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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成形基础课程体系建设与实践

徐晓峰，张万红，陈拂晓，张柯柯
（河南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０３）

摘　要：　金属材料成形基础（金属工艺学）是机械类和近机类各专业的一门主干技术基础课，是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由基础课向专业课过渡的桥梁。为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设计能力，

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适合于机械类、近机类专业学生学习的金属材料成形基

础课程教学体系，该体系包括精品课程网站、多媒体课件、网络课程、实践教学体系、课程考核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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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人才要求的提高，高等

学校的培养目标逐渐转变为“厚基础、宽口径、强

能力、重实践”。因此，人才培养的模式需要不断

变化才能适应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金属材料

成形基础（金属工艺学）是机械类和近机类各专业

的一门主干技术基础课，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由

基础课向专业课过渡的桥梁。该课程是一门理论

与工程实际紧密结合的课程，在教学中，部分内容

仅靠板书及语言很难表达清楚，而且由于新工艺、

新方法不断出现，使近年来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不

断增多，而教学学时却一再压缩，从以前的 ７０学

时减少到现在的４８学时，因此内容多和学时少的

矛盾非常突出。为此，我们研制了该课程的多媒

体 ＣＡＩ课件，将图形、动画、音像、文字有机地结合

起来，通过大量设计实例，展示各种成形方法的应

用，为学生创造一种轻松、活泼的学习环境，从而

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

和设计能力，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益。同时建

立起一套课程数据库，包括试题库等，以完善考核

系统；建设了课程网站，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和网

络的普遍性、即时性和便利性在教学上的优势。

一、ＣＡＩ多媒体课件的设计与制作
１．运行平台

本课件使用的是 Ｏｆｆｉｃｅ中的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软件。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的功能强大，操作极其简便，具有各种

配套模板，方便的插入 ｆｌａｓｈ动画、视频动画和超

链接，使课件丰富多彩。同时便于修改，以满足不

同教师的教学特点和教学要求。本课件共制作了

８００余幅幻灯片。

２．动画制作

本课件的动画，全部用 ＦｌａｓｈＭＸ制作，直接插

入到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中播放。在课件的每一章都插入

了大量的动画，将课程中很多不易理解的机构、机

械、图形、工艺过程等用动画表示出来，再现了真

实的运动情况，效果很好。

３．图形制作

本课件绘制了大量的图形，这些图形一部分

由制作人在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软件中直接绘制；一部分

是利用 ＣＡＸＡ软件绘制；一部分零件图是扫描图；

还有一部分是拍摄的图片。在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软件中

直接绘制的图形具有如下优点：

（１）图面清晰，使学生对各个机构的组成和零

件的结构一目了然，大大提高了学生获得有效信

息的效率；

（２）每幅图中的线条可以用不同的颜色表示，

使学生分清主次，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

（３）图形中的线条是随着教师的操作逐条显

示出来，与教师在黑板上画图的过程完全一样，符

合学生的思维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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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网站的建设

１．课程网站的构建

金属材料成形基础精品课程网站系统采用浏

览器／服务器（Ｂｒｏｗｓｅｒ／Ｓｅｒｖｅｒ）三层架构模式，客户
端运行环境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５／９８／２０００／ＸＰ＋ＩＥ５．５以
上版本，服务器端采用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Ｓｅｒｖｅｒ＋ＩＩＳ５．０
＋ＡＳＰ框架，后台数据库采 用 ＳＱＬ２０００Ｓｅｒｖｅｒ、
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００，远程教学系统采用 ＡＳＰ开发。网站内
容包括教学大纲、网络课堂、电子教案、实践教学、

创新实践、课程试卷、在线实习、在线答疑、在线测

试、素材库等模块。

２．系统各主要模块的开发与实现

（１）网络教程的开发设计
网络教程是金属材料成形基础精品课程网站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直接面对学生，是学生在

网上学习的主要工具。所以网络教程在开发理念

上注重体现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和教学

过程的可视化。该网络教程与其它流行的课件，

如Ｗｉｎｄｏｗｓｄｒｅａｍｒｅａｖｅｒ、Ａｕｔｈｏｗａｒｅ等相比，其最大
的特色在于真正实现了网络化，即教程的动态管

理，根据教学要求，教师在后台可随时修正和添加

教程内容，同时，更加注重教程的可视化，方便以

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

（２）在线实习的开发设计
金属材料成形基础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技术

基础课，必须要有大量的实习内容支撑，才能使学

生更好的掌握教学内容。为达到此目的，该模块

应用大量的现场生产录像和学生实习现场录像，

如铸造生产有砂型铸造（手工造型、自动化造型生

产线）、熔模铸造、压力铸造等，压力加工有自由锻

造、模型锻造、板料冲压等，焊接生产有手工电弧

焊、埋弧自动焊、等离子弧焊等，切削加工有车、

铣、刨、磨、齿轮加工、电火花加工等。学生通过在

网上观看这些工艺方法的生产过程，使其更加易

于理解和掌握学习内容。

（３）多媒体课件的开发设计
多媒体课件即电子教案，是课程网站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同样是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工具，金

属材料成形基础课程电子教案的制作，作者综合

使用了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Ｆｌａｓｈ、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Ｆｉｒｅｗｏｒｋｓ四种
软件，其中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用于制作电子教案，Ｆｌａｓｈ用

于模拟工艺方法和加工、生产过程，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和
Ｆｉｒｅｗｏｒｋｓ用于处理图片资料。这样制作出的课件
更加形象、生动，更具备可视化教学的特点。

（４）在线测试的开发设计
为使学生随时了解自己对教学内容的掌握情

况，我们开发了在线测试模块。该模块采用 ＡＳＰ
开发，数据库采用 ＳＱＬ２０００Ｓｅｒｖｅｒ。主要实现客观
题（选择题和判断题）自动随机的出题和阅卷，并

按教学进度和内容编写。该模块同样实现了动态

管理，教师可以在后台随时对考题进行添加和修

改。

（５）在线答疑的开发设计
为使学生随时解决学习过程中的疑问和问

题，我们开发了在线答疑模块。该模块是教师和

学生交流的重要平台，模块采用 ＡＳＰ开发，数据库
采用 ＳＱＬ２０００Ｓｅｒｖｅｒ，同样实现了动态管理，学生
随时可以将学习中碰到的问题提出，教师回复的

内容直接显示在页面上。

（６）素材库的开发设计
为了便于管理素材，同时便于和其他院校同

行之间的交流，本网站特意建立了精品课程素材

库，该模块 同 样采用 ＡＳＰ开发，数 据库采 用
ＳＱＬ２０００Ｓｅｒｖｅｒ。其素材包括各章节的图片和动
画。

三、课程试题库的开发与建设

金属材料成形基础（金属工艺学）是全国高等

工科院校机械类和近机类学生的必修课，我校每

学年学生的授课人数达 １６００－１８００人。为此，公
正、稳定的考核体系就变得尤为重要，其首要的手

段就是建立考核试题库。目前全国高等工科院校

金属材料成型基础（金属工艺学）课程的考核试题

库只有清华大学在多年以前自建了一套试题库，

但是，（１）由于各个学校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的差
异，其实用性受到限制；（２）题库的灵活性较差，更
新比较困难；（３）价格较贵、占用空间大。所以急
需建立一套覆盖面大，应用灵活，便于各个学校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随意更改，价格低廉，占用空间

小的考核试题库。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课

程数据库的建设迫在眉间。

１．试题库的运行与架构

试题库采用 Ｄｅｌｐｈｉ程序语言编写，Ｄｅｌｐｈｉ是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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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运行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环境下的可视化编程工具软

件，可以用来创建各种各样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应用程序。

我们自行编写的试题库覆盖面大，占用空间小、应

用灵活、操作极其简便。同时具有方便地更改题

型的功能，便于各个学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随

意更改。图１所示为试题库架构。

　　

２．试题库的建立

（１）程序 ＵＩ设计

程序用户界面（ＵＩ）的优秀与否直接关系到软

件的友好度，而本软件从第一版到第二版最大的

改进也是在 ＵＩ上。本软件目前的 ＵＩ设计风格为

窗口 ＋菜单 ＋工具栏式。程序主界面中展示了程

序最主要的功能，即：浏览／增／删／改题目等。至

于其它的功能，如查询／题型管理／自动出卷／手动

出卷／输出到 Ｗｏｒｄ等，集成到了一个个弹出窗口

模块中。而这些弹出窗口模块，均可从界面顶部

的菜单栏或工具栏中调出。

主界面的设计上，采用左右二列式，左列列出

了系统中的所有题型，用户可点击选择；右边上半

则列出了本题型中所有题目的列表，下半则显示

了目前选中的题目的内容。整个 ＵＩ的设计如图２

所示。ｗｏｒｄ输出模块如图３所示。

（２）功能的实现

由于采用了 ＡＤＯ连接数据库，本软件在开发

中使用了 ＡＤＯＤａｔａＳｅｔ与 ＡＤＯＣｏｍｍａｎｄ组合，大部

分的功能都可由操作这两个控件实现。例如增加

题目，其核心实现为以下一句：

ＡＤＯＤａｔａＳｅｔ１．Ｉｎｓｅｒｔ；

相应的修改为：

ＡＤＯＤａｔａＳｅｔ１．Ｐｏｓｔ；

这两个功能之所以不采用 ＳＱＬ实现，是因为

程序主界面中采用了 ＤＢＧｒｉｄ等交互性控件。

至于查询功能，可通过精心构造特殊的 ＳＱＬ

中的 ｓｅｌｅｃｔ查询语句实现。

试题库的功能有：题目浏览与增／删／改功

能；题型管理；手动和自动配卷；试卷输出与方

案再编辑；ｗｏｒｄ输出等，图４所示自动出题的界

面，图５所示为手动出卷界面，图 ６为试卷输出

模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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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实践教学

１．建立了完整的金工实习实践教学体系

我校工程训练中心作为实习教学基地，经过

长时间发展，目前已有建筑面积为 １００００多平米

的教学实习场所，有实习设备 ２００多台套，总价值

４００余万元，已设置有包括车工、铣工、钳工、铸造、

焊接、锻造、热处理、特种加工、数控加工等在内的

多个实习工种，可以同时容纳 １０００余人进行实

习。中心每年接纳我校本科学生实习多达 ２４００

余人，完成实习教学工作量超过 ５２万人·天，涉

及专业为机设、机电、机制、车辆、交通、热动、材

成、金材、非金材、冶金、工设、包装、工业、测仪、食

科、环设、化工、环境、制药等。图 ７学生正在实习

操作，图８指导老师在指导实习。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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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组织金工实习创新制作比赛

从２００５年至今，连续三年组织实施了金工实

习创新制作比赛。工程训练中心利用金工实习的

时间，克服缺乏场地、设备、人员等困难，２００５年组

织车动学院和机电学院的 ４８名学生进行了首届

金工实习创新制作比赛，赛后共评出一等奖 ２名，

二等奖４名，此后每年组织 ４０－６０名学生进行金

工实习创新制作比赛，每次赛后评出一等奖 ３名，

二等奖６名，三等奖 ９名。金工实习创新制作比

赛得到了校教务处、学生处、团委及各学院的大力

支持，并获得了有关部门和专家的好评。图 ９所

示学校专家正在对参赛作品进行点评。图 １０为

部分优秀作品。
五、课程建设成效

通过几年的探索，金属材料成形基础课程形

成了以下特色：

１．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适合于机械类、近机类

专业学生学习的金属材料成形基础课程教学体

系，该体系包括精品课程网站、多媒体课件、网络

课程、实践教学体系、课程考核体系等。

２．在教学手段上利用了先进的多媒体和网络

技术，在教学内容上进行了进一步优化，在注重传

统基础知识和常规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同时，充分

利用先进的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等教学手段进行教

学，并且增加了金属材料成形的新工艺、新技术，

如快速成形技术、数控加工技术等，以提高教学效

果。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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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建立了课程配套的网络课程。

４．已建成简便灵活、功能强大的课程试题库。

５．建立了完整的金工实习实践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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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自动化专业英语教学方法改革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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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电气自动化专业英语的教学目标，探讨了电气自动化专业英语的具体教学方法，在词汇方面，
提出了普遍联系法、同义词法和反义词法。在句子层次上，强调句子成分划分方法的使用和常用句型的

模仿应用。在段落层面上，突出主题句的提纲作用，剖析段落的展开方法。在篇章水平上，讨论了摘要

的写作方法和整个文章的组织结构。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师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结合具体的教学内

容，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和选派合适的任课教师，以拓宽学生们的眼界和提高专业英语知识的应用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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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电气自动化专业英语是为了培养和提高电气

自动化专业学生对英语专业文献的阅读、写作、听

说和翻译能力而开设的一门课程，对于学生们在

专业方向上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如研究生入

学复试、找工作、阅读和翻译实际工作中遇到的英

文专业文献等。

然而实际上，在多数大学的自动化专业的教

学大纲中，电气自动化专业英语多以考查课的形

式出现，学时比较少。以河南科技大学为例，该课

程以必选考查课的形式，分成三个阶段进行，分别

在第５、６、７学期开课，每阶段为 １６学时，共 ４８个

学时，这种课程设置方式，无形地降低了学生们对

该课程的重视程度；另外，现如今各个大学非常重

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通过率，加大了对公共英

语的教学投入，大学生们的英语水平有了较大的

提高，在主观上认为专业英语难度不大，并对其不

够重视。

综上所述，对电气自动化专业英语的教学方

法进行研究和探讨是很有必要的。文献［１］阐述

了专业英语和基础英语在学习阶段、学习重心和

教材甄选上的差异，结合电子技术类专业英语的

新词层出不穷和缩写词汇多的特点，提出了增强

学生对专业英语重要性的认识、提高教学的趣味

性和教材多样化的建议
［１］
。文献［２］在明确专业

英语定位的基础上，就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英语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师培养进行了探

讨，给出了所涵盖的专业知识范围，采用了回顾、

自述、教学和总结的四步课堂教学方式和平时、笔

试、口试综合的考核方式，指出了对专业英语教师

培养的几点建议
［２］
。文献［３］针对专业英语教学

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重构专业英语教学模式的

具体解决办法
［３］
。上述文献在不同侧面反映了当

前专业英语教学的现状，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对于

专业英语的教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认为，一方面，应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

提出具体的教学方法，例如，针对词汇短语，提出

普遍联系法、反义词法和同义词法；针对句子，主

要讨论句子成分划分和句型结构；针对段落，主要

强调动词和名词的变化、段落主题句、段落的组织

结构和语句之间的起承转合；针对篇章，主要讲述

文章的层次结构、英文摘要写作、剖析和解读；另

一方面，着重加强师生之间的交互，看学生对讲课

内容和学习方法的掌握程度，主要手段有：课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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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公布电子邮箱、约定答疑和作业。最后，强调

多媒体教学、课外读物选择、考核方法和任课教师

的选择在专业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二、课堂教学方法

１．词汇短语学习

专业英语的词汇短语是构成句子和文章的基

本要素，探讨词汇的教学方法有助于提高学生们

的专业英语水平。专业英语词汇一般比较生僻，

往往是一个词的第三个意思，甚至更靠后，这与公

共英语学习中所记忆的词义有很大的不同，例如：

ｓｔｅｐ一词，人们往往知道它的意思是“脚步、台阶”

等，但是在自动化专业英语中，它常用来表示阶跃

信号，例如用在 ｓｔｅ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短语中，则表示是

“阶跃响应”。在学到这样的短语时，老师应鼓励

学生与所学专业主干课程相联系，找到其中的中

文表达，这样做，对于理解英文资料的内容有很大

的帮助。另外，还可以在专业主干课程中找到其

他的短语，例如“斜坡响应”和“脉冲响应”，此时，

老师会给出相应的英文表达，即“ｒａｍ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和“ｐｕｌｓ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这种方法称为“普遍联系法”，

该方法对于扩充专业英语词汇量非常有效。另

外，还可以通过查找同义词和反义词的方法来扩

充词汇量，这借鉴了一些公共英语词汇书籍的方

法。

２．句子成分划分和句型

专业英语的句子结构不是很复杂，偶尔会遇

到一些长句和难句，我们采用公共英语中的句子

成分划分的方法来剖析句子的结构，明晰各个部

分之间的修饰关系，进而用符合中文习惯的行文

方式，将其翻译出来，努力做到信、达、雅。

对于一些经常见到的句型，通过模仿造句的

方式加以练习，提高句型的实际应用能力。

３．段落主题句和动词、名词变化

英文段落往往有一个主题句，段落根据主题

句层层深入地展开论述，将一个个句子组合成一

个段落。通过对段落主题句和段落组织结构的剖

析，使学生们模仿和掌握段落展开的方法。

在英语文章中，强调动词和名词的变化，使文

章富于变化，不再呆板，例如，在关于电机 Ｙ－Δ

起动 的 章 节 中，给 出 了 ｗｙ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ｗｙ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和 ｄｅｌｔａ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三种变化。再如，

在英文论文的摘要中，动词也富于变化，经常会看

到 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ｉｓｃｕｓｓ、ｓｃｒｉｂｅ、ｐｒｏｐｏｓｅ等动词。

４．篇章

篇章阶段的课程材料是选择专业相关的地道

的英文学术论文，在整个文章的结构方面，主要理

清作者架构文章的思路脉络，学习如何行之有效

地组织整篇文章，进而写出符合英文论文格式的

英文摘要，在写摘要的时候，强调动词和名词的变

化。将论文的目的，主要的研究过程及所采用的

方法，和由此而得到的主要结果和推出结论表达

清楚，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应提及论文结果和结论

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阅读文章实际上是与作者在交流。有时，我

们需要站在作者的角度去看问题、去构思文章和

遣词造句，抱着这样的思路去阅读专业学术论文，

能够获得很大程度的提高。

５．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

加强师生之间的交互、交流和沟通，有助于老

师更好地设计课堂内容；有助于老师了解学生对

所讲内容的掌握程度和薄弱环节；有助于教师发

现课程讲授中的问题，也有助于增强师生之间的

了解。常用的方式是上课随堂提问、课后答疑、设

置公共电子邮箱和布置作业。通过这些手段，可

以了解学生们的英语水平和学习态度，进而给老

师的课堂教学设计提供第一手的资料。

６．课件设计和师资配备

专业英语一般学时少而任务重，如果只依靠

任课教师板书讲解的话，很难按计划完成教学任

务，不得不对教学内容做出取舍；另外，一些专业

上的设计图和原理图是教师手工难以绘制的。这

些问题均可以借助多媒体课件加以解决，任课教

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制作相应的课件，形式是多

样的，可以是 ｇｉｆ和 Ｆｌａｓｈ动画，也可以是各种格式

的图片，将这些素材放到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文档中就制

作成了课件，也可以将他们以讲义的形式打印出

来，便于学生们复习，同时，有利于同学们课前复

习和课堂中集中精力听讲，而节约记笔记的时间。

在师资力量配备方面，结合各阶段课程的具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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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学内容和老师们的专业背景和研究方向，选

派合适的老师任教各个阶段的课程，避免了一个

老师和一种风格的弊端。另外，在专业英语的讲

授过程中，酌情添加各任课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

等内容，有助于开拓学生们的眼界和加深对课堂

内容的理解，进一步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三、结束语

专业英语在各个专业本科生的培养过程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任课教师应通过各种方法和手

段调动学生们的学习热情、积极性和主动性，利用

各种可以利用的资源，拓宽学生们的专业知识面，

发展学生们应用专业英语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做到学以致用，使学生们能够读懂专业文献，

