获取到国外学习与工作的机会，学生在

国外学习合格，还可以在就读学校攻读硕

士学位。 学校每年选送 50 名学生赴日研

修、75 名学生赴美暑期实习，每年 60 多名

学生赴其他国家实习就业。 每年的 12 月

份都会定期举办“国际文化周”、“国际论

坛”、“湖外人文讲坛”、“国际美食烹饪节”

等活动。 同时，由不同国籍的外教介绍本

国的经济、政治、地理、文化、宗教等，向学

生灌输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培养学生多

元化的国际视眼， 并定期以旅游的方式组

织有意出国深造的学生赴国外大学考察。

学校采用“双语言 +选修、辅修双学位 +

个性化+独立性”的国际化育人模式，为每一

位在校学生做好职业规划，提供了三项选择：

第一， 在三年之内完成大专和本科学业；第

二，在三年之内选择主修和辅修专业；第三，

在三年之内可以选择湖外国际合作办学伙伴

进行国际专本连读或学业研修。

以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与素养为目的，

学校将小语种应用能力培养放在突出重要

的位置，建立“厚基础”与“宽口径”相统一，

“多样性”与“选择性”相统一，“双语能力”与

“双证书”相结合的教学机制，开设了极具就

业竞争力的特色小语种专业，如应用法语专

业、应用德语专业、应用俄语专业、应用西班

牙语专业、应用葡萄牙语专业。

开放的心态、 多元化的治学理念让湖

南外国语职业学院的悻悻学子更多的走向

了世界。

起点卓越国际就业

让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所有师生

振奋的是温家宝总理、 习近平副主

席、李长春常委等党和国家领导曾先

后视察了学校实训基地，对学校的工

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与赞扬，并提出

了殷切的期望。

“湖外”自成立起已历经了十八个

春秋，十八年来学校用常人难以置信

的毅力，克服了办学过程中的一个又

一个困难，为国家培养了各类外语经

贸专业人才近 2万多人。 有近千人出

国深造和就业，其中浏阳烟花产业的

出口企业中有 80%是“湖外”的学子，

学生李艳红就是其中的代表。

高中毕业的李艳红， 慕名来到湖

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学习，希望通过在

这里的学习， 实现把家乡花炮事业推向国

际的理想。毕业后的李艳红留学意大利，并

成为意大利的永久居民、 浏阳驻意大利烟

花生意的总代理。 她常常心怀感恩的说：

“现在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得益于湖外的语

言学习和老师的培养和关怀”。

近年来， 学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稳步提

高，就业起薪高于同类院校，毕业生就业率

每年均在 95%以上。广东大亚湾核电集团、

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 远大空调、 中联重

科、上海交大昂立教育集团、湖南青苹果数

据公司等知名企业均与该校建立了长期稳

定的人才合作关系。 学校还为美国、英国、

韩国、日本等 10 多个国家、国内京沪高铁、

航空公司、“通程”、“青苹果”等企业输送了

大批人才， 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到合作企

业工作。

鉴于其在就业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先后被湖南省和长沙

市人民政府授予“长沙市服务外包人才培

训基地”；多次被湖南省教育厅评为“湖南

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优秀单

位”。

全球远景世界蓝图

从浏阳河畔到湘江之滨，如今的

“湖外”正如日中天，朝气蓬勃的向着

全球化的历程迈进。

在学校规划图中，未来新校区建

成后， 该校将实现近万人的学历教

育， 近千人的国外留学生培训，近

6000 人的老年大学为一体的全方位

办学新格局。“湖外”将在各级党和政

府的支持下，特别是市委、市政府，望

城县委、县政府和各职能部门的支持

下，用 3 年左右的时间将新校区建成

一所生态型、数字化和国际化于一体

的大学。

2011 年长沙市人民政府已将该

校列入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中，明确

了从政策上支持该校建设成国际化

的高等院校， 董事长宁平先生将不遗余力

的要把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建设成一所开

放、民主、多元、包容、创新的新型国际化大

学。

今天的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将站在世

界的高度，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将以崭新

的姿态屹立于外国语职业教育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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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谙中美教育及文化特点的美

籍华人刘国宪博士，被长沙市政府慧

眼识英杰，作为长沙市政府“313”计

划引进的高端人才，受聘为湖南外国

语职业学院校长。她秉持着“办学，要

有国际化视野；治学，更要与国际化

接轨”的教育理念 ，凭借其深厚的美

国教学经验和儒雅谦和的人格魅力，

吸引了一大批具有海外留学经验的

人才和外籍教师，组建了一支强大的

外国语教学团队。

刘校长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英

语系并留校任教多年，为了攀登英语

教育的学术高峰，她远涉重洋，孜孜

不倦的在学术海洋里畅游了 25 个春

秋。刘校长不仅取得了英语教育学博

士学位，而且还跻身于美国密苏里州

圣路易斯著名华人领袖之列，成为美国终身

教授、美国语言协会会员、入选了美国名师

录， 并且在 2008 年获全美杰出国际教育成

就奖（目前是唯一获得此奖的亚裔）。

刘国宪校长凭借其深厚的国际背景，吸

引了一批有志于将该校外语教学推向国际

化的能人志士，凝聚了一批坚定于将湖外建

设为国际化外语互动平台的学术人才。其中

包括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日

本、韩国、西班牙、葡萄牙、俄罗斯等 11 个不

同国家的外籍教师， 也包括 70 多位游学世

界各地的海归学者， 还有一大批具有硕士、

博士学位的青年骨干教师。一支以刘国宪博

士为中心的，由外教、海归和中青年骨干教

师组成的精英教学团队托起湖外蔚蓝的天

空，整个国际化的师资力量在包罗万象的校

园里营造出国际人文环境，在教学与管理中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教学成绩突出，该校国际经济与贸

易专业教学团队被省教育厅评为省级重点

建设教学团队；该校同时也被省旅游局授予

湖南省“旅游教育培训示范点”，还先后被湖

南省和长沙市人民政府分别授予“湖南省服

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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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外国语职院

让梦想从这里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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