写出高质量的英文摘要，听懂专业学术报告，讲出

自己的学术思想，以及翻译出符合信、达、雅要求

的专业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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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传输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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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建设是教学过程中的基础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本文从《冶金传输基础》课程的特
点分析入手，介绍了课程教学团队针对该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形式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的

具体情况和取得的一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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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改革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需要
从每一门课程做起。《冶金传输基础》课程是材料

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技术基础课，这门课程涵

盖了流体力学、传热学、传质学三部分内容，是学

生进入专业课学习之前最早接触工程领域的课程

之一。授课过程中要求教师通过动量传输、热量

传输和质量传输的讲授将流体力学、传热学、传质

学三部分内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物理学和数

学的角度阐明三种传输现象之间的相似性。该课

程不仅是后续专业课的基础，也是对学生进行科

学素质培养的必修课。该课程的特点是：（１）内容
庞杂繁多，知识点多，涉及面广；（２）涉及的定律、
公式多，有较大的计算工作量。教材中既有严密

的逻辑推理，也有大量的经验公式，使学生学习过

程中记忆、掌握有一定困难。河南科技大学材料

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每年招收８个本科班，约 ２８０
人，分２～３个教学班授课。在多年的教学实践
中，作者以教学观念转变为先导，以培养具有创新

能力的人才和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本着“打好基

础、加强实践、强调能力”的原则，从《冶金传输基

础》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形式等方面

进行了教学改革的探讨与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一、化繁为简，精炼教学内容

由于该课程内容广泛，且与有些课程有交叉

重复，如动量传输中的流体静力学、流体动力学、

贝努利方程等内容，在“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中

都有涉及，两门课程同在第 ５学期开设，因此，在
讲授上，应将授课内容加以精选和融会贯通，既减

少与相关课程的重复，提高课程的教学效率，又使

学生掌握必要的相关知识，切实为后续课程打下

基础。对于学生在其它课程中已经涉及到的内

容，考虑到授课内容的系统性，基本概念可以一提

带过，实际应用方面着重强调三种传输现象之间

的关系，将重点放在传输过程中的应用上。

另外，《冶金传输基础》教材中，部分概念、定

律较抽象，对于初学该课程的学生来说，理解并掌

握它们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讲授这方面内容时，

应注重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切不可照本宣科，

或使学生死记硬背。在讲解每一个公式时，关键

要赋予它相应的物理含义，至于推导过程，学生运

用高等数学的知识是很容易理解和掌握的，则可

适当加快速度。例如，在讲解实际流体的运动方

程———纳维尔 －斯托格斯方程时，详细的推导过
程可以略讲，关键要讲清基本思路，讲清贝努利方

程与纳维尔 －斯托克斯方程的关系及贝努利方程
的应用。经过这样的调整之后，既充分利用了有

限的学时，又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二、结合实例，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

在诸多的教学方法中，启发式和互动式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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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是最受人们欢迎的。而课堂提问、讨论式

的教学方法就是该方法的一种具体形式。在课堂

教学中，教师应通过引导，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

养学生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学过程是一种

复杂的、特殊的认知过程，是多级的信息交流，教

师不仅要使学生能系统地学到科学知识，而且还

应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在课堂提

问、讨论中，有利于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作用，调

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讲解一个理论，不能简单地陈述这个理论的

内容，而应首先提出为什么要讲，意义是什么，抓

住关键点，逐步引申，启发学生对该理论进行思

考，并且可以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

见解，通过教师的引导加深对该理论的理解。启

发性提问，不但能够活跃课堂教学气氛、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促使学生动脑思考，还可以使学生

对所授课程理解深刻。如讲解辐射换热中的普朗

克定律，辐射过程就是电磁波向空间传播的过程，

研究辐射换热就必须研究辐射力与波长及温度的

关系，普朗克定律阐述了黑体在不同温度下的单

色辐射力随波长的分布规律，通过设问生产中如

何应用普朗克定律？引导出非接触式测温仪表可

以根据最大辐射力的波长，求出辐射体的表面温

度。

《冶金传输基础》课程本身是技术性较强的课

程，讲授过程不能只强调基本概念和公式，必须强

调应用。在课下与学生的交谈中，学生也一再反

映希望讲课中多涉及一些应用实例，因此作者在

讲课中不局限于教材上的例题，注意收集生产与

科研中的相关实例。如动量传输中铸件浇注时间

的计算；石油长距离管道输送中加热站的设立；热

量传输中热处理保温炉炉墙厚度的设计；质量传

输中热处理件渗碳厚度、保温时间的计算等等，通

过大量生动实例的讲解一方面加深了学生对概念

和公式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学生对该门课

程的学习积极性。

三、丰富课堂，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多媒体教学手段是指将传统教学媒体（讲义、

实物、挂图、模型、照片）和现代媒体（幻灯、投影、

录音、录像、电视、电影、计算机等）有机组合的一

种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它可以方便地做到视听结

合、图文并茂、声形兼备，在较短的时间里传播大

量的信息。

河南科技大学《冶金传输基础》课程教学团队

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就自制了多媒体课件，课堂教学采
用多媒体手段为主，黑板讲授为辅的方式。几年

的实践证明，教学效率和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采用多媒体方式可以节省授课教师大量黑板板书

的时间，并清楚地提供教学的主线条。如讲到流

体的流动状态时，插入一段雷诺实验的录像，使学

生能够很容易理解层流、紊流的概念，不需过多地

讲解。而教师结合黑板对局部知识点生动地讲

解，也有利于更深入地为学生分析理论实质，并可

活跃课堂气氛，寓教于乐。

电子教案可有效地帮助学生复习，避免学生

因忙于记笔记影响教学效果。课堂上要求学生认

真听讲，课外，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开通课程的

教学网站并链接到学校的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中

心，使网站一天 ２４小时通畅，实现了优质教学资
源的共享。

当然，多媒体的应用也需要教师认真组织好

课堂上的每一分钟，教师不能坐在计算机前，眼睛

只盯着屏幕，要和学生有眼神和肢体动作的交流。

若仅仅是将课件在课堂上播放的话，不出半小时

大家就会失去兴趣，那样效果也将会是很差的。

四、综合考评，采用“一页开卷”

式的考试方式

　　考核不但是对学生学习课程的全面检查，而
且是考查学生通过课程知识的学习所提高的能力

以及应用知识的能力，根据《冶金传输基础》课程

的特点，对于学生成绩的评定，我们实行了综合考

评模式，即课程总成绩由平时成绩、实验成绩和期

末考试成绩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２０％，包括平
时作业、出勤、平时测验等环节，实验成绩占１０％，
期末考试占 ７０％。采用考教分离出卷，在试卷的
批阅中实行统一标准评阅、统一流水阅卷。

从２００２年起，教学团队对期末考试方式进行
了重大改革：采用了“一页开卷”式的半开卷考试

方式替代了传统的闭卷考试方式。即考试前给每

个学生发一张加盖了“冶金传输基础考试专用”印

章的白纸，学生在考前复习时，可以自行将所学知

识进行归纳总结，并预先抄写在这张纸上，其抄录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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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及多少不加限定，但只能手写不能复印。

考试过程除了允许带这张加盖了印章的纸外，其

它与闭卷考试相同。考试结束后这张纸同试卷一

块上交。这种“一页开卷”考试方式可引导学生在

课程学习中注重实际能力培养。传统的闭卷考试

形式常常迫使学生将很多理论化的公式、概念硬

背下来，但往住在考后数日或走上工作岗位后又

“全部还给了老师”，相比而言，这种“一页开卷”

考试方式允许学生将一些概念、公式整理在纸上

带进考场，大脑就被“解放”出来，学生可以将主要

精力放在消化已学或新学知识上，从而提高运用

知识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与处理的能力。同时，

这种“一页开卷”考试方式可促使学生平时认真学

习，考前进行全面、系统地复习、整理。允许学生

带一张纸进考场，把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整理在

纸上，这种浓缩、整理知识的过程，事实上就是一

个很好的学习过程。如果平时没有对所学知识真

正理解、融会贯通，就很难在小小的一张纸上提炼

出“要点”或“重点”。所以，“一页开卷”在客观上

可迫使学生勤学深思，考前再系统地复习总结，加

深理解。另一方面也可锻炼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

归纳总结的能力。

在试题设定上本着“重视基础，突出重点；淡

化技巧，注重方法；重视应用，侧重能力；题型多

样，结构合理”的原则，突出能力考核。有针对性

地确定试题的难易度、等级和自由发挥空间，着重

考查学生对理论的理解程度，检验学生运用所学

理论认识、分析与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五、结束语

以上是我们在《冶金传输基础》课程教学改革

中所进行的一些探索与实践。提高教学质量是高

等教育永恒的主题，课程的教学改革就是要实现

教与学的融合，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为达到这

一目的，需要教师从转变教育观念、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等方面注重改革，与时俱进，不断追求教学

的更高境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只有这样，才能使《冶金传输基础》教改迈

上一个新的台阶，为国家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

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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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学法及其在植物学教学中的应用

张亚冰，侯小改，王征宏，薛　娴，段春燕
（河南科技大学 农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０３）

摘　要：　本文阐述了比较教学法的概念、几种形式及其在植物学教学中的应用。通过运用比较教学法，能
够使学生强化记忆，系统地掌握植物学知识，同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概括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而且

极大地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关键词：　比较教学法；植物学教学；教学质量；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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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ｙａｂｉｎｇ１９７５＠１６３．ｃｏｍ。

　　比较教学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

运用到很多课程的教学中
［１－５］

，起到了很好的效

果。笔者经过多年的实践，将比较教学法贯穿到

植物学的教学中，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植物学知

识，避免死记硬背，同时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

兴趣，训练了学生系统思维能力，极大地提高了教

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一、比较教学法的概念

比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活动中将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认识对象放在一定的条件下，按照同一标

准进行对照比较，从而确定其异同关系，认识其本

质差异，以达到辨识了解和把握认识对象的目的

的一种方法
［６，７］
。

二、比较教学法的几种形式及其在

植物学教学中的应用

１．横向比较法

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处于同一层次或同一类别

或相类似的事物加以比较的方法
［６］
。

（１）相同或相类事物的比较　在植物学中，不

同类群植物的同一器官往往有相同或相类似的地

方，如果在讲课时能巧妙地将它们放在一起比较，

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在讲禾本科植物

根的结构时，我们可将其与双子叶植物根的初生

结构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找出相同点和不同点

（见表１）。再如讲叶片的结构时，将双子叶植物

叶片和单子叶植物叶片的结构进行比较，再将裸

子植物的叶和前两者进行对比，最终把握不同类

型的植物其叶的结构的差异。通过比较教学法，

将相关事物进行比较，有意识引导学生发现彼此

间的异同，有利于学生牢固、系统地掌握知识，有

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知识的概括能力。

表 １　双子叶植物根的初生结构和禾本科植物根的结构的比较

双子叶植物根的初生结构 禾本科植物根的结构

不

同

点

内皮层

维管柱

内皮层细胞为四面加厚的凯氏带，无通道细胞
内皮层细胞五面加厚，正对初生木质部脊的

细胞为薄壁的通道细胞

中柱鞘可恢复分裂能力 中柱鞘不能恢复分裂能力

初生木质部脊为 ６个以下 初生木质部脊为 ６个或 ６个以上，为多原型

一般不具髓 一般具髓

相同点：包括表皮、皮层和维管柱三部分，初生木质部和初生韧皮部为相间排列，发育方式为外始式；表皮具有根毛，起

吸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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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易混概念的比较　在植物学课程中，常常

存在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和名词，如果教师不加

以引导和比较，学生往往死记硬背，张冠李戴。如

原生质和原生质体，尽管两者仅一字之差，概念却

完全不同。前者是抽象的物质概念，是组成细胞

的所有生命物质的总称，是物质的概念；后者是具

体的结构概念，是活细胞中细胞壁以内的各种结

构的总称，包括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等结构。

再如初生纹孔场和纹孔，角果和荚果，聚合果和聚

花果，无融合生殖和单性结实，原丝体和原叶体，

孢子体和配子体等。这些概念往往从字面上很相

似，但含义却大相径庭，所以，教师在讲课时，对于

这些易混概念，要在比较中抓住关键，求同存异，

真正把握其各自的含义。

２．纵向比较法

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处于不同阶段或不同层次

的事物进行比较的方法
［６］
。

（１）不同层次事物的比较　植物体是一个有

机统一的整体，对其各部分特征不能孤立地去学

习，应该抓住其功能的不同来掌握其形态结构的

不同。比如在讲双子叶植物茎的初生结构时，我

们不妨先让学生回忆一下已经讲过的双子叶植物

根的初生结构，然后在讲课过程中将二者进行比

较。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两者都是初生结构，

大体上都包括表皮、皮层和维管柱三部分，这是相

同的地方。但根和茎的功能是不同的，所以其组

成和结构也是不同的，接下来再详细讲解每部分

的不同之处（见表 ２）。这样通过比较，学生既掌

握了新的知识，又巩固了以往的知识，同时又能求

同存异，真正理解并掌握双子叶植物根和茎初生

结构的异同。再如植物界中低等植物和高等植物

的主要特征的比较，在低等植物中藻类、菌类和地

衣的特征的比较；在高等植物中苔藓植物、蕨类植

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的主要特征的比较等。

从不同层次通过比较来剖析其异同和联系，从局

部和整体全面把握知识点。

表 ２　双子叶植物根和茎的初生结构的比较

双子叶植物根的初生结构 双子叶植物茎的初生结构

不

同

点

表皮

皮层

维管柱

具根毛，无气孔，角质层薄，起吸收作用 不具根毛，具气孔，角质层厚，起保护作用

所占比例大，有内皮层，其上具凯氏带 所占比例小，无内皮层，无凯氏带

具中柱鞘 不具中柱鞘

初生韧皮部和初生木质部相间排列 初生韧皮部和初生木质部相对排列

初生木质部发育方式为外始式 初生木质部发育方式为内始式

一般不具髓 一般具髓

相同点：包括表皮、皮层和维管柱三部分，初生韧皮部的发育方式为外始式

　　（２）不同阶段事物的比较　在植物体发育的

不同阶段，其形态特征和功能是不同的，并且环境

条件的变化也会导致形态结构和功能的改变。比

如我们在讲双子叶植物根系的形态建成时，要让

学生掌握根的初生生长和次生生长的概念以及产

生的初生结构和次生结构。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的

方法让学生接受并牢固掌握。对于初生生长和次

生生长，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比较：①来

源不同。初生生长是来源于顶端分生组织的活

动，而次生生长是由于次生分生组织的活动；②发

生的时间不同。初生生长在前，而次生生长是在

初生生长的基础上产生的。③生长结果不同。初

生生长表现为伸长，而次生生长表现为加粗。通

过比较学生很容易就掌握了这两个概念。对于根

的初生结构和次生结构，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比较

来掌握。由于维管形成层和木栓形成层的活动产

生了次生维管组织和周皮，初生结构中的表皮和

皮层在产生次生结构时被撑破而不存在了，代替

表皮的是周皮，而在初生结构中初生木质部和初

生韧皮部之间又增添了次生木质部、维管形成层

和次生韧皮部。原来初生结构中的初生韧皮部由

于大都被挤毁而不存在了。通过比较，学生复习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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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前面的内容，温故而知新，避免了知识的遗忘，

同时将孤立的内容联系起来，掌握动态变化的整

体过程。

３．纵横结合比较法

或在横向比较中夹带着纵向比较或在纵向

比较中夹带着横向比较，两相结合，结合比较
［６］
。

如双子叶植物根和茎的加粗过程的比较。通过

横向比较，其相同点是：由于维管形成层和木栓

形成层的活动，产生了次生维管组织和周皮，从

而使根和茎加粗了。通过纵向比较，根的维管形

成层和木栓形成层的产生过程与茎的产生过程

是完全不一样的。通过纵横结合比较法，求同存

异，引导学生提纲挈领地抓住事物之间的异同

点，领会其精髓。

三、结束语

在植物学教学中运用比较教学法，能够使学

生强化记忆，系统地掌握植物学知识，在更开阔的

背景和更深刻的层次上把握本质特征，而且有利

于培养学生综合概括能力和创造性思维，极大地

提高了植物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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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专业课程设计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周 近 民
（河南科技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０３）

摘　要：　针对轴承专业课程设计的教学实践，从课程设计的目的到指导形式分析了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强调特色专业教学的重要性，强调教学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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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ｚｊｍ５８７８＠ｍａｉｌ．ｈａｕｓｔ．ｅｄｕ．ｃｎ。

　　轴承设计与制造专业是河南科技大学的特色
专业（方向）之一，学校给予高度重视和厚望。如

何突出特色、保证培养质量是轴承专业教师都必

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当然，从教学上来看“特色”

主要显现在其开设的轴承专业课程和各种实践性

教学环节能紧密结合轴承行业的特点。但笔者认

为更为重要的体现，应在轴承专业毕业生的认知、

理解、掌握、运用轴承专业知识的程度上和解决轴

承方面实际问题的能力上。而“轴承专业课程设

计”正是强化专业特色的实践性教学环节之一，它

是轴承专业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特

对我校轴承专业课程设计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及其解决对策进行探讨。

一、轴承专业课程设计的目的

１．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设计思想，训练综合
运用所学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解决轴承生产

实际中典型问题的能力；

２．掌握处理具体问题的方法、步骤和思路，使
重点的轴承专业知识得到系统地运用、巩固和深

化；

３．为后续教学中的轴承专业毕业设计以及学
生毕业后在轴承行业工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轴承专业课程设计的内容设置

按轴承专业（方向）的培养计划，所开设的两

个专业课程设计是：

１．轴承工艺课程设计（两周）

给定滚动轴承型号和规格范围，具体设计两

项内容：

（１）圆锥轴承套圈加工工艺工序图设计；
（２）轴承套圈磨削用电磁无心夹具设计。
２．轴承机床课程设计（两周）
给定机床加工条件（变速要求等），进行机床

主轴系统调速部分的结构设计。

以上两个课程设计按教学培养计划的安排共

计４周时间，分成两个独立的教学单元，均在专业
教师指导下，根据课程设计指导书的要求按时间

阶段进行。

三、轴承专业课程设计的教学实践

及存在的问题

１．轴承专业课程设计的教学实践
轴承专业课程设计伴随轴承专业建设开设三

十多年了，内容设置上专业性强、内容充实。其课

程设计的教学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环节上：

（１）课程设计开始时的内容布置。要让学生
明确设计目的和具体要求。

［１］

（２）课程设计中的过程指导。要具体、细致
地指导，及时发现和解决各种问题。指导教师要

适时利用实验室的专用设备和专用夹具等实物来

为同学们讲解，使同学们建立起直观的感性认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利用实物指导课程设计激发

了不少同学的学习兴趣，教学效果较好。

（３）课程设计末的答辩过程把握。指导教师
要适度提出问题来考察学生掌握知识的广度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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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４）课程设计后给出课程设计的成绩。指导
教师要合理评定学生完成的设计质量，全面查看

学生课程设计的资料，审核学生完成设计任务的

程度。
［２］

２．轴承专业课程设计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课程设计教学上影响因素多，操作复杂，

再加上多方面重视程度不够，宏观上安排、管理不

到位，使得轴承专业的课程设计多方面不够规范，

教学质量难以保证。作为轴承专业的教师我们对

教学质量负责，就是对学校、对特色专业、对学生

负责，因此我们必须认清存在的问题：

（１）课程设计布置不够清楚。学生不能理解
内容和明确任务，常常无从下手，一开始就进度缓

慢。

（２）学生不能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
由于学生思想上重视不够，课程设计指导书不够

完善，再加上一些设计内容的做法不够明确，学生

常有拖欠工作、草率设计、抄袭他人、设计格式不

规范等问题，更是很少有创新。
［１］

（３）教师指导不规范。指导教师不能按时指
导、及时解疑，常常是走马观花，甚至学生好几天

也见不到自己的指导教师，有的教师自己还不懂，

也不清楚重点、难点，就去指导学生，而且非本课

程任教的教师也参与指导课程设计。

（４）课程设计的答辩和评分不规范。有的指
导教师责任心不强，课程设计答辩走过场（几乎不

问什么问题就通过），评分随意性较大。

四、对轴承专业课程设计的思考

及其对策

　　轴承专业课程设计是强化轴承专业特色的重
要实践性教学环节之一，要培养出高质量的轴承

专业毕业生必须抓好这—环节。从目前的轴承专

业课程设计内容设置上来看，基本上能够较系统

地、综合地应用所学专业理论，但要切实搞好轴承

专业课程设计并达到设计目的，笔者认为课程设

计的安排、指导是关键，指导教师的责任心更是第

一重要的，而学校制订相应的专业课程设计教学

规范和创造良好的教学条件是必需的。为此笔者

建议采取如下教学对策：

１．制订轴承专业课程设计教学规范文件。要
使教学安排和指导教师的指导有据可依，有章可

循，以减少随意性。

２．各门轴承专业课程均要精心编制专门用于
课程设计的指导教材（指导书）。它是学生课程设

计的主要依据，应与其它课程教材一同提前发给

学生，其内容应全面、简明、具体。
［２］

３．课程设计安排、布置要到位、要明确。至少
要提前一个月告知指导教师作教学准备，并在课

程设计开始时以授课的方式向学生详细安排布置

工作。要让学生一开始就明确设计任务、具体要

求、管理方式、考核内容等。布置工作时应强调设

计步骤，指出重点、难点和易出现的问题，告知工

作量大小和注意事项。要使学生知道该如何下

手，有怎样一个设计过程，需要考虑哪些问题，有

多少工作要做，从而在思想上清楚、重视。指导教

师应要求和督促学生按时间阶段完成相应的任

务，主要工作不得拖后，不得容忍错误的存在，树

立科学、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

４．指导教师要主动引导学生开展设计工作。
指导教师在指导课程设计过程中要设法形成浓厚

的学习、工作氛围，努力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对于难点问题要指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从多角度

看问题，用多种方案去对比，逐条分析可行性。要

适时注意启发学生主动思考问题，鼓励学生的创

新思维，对创新方案要积极与学生探讨其合理性，

及时给予推进、引导。

５．教师指导要规范、要具体。学生要在专业
教师指导下来完成专业课程设计的各项设计任

务，教师要适时、正确的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来

解决具体问题，以使重点专业知识得到掌握、巩固

和深化。因此课程设计的日常指导十分重要，它

也是指导教师的主要工作，要主动及时解答学生

经过思考而提出的各种问题，以使学生对问题有

正确的认知和更为深入的理解。指导中要注意

每—名学生的提问、进度，对于不善提问和进度拖

后的学生要耐心启发、帮助，敦促学生按时间阶段

保质、保量地完成规定的设计任务。为此，指导教

师的指导应做到及时、具体，至少每人每天指导一

次，这是保证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此外为了引

起重视，学生的日常考勤应由指导教师来负责，发

现不认真的学生应及时批评，并令其纠正。

６．课程设计的考核要规范。课程设计的考核
是对学生评定“成绩”的主要依据，考核含平时表

现考查、最终资料考查和答辩考查。平时表现考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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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主要看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运用知识的能

力和设计质量、工作态度等；只有全部完成设计任

务的学生方允许参加最后的答辩。答辩应以师生

一对一、面对面的口试方式进行为主，由指导教师

查看学生的设计书面资料结合课程设计要求向学

生提出问题，学生当即回答，一般口试用时 １０至
１５分钟为宜。实际上答辩是教学和检查教学效果
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是对学生暴露出来的问

题（尤其是一些在理论教学中无法显现的隐性问

题）的集合答疑，是培养学生对一个方案（项目）

进行全面分析与合理评估的有效方式，也是学生

之间、师生之间相互学习与交流的好时机，决不能

走过场。最终资料考查要全面查看学生上交的所

有资料，客观评定这一部分的成绩。最后由指导

教师来综合评定课程设计的成绩，指导教师应坚

持原则，按“课程设计评分标准”评定成绩。由于

课程设计的不及格成绩对学生的多方面影响较

大，故对课程设计质量差的、存在问题多的、答辩

效果不好的学生，可暂不评定成绩，而责令其利用

课余时间或假期自行改过，若能达到基本要求则

给予及格成绩，这也是一种鞭策的手段，也体现着

以人为本的思想。因此专业课程设计成绩上报学

校的时间应放长一些，如允许在下—学期初上报

成绩，以使轴承专业课程设计有一个可行的“补

错”机会，有利于保证教学质量。

７．轴承专业课程设计的教学管理要严谨。指
导教师应选择有责任心、有能力指导该门课程设

计的教师，原则上应只有全程主讲或全程辅导过

该门专业课程的教师才有资格指导该门专业课程

的课程设计。

８．学校对特色专业的课程设计应在设计场
所、用具、参考书等方面创造良好条件和给予切实

的保障。

五、结束语

轴承专业是河南科技大学的特色专业方向，

学校从上到下都应给予重视，以使特色“突出”。

加强轴承专业建设教学规范化是基础，就轴承专

业课程设计教学而言，只要相关部门和教师都能

认清存在的问题，提高认识，强化责任心，按规范

指导，轴承专业课程设计就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为保证和提高轴承专业的培养质量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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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在读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针对企业创新人才缺乏与高校人才培养相对过剩的矛盾，提出了高校
实践教学与企业需求结合、大学生创新活动与企业技术难题结合及创建校企创新基地等校企联合培养

创新人才模式，分析了实现要素，为实现企业创新和高校人才培养提供“双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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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国内市场经济日益成熟，企业要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就必须不断地进行

技术创新。科技创新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

素，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
［１－２］

。高等学校对

科技创新肩负着重要使命，具有知识创新、授业解

惑、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等功能，是人才培养

的摇篮，每年为我国输送着大批人才。但是，在我

国人才培养过程中，长期存在重理论、轻应用现

象，企业所需的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创新人

才，在人才市场难以寻求
［３－５］

，因此研究探索有效

提升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新模式，增强大学生适应

岗位的能力，培养创新型或复合型人才，是企业和

高校共同面临的问题。同时，高校具备人才和智

力资源优势及潜在发展空间，企业在实践能力、创

新能力培养方面具有高校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

探讨即符合高校培养目标又满足企业需求的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

二、校企联合培养创新人才模式

在现有高等教育模式下，应届毕业生严重缺

乏相关实践能力和操作技能，对企业和社会部门

来说是半成品，无法满足企业需要；随着市场竞争

的日益成熟，企业急需大量创新型人才。迄今，我

国普遍存在大学生就业困难及企业严重缺乏创新

型人才的矛盾，因此探讨培养应用型人才模式已经

成为高等教育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６］
。围绕学校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针对企业对人才需求，探讨高

校实践教学与企业需求结合、大学生创新活动与企

业技术难题结合及创建校企创新基地等校企联合

培养创新人才模式是解决该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

１．实践教学与企业需求结合
在传统高等教育中，学校和企业基本上处于

分离状态，学校一厢情愿地制订教学方案，设置课

程体系，使毕业生在学校学习的知识有很多用不

上，导致很多对口专业的大学生进入工作岗位后

还需要企业长时间的传、帮、带，使高等教育与企

业需求形成了一条鸿沟。为了跨越这一鸿沟，加

强实践教学，高校培养目标与企业需求有机结合

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通过校企紧密合作，学

校不断从企业获得全面而又及时的信息，掌握社

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从而不断调整课程体系及

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不脱离社会实际，提高办学

质量；企业通过与学校直接沟通，较为容易地获得

满足企业需求的人才
［７］
。例如河南科技大学材料

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将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内容

与相应实习基地（中国第一拖拉机集团公司、中信

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实际情况相结合，使毕

业生受到企业普遍欢迎。

２．大学生创新活动与企业技术难题结合
实践教学具有实践性和通用性，不利于个性

发展，因此利用学生业余时间，结合企业需求和学

生兴趣和爱好，开展大学生创新活动是校企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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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另一有效途径。

开展大学生创新活动，要围绕企业技术难题，

可以涉及产品质量、降低成本、节约能源、安全生

产、市场开拓、技术改进、实现效益等多个领域和

环节，紧贴企业成本和利润，构建多层次、多形式

的大学生创新活动。在坚持实效性原则，按照学

校已有实验室、研究中心等研究平台及学生专业

特点，将企业技术难题分门别类的分解成难度适

宜的子课题，放手让大学生自主安排、自定形式、

自选方法，充分发挥大学生能动性，让大学生按照

确定项目目标要求，针对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管

理中存在的问题，开展以降成本、增效益、技术攻

关、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等为内容的大

学生创新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帮助企业改进工

艺和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改善经

营管理，增强经济效益，推动校企联合培养机制的

完善
［８］
。据统计，近 ３年来，河南科技大学通过

“大学生创新活动”解决企业技术难题 ６７项，使企
业获得直接经济效益 ６００余万元，同时大大提高
大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３．创建校企创新基地
为了充分发挥高校及企业资源，建立校企创

新基地是即满足企业需求，又符合高校培养目标

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创新

基地重点是产学合作创新人才培养，即使学校办

学方向与地方或行业的需要紧密结合，增强办学

活力，提高学生实践技能，培养面向生产一线的应

用性人才，是产学研结合的一种高级形式。

校企双方签定合作协议，在企业方建立校企

创新基地，企业每年有义务接纳一定数量的学生

来企业实习，有择用人才的优先权，为毕业生提供

就业岗位；企业也可利用学校人才优势，校企联合

攻关，解决企业技术难题；利用学校师资和教学条

件为企业提供职工技术培训；接纳教师到企业锻

炼，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经验。此外，校企之间还

有其他紧密型的合作方式，如：教师参与企业技术

公关、公司领导参与专业指导委员会工作、公司与

学院签定“订单培养”协议等。

据不完全统计，洛阳高校与企业已建立校企

创新基地６０余座。通过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利用
学校和企业两种育人环境和资源，以培养学生全

面素质、综合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为重点，为学生动

手能力的培养创造了条件。通过合作，不仅解决

了学校办学条件不足、办学经费困难等问题，也促

进了高校教师队伍素质提高，从而培养出适合企

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因此，校企创新基地是校

企合作育人的有效载体，对于创新人才培养具有

重要意义。

三、实现校企联合培养创新人才

模式要素

　　校企联合培养创新人才模式，既能发挥学校
和企业各自优势，又能共同培养社会与市场需要

的人才，是高校与企业（社会）双赢的模式之一。

加强学校与企业合作，教学与生产结合，校企双方

互相支持、互相渗透、双向介入、优势互补、资源互

用、利益共享，是实现高校教育及企业管理现代

化，实现教育与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具有

如下优点：

１．校企联合培养创新人才模式可以推动企业
技术创新；

２．可以促进高等院校智力资源与企业的生产
制造技术相结合，高校智力流向企业，实现生产与

技术新组合；

３．通过科技人员之间、科技人员与管理人员、
市场营销人员与生产工人之间互相沟通与交流，

实现了人才优化组合；

４．高校与企业双方信息（包括最新科技动态、
新技术研制和新产品生产过程、生产供需和政策

法规信息）通过校企联合汇集在一起，实现了信息

的有效组合与综合利用；

５．校企创新基地为知识与技术创新提供了新
的组织资源，可以保证创新所需技术、人才、信息

等资源的稳定供给和有效组合。

大量实践证明：校企联合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的

建立是高校与企业的优势互补过程。企业通过与

高等院校的结合，获得国内外研究前沿的信息及先

进理念，使自身技术水平得到提高。反过来，企业

技术水平提高也促使其与高等院校进一步合作。

但要真正实现校企合作需要满足如下要素：

１．信息交流有效性。企业拥有市场需求、实
用技术等信息，而高校具有国内外研究现状、先进

技术工艺或理念。企业和高校能不能及时进行信

息交流及充分利用这些信息是校企能否真诚合作

的前提。因为信息是创新基础和前提，只有校企都

注意充分发挥双方信息优势，并以此确定或及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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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专业设置、培养目标，才有可能培养出真正适应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强技能的创新人才。

２．双向介入程度。企业聚集着一大批生产、
服务第一线的实用型技术人才，新工艺和新技术

需要通过他们才能转化为新产品；学校具有先进

的理论知识及智力资源。学校能不能全心全意服

务企业，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

而企业能不能真诚的将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纳入

企业生产中，为学生传帮带，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

与实践相结合，切实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是衡量校

企合作成败的一个重要指标。

３．资源共享度。学校具有良好的研究平台和
研究基础，企业具有设施、设备及实习现场等。学

校愿不愿意将企业技术难题纳入学生培养计划，

企业愿不愿以生产车间（场地、设施、设备）作为学

生经常性的实践教学基地，这是能否有效地进行

校企联合的重要条件。如果学校愿意将企业实际

技术难题作为学生实践活动内容，全心全意为企

业进行科技攻关，帮助企业解决急需的现场问题；

而企业乐意让学生到生产、服务第一线去，接受企

业管理，在实际生产岗位上切身体验严格的生产

纪律、一丝不苟的技术要求，为毕业与就业接轨奠

定基础。这就需要双方资源共享，相互牺牲自身

资源为对方真诚服务。双方资源共享度越大越深

入将越有利于校企合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从高校角度，可以通过校企联合培

养，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在产学研方面上取得突破

并实现学校与用人单位的合作“双赢”，且人才培

养符合企业需要，提高学校教育水平；企业通过与

高校合作培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企业自身

科研能力不足、信息渠道不畅等问题，可以有效利

用学校人力资源和研究平台，推动企业自主创新。

可见，企业与高校进行校企合作培养创新人才并

回报社会，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公益事业，是贯

彻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的有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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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外学术交流的法医学双语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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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配备师资、选编教材、制作教学课件和改革考试模式等环节，在研究生中开展法医学双语教
学，探索建立法医学双语教学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法医学专业英语学习的氛围。

结果表明可以全面提高研究生专业英语水平和对外交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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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ｆａｎｌｆｙ＠ｍａｉｌ．ｈａｕｓｔ．ｅｄｕ．ｃｎ。

　　双语教学的方法和教学模式都处在不断研究
与探索中，目的是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学生英语水

平
［１］
。由于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学时受限、师

资力量相对匮乏，并且缺少合适的原版教材等原

因，在本科教学中难以普及。而研究生英语水平

普遍较高，他们阅读英文文献、发表高水平论文和

对外学术交流都需要提高其专业英语水平，自

２００６年起结合我校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根据研
究生的实际需求，着眼于对外学术交流的目的，开

展法医学双语教学的探索，取得一定的效果。

一、研究生法医学双语教学的目的

法医学双语教学是为学生创造和提供一个学

习专业英语、使用专业英语的语言环境，提高学生

的英语综合能力，尤其是听、说、读、写、译等法医

学专业英语应用能力，全面提高研究生的英语应

用能力。让研究生尽快接触到国外法医学专业领

域里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研究的前沿信息，增

强对外交流能力。同时，努力使教学方法和教学

内容与国际先进的法医学教育模式接轨，培养具

有国际竞争能力的高级法医学人才。

二、研究生双语教学的有利条件

在研究生中开展法医学双语教学具有学生英

语基础好、学习动力足等独特优势，如：① 与本科
学生相比，研究生均已通过 ＣＥＴ４，部分学生通过

ＣＥＴ６，英语水平普遍较高、基础好，易于接受双语
教学；② 课题及研究中需要查阅大量外文文献，
并且要了解本学科专业领域的研究前沿信息，而

这些文献大多采用英文报道。③ 发表高水平学

术论文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多数使用英语交流。

④ 研究生已经学习过相关的医学基础课程和法
医学专业课程，对专业术语和词汇有一定的了解。

⑤ 研究生人数相对较少，便于开展小组讨论或教
学互动与交流等。

三、双语教学的组织和实施

根据研究生英语水平普遍较高、基础好的特

点，法医学双语教学主要采用浸身型双语教学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多层次、全方位开
展专业英语教学。

１．师资力量
参与法医学双语教学的中青年教师均为硕士

以上学历，英语水平均达到 ＣＥＴ－６合格水平，具
有较好英语基础。部分教师有国外留学经历或在

国内著名大学进行过双语教学培训的经历，保证

双语教学中发音准确、讲解清楚、通俗易懂。

２．选编教材
根据法医学专业特点和研究生的实际需要，

节选新版权威原版教材，重点选择国际一流院校

名牌 课 程 的 核 心 内 容，如：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和 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ｒａｕｍ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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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编教材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医学专业词汇的构

词和发音规律、主要损伤或病变的英文描述、精选

法医学阅读材料、特殊案例的检验方法的英文音

像资料及英文论文写作方法等。

３．制作法医学专业英文 ＰＰＴ教学课件
对病变或损伤的描述全部应用英文写作或直

接摘录英文教材的原文，并配以图片或照片以强

化记忆，增加色彩。应用集图像或动画、文字、声

音于一体的双语教学多媒体课件，使研究生在听

课过程中眼、耳和口互动，增加听课兴趣和学习效

果。典型案例病变或损伤照片、附注说明，加上教

师的肢体语言，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所学内容。

４．观看专业视频音像资料
如：器官组织病变大体标本及显微切片的英

语介绍、尸检或脏器检验全过程的英文讲解等，在

课堂上通过观看专业视频音像资料进行观摩。

５．尝试案例讨论双语教学
选择和准备英文案例资料（文字和图片），事

先发给学生，供他们阅读和查阅相关资料，课堂上

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分组讨论或回答相关问题，

既活跃课堂气氛、减少对语言环境的不适应，又锻

炼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和应变能力。

６．多元化考核和测试
采用口试、笔试、讨论等灵活多样的考核方

法，对研究生的学习态度、学习过程、理论知识和

技能的掌握、以及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多方

面进行考核、考查和测试。如：平时讨论和小测验

（２０％），结业考试（８０％），试卷内容包括：专业词
汇翻译（１０％）、朗读口译或对话（２０％）、阅读理
解（２０％）、英文翻译（２０％）和写作（３０％）等多方
面加权综合评分，考核听、说、读、写、译的英文表

达能力和应用能力。改变仅注重阅读和写作的单

一考试模式。

四、教学效果

通过 ３年的双语教学实践，法医学双语教学
的开展为研究生专业英语听、说交流能力、翻译、

阅读和写作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方法和

交流平台，使研究生英语水平得到全面、快速的提

高。测试和反馈的情况表明：① 口头表达能力明
显改观，说英语的积极性显著提高，可以主动与外

宾或留学生对话和交流；② 法医学专业词汇量扩

大４０％ 以上，基本掌握了组合词、外来词的拼写
和发音规律；③ 专业文献的阅读能力提高 ６０％以
上，可以熟练阅读本专业书籍或英文文献，了解本

专业领域的研究前沿信息；④ 写作能力提高 １５％
以上，可以较熟练应用英文写作论文及摘要；⑤
９０％ 的研究生认为增加了自信心和自我满足感
等。

五、讨论

在法医学双语教学实践中，通过配备相应的

师资、选编英文原版教材、制作教学课件，改革考

试和考核模式等方法，探讨建立法医学双语教学

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法医

学专业英语学习的氛围，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全

面提高了专业英语水平和对外交流能力。通过探

索发现：① 研究生的英语水平较高，乐意接受法
医学双语教学，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也

高；② 选编适用的原版教材优于照搬原版教材，
教材内容新、语言描述贴切、生动，案例较多，易于

理解和掌握，能够使研究生从中获得新知识和不

同的思维方式，避免照搬原版教材内容过多、语境

和表达方式差异、难以理解和掌握等不利因素
［２］
。

③ 建立多元化、全程性考核评价体系，有利于客
观评价教师和研究生在双语教学中所付出的努

力，使法医学双语教学步入稳定、持续、良性发展

的轨道。④ 存在的不足和措施，如：学校应把双
语教学纳入研究生教学计划和课程规划；有计划

地分批、分期对双语教学教师进行英语培训，如出

国进修或在国内开展双语教学的院校进行观摩，

弥补法医学双语教学师资不足；增加法医学双语

教学视频音像教学资料，实现教学形式的多样化；

营造英语语言环境，增进国际学术交流，开辟法医

学教育国际化进程等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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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ｚｈｏｕｚｈｏｕ＿ｃａｆ＠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林学本科专业是我国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就设立
的传统专业，时至今日，全国各高等林业院校为我

国林业事业培养造就了数以万计的林业科学技术

人才，为我国林业发展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开

创了中国林业的繁荣局面
［１］
。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林业生产的状

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

经济体制对林业这个特殊的行业，带来了巨大冲

击
［２］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林业确立了以生态

建设为主的发展战略，通过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林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工

作部署，大力实施六大重点工程，不断加大资金投

入，宣传动员全社会力量大力支持和参与林业建

设，使林业生态和产业体系建设都得到了持续快

速发展。在林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之际，国家林

业局经过综合分析和充分论证，及时做出了我国

林业已处于相持阶段的科学判断，并相应提出了

“东扩、西治、南用、北休”协调推进四大区域的发

展战略及政策措施
［３］
。

一、当前我国林业生产的主要任务

及存在问题

１．森林资源监测和管理
我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森林分类经营、湿地

保护、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区的建设等工程的开

展，都离不开森林资源监测，但目前我国森林资源

监测单位的科技人员绝大多数是由大专院校和中

专的林业专业培养出来的
［４］
。随着高新技术的不

断涌现和业务范围的迅速拓展，知识老化日渐严

重，因此，亟须培养大批思想觉悟高、掌握高新技

术、敢于创新、善于总结的监测人员，以适应迅速

拓展的业务范围、艰苦复杂的监测任务以及带有

执法检查性质的工作需要。

２．加速我国速生丰产林建设的森林培育
尽管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有近 ６００万

ｈｍ２的速生丰产林，但平均年生长量只有 ９～

１２ｍ３／ｈｍ２，远低于先进国家的 ３０ｍ３／ｈｍ２年生长

量；并且木材品种和材种结构也与市场需求不相

适应，优质木材短缺，依赖进口，价格上扬。如何

在短时间内做到木材的自给自足，是摆在林业工

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培育优质林木新品种是实

现木材产品自给自足最重要的手段。林业生产力

低下的另一个原因是经营管理的水平低下，而提

高经营管理水平同样离不开大量科技人员
［５］
。

３．加强森林资源综合开发
森林资源综合开发包括非木材林产品的开发

和利用、森林环境资源的开发，如生态旅游、特种

种植、养殖、林农结合、林牧接合、绿色食品的生产

等。当前我国林业生产基层单位大多面临不同程

度的经济困难，除历史原因外，与林场生产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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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陈旧有关，一些林场的管理者始终把木材生

产作为林场的惟一任务，忽视森林资源的综合开

发。主要表现在，木材生产以原木为主或仅简单

加工，产品的附加值低，加工产生的废料、下脚料

大多废弃；森林旅游并未在广大林区得到真正开

发；林区特有动植物资源没有转变为财富；林地资

源利用率低；尤其是我国广大林区丰富的非木材

林产品，由于缺乏技术，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

用。

二、构建新时期林学教育体系

１．构建专业思想稳定的素质教育体系
林业本身是一个艰苦行业，要完成国家和人

民赋予的艰巨任务，需要一批又一批政治思想坚

定、专业思想稳定的砥柱人才。对此林业高等院

校要坚持把培养具有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的高素

质人才作为最基本的办学宗旨，注重人文素质和

科学素质的共同提高，注重专业教育与品德教育

的完满结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正确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处

理好利益原则与道德原则的关系
［６］
。教师要树立

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尊重学生的人格和个性发展

以及独创精神，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得到科学态

度、科学方法、审美情趣、道德品质、意志品质的熏

陶和培养；使学生通过学习、实验、设计等多种方

式，提高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掌握科学系统

的思维方法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把学生培养

成为既有稳定的专业思想，为林业事业献身的高

尚品德；又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成为在林业战线留

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林学专业人才
［７］
。

２．构建符合生产实际的专业教育体系
我国以前的林学本科教育基本上是一种精英

型教育，随着办学层次的提高，硕士、博士的培养

数量越来越大，林学本科教育应逐渐降为大众化、

实用型的教育。以培养面向基层、面向生产第一

线的实用型人才为办学目标，形成一套实用型林

学人才的培养模式，注重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实践

能力，使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后，能在较短的时间里

独立开展业务工作，降低用人单位的培养成本，使

毕业生受到社会和林业经营单位的欢迎。

（１）教学要求关注生产实际
林学专业实用型人才不仅需要掌握坚实的专

业基础知识，更需要具备成熟和实用的专业知识。

在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等基本工作环节上，要以

生产的实际需要为基本教学要求，各个专业的课

程设置，注重实用性和开放性，专业课程尽量采用

实际案例教学法。本科四年级学生毕业设计和毕

业论文的课题，尽量直接来源于社会生产和经济

建设的第一线，让学生直接参加教师承担的横向

和纵向研究课题，参与解决企业的实际生产技术

问题。

（２）培养过程结合生产实际
林学专业实用型人才的培养需要更加重视生

产实习这个教学环节，把学校课堂教学过程、实践

过程有机的结合起来；把林学专业实用型人才的

培养放到企业生产实际和科研中去。学校应科学

合理的配置教学资源，使林学专业通过产、学合作

教育，校、企合作办学等途径，把学生推向生产第

一线，实践教学环节贯穿整个四年，可为今后的就

业打下良好基础
［８］
。

（３）实践环节紧贴生产实际
实践能力是培养林学专业实用型人才的核

心。围绕培养林学专业实用型人才的目标，精心

设计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方案，学校应十分重视

校内、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形成具备鲜明特

色和一定规模的实习实训基地群；同时，学校应鼓

励学生参加相关产业和行业的各种活动，学用结

合、开拓视野、增长才干。

３．构建传统技术与先进技术相结合的专业体系
调整、优化林学本科教学的知识结构，重新组

合课程类群，增强学生实用技能和发展、创新的能

力，培养新一代高素质的林学本科人才，为我国林

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９］
。学生既掌

握传统林学技术，又具有先进林学技术，扩展知识

结构；既注重学科的交叉与渗透，加强创新学科、

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建设，培养特色学科和优势

学科，实现林学本科专业的新发展，又要注重传统

技术与先进技术的结合。以数字林业、森林调查

技术、航空遥感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全球定位

系统、森林环境学、可持续发展理论、景观生态学、

图形图像处理技术、环境监测等在内的系列课程

为专业课程群，以培养高素质的资源监测和管理

人才；以生物技术，尤其是野生植物的引种驯化、

组织培养、遗传工程、森林生态经济、森林资源经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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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管理等课程构成专业课程群，以开发培育园林

绿化、商品用材林所需优质品种为主，培养能科学

经营管理森林的高素质森林培育管理人才；以自

然资源政策和管理、森林管理和规划、娱乐地管

理、领导和管理技能开发、自然资源冲突管理、冲

突和纠纷解决系统等课程组成专业课程群，为社

会培养森林旅游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以自然资

源政策和管理、引种驯化、市场开发、食品工程、特

种种植与养殖技术等课程组成专业课程群，为社

会培养所需要的特种动植物养殖技术人才、药材

加工人才、食品加工生物资源开发利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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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校足球选项课女生专项发展评价

参照体系研究

倪 宏 竹
（河南科技大学 体育学院，河南 洛阳，４７１００３）

摘　要：　随着普通高校足球选项课教学改革的深入，评价女生专项发展的方法手段不断丰富，力求评价多
元化、现实化。无论是相对评价、还是绝对评价，都必须为评价寻找一个参照体系。本文试图对女子足

球选项课学生专项发展评价参照归纳为一个体系，并将在今后的足球教学中得以应用、参考，达到体育

教学的“预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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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ｌｉｔｎｈｚ＠１６３．ｃｏｍ。

　　普通高校体育教学中，足球教学大纲明确规定了
课程教学与培养目标———“预定目标”，是指在一定时

间和范围内，师生经过努力后所要达到的教学效果的

标准、规格或状态。它也是体育教学的出发点和归

宿，并决定着体育教学的方向。体育教学目标具有两

个特征：第一，详细说明目标的内容，即说明做什么和

如何做（知识、方法）。第二，用特定的术语描述教学

后学生应能做以前所不能做的事情，即教学后所要达

到的结果的详细规格。

如果将此目标视为学生预期学习行为结果，那么

就应当把这一学习结果理解为掌握性结果和发展性

结果。掌握性结果的教学要点是让每个个体都达到

足球选项课学习的最低限度要求；发展性结果的教学

重点则是帮助学生获得足球专项素质的最大限度的

发展，其中包括思维品质、创造力、交际能力、审美观、

价值观、态度以及善于理解等方面能力或素质。这些

品质恰恰也是现代足球运动的真正价值所在：攻守拼

搏的足球竞赛，不仅显示出生命活力、智慧、高超技

能，而且还在于它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培养并折射出人

们从个体到集体、从民族到国家的一种精神和社会文

化心理与文化进步的层次氛围。

一、研究方法

１．文献资料法：围绕研究目的，查阅文献，研究相
关的高等教育理论著作，为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２．逻辑分析法：对研究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逻辑分
析与论述，从理论上探讨构建评价普通高校足球选项

课学生专项发展进步参照体系的依据与方法。

二、研究结果

就目前普通高校足球教学现状而言，尽管已有不

同程度的考评改革，但女生专项考评仍存在一些不

足，其一，足球专项考评指导思想与当前体育教学“预

定目标”不相适应，测试设计与结果的使用过分强调

区分等级功能，评价者的关注焦点集中在“预定目标”

和相应的“行为结果”。其二，考评方法单一，考试的

教育功能简单化。长期以来的足球专项考评多局限

于可以加以测评的知识与技能，仅把学习者的个人背

景看成是评价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对于那些难以

用纸笔测试的知识以外的能力和品质，如价值观、情

感等，则在日常教学中不够重视，无形中减弱了足球

运动项目的教育功能作用。其三，足球专项考评多看

重考试结果的分数和对认识领域内可测内容的测量，

不注重用多种方法手段对专修学生的学习过程与进

步发展作实质性描述评价。其四，评价很少考虑女生

生理条件与特征，评价过程与学习者的经验毫无关

系，注重学习共性目标，不作女生学习特点、发展进步

及潜能个别化评价，这种考评忽视了女生个性心理发

展和智能结构差异的多面性与客观性。

足球选项课评价必须指向学生个体的进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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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教学也是集多学科为一体的交叉学科，女生专项

学习，可提高的内容丰富，包括女生个体一般性发展、

足球理论知识与技术应用能力发展、思维技能、研究

与学习、创新精神、态度、审美以及个体专项特长发展

等内容。对于这些内容，教师或管理人员可以设计出

多种类型的发展评价表，做更系统全面的调查与评

价。但要使评价结果合理、更具意义，必须为女生个

体专项课业发展评价寻找一个参照物，对能力水平、

个人背景相异的学生给予较准确的评价与描述。

因此，为促进足球选项课教学改革，全面了解女

生专项学习动态，教师对女子足球选项课的考评应更

全面、更客观地收集学生个体学习经历与行为变化信

息，力求从多个方面去评价女生的进步发展，也就是

采用多元评价方法为女生提供较明确的目标和努力

方向，从而控制、调节、促进教与学双方活动；同时也

为女生心理发展和学习进步创造必需的背景空间，诱

发其学习动机和自主发展动力，体现足球项目的教育

教学效能。

１．评价足球选项课女生专项发展进步的个体发
展参照

心理学与教育学理论和教学实践表明：学生个体

间的能力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种能力差别可以缩

小。所以，为鼓励学生个体进步，可以进行个别化评

价，采用个体内差异评价法。充分考虑被评价者的个

性差异，因而更符合学生的实际，这有利于学生自身

潜能的发挥，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特别是发散思维的

形成与发展，有利于求知欲、好奇心及成功感的形成。

（１）个体发展纵向参照
现实的情况是各校规模扩大，相应足球选项班人

数急增，男女生同在一个足球班里学习。学生专业水

平差距增大。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应淡化考评分数，

参照女生个体的学习基础，对个体足球专项水平的总

体发展，从纵向角度评价学习进步幅度和努力程度，

使其明确知道专业学习现实发展情况，并确立今后的

努力方向。

（２）个体发展横向参照
足球专项能力提高是多方面的：身体素质、技术、

战术、心理品质等，个体发展横向参照是将专修学生

个体在同一时间段里，上述专项能力各方面的发展幅

度加以评价，并提出相应建议。具体评价时，可采用

以学习发展最好的方向作参照，指出女生个人其它方

面缺陷；也可采用以较差方面作参照，指出其在另外

几方面的进步。教师应因人而宜，选择适合个体的不

同方法进行评价，例如足球技术中的头顶球、胸部停

球、合理冲撞可以在女生足球教学中忽略，不列入测

试评价的指标体系，选择颠球、运球、定位踢准等适合

女生也比较容易掌握的技术作为评价，充分发挥教学

评价的教育功能。

（３）个体潜能发展
足球专选女生个体潜能发展有质量和时间差异，

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女生潜力在竞赛场上表现程度

也大不相同。如果个体在某阶段足球选项课学习过

程中潜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则该生应该获得高分

或好的评价；相反，对那些本可进步更快，潜力发挥尚

不够的女生个体而言，教师应该降一个档次来评价。

这就是足球选项课发展的个体潜力参照评价思路。

这里，要了解判断女生足球专项发展潜力是教师

应首先解决的问题。在具体实践中，教师通常使用如

下方法：第一，凭借任课教师对女生个体的充分认识

了解，对每位女生的专项潜力做出判断，然后将上述

经验判断成绩与女生个体实际成绩比较，来评价女生

个体；第二，应用统计学原理对女生个体的潜能进行

预测分析；第三，应用动态评价技术，研究预测女生个

体的学习潜力。

２．评价足球选项课女生专项发展的教育目标参
照

（１）单元内容领域参照
单元内容领域参照评估，其主要目标在于调节和

控制教与学，促进学生个体发展，有利于女生足球知

识技能的掌握，以此来提高教学质量。

足球技战术、意识、心理素质的学习提高过程是

渐近性的，教学内容又往往分解成相互联系的单元或

专题形式。教师可以对不同个体在这一单元内容领

域中的技术或战术或其它方面的发展测验评定。在

具体实践教学中，教师首先要让学生明白评定内容、

方法、标准；其次，针对某一单元内容进行测验；再次，

对上述单元测验成绩分相应等级线或者合格线。由

于足球技战术的复杂多变性，在确定不同单元测验等

级以及应用时尽可能采用不同标准。

（２）课程目标参照
足球课程可分解成不同的单元学习内容，但是女

生学习目标内容并非各单元内容的代数和，而是课程

内容所涵素质目标的功能放大，是学生学习及练习由

量变到质变的结果。正如前述那样：当评价女生个体

专项发展需要参照足球选项课程目标时，就不能局限

于基本技战术掌握，还要关注女生临场应用技战术能

力；同时还要特别重视女生学习足球理论知识情况以

及在情感、思维、能力等方面的综合发展。足球选项

课程目标中那些基本知识技能可以通过常规测验手

段来评价反映，但女生的情感、思维、个性品质等方面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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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变化，则主要依赖教师长期的观察。为此，记

录女生在足球选项课上受教学影响而产生的典型行

为变化、语言表达信息则很有必要。

促进女生素质发展的关键还在课堂教学。所以

在参照课程目标来评价女生个体时，教师应根据学期

或学年度课程目标为参照。将所授足球选项课程目标

分为基础、发展和提高目标，并制定相应目标的最低掌

握标准，而后广泛收集信息来评价女生的专项发展。

（３）专业素质阶段性目标参照
足球专项课女生专项素质的变化发展不是短期

教学练习可以见效的。运动生理与心理学理论表明，

这些知识或技能的获得呈阶段性发展。阶段性评价

包括：足球课程学习情况评价以及女生心智发展与行

为态度等方面的简单描述性评价。为使阶段性课程

评价更有效，应参考前述单元评价和课程目标评价资

料，建立统一的课程评价标准，使学校管理部门和教

师掌握女生个体的实际水平，同时也让学生清楚自身

的现实学习情况。

３．评价足球选项课女生专项发展进步的常模参
照

常模评价方法广泛用于教学管理、技术诊断、人

才选拔及教学研究过程，常模参照评价实质上是把具

有代表性女生班组在通常教学环境下实际所达到的

平均成绩与被评价女生班组的平均成绩相比较。这

里的实际平均成绩并不是课程教学预期“标准”。常

模参照为学生提供相对发展信息。在实际教学中，通

常用标准参照测验，向女生传达期望其达到的水平。

常模参照还可分年级常模参照、专修班组常模参照、

标准分数常规参照。

三、结论与建议

足球专项发展评价活动要符合普通高校的体育

教育目标，采用更加开放的学科评估模式，对女生个

体进行定量和定性描述，全面显示个体的学习发展进

步成果。建议在评价过程中肯定个性发展，突出专项

考评的教育性、发展性、描述性、实质性和多样性。在

评价过程中不给被评价者造成过重的心理压力，鼓励

学生树立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形成丰富的想象

力与积极向上的心态，进而不断地投入到新的创新活

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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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工程设计类课程的教学探讨

任秀宏，谈莹莹
（河南科技大学 规划与建筑工程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０３）

摘　要：　工科工程设计是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教学环节，因此在工程设计类课程的教学中
必须注重对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本文从目前工程设计类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出发，

探讨了在高等教育中培养、提高教师工程素质的途径；开展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效果的方法；培养大学生

创新素质和实践能力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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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ｘｉｕｈｏｎｇｒｅｎ＠１２６．ｃｏｍ。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是以工程热力学、
传热学、流体力学和建筑环境学为基础，主要通过

建筑设备系统解决建筑中的环境问题，并涉及建

筑能源消耗问题。该专业对本科生的核心要求

是：不仅要具备从事本专业设计、安装、调试运行

的能力，而且还要具有制定建筑自动化系统方案

的能力，具有初步应用研究和开发创新的能力
［１］
。

在当前市场经济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学生毕业后

要适应市场竞争、适应社会的需要，工程设计无疑

是一种最重要、最有利的锻炼。工程设计教学过

程是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实践教

学环节。进行工程设计是学生学习深化和提高的

重要过程，是学生运用已学过知识的一次全面总

结和综合训练，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培养学生

工程实践能力的重要阶段
［２］
。因此，在工程设计

类课程的教学中必须为此打好基础，注重具有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一、现阶段工程设计类课程的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

１．现有教师工程背景与工程素质缺乏
一些工科院校的师资队伍素质不能满足培养

工程技术人才的需要。许多教师，特别是中青年

教师，没有经历过生产或工程一线的实际锻炼，缺

乏工程实践经验，难以真正做到联系工程实际问

题开展教学。同时，学校也缺乏有效机制，吸引企

业中具有丰富实践经验、适合从事教学工作的工

程师、教授级高工到学校来为学生授课。另外由

于缺乏工程实践经验，在工程设计类课程的实践

环节，设计与实际脱节或者不相符，难以做到理论

和实践的紧密结合。

２．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在工科大学生培养过程中，专业课的教学具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关系到学生专业知识、专业素

养和专业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专业课教学质

量的好坏，直接影响专业培养目标的实现。为了

适应时代的发展，更好地实现培养高级工科专业

人才的目标，当前工科专业课教学方面采取了一

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针对工科大学生

培养的特点，强调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

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当然，目前工科

专业课教学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笔者以《锅炉与锅炉房设备》课程为例来说明其存

在的问题。

《锅炉与锅炉房设备》是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专业的主要专业课程之一，本课程较为系统地阐

述了锅炉工作过程的基本理论和计算的基本方

法，锅炉房中各种设备的原理、工作特性及锅炉房

工艺设计等内容。在取材上结合了我国锅炉工业

的实际，同时充分反映了国内外先进的科技成果。

我院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使用的是同济大学

的锅炉教材，该教材在本科生中反映良好。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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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中也发现存在一些问题，课程中各种燃烧

设备、供热锅炉简图、图示较多，结构复杂，单纯在

课堂上用黑板板书表示比较困难，教学效果较差。

例如锅炉本体的内部构造较复杂，单纯通过授课

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还很困难；课程中需要一

些课时到现场参观学习，进行现场教学。通过这

种理论和实际的联系才能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另外教材中没

有介绍锅炉的最新产品以及本专业最前沿的问

题，需要任课教师在课上把相关问题予以补充，才

能体现专业课的与时俱进。

３．大学生创新能力现状
（１）不能有效地将创新意识转化为创新行为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大学生都普遍

意识到创新素质的重要性，并且能够清晰地认识

到创新能力已成为自己参与未来竞争的重要筹

码。然而这种具有普遍性的动机，并没有很好地

转化为培养自己创新能力的动力。学生不能有效

地利用学校现有的资源条件，不愿意对知识追根

溯源，往往只是闷头苦读 ，因此很难掌握本学科

最新的发展动态，这种只重视学科知识的学习、识

记，不注意知识整合的学习状态严重阻碍了学生

创新能力的发展。

（２）创新毅力不足，创新行为不能持久
大学生的创新行为往往受到兴趣、情感、意

志及性格等因素的影响。很多人把智力的高低

等同于创新力的高低，将创新人才的培养定位于

智力的开发。但事实证明，很多人在智力上相差

无几，但是具有创新精神并做出骄人成就的则占

很小的比例。这是因为创新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需要人们对此做出不懈地努力，要敢于打破常

规，进行独立思考和钻研，有恒心和毅力面对当

前的困难，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水平，乐于探

索和创新。而大学生尚处于人生的不成熟阶段，

他们很容易对事情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是不能够

长期地坚持，或者在面对难题时因为害怕失败而

退缩，这样即使有创新兴趣，也不能有创新的成

果。

（３）缺少创新思维方式和创新技能
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是创新素质的重要组成

部分。创新思维是指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形成的

对专业知识、人文知识、科技知识等的思考的流畅

性、新颖性和独特性 ，不具有创新思维 ，创新能力

就不可能实现。每个人都有创新的潜力，创新思

维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能把握自己不曾

感知或不能亲自感知的事物，并突破经验的束缚，

得到创新的结晶。大学生接触的知识在不断地增

长，如果不能有效地加以整合和利用，反而会使越

积越多的知识成为堵塞思维的垃圾，对事物的观

察也会变得不够敏锐和深刻，缺少灵活性和全面

性，造成了大学生不知道如何创新的现实。所以

应该指导他们进行直觉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

联想思维能力、发散思维能力、逆向思维能力等方

面的锻炼，提高创新思维水平
［３］
。

二、工程设计类课程教学探讨

１．提高教师工程素质的途径
加强高校教师的继续工程教育，需构建有利

于教师积累工程实践经验、理论联系实际、创新能

力提高的终身教育体系。构筑以产学研结合为主

要特点的工科教师培训体系，加强其工程能力与

素质的培训。高等学校拥有一大批专业理论基础

扎实、工程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队伍，就能保证产

学研的有机结合，为工程人才培养提供良好的实

践基础。因此应高度重视高校工科教师的培养工

作，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其工程实践能力，增强其工

程背景，提高他们在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笔者建议设立专项工科教师产学研培训基金，支

持工科教师进行企业培训。
［４］

２．课程教学改革途径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学生对专业方面前沿

动态的了解是比较快的，课堂上总是在讲一些陈

旧的内容很难满足学生的胃口，据笔者的教学经

验可知：新的、在工程实际中应用比较多的专业内

容或是在设计中需要用的知识，能很大程度地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很好的吸引他们的学习

注意力，能较好的促使他们去思考问题，这样，整

个课堂的气氛就会活跃、轻松而又秩序井然。因

此为使学生把所学知识与实际发展前沿结合起

来，尽早的适应社会，教师应结合教材内容不断把

工程实践中正在使用的新技术充实到教学中，使

教学内容具有当代气息，让学生感到他们所拥有

的是活的、发展中的理论知识。这样既开阔了学

生视野，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与求知欲望。

让学生提前接触社会，掌握科技发展的新动态，减

小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有助于学生科学思维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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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培养。比如制作锅炉课程的多媒体课件，

采用文本、图片、音响、视频等手段丰富课堂教学

内容，为转变教育思想开辟新的空间。课件的采

用将会大大提高课程的传递速度、效率和质量，这

样可以把课程最新的技术和设备内容介绍给学

生，使其了解学科最前沿的技术及最新动态，既形

象又生动，从而极大提高课堂教学的知识含量，通

过视频手段把“第一现场”带到课堂，既形象又节

约资金。这就需要任课教师不断进取和创新，广

泛收集专业资料和专业信息，不断掌握新的、前沿

的专业知识，把更多、更全面的专业知识传授给学

生，从而收到好的教学效果。

３．培养大学生创新素质的主要措施
（１）提高高校教师的创新能力素养
教师自身的创新素养如何将直接关系到学生

创新能力的培养。现在高校中有不少教师与现实

要求存在着差距，这样的教师自然难以承担起培

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任。解决高校教师的自身创

新素养的办法有二：

一是对部分教师进行培训，对其原有的知识

结构进行更新；二是创造条件使得大部分教师都

有机会进行科技创新的实践。

（２）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必须转变观念，
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与创造精神

对于工科院校来说，首先，转变观念，树立正

确的学生观。即不把学生看作消极的被管理的对

象，不把学生当作灌输知识的容器，而是把每一个

学生都看作具有创造潜能的主体，具有丰富个性

的主体，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让学生真正

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在学校里如果学生的

个性得不到尊重，就谈不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与创新能力。其次，教学方法应从注入式改为启

发式，让学生大胆想象。工科院校比较注重培养

学生严谨的科学精神，但不少教师在教学中习惯

于一言堂，课堂气氛显得过于机械和死板。长期

如此，其后果必然造成学生智力上的被动性和依

赖性。学生的主体性得不到发挥，个性得不到发

展，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就根本无从谈起。

所以，教学方法应从注入式改为启发式，以培养学

生丰富的想象力
［５］
。

（３）加强和改进实践环节
加强和改进实践环节是培养学生创新素质的

重要手段。实践教学是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专业理论教学的延续、补充、拓展和深化。

通过实践，不仅可以巩固学到的专业知识，还可以

在实践中发现新问题、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真

正做到“知行合一”。因此，对于工科专业设计类

课程加强和改进实践性教学环节必须从实验、课

程设计、毕业设计等方面入手。如实验方面，要

增加设计性实验内容；课程设计方面，设计的内容

不要总是老面孔，应该与生产实际相关联；毕业设

计方面，设计内容要及时更新，能反映最新、最节

能的设计方案，选题最好与指导教师的科研课题

相结合，让学生有自我能动性发挥的空间，进而

达到培养其创新能力的效果。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使工科学生能更好地学习专业

知识，更扎实地培养专业素质，教师不应只满足于

传授知识，而应注重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应结合

教材内容，采用先进的教学设备不断把工程实践

中正在使用的新技术充实到教学中，使教学内容

具有当代气息，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求知

欲望，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加强和改进

专业类课程的实践环节使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创新

意识、创新能力及实践能力。另外，应建立教师继

续工程教育制度，构建有利于教师积累工程实践

经验、理论联系实际、创新能力提高的终身教育体

系。总之，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多方位、多角度启发

学生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培养他们的

工程应用能力、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为社会

培养出高素质的建设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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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自高等教育扩大招生以来，高校在校学生人

数已达相当规模，针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为适

应新形势下素质教育的需要，培养创新人才，开展

教育教学改革势在必行。考试作为教学过程的一

个重要环节，是把握合格人才质量的重要关口，是

普遍公认的比较公平合理的测量手段，在很大程

度上是学生学习的指挥棒，也是检测学生学业成

绩和教师教学效果的有效手段，在培养学生的应

用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１］
。

近几年，我们对高校考试方式多样化以及考试内

容、评价形式与能力考查等相关方面的一些问题

进行了探索，现总结如下。

二、探索考试方式，促进过程评价，

加强“研究型”学习

　　目前高校考试中有笔试、口试、论文写作及实
验操作等主要形式，存在着闭卷考试多，开卷考试

少；笔试方式多，口试和答辩方式少；理论考试多，

技能、操作和实践能力考察少；一次考试定结论

多，数次考试综合评价少的现象。期末一次性考

试仍然是大多数高校采取的方式，受试卷容量、

考试时间限制，一张试卷要涵盖一个学期的知识

量，并且要求学生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反映出自

己获取的知识水平和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出卷

的教师和应考的学生都有相当大的压力，容易导

致学生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考试过关，而影响自

身创新意识的养成和创新能力的发展。也就是

说，期末一次性考试难以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

教学全过程，单一化的考试方式会使考试的偶然

性增大，考试结果难以科学客观、公正全面地反映

学生的真实情况，不利于学生能力和素质充分发

挥，因此，努力探索高校的考试方式很有必要
［５］
。

根据课程的性质和特点，教师可以采用多种

考试方式，包括闭卷、开卷、口试、笔试、小论文、小

设计、读书报告、调查报告以及文献综述等等，通

过实践和分析，我们认为以下几种考试方式是可

取的
［２－６］

。

一是让学生自主携带一本自己手写的作业本

进入考场，内容不限（作业本里可以含有作业批改

情况和修改的内容或课堂笔记）。考试进行时，只

允许翻看自己的作业，不能转借。考试结束时，作

业和考卷一同上交。这种方式目前在其它高校还

很少见到，我们通过尝试，认为采取这种方式与任

课教师平时的要求、学生平时的学习有着密切的

联系，它有利于平时对学生作业的管理，有利于平

时认真听课学习勤奋的学生。老师命题时充分考

虑了这些因素，那些平时不努力，仅靠抄课本的简

单做法在这种考试模式下是行不通的，在考场上

两小时内临时翻看既浪费时间也不起多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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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平时注意记笔记能独立完成作业的学生有

明显作用。当然，任课教师期末出题要下功夫，既

要反映平时又要与平时不一样，学生必须学会学

习的方法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增强不断吸纳新知

识的能力才能取得好成绩，这就使学生从平时的

死记硬背中解脱出来，让学生注重增长能力，学会

学习，学会思考，学会归纳。这种考试方式已在我

校１０个专业进行了三个学期，由于突出了平时，
功夫花在了平时，成绩普遍反映了学习的真实状

况。通过实践，学习有了良性循环，平时到课情

况、听讲情况、作业情况等都有了普遍好转。对平

时不努力的同学也有了很深的体会，他们反映说：

这下知道以后该怎样学习了，大学期间应该学会

学习，学会读书，这次虽然没取得好成绩，还是希

望以后继续采取这种形式，因为这样不会再浪费

平时大好的时光，又能取得好的成绩。

二是允许学生在考试时带一张规定大小的纸

张，可记载与学习有关的内容供自己用，但具体记

录什么内容和多少内容不加限制，这张盖了章的

纸张于考前一周发，考试结束时连同考卷一同上

交，供任课教师分析研究。这就是目前有少部分

高校实行过的“一页开卷”。同学们在准备时，要

从几百页的书中找到要点决非易事，在集中精力

进行研究、复习本门课程的深层次问题和本质问

题中充分展示学生的个性，实行这种方式的目的

是让学生自己学会总结、学会归纳，让学生不要

死记硬背公式，促进学生真正掌握知识的内涵，使

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能更好地评价学生的综合素

质和创新能力。这种考试方式已在多个专业进行

了两个学期，对于考核某些课程（如“公式”较多

的课程）的教学效果具有独特的优点。通过这种

方式促进了学生对课程的全面复习，培养了学生

对所学知识的综合和总结能力，也促进了同学们

考前的相互讨论和交流，把复习过程变成了掌握

知识的融会贯通过程，该举措也检验了学生对知

识的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是课程考试与撰写课程论文相结合的方

式。学生在考试之前可以查阅一切资料，但准备

的资料必须是自己写的才允许带入考场查看。教

师在平时教学中增加 ３～５个带有“研究性”的练
习题，这些练习题与过去习题不一样，没有统一的

标准答案，有意引导学生进行研究和探索性的学

习。在撰写课程论文中加大创新部分占总分的比

例，在评价成绩时，真正在这方面的优秀者，总成

绩就是优或良；在这方面较差，即使闭卷成绩好，

总成绩也达不到优良，所以这种训练可以激励同

学们的创新思维能力，实现从已知探索未知的训

练目的，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大胆提出

问题、认真分析问题、果断解决问题的综合素质。

这种考试方式已在理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信计与计算科学专业和应用物理学专业进行了两

届，学生利用考前时间借助图书馆、网络或咨询，

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知道了不少信息资源，获

取了有关的一些数据，不但学到了查阅文献的方

法，而且对所学内容有了较为整体的认识，培养了

学生综合运用知识，有效地获取并分析材料信息

资源和撰写科技论文的初步能力。因为在指导思

想上，这种方式鼓励大学生大胆创新，引导大学生

朝着“创新”去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创新就成为大

学生奋斗的目标，成为大学生勇于创新和敢于创

新的动力。对于各学科领域已呈现的高度融合趋

势的今天，决定了未来的人才需要多方面的知识

技能，不能太拘泥于教学大纲和课本，这样的考试

方式有利于知识的迁移和应用，有利于激发学生

的热情并为之付出最大限度的努力
［３］
。

三、进行考试方式多样化的意义

及其合理性

　　大学考试的目的不是检查大学生记住了多少
知识，而是要了解他们对知识的掌握、推理和应用

的能力。教育需要不断评价，并依据评价获得的

信息调整教育方法和教育过程，没有评价的教育

是盲目的教育，而盲目的教育则是没有希望的，

不会成功的。单一的评价方式，以学生的最后一

次考试成绩来判断其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会

滋长“重记忆、轻能力”和“重结果、轻过程”的现

象，使得考试成为对死记硬背的一种鼓励，不仅不

能反映学生的全面发展情况，也难以对其综合能

力及潜力进行评价，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评价学生

的学习是不科学的，同时也是不公正的。要改变

单一性的评价方式，需要实现从只注重基础知识

的理解和记忆的“知识立意”的考试观向强调灵活

运用知识和技能、鼓励创新和探索精神的“能力立

意”的考试观转变，需要促进考试方式多样化。

考试方式多样化，可以使考试与教学活动成

为两条同时运动的平行线，使考试评价成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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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和教育自己的一种教育方式和教师反思教

学、改进教学的一种反馈促教的方式。

考试方式多样化，可以促进过程评价，侧重基

础性和实践性，突出针对性和生动性，倡导创新思

维和独立见解。能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课堂环境

里养成勇于探索、勇于思考和勇于创新的习惯，能

使学生在教学结束时仍沉浸在多角度看问题的兴

奋之中，并在把所得结论运用到新情境的过程中

发现新问题，产生新的探究兴趣，有利于学生思

维、分析、综合能力的培养和创新精神的形成。

考试方式多样化，可以促使大学生进行“研究

型”学习和备考，而不是靠期末“划重点”、“搞突

击”来取得好成绩。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设法从学

生的已知开始，激起学生的认知冲突，激发他们的

求知欲望，学生从探究学习过程中领悟科学探究

的本质，形成正确的科学态度，以不同的思维方式

和学习速度取得进步，教师与学生共同回顾与评

价所学内容与学习方法，将“研究型”的基本精神

融入到各学科的教与学中是推动科学活动的动

力，可以想象，其内涵是多么丰富
［７－８］

。

我们通过考试方式多样化的一系列改革实

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试点中，做了问卷调

查，召开了座谈会，从学生的反馈情况看，９５％以
上的同学持积极态度。他们说：“这样不仅锻炼了

学生的能力，也考出了学生的实力”；“这种考试方

式不用再大量背一些公式之类的书上已有的东

西，要求我们扎实掌握定理、公式，理解其深刻含

义并能灵活运用，它有利于我们在平时的学习中

将高等数学与实际结合起来”；“这种方式要求学

生记忆一些东西，但又不要求完全死记硬背，做一

部只会记忆的机器，方法太重要了”；“最后的考评

更好地参考了学生的平时成绩，也知道以后该如

何努力掌握学习方法了”；“希望其它有些课程也

采取这种方式”，等等。也有少部分同学对这种方

式持否定态度，认为题目难度增加了，题目变形后

难以下手去做，记忆的东西用不上，而基础的知识

是需要去记去背的。我们也认为，考试方式应视

课程而论，不同的课程应实行不同的考试方式，不

同的课程应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考试方式多样

化，可以针对不同专业和课程的性质、特点和检查

评价的需要，灵活运用与实际情况相联系的各种

考试方式，如课堂评价、撰写课程文献综述的考核

方式，还可以探索以就业为导向的考试方式，等

等。事实证明，考试方式多样化，能引起并提高

大学生对考试的参与兴趣，同时也有利于从根本

上解决学生考试作弊和抄袭的现象。

四、考试方式多样化是高校考试

制度改革的一种趋势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大学生

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

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重视培养学生收集处

理信息的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以及团结协作

和社会活动的能力”。考试是常规教学的一个重

要环节，也是教学评价的一种重要手段，应当看到

考试与素质教育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素质教育也

需要考试进行检测和评价，把考试方式多样化的

工作做好，能够检查教师的教，激励学生的学，能

够推动素质教育的实施，能够推进教学内容和教

学方法的进一步改革
［４］
。着眼于未来，学生不可

能在学校里学到将来所需的每一种知识和技能，

基础、能力、素质是可评的，注重考核学生的综合

素质和能力是一种趋势，考试方式多样化也是高

校考试改革的一种趋势。考试制度的改革，关系

到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成败，应该充分发挥考试

的“指挥棒”作用，应该对传统的考试进行改革，变

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真正使广大师生从应试教

育过重负担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将高等教育引向

培养会学习、能思考、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培养轨

道，真正达到教、学、考的和谐统一。

考试是人才培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实

现人才培养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改革的时代对

我们是一个挑战，清人龚自珍有诗曰：我劝天公重

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今天来说，更重要的恐

怕是天公降下不拘一格的人才后，如何让人才不

向隅而立。在考试改革的过程中，对教师提出的要

求更新更高，需要教师拿出提高教学质量的妙招，

有些招数需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需要管理部

门和同学们的积极参与，需要探索新的、有利于学

生综合素质提高和创新精神形成的人才质量全面

考核机制，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使高校考试方式

多样化和成绩评价制度的改革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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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更新与外语专业学科建设

高东军，王　卓
（河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０３）

摘　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国对外交流的方式与规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顺应变化并始终
处于主导地位，毫无疑问高等学校外语专业的培养模式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外语专业的学科建设也应

不断同步更新。本文立足于现实，结合实际的教学管理情况，探讨了应用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更新以

及如何加强外语专业的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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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对外交往

的逐步扩大，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以及与国际社会

接轨的日益加快，社会对外语人才的要求越来越

高。外语专业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外语教学的

改革势在必行。因此，培养具有创造性思维和创新

能力的应用型外语人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

是外语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近年来，对于应用型

外语人才的培养和与之相适应的外语专业学科建

设正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对于应用型外语人才培

养模式的探讨与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果，

并有许多院校已经将此作为未来外语专业发展的

方向和趋势。我国的许多研究者近年来都提出了

一系列的关于应用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构思，如王金

洛
［１］
，杨银千

［２］
等都指出我国的外语教学已经到了

需要进行改革的时候，并针对具体的情况提出了应

用型、创新型、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发展的策略与

方法。然而，近年来，把外语人才培养和外语专业

学科建设结合起来的研究尚显不足。

本文着眼于应用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更新，

旨在探讨并制定出应用型外语人才的培养目标，并

由此更进一步探讨在培养应用型外语人才中起着

关键作用的外语专业的学科建设，其实际意义在于

引起相关部门对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及更新

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时将对应用型外语人才的培养

起到关键性的指导作用。此外，本文将会对与之相

对应的外语专业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向、趋势及可行

性方案进行深入的剖析与讨论，旨在对外语专业的

培养方针和方案的改革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与创新，

并对应用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更新与学科建设

方案的确定提供切实有效的理论依据。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

培养应用型外语人才目前在我国高校专业外

语教育领域里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而使得更新

应用型外语人才的培养模式显得尤为重要。特别

是在当今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应用型外语人才

培养模式更应该与社会需求接轨。因为专业知识

和专业技能与人文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

文化素质和创新素质）两方面同等重要。两个方面

的完美结合，才是外语人才的综合素质模式。

为实现培养应用型外语人才这一目标，必须进

一步强化学科建设。也就是要加强科研建设、师资

队伍建设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中，加强科研建

设是学科建设的核心。因为只有科研能力的提高，

整个学科水平才会得以提升。师资队伍的建设是

起着决定作用的环节，必须进一步强化教师队伍建

设，使教师具有明确的专业和学术方向，能够把高

质量的专业性知识传授给学生。通过多种途径提

高教师的个人基本素质，使教师队伍朝应用型方向

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前提，必须结

合时代发展及时更新基础设施，以满足教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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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应用型外语人才必须在具有牢固的外语知识

和系统的专业知识的同时，具备一定的外语应用能

力。由于信息和数据表达的多样性和资源共享的

优势，可以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超越时空的限

制，把外语教学内容扩大到外交、外事、外经、旅游、

商务等诸多领域。利用信息网络化的优势，教师可

随时选用或补充较新的教学材料，以保证教学内容

的广泛性及教学语言的时代性。

２．课堂教学方法和内容的更新
课堂教学将改变以往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

式，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主题教学模式，强化学生

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注重课内和课外的有机结

合，培养大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即课堂上学生对

一个主题有了一定的了解以后，教师可有计划地指

导学生进行课外学习，包括听力材料、阅读材料等，

教师可以从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因特网中选出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可思性的课

外学习材料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专业知

识、专业技能与人文素质层次，并进一步提高学生

的听力、阅读能力和思考判断能力。教师应引导学

生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进行自主学习，让学生到电

子阅览室或数字化语言试验中心利用互联网检索

并下载文件，自主地利用 ＣＡＩ等多媒体课件学习相
关课程（教师规定的和课外补充的）。在自主学习

的过程中，学生可以依据自己的水平自行掌握速度

和次数，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

决问题。

３．外语课程评价体制的改革
改革外语课程评价体制，着重考查语言实际运

用能力。外语课程评价体制应顺应语言测试的发

展趋势，即由以往的重视知识转向重视语言能力和

实际运用能力。具体改革方案：（１）通过综合平时
成绩和期末成绩来确定学生的最后成绩，并加大平

时成绩的比重。（２）在对学生的评价过程中，通过
不同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有重点的评价。词汇、语

法、阅读、翻译和写作仍旧沿用传统的书面考试方

式对学生语言运用能力进行测试。听说能力的测

试采用交际式测试和语用测试，即通过模拟真实交

际场景的方式，采用面对面的交谈来测验学生的外

语运用能力。

三、结合学科建设，培养应用型

外语人才

　　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的一项综合性、系统性、

长远性的基础建设。学科建设主要涉及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学科发展规划和学科方向；二是队伍建

设；三是科学研究；四是人才培养。通过上述四个

方面的建设，通过加大教学改革的力度，运用现代

教学理念，综合学科建设优势反哺教学的理念，在

教学和学科建设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培养出具有创

新意识和创新素质的，适应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应

用型外语人才。

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应该以应用型外语人才

的培养为先导，着力提出更新模式的方案，主要研

究应用型外语人才的培养模式更新与学科建设的

互补作用。因此，首先应探讨应用型外语人才的培

养模式，并结合目前国内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学

科建设提出一套新的培养模式。其次，应在教学实

践中通过具体的教学方法和研究方法来对该模式

进行验证，并不断对此模式进行修改，直到得出一

套较为全面科学的应用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

对于培养应用型外语人才的教学改革，有以下

一些建议和意见：首先，确立“听说领先”的教学理

念，搭建一个“听说领先”的环境平台。要求所有外

语课均使用英语教学，突出情景教学，激发学生的

张口兴趣。英语听说课教学中，要千方百计让学生

张口说话，激发其学习兴趣。具体可以采用看图说

话、角色表演、或让学生根据特定话题来展开讨论。

总之，要让学生畅所欲言。但前提是只能用英语进

行交流。其次，要让学生多接触真实语境下的自然

语言，如观看原声英语电影和收听 ＶＯＡ、ＢＢＣ等英
语广播节目；参加英语角等活动；学唱英文歌曲和

举行英语晚会；举行英语演讲比赛等。接着，要改

革考核方式，坚持能力培养。过去的教学过于重视

结果性评价，而忽视了学生丰富多彩的学习过程，

忽视了对学生能力的全面培养，很不利于学生的发

展。对学生的学习评价要关注其学习的结果，更要

关注其学习的过程；要关注学生学习的水平，更要

关注他们在学习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与态度，

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信心。应采取灵活多样的

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价，力争使考核结果

能准确地反映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要改

革考试内容。在各门课程的命题中，始终把握客观

型试题、主观型试题、记忆型试题和分析型试题的

适当比例。另外，还要改革考核方式。闭卷和开卷

相结合；笔试、口试、实际操作相结合；平时、技能、

期末考试相结合。加大平时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比

重，重视其构成。通过这样的考核，除了能促使学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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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时根据教学要求，注重基本功的训练外，也使

课堂教学一改过去死气沉沉的局面，充分调动起教

与学两个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后，要加强实

践环节。应用型外语人才需要掌握的知识与能力，

不可能完全通过课堂教学的形式传授，它需要在各

种实践性环节中获取。实践教学可拓宽学生的专

业知识面，创造职业岗位的实践环境，提供知识向

能力转化的场所，培养学生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

提高其职业素质和综合能力
［３］
。

外语专业学科建设环节，应主要围绕于师资队

伍建设和学科建设
［４］
。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依存。

具体来看，要以师资队伍建设来推动学科建设，以

学科建设推动学术研究。同时以学术研究推动教

学质量的提高，并要以教学质量的提高来推动高素

质人才的培养。师资队伍水平是高校教育质量和

学术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为实现培养应用型外语

人才这一目标，必须进一步强化教师队伍建设，使

教师具有明确的专业和学术方向，把高质量的专业

性知识传授给学生。通过多种途径提高教师的个

人基本素质，使教师队伍朝“双师型”方向发展
［５］
。

要构建应用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必须有一支“双师

型”教师队伍，应通过多种途径提高教师的个人基

本素质。提高教师的个人基本素质的措施主要有：

以现有学科带头人为核心，以教授、副教授、讲师等

骨干教师为中枢，构建学科梯队。鼓励青年教师通

过在职进修、考研等办法提高学历层次，提高讲课

艺术与讲课水平。同时聘用外籍教师承担口语、阅

读等技能课程的教学，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做专题

讲座。还要把引进高学历人才与培养“双师型”教

师相结合。使教师既有全面的专业理论知识，又有

较强的岗位实践经验，从而培养出高层次的，具有

创新意识和创新素质的，应用型外语人才。

四、结束语

总之，更新应用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对于外语

专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外语专业学科

建设在专业发展中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

此，外语专业应以更新应用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为

契机，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根据学科建设的目标定

位，围绕师资队伍建设这一关键，培养出符合当今

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外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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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促进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理论和实践分析

杨 玉 华
（河南科技大学 政治与社会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０３）

摘　要：　科研通过培养教师、学生的创新精神，指导教育教学；通过充实、完善、更新教育教学内容，促进教
学。在教学中，科研不仅具有理论支撑、历史还原、理论深化和中间衔接作用，能够结合学生实际需要、

社会热点问题解疑释惑，而且通过教育教学规律的揭示直接指导教育教学，科研不仅丰富、完善、更新了

教学内容，回应了学生的迫切需要和社会关切，培养了学生创新精神和技能，而且从多方面激发、提高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教育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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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学校担负着知识创新和传播两大任务，这
就是科研与教学，科研以创新支持教学，教学反馈科

研以灵感驱动，从认识论的观点看，教学与科研的关

系可以概括为“源”和“流”的关系，科研是“源”，教

学是“流”；从思维过程来看，教学提出问题，科研解

决问题，因此，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应坚持寓科研于

教学之中，以教学为导向，以教学激励科研，用科研

的成果补充完善教育教学内容，支撑教学改革，以科

研促进教学。

一、政治理论科研何以促进政治理论

课教学

　　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西方学者科南特曾说过：
“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它一代代教

师的力量。”教师的教学水平、尤其是教师的科研能

力直接决定着高校的教学水平、影响着学校的社会

声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不仅是教学水平的重要保

证，也是学校吸引社会资金赞助和招收优秀大学生

的重要条件。而宽绰的社会资金和优秀学生又是培

养师资、取得高质量教学的重要基础。

（一）通过师资培养，提高教学水平

“教师的提高，不是靠听课进修，而是主要靠做

科研工作，边研究边学习，缺什么学什么，边干边学，

这是积极有效的方法。”
［１］
教师只有善于从教学、学

生的需要中汲取养分，不断地从事创新性的科研活

动，才能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学识

素养，拓宽和拓深学科领域，才能时刻把握学科前沿

动态，才能保持活跃的思维状态和不断创新的精神

境界。只有这样，才能把党和国家最新的政策和理

论融汇到教学中来，才能把学生和社会关注的热点

问题、切身需要反映到教育教学过程中，才能保证教

学内容的鲜活、力度、厚度，才能保障学生学到更准

确、更全面、更生动的理论知识，才能更好地解疑释

惑，传道授业，才能把理论创新的科学本质和精神不

折不扣地传递和灌注到学生的心田中，才能变灰色

枯燥理论为鲜活生动的生活实践，入心、入脑。

（二）通过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提高教学水平

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英国《经济学

家》杂志已经把大学称作“知识工厂”，认为大学不仅

是知识的创造源，人才的培养库，文化的传播者，也

是知识的增长源。
［２］
高校作为培养未来人才的摇篮，

造就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就成为

高校的最高教学目标，当然，该目标也是衡量高校教

学质量的最核心的标尺。而单纯的理论灌输，只能

传授和转移理论知识，而不能承担培养创新精神和

创新能力的教育重任。科学研究是高校教师的创新

实践，不仅能够培养自身和学生创新精神，也必然在

创新的实践过程中传授创新的方法、培养创新的能

力。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作为方法论和世界观，只

有在同实践的结合中，在不断创新的实践过程中才

能得以检验、运用和发展。因此，在教育教学过程

中，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把学以致用的创新



第 １期 杨玉华：　科研促进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理论和实践分析

实践贯穿到理论教学和解决学生实际困惑中去，把

课堂的理论传授与教育人、培养人结合起来，把课堂

教育延伸到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中，激活学生的创

新思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吸纳学生参与科研活

动，让学生在参与科研活动中，熟悉创新过程，学习

创新方法，提高创新能力。美国高校这方面做得很

好，值得我们借鉴。美国高校大多坚持吸收本科生

参与科研，将教学与科研真正结合起来，坚持“研究

式学习”，不仅驱使学生关注现实问题，而且促进学

生查阅资料、勤于思考，研讨问题的解决办法。在指

导学生“研究式学习”过程中，教师不仅培养了学生

关心民生的务实态度，而且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３］

当然，学生遇到的问题或者困惑教师是不可能

当场全部解决的，一部分就可能成为激发、启发或者

引导学生进行科研的一把钥匙，在经过查阅资料、分

析研究，使自己的问题得到满意解决，而同时，学生

对这个问题也就有了系统的、理性的认识，把对这个

问题的认识付诸笔墨，便成为一个科研成果。因此，

学术研究，也与教学一样可以培养创新人才。

（三）通过学科建设功能，形成教学特色和优势

任何高校不可能在所有学科或者领域都具有优

势或者特色，但只要某些学科或领域具有特色或优

势，那就会成为该校发展的优势和特色，就会在高校

的竞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对于一般高校而言，

学科优势一般都不突出，而学校的竞争优势的获得

和发展，关键靠学科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也

不例外，通过科研不断地累积，就会在该学科某些分

支学科或者领域，形成一批批科研成果，在科研成果

的支撑下，就会进一步带动教学水平的提升，从而形

成自己的特色或者优势。而一旦形成了这些学科特

色或者优势，不仅会推动政治理论教学的发展，也会

在该学科领域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特色或者

优势，从而推动该校该学科的发展和提高。

豫西某省属综合性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教师队伍经过多年培养与引进，已经形成了拥有 １０
多个博士的结构优化、年龄优势突出的学术梯队，但

由于学院不重视科研，教师整天围着教学转，无心也

没有动力搞科研，到如今仍然没有形成自己的学科

优势和特色，学院学科后备资源严重不足，学科发展

严重滞后，导致教学课时紧张：教师们虽然忙于教

学，却常常仅够完成教学任务量而已，就连博士也被

迫沦为上课的机器而荒废了学业。由于没有科研支

撑，导致该学院学科优势不明显，教学特色不突出，

教学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

（四）通过充实、完善、更新教学内容，提高教学

水平

大学教师的教学任务是将前人的科学发现、别

人的科学发现以及自己的科学发现传授给学生。若

没有科研，教学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知识大

爆炸的今天，作为高校教师，不仅要用已有的科研的

积淀作为教学的水源，而且需要不断创新，不断积累

科研成果，为教学输送源源不断的活水。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学也不例外，要教好课，不仅要具有扎实的

理论素养、具有进行理论还原和创新的能力，还要把

普适的统编教材转化为符合不同年龄、具有不同地

域特色和学科特色的理论，还要把不断发展的理论

成果和党的最新政策融会贯通到教学过程中，还要

直面日新月异的新事物、新问题，把学生的关切和社

会的热点问题溶解到课堂的教育教学中去，而这些

都要求教师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对教

材的地方特色、学科特色和教学的学生特色进行梳

理和概括，形成较系统的认识和知识，才能更好地为

学生所接受，更有效地充实、完善现有教材，及时更

新教学内容，把灰色枯燥的理论转化为鲜活的内容。

（五）通过研究教育教学规律，直接服务于教学

活动

高校教师的科研不仅包括课程理论的学术研

究，也包括课程本身的教学研究。教师的学术研究

更多地体现在教师的传播内容的完善、更新和改进

方面，而教学研究是指教师对教育教学活动的研究。

知识的传播流程中涵盖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每一

名政治理论课教师，为了不断充实、更新教学内容，

为了纠正谬误，突出重点，解决疑点、难点，都必须进

行学术研究。当然，为了更好地传播知识，提高教学

质量，对教学过程规律、良好的传播形式和教学艺术

的研究也同样重要。在一定程度上说，学术研究、教

学研究，多为通过本专业教学活动而展开，可视为对

专业教学内容的扩展或外延。因此，一篇有独特见

解的学术研究或教学研究论文，可视为创新性补充

教案，既是科研成果，又是教学成果。

二、如何运用科研成果提高教学水平

作为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我从事马克思主义

理论教学已经近 １０个年头，主要担任过《邓小平理
论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

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的教学。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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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的教育教学的实践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科

研对教学的理论支撑和历史还原作用，如果没有科

研的积累，这些课程的教学就容易重复中学的老路

或者变成空洞的抽象说教或者成为应试教育式的答

案条条的背诵，活生生的理论教学就成了无源之水，

成为枯燥乏味的陈词滥调。在不断教学和科研的互

动过程中，科研对教学内容不断补充、更新和完善，

在每一个抽象理论背后或者经验背后都有一段鲜为

人知的理论历史和背景故事，这些内容被我在不断

的科研中挖掘和整理，一堂堂本是枯燥无味的理论

课被还原成鲜活的历史实事，课堂讲活了，不仅理论

丰富了、生动了，而且学生也在知识传授中，受到启

发和激励，任何一个历史经验或者理论的突破都是

前人善于总结社会实践、不断创新的结果。我主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教育教学过程进行了补充、完善

和更新。

（一）还原历史实事和理论历史

我在讲授《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概论》中“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节时，对人的发

展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进行梳理，并进行分析概

括，在讲课过程中，进行了理论历史的还原，向学生

展示了我党和两代国家领导人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方面政策演变的脉络和前后一贯的历史继承性。
［４］

在讲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理论概论》、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均有此内容）时，对历

史上主要国家经济体制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西方经济

学由推崇自由市场经济到现代宏观调控下市场经济

的理论演变过程进行了详细讲解。前者是对理论的

发展演变实事过程的历史还原，后者则是对理论本

身的历史演变过程还原，前者使学生感受到历史发

展的具体实事，后者则展示了理论本身发展的具体

理论本身。二者从实事和理论的具体历史方面把抽

象的理论还原为具体可感的认识，从认识的多个层

面展示了活生生的历史演进和理论的逻辑演进。

（二）深化理论层次和中间环节

理论深化主要是对教材内容中尚未展开分析的

理论进行补充、完善或者对教材内容缺乏的中间理

论环节进行研究、充实。

１．在讲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节中，统编教
材对于我国改革取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因主要

是从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概括提炼

的，而没有从理论层次进一步解释和论证，我在教学

中就利用我读研时期的研究成果———《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双重效应》中的有关内容对教

材进行了补充论述：从比较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市场

经济更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益。“两种

经济体制的优劣取决于它们所形成的经济主体自我

激励 －约束机制所具有的经济效益功能和适应性
上”。接着又从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本质特征———

建立在等级制度上的行政体制适应性方面分析了为

什么在建国初期前苏联前期发挥了较好经济效益而

后来却越来越不适应的原因。
［５］
在对比中，学生不仅

知道所以然，而且还理解了其中的道理，取得很好的

教学效果。

２．在讲授《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概论》中“三个代表思想的主要内容”时，结合我对先

进生产力的研究，对先进生产力的内涵在教材概念

层次基础上对其时代特征进一步挖掘，指出：先进生

产力是保持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基础上充分获取物质

资料的能力，是生产关系内部协调基础上，催生进步

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巩固的生产力，是能充分发挥

劳动主体积极性和创造力的生产力，是充分挖掘全

部生产要素潜力的生产力，是具有民族特色、多样性

并不断改善其结构功能性质和水平的生产力。
［６］
通

过对概念在多个方面的展开和丰富，不仅使学生在

更丰富内涵上理解和掌握先进生产力，而且增加了

对教学内容的兴趣。

３．在讲授《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概论》中“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节中，我从市场

经济对人发展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以及社会主义

制度对其消极影响的克服上展开分析
［７］
，也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

（三）结合实际问题

当代大学生思维活跃，头脑灵活，善于学习和吸

收新鲜事物。喜欢尝试他们认为正确或可行的事

情，但在他们学习模仿新事物时，也常常会出现这样

那样的疑惑；另一方面，他们的身心处在从青春期向

成年期快速转变的过程中，他们在尝试成年人的行

为方式，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并不能掩盖他们缺

乏生活经验和阅历的实事，所以身心与行为的落差

和矛盾也会给他们带来诸多苦恼：爱情、学习、就业、

婚姻、家庭等等。所以，适时捕捉他们的思想症结，

进行有的放矢研究并对其实施疏导和教育，就会及

时排解他们成长中的困惑，引导或启发他们顺利通

过苦难期，健康地成长和发展起来。

１．针对校园流行的“读书无用论”，我及时查资
料、做调查，发现新的“读书无用论”主要是由于大学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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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招后越演越烈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引起的，于是就

针对大学生就业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并连续发表 ３

篇文章，对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和人力资源开发问

题进行分析并在教学之中进行疏导和解释。在其中

一篇文章中对当前大学生就业难进行分析，认为，大

学生就业难的根源不是高校扩招，而主要是由于经

济结构与劳动力结构性矛盾引起，属于结构性就业

难。
［８］
并从我国人力资源开发角度对大学生就业趋

势进行分析，指出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

人口增长方式转型，我国的大学生就业在未来 １０年

左右将迎刃而解
［９］
。目前，要解决就业问题，一是要

转变就业观念，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二是要

加强学习和实践提高动手能力和适应国际化、信息

化的能力，提高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力。科研不仅

及时回答了学生的困惑，而且为他们指明了努力的

目标和方向。

２．针对大学校园出现的创业热甚至已经出现部
分学生弃学从商、从工等创业冲动，我进行分析和研

究，先后发表了４篇系列文章，分别从大学生创业经
济社会动因

［１０］
、大学生成长特征

［１１］
、创业的复杂过

程
［１２］
和人格素质要求方面

［１３］
进行了剖析，指出：在

校大学生正处于长身心、学知识、储备创业经验和技

能的关键时期，所以，大学生创业不宜盲目提倡。
［１４］

我的研究不仅及时回应了大学生当前的迫切关注，

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我的研究结果经过 ２００６年
召开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年会先后在《新华日报》、

《中国新闻网》以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网站刊出，

进一步澄清了青年学生迫切需要解决的困惑，指出

不宜提倡的诸多原因，及时给正在兴起的校园创业

热潮以理性的降温和回应。

（四）运用教育教学规律

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代大学生思想动态，我和同

事还在教学之余对当代大学生思想动态进行了摸底

考察，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

展开工作的对策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如下几点认识：

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思想政

治工作要讲求层次性和灵活性；二、个人的物质利益

凸现，思想政治工作要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

问题结合起来；三、人的主体意识强化，思想政治工

作要把教育与管理结合起来；四、人们心理负荷普遍

加重，思想政治工作要与人们的心理健康教育结合

起来；五、人们的思想开放了，思想政治工作既要继

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又要抵制封建腐朽思想的侵

蚀
［１５］
。对教育教学对象的思想状态摸清了，再实施

教育和教学就增强了针对性和有效性。这样在对大

学生进行理论教学和教育过程中，就不至于盲人摸

象，浑浑噩噩。

（五）综合运用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很多是对科研手段的综

合运用。我在教学中常常把历史还原和理论补白结

合运用，一方面是把理论具体丰富起来，另一方面是

从理论本身的联系和分析中深化对理论观点的认

识。我在讲授《邓小平理论概论》中“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一节，介绍可持续发展理论本身较简略，而

且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主要从政策层面进行分

析。因此，为了在理论上还原历史，我在教学中补充

了人类出现生存危机的认识论原因，通过分析解剖

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发展史
［１６］
，展现了人类

认识转变的历史轨迹，增强了教学知识性、趣闻性和

理论性，其次，为了进一步强化学生对我国可持续战

略的认识，我补充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困难的

原因和应对策略，分析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主体、

手段和目标
［１７］
。

现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包括很多教学管理

者，都仅仅把政治理论课看作传输马克思主义理论

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阵地，而往往忽视了高校教

学具有科研创新的本质特征
［１８］
。高校政治理论课不

仅要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而更重要的，则

是把培养具有厚基础、宽领域的“四有”创新型人才

作为最终的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１９９８年 １０
月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会议上发表的《２１世纪的高

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中，把“培养非常合格

的毕业生”作为高等教育的 ７项使命的首条使命，同

时在第３条中提出了“通过教学和研究去发展、创造
和传播知识，作为其社会服务的一部分和高校教师

的重要使命”。我国的《高等教育法》第二十一条也

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要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

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

家规定的标准。”由此可见，教学与科研在地位上同

等重要，没有主次之分和贵贱之别。

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中，我们既要反对

抛开教学为科研而科研的倾向，也要防止把政治理

论课只止于教的层面的浅薄认识。高校以教学为中

心，说到底，是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大学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从事理论科学研究，可以从学科知识、科

研方法、创新精神等诸多方面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同时，可以把在教学中发现的问题，转化为科学研究

的课题。这无疑是科研促进教学的真啼。钱伟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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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认为，高等学校教学必须与科研结合，教学不能和

科研分家。“在高等学校，教学是必要的要求，不是

充分的要求，充分的要求是科研。科研反映你对本

学科清楚不清楚。教学没有科研作为底蕴，就是一

种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一个教师在

大学里能否教好书，与他搞不搞科研关系很大。教

师上课，不能再靠背那几本讲义了。我们应该逐步

完成这样一种观念上的转变：教师不是教书匠，不能

光教书，而要一边教书一边搞科研，搞课题。”
［１］
。钱

伟长院士这番话，是对大学处理教学科研关系的最

好解读，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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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医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存在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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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医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及应用性极强的
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毕业论文是实现本科培养

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毕业论文实践环

节，学生不仅能学会怎样发现问题并从众多纷繁

的问题中确定研究课题，也可以学会怎样围绕立

题搜集资料，怎样根据已有的理论知识对有关资

料进行加工处理，怎样写作等。而这些都是创新

人才在研究活动中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近几

年来，作者在指导动物医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和

组织本专业论文答辩工作中，发现存在一些带有

普遍性的问题，影响着本科生的论文质量。

一、思想认识深度不够，毕业论文

选题不当

　　选题是毕业论文工作的龙头，选题质量直接
影响甚至决定毕业论文质量，选题过程中，需要学

生阅读大量的文献以及进行深入的调查，才能发

现研究的必要性。选题质量体现在科学性、实践

性、综合性、创新性和针对性等几个方面。影响选

题质量的因素较多，主要包括选题来源、选题类型

和选题的更新率、完成率、知识覆盖率、审核制度

等方面。

多数高校毕业论文选题方法采取由教师根据

自己所教授的课程来提供论文的题目，向本专业

学生公布，学生根据个人情况选择院系，再根据题

目学生申报人数进行适当调整，此方法具有一定

的可行性，但是部分教师不注重题目更新，部分题

目大而空，缺乏新颖性。由于学生平时没有一定

的资料积累，在选题时显得十分被动。有的题目

范围太窄，以致毕业论文工作量明显不足。有的

题目既缺乏创新性和指导意义。甚至有些学生有

指导教师强制定题，而且这种选题方法教师作为

确定论文选题的主体而学生只有被动选择权，混

淆了毕业论文的主体角色，不利于激发学生的探

索意识。应该认识到选题过程本身就是科学研究

的一个重要步骤。

二、毕业论文的完成时间不能保障

目前在大部分院校的教学计划中，毕业论文

大多安排在第八学期，而本学期是大学生进行毕

业实践教学的关键时期，又是学生毕业前确定工

作的时期，这二者的时间重叠给毕业论文带来了

一定的影响。择业的巨大压力使学生不得不把主

要精力放在寻找就业单位上，自然把毕业论文放

到了从属地位，许多学生认为毕业论文的成绩与

就业没有直接关系，毕业论文质量的好坏不会影

响其就业，毕业论文质量自然也难以得到保证。

而对于已确定工作单位的学生，会放松对毕业论

文的重视，特别是对于那些就业去向和所学专业

不直接的同学，更会敷衍了事；此外，就业率指标

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社会对高校评价的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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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标，学校在现实工作中处于两难境地。对于

考研的同学，第七学期忙于复习考试，而第八学期

又正值研究生入学复试录取的关键时期，毕业论

文写作投入的时间较少，导致毕业论文质量降低。

三、指导教师资源的相对不足

指导教师在毕业论文教学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指导教师既要传授专业知识，培养学生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又要培养学生

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良

好的科研习惯。因此，指导教师的科研水平和精

力直接影响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

一是指导教师数量不足，一方面是毕业生数

量每年都有大幅增长，而另一方面是能够担当指

导教师的老师数量有限，使得指导教师在指导毕

业论文方面的工作量也随之增加。尽管有的院校

为了确保毕业论文质量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成立

由具备高级职称以上教师负责的指导小组、限制

指导人数等措施，但由于毕业论文时间过于集中，

大多数指导教师因为兼顾教学与科研任务，有的

本身就是兼职教师，难以抽出较多的时间对学生

进行指导，从而影响了毕业论文的质量。

二是指导教师的水平和能力不足。由于指导

毕业论文任务过重、或因遴选导师不严格，致使一

部分水平不高的教师也指导毕业论文。部分指导

教师由于长期把主要工作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

中，相应在科研方面显得薄弱，有的指导教师本身

就没有科研课题，缺乏科研实践锻炼，因而也就缺

乏指导毕业论文应有的能力和环境条件。个别教

师本身不会做科研，甚至不熟悉自己所指导论文的

研究领域，也就不可能指导出高质量的毕业论文。

三是部分刚毕业的青年教师也担任了学生毕

业论文的指导工作。青年教师虽然大多接受过研

究生教育，由于进入高校不久，对于本科毕业论文

的整个过程与功能缺乏系统的、深入的认识，思想

上不重视，缺乏相应的经验，在指导过程中不能发

挥学生的主体性，必然影响毕业论文的质量。

四、招生规模扩大，生源素质下降

近年来高校扩招，使众多学子有了升入大学

进一步学习的机会。而农业院校录取的学生，尤

其是动物医学等传统专业，第一志愿率偏低，部分

是调剂志愿录取，进入高校后专业思想不牢固。

对撰写毕业论文的意义认识不足，认为毕业论文

这个环节根本没有必要。试验不会设计，不愿亲

自动手做实验，依赖心理强，实验数据不懂处理，

不了解学科动态。部分学生专业知识及其相关的

基础知识较贫乏，语言运用能力、表达能力较弱，

论据不充分，说服力不强。其逻辑分析能力、创新

能力、归纳总结能力、写作能力都较薄弱，加之对

论文的结构、论证方法、写作技巧、文章格式、文字

表述比较生疏，这就限制了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

质量。

五、经费投入不切合实际

合理的经费投入是毕业论文工作顺利完成的

前提，也是保障论文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动物

医学专业属于生命科学的范畴，毕业论文的特点

必须进行实地考查和调研、需要仪器设备和实验

材料、需要查找大量的文献资料。目前高校虽然

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资金投入，但远不能满足不

同专业特点的要求，一些高校将教学经费捆绑下

发到院（系），或按照人头定额拨款，没有明确规定

毕业论文经费投入比例，而实际用于毕业论文的

经费较少，实验室实验设备条件不足，这些都直接

影响了毕业设计的质量。

由于学校学生毕业论文的经费相当有限，有

些必须依靠指导教师科研经费的支持才能完成毕

业论文，学生的毕业论文都必须围绕教师的课题

展开。这种方法虽然解决了经费不足的问题，但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更为

严重的是，部分指导教师没有能力完成指导任务，

又限制学生的实验内容和实验地点，扼杀了学生

的创新性发展，最终失去了完成毕业论文的培养

作用。

六、分配制度不完善，挫伤指导

教师的积极性

　　指导毕业论文的工作，需要教师投入大量的
精力、经费和艰辛的劳动，但在教学工作量计算和

分配制度上没有体现出来，学校按照教师指导学

生人数付给报酬，这种吃大锅饭的做法使许多在

毕业论文指导工作中认真负责，付出辛勤劳动的

教师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这不仅使负责任的教

师积极性受到打击，也纵容了那些没有责任心的

教师。很多责任心强的教师，不太愿意或只愿少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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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指导毕业论文，使得每年毕业论文指导工作非

常被动；不负责任的指导教师因指导学生人数太

多而疲惫不堪，穷于应付。有的指导教师本身水

平有限，难以完成指导任务。这些问题在指导学

生撰写英文摘要时非常突出。但在论文答辩过程

中，对一些明显不合格的毕业论文却大多获得了

通过。容易挫伤指导教师的积极性。

七、论文写作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

存在抄袭现象

　　有些学生在论文写作中缺乏认真的态度，对
他人论文依赖性过大，存在一定量的抄袭、拼凑现

象。部分学生不是通过严谨的试验完成毕业论

文，而总希望能走捷径，因而抄袭现象时有发生，

伪造实验数据现象比较严重，有的抄袭历届师兄

师姐的论文；有的学生心存侥幸，或把网上讨论较

多的问题，或把期刊上比较集中的某个问题，东拼

西凑就变成了自己的文章；有的学生甚至干脆全

盘照抄别人的成果。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

主要是学生缺乏严谨求实的学风，对抄袭论文的

性质没有正确的认识，同时许多学校对论文抄袭

行为缺乏有效的惩罚措施。另外毕业论文的答辩

通常只在各自系里进行，由于师资力量较少，论文

指导教师同时又是答辩教师，往往碍于情面，放松

论文质量要求，甚至在论文格式方面不规范或错

误现象，也予以通过。

八、管理机制不健全、过程管理流

于形式

　　指导教师的遴选机制还未有效建立，对毕业

论文的指导工作缺乏强有力的保障机制。一些指

导教师在指导工作中投入的时间、精力不足，缺乏

检查督促。学生撰写论文过程管理、质量监控难

度较大。毕业论文有开题报告、中期检查、指导过

程记录等多项环节，但检查力度不大，流于形式。

部分高校的毕业论文评阅与答辩工作，缺少同行

教师评阅，答辩流于形式，对小组推优和不及格学

生未进行二次答辩。有些学校考虑自身情况，认

为对毕业论文质量要求过严，导致大部分学生不

能正常毕业，将会影响到学校的声誉，也就会影响

到学校来年的招生工作，所以有的学生把毕业论

文看成一种形式，相信学校不会让他们不毕业，所

以有恃无恐，更加不把毕业论文撰写当一回事。

这也是造成毕业论文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在大众教育的新形势下，加强毕业

论文的管理工作，毕业论文撰写的过程制度化、规

范化、科学化，已经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刻不

容缓的课题。毕业论文的整体水平也是一所高校

教育教学质量的直接反映。提高毕业论文质量是

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必须引起足

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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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动物医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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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调查研究，针对动物医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存在问题。从认识毕业论文重要性、完成时
间、加强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科学选题和严把成绩考核与答辩环节，强化对毕业论文的质量监控等方

面，提出了提高动物医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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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动物医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存在问
题探析》一文中，全面探讨并分析了当前动物医学

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要保障或

提高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应从以下几方面引起

重视。

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毕业论文

重要性

　　提高对毕业论文的认识是提高质量的前提，
毕业论文是高校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

它教学环节配合，构成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而对

动物医学专业来说，毕业论文的实践性和综合性

是其他教学环节所不能代替的。从更深层的意义

来讲，毕业论文不仅仅是一个实践教学环节，它是

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手段，是对学生进

行科学教育、培养探求真理精神，提高学生科研训

练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有效途径，也

是培养学生优良的思想品质、责任感、使命感和进

行综合素质培养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因此，学

校应结合动物医学专业的特点，加强毕业生的就

业指导工作，针对学生中出现的模糊认识和困惑，

指导教师应给予有说服力的解释，帮助他们排除

各种思想障碍和疑虑，放下思想包袱，全身心的投

入毕业论文工作。

二、提前准备，开展预选导师制，

相对增加毕业论文完成时间

　　动物医学专业的论文内容，大多涉及动物试

验或实验室实验，完成周期较长，因此为了保证有

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开展实验，动物医学专业的毕

业论文必须立足于早。根据教学计划的安排，一

般三年级的学生都已经开始接触专业课程，因此，

可以从第六或第七学期开始，使学生较早了解导

师的科研项目，提前做好选题的准备。学生根据

老师的研究课题结合自己的兴趣，预选研究项目

的方向，利用课余时间，搜集资料，开展相关的实

验工作。也可以组织对教师科研课题有兴趣的同

学成立科研小组，结合勤工助学，全面参与教师的

科研工作。尤其第七学期，一般安排是教学或毕

业实习的时间，学生还可带课题参加实习，并在具

体的实践活动中进行调查研究或者结合实践立

题，增强立题的现实意义。让学生通过完成毕业

论文，在生产中得到真正的检验和锻炼，使创新思

维能力得到切实提高。这样，可以确保学生有充

足的时间搜集资料和开展实验，到第八学期最终

确定各自的毕业论文题目，整理数据，完成论文。

经过较长时间的充分准备，论文的撰写时间比较

充足，可以较好地解决毕业生找工作与撰写毕业

论文的冲突，有利于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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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选题，因材施教

把好毕业论文选题关，是确保毕业论文质量

的前提。毕业论文的选题必须符合专业培养目标

的要求，应与科学研究和畜牧业的发展紧密结合，

题目要尽可能结合生产、科研实际和就业工作实

际。题目应多样化，内容应从学生的实际水平和

教师的专业特长出发，充分利用现有的教学、实验

设施。充分利用实习基地，努力将毕业论文与学

生就业和未来发展相结合。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鼓励学生根据

自己的兴趣提出毕业设计题目，注重学生的主体

地位，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学生

个性化发展，以便因材施教。

在选题内容上，把老师出题学生选择的办法，

改为老师出方向，学生结合生产实际和就业意向，

学生定题，教师指导完善的方法。突出学生的主

体地位，尽量满足学生个人选题的要求，本着因材

施教、扬长避短的原则；也可以尝试“校企联合”的

途径，即通过毕业就业环节，使更多的毕业论文与

学生将来要从事的工作紧密结合。在指导方法

上，改变教师独立指导，按照题目类型和内容相近

的原则，实行教师分组集体指导，由学术水平较高

的老师作为组长，带领年轻教师共同指导一组同

学的毕业论文。例如动物医学专业兽医临床教研

室教师组成的毕业论文指导小组，每位教师均参

加教学和毕业实习的指导过程，大家都具有丰富

的临床经验，选题结合临床实际和各自的研究方

向，内容覆盖了兽医内科学、兽医临床诊断学、兽

医外科学、兽医产科学及中兽医学等学科，涉及多

个研究方向，由于指导教师小组中每个教师的研

究方向相近又各有侧重，因此可以有一系列的课

题可供同学参考选择，集体指导既有利于发挥每

个教师的优势，又可共同研讨，提高整体的指导水

平，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四、加强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提高

对毕业论文的指导水平

　　教师指导水平高低，对论文质量影响很大，对
承担毕业论文写作指导的教师应严格审核。要求

指导教师具有系统的理论知识，同时也要求指导

教师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只有对论文指导工作有

热情，有精力投入的教师，才具备担当这项工作的

资格。不仅如此，对通过审核的教师，还应制定标

准，定期考核，达不到考核标准的应及时更换。同

时制定合理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

和鼓励高水平教师指导毕业论文的政策和措施，

对优秀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

质奖励，并以此作为其晋级、职称评定的一个参考

条件。这样可以调动指导教师的积极性，增强其

责任心，更好地吸引一些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较

高的教师参与到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中来，逐步

建立一支思想好、业务精、纪律严的指导教师队

伍。

对于动物医学本科生，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

可以采取校内外双导师制。校外指导教师可以指

导学生更好地接触和了解畜牧业要解决的实际问

题，为论文写作提供更多的素材。校内指导教师

则可指导学生有针对性地收集和阅读相关期刊和

书籍，了解学科前沿问题及焦点问题的来源、现状

和走势，指导学生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分析问

题，并由此提出自己的见解。

在指导过程中，指导教师既要严格把关，在具

体细节上又要大胆放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和创造力。作为指导教师本身不仅要具备宽厚的

专业知识素养，而且还要具有很强的专业教学能

力。同时教师自身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才能把

握学科前沿的知识和方向，才能把新的科研手段

和科研方法应用到毕业论文的具体指导中。

五、加大学校经费投入，改善实验

条件

　　高等学校应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加大对毕业
论文工作的经费投入，明确规定毕业论文经费使

用额度，尤其在综合性大学中，动物医学经费投入

应区别于其它学科，通过加强实验室、资料室和信

息检索手段等教学基本建设，整合现有实验室，建

立公共实验平台，提高仪器设备使用效率，改善学

生实验条件。完善校内外实习基地，为学生创造

良好的实习环境，延长资料室、图书馆的开放时

间，使学生有充分的阅读和查找空间，进行广泛的

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为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提供

良好的条件。对于本校确实没有的实验条件，可

以派送学生到外单位完成毕业论文，从而提高毕

业论文质量。

·９４·



河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 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　

六、规范管理，强化对毕业论文的

质量监控

　　加强对毕业论文过程各个环节的管理，应建
立严格的考勤制度，明确每一阶段论文写作的内

容，进度安排，及时检查，层层把关。通过严格的

管理引导学生将精力投入到毕业论文的写作上

来。对毕业论文工作应有完整的工作规范和系

统的管理制度，有切实可行的质量评价标准。教

务管理部门经常性地组织抽查，随时掌握毕业论

文进度和问题，及时协调，做好监督工作，促使指

导教师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毕业论文指导工作。

指导教师必须结合自己的科研工作认真做好

选题，下达毕业论文任务书并指导学生做好开题

报告，审查学生的实验方案和技术路线，定期检查

学生的实验进度和工作质量，指导学生在独立思

考的基础上分析和解决毕业论文工作中遇到的各

种问题，督促学生严格按照毕业论文计划高质量

地完成各项工作。

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严格按照论文规范

要求进行论文写作，如论文结构要规范，中、外文

摘要准确，参考文献、引录正确等，学生论文撰写

完成后，指导教师要认真审阅，对文字方面的问题

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写出有针对性的鉴定意见，审

阅是否可以答辩。

七、严把成绩考核与答辩关

毕业论文的成绩评定是对学生完成毕业设

计情况的综合评定和全面考核。通过认真的质

量评定，可以反映学生的全面素质情况。在考

核学生毕业论文质量时，要严肃认真，坚持标

准，实事求是，力求客观地评价学生掌握知识和

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反映学生真实的业

务水平。答辩成绩评定采取指导教师论文评审

和答辩回避制。即指导教师不参加自己指导的

学生论文评审和答辩，从而避免主观因素造成

的对论文评审工作和答辩成绩的影响。对于未

完成毕业论文的、论文上有原则性错误的及附

件不完整的、答辩时概念不清的学生，都要严格

执行成绩评定标准，限期修改，延期答辩。参加

论文答辩后，针对答辩中提出的问题，要指导学

生进行修改。最后依据指导教师的审阅成绩、

同行教师的评阅成绩及答辩成绩，按一定的结

构比例，评定最后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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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视角下的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刍议

纪 康 国
（河南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０３）

摘　要：　高校辅导员队伍是高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从事德育工作、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
力量，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和维护高校稳定的重要组织保证和长效机制。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其目的

就是要建设一支业务精、素质高、能力强的辅导员队伍，高校辅导员可以没有职称，也可以没有职务，但

高校辅导员队伍不能没有出路。

关键词：　高校辅导员；大学生管理；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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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纪康国（１９６５－），男，江苏镇江人，本科，连续从事辅导员工作十余年，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办

公室主任兼大学生辅导员。Ｅｍａｉｌ：ｊｉｋａｎｇｇｕｏ＠ｍａｉｌ．ｈａｕｓｔ．ｅｄｕ．ｃｎ。

　　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核
心的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指导我们各项

事业的理论指南。对于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这

一重要理论思想同样适用。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迫切需要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大力推进高校辅导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

一 、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历史沿革

政治辅导员制度最早起源于我军早期的红军

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是

我军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之后的一大创新。在战

争年代，政治辅导员制度同我军其他的各项政治

制度，不仅确保了“党指挥枪”、确保了党对军队的

绝对领导、确保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中

得到贯彻和执行，而且，这种制度也是我军区别于

其他一切旧式军队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同时，这种

制度的优越性与发挥的巨大作用，已经被党所领

导的人民军队，经过几十年艰苦卓越的奋斗，从成

功夺取政权到建立新中国这段可歌可泣、辉煌无

比的历史所证明。

全国解放后，清华大学首先将军队中的政治

辅导员制度，引入到中国的高校，并逐渐向全国的

高校推广。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完善，现在

高校辅导员制度已经成为中国高校的一大特色，

也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

当初，在高校中设立政治辅导员这项制度，是

同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相适应的。在新生的共和

国刚刚诞生之际，在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年轻一

代实行“和平演变”的环境之下，如何巩固新生的

国家政权、如何把握高校学生的思想、如何确保党

的教育路线、方针、政策在高校中得到贯彻与落

实、如何确保高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如何粉碎

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如何确保高校培养出来

的大学生，成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

班人，高校中这一制度的实行，有着特别重大的现

实意义。所以，当时的辅导员被称为政治辅导员，

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巨大的政治作用。

现在，尽管社会形势、经济环境、办学条件、人

的追求和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实践证明，

辅导员制度合乎中国的国情。尽管现在的辅导员

也不再被称为“政治辅导员”，但高校辅导员这支

队伍所肩负的工作，在确保高校的稳定、在引领大

学生的思想、规范大学生的行为、促进大学生素质

全面的提高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其他工

作无可替代的。我们必须以科学的发展观来指

导，研究新情况、分析新问题，找到一条职业化、专

业化、专家化的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新思路。

二、当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中

存在着九大主要问题

１．定位不清楚
高校辅导员到底是属于教师还是属于党政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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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许多高校在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分歧和

争论，一直没有能够清楚地定位。虽然，不同的高

校对辅导员有着不同的定位，有的定位于教师、有

的定位于党政干部、还有的高校采用双重定位，既

把辅导员定位于教师又定位于党政干部，但是，绝

少有高校把辅导员工作的本身、将辅导员工作的

岗位定位于一种职业，这是对辅导员走向职业化

发展的最大否定。对辅导员的双重定位，表面看

来更有利于辅导员的个人发展，其实，这种做法，

模糊了辅导员的职业发展方向，使得许多辅导员

难以选择，为辅导员的未来发展增加了许多不确

定的因素。

２．职责不明确
过去的辅导员被称为政治辅导员，其工作职

责还是比较明确的，现在不叫政治辅导员了，但工

作职责却不够明确。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日常事

务的管理者，但是大学生的事务相当繁杂，哪些该

管，哪些不该管，是管生活还是管学习？是管思想

还是管行为？是２４小时全天监督，还是对大学生
的各项事务实施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这都没

有明确的规定。大学生不同于中学生，大都是成

年人，都是国家公民，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和自

由、都有自己的义务和责任、都有受法律保护的个

人生活和私人空间，如果辅导员干涉太多、管的太

宽，就是公权侵入了私权，这不仅会引起学生们的

不满，而且违反了法律。

３．考核不科学
考核是一种激励，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价值

导向。如何对辅导员的工作进行科学的考核，目

前，还没有找到可行的办法。现在多数高校对辅

导员的考核，不是套用教师的标准就是套用党政

干部的标准，这种考核是明显的张冠李戴。同时，

许多高校喜欢把自然年度作为考核辅导员工作业

绩的时间单位，这也是模仿会计（财务）年度的做

法，这也是典型的机械主义和教条主义。其实，学

校不同于企业、不同于公司、更不同于政府。学校

的教学工作、管理工作，都是按照学期、学年这样

的周期来安排和运行的。以自然年度（从每年的

１月１日到１２月 ３１日）为周期，用教师或党政干
部的标准，来对辅导员工作进行年度的考核，这是

考核的最大误区。

４．晋升不容易
高校辅导员，无论是职务的晋升还是职称的

晋升，都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干的越久晋升

就越难。因为任何晋升都是需要条件的，而辅导

员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事情太多、太杂、太琐碎，

难有足够的时间来发表论文，也没有机会参与课

题的申报，更难争取到科研项目，所以很难有足够

的时间为自己的晋升创造有利的硬条件。

５．培训不到位
现在，许多高校对辅导员的培训都是比较重

视的，但是这种重视仅仅是停留在形式上而已，

“请领导讲讲话，请教授讲讲课”这是大多数辅导

员培训班的基本形式，不是这种做法不好，而是应

该要通过不断的创新，找到一条能够真正提升辅

导员实际工作能力的培训形式，这才是培训的真

正目的之所在。

６．待遇难落实
辅导员在高校的地位就决定了其待遇，由于

大多数辅导员晋升困难，所以职务、职称也不会太

高，相应其待遇也就必然较低。这几年，许多高校

开始重视辅导员工作，不断从制度上完善辅导员

待遇，但要想真正落实到位，恐怕还需要一个过

程。

７．年龄欠合理
高校辅导员既有年轻的又有年老的，从二十

多岁到五十多岁不等。这本来是老中青相结合的

正常成长规律和合理的工作团队。但是，在一线

工作的辅导员如果过于年轻或过于年老的话，却

不是一个理想的配置。辅导员是大学生日常事务

的管理者，是大学生成长的知心朋友和人生导师。

可是，好多年轻的辅导员是从校门走向校门，与学

生的年龄、经历相差无几，成为大学生的朋友比较

容易，但是要成为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就很难了。

在学生恋爱、就业等人生的紧要关头，在对突发事

件的处理上，尤其是在对敏感的政治事件（如 ８９
年的六四动乱、９９年北约轰炸我使馆等）和群体
事件（如２００３非典等）的处理上，因阅历有限、经
历不多、经验不足，很难把握尺度、控制局面、引领

大学生走出困惑和误区。相反，年老的辅导员，虽

然经验丰富，做事老道、看人准确、处事成熟，但同

青年学生之间有一种无形的代沟，很难成为学生

的朋友。实践证明，三十岁至五十岁才是做辅导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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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作的最佳年龄段。

８．能力不达标
许多高校对新进辅导员在学历上都设置了一

道门槛，这是有必要的，但学历不等于能力，高学

历未必就是高能力，做好辅导员这份工作，需要有

爱心和责任、需要有方法和思路、需要有写作能力

和表达能力、需要有个别指导技巧和把握全局能

力，总之，成功的辅导员，一定是来自于实践。但

现实生活中，有部分过于年轻的辅导员，因阅历有

限，难为人师。

９．事业不忠诚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前提是：必须首先要忠

诚于自己的工作岗位。有部分辅导员对自己的工

作岗位不是很看重，对自己的这份工作不是很忠

诚。由于辅导员的工作比较辛苦、待遇偏低、发展

后劲不足，有些辅导员便不安心本职工作，常常是

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其位不谋其政，对工作不是三

心二意就是投入不足，总把辅导员岗位当做是阶

段性、临时性、过度性的工作，把辅导员工作当成

一个跳板，伺机跳槽。部分辅导员很难静下心来，

立足岗位建功立业，对工作采取应付态度。

三、用科学发展观作指导，开创

辅导员队伍建设新局面

１．建立职业化的辅导员制度
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成为职业化、专业

化、专家化的梯队和团队。高校辅导员所从事的

工作是一门科学，是一项事业，完全可以将辅导员

从教师系列和党政干部系列中分离出来，形成一

个单独发展、自成一体的系列（比如，一级辅导员、

二级辅导员、三级辅导员，逐级而上）。从而使辅

导员队伍的发展从根本上摆脱因职称晋升和职务

晋升带来的困扰，让辅导员们立足岗位谋发展，立

足本职干工作，形成一个老、中、青，高、中、低相结

合的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梯队

和团队，使高校辅导员成为一种可以终生追求的

职业与事业。

２．建立辅导员考核的科学机制
对辅导员工作的评价和考核应有三个阶段，

即：学期考核、学年考核和四年一轮的最终考核。

一个学期为一小周期，一个学年为一中周期，四个

学年为一大周期。避免用考核教师的办法来考核

辅导员，避免用考核党政干部的办法来考核辅导

员，也不应该套用会计年度、经济年度等自然年度

的时间段来考核辅导员。辅导员的工作是连续性

的、周期性的，有的学期是跨年度的，在学期还没

有结束，工作还没有完成，不可以进行考核。

３．完善辅导员的培训体系
要着力避免辅导员培训过程中的形式主义，

避免辅导员培训过程中的“领导讲讲话，教授讲讲

课”的大同小异的做法，要采用案例教学、采用小

组模拟、进行现场指导。要把解决思路问题同解

决方法问题结合起来，不断创新，要有新思想和新

突破。

４．明确辅导员的岗位职责，要界定辅导员和
大学生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规范辅导员对大学生

管理的范围，既要保证管理到位，又要避免公权侵

人私权。

５．为高校辅导员正名
古人云：名不正，言不顺。高校辅导员是一个

历史的称谓，在特定的条件下，有其特定的意义和

内涵。现在，高校辅导员所肩负的使命和承担的

责任，以及所开展的工作，已经不同于过去。辅导

员这一称号的本身，就意味着所做的工作是辅助

性的、是次要的、是被动的。而实际上，高校辅导

员常常是主动开展工作、主动分析问题、主动研究

问题和主动解决问题。尤其是在大是大非面前、

在敏感性事件、突发性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更是主

动出击，把握全局、把握时机、引领方向。所以应

该将大学生辅导员改称为“大学生导师”或者“大

学生牧师”等更合乎实际，更贴近于现实的称号，

即，应该为辅导员正名。

四、结束语

辅导员队伍是高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

从事德育工作、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

力量，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加

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和维护高校稳定的重要组织保证和长

效机制。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高校辅导员队伍建

设，其目的就是要建设一支业务精、素质高、能力

强的辅导员队伍，高校辅导员可以没有职称，也

可以没有职务，但辅导员不能没有出路。

（下转第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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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提高认识，建立新时期大学生辅导员队伍的选拔、培养和管理的长效机制。使这支队伍为培养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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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政治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主力军。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工作的内

容、对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今的大学生主体

意识凸现，个性张扬，诚信配合意识较薄弱，心理承

受能力较差。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养成了依赖的

习惯，到大学里很不适应，心理学上叫“不适应期”。

那么，面对这些新情况，如何按照党的教育方针把

他们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新一

代大学生，这是当前和今后高校的一个重大课

题
［１、２］
。高校中，培养大学生思想品质最直接最重

要的是政治辅导员，他们的综合素质如何，对大学

生的影响十分重要。

一、高校大学生辅导员队伍的现状

１．辅导员面对工作对象的变化
当今时代，由于网络的迅速发展，青年大学生

思想活跃。理想和现实的反差，往往使他们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扭曲。再用以前的管理模

式已经不适用了。如何用爱心来关心教育青年大

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长为祖

国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需要辅导员采取青年大

学生乐意接收的形式，对其进行长期耐心的教育。

要认清形势，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的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有的放矢地对大学生进

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宣传教育。特别要宣传党的方针、路线和主

张，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以理想信念教

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诚信道德建

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培养大学生

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使其成长为合格的祖国建设

者和接班人。

２．辅导员的数量不足，导致大学生管理不到
位，效率低

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高校大学生不断扩

招，辅导员队伍却跟不上。面对大量的大学生思想

政治工作和培养大学生的繁重任务，辅导员想把工

作做好，却因没有分身术而无可奈何。高校在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只强调了此项工作的重要

性，但是在配备辅导员时，总是以各种理由压缩辅

导员编制，使其长期超负荷运转。目前高校一名政

治辅导员管理几百名大学生，辅导员的工作天天忙

忙碌碌，应接不暇，经常处于疲备的应付之中，无暇

对大学生管理工作周密计划，细致安排，落实检查，

深入细致地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

谈不上大学生管理工作制度创新，管理方法和管理

手段创新。

３．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加之工作的低成就
感，导致辅导员不安心

由于对辅导员的政策不确定，使他们不知自己

的出路在那里，心中茫然。工作起来缺乏信心，没

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工作一段后，感到此项工作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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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琐碎，辛苦受累，和搞教学业务的同学相比，职称

没有人家升的快，收入没有人家的多，越比越心灰

意冷，越觉得前途渺茫；加之大学生政治辅导员的

工作不是一项立竿见影的工作，有时一、二年以后

或一届大学生毕业才能显现出来。所以，辅导员的

工作往往不能被及时认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面对

工作巨大的压力和自我实现需求的落差，难免使政治

辅导员心理失衡，最终选择了离开辅导员队伍。

二、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加快高校

辅导员队伍建设

１．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
为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２００４年专门发了中共中央十
六号文件。文件中在肯定了当前大学生的主流是

积极健康、乐于向上的，同时指出：“面对新形势，新

情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不够适应，存在

不少薄弱环节”。“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

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

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

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所以，加强

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极为紧迫的重

要任务。我们高校的各级部门领导，一定要从培养

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急需人才高度来认识自

己的责任和使命，加强高校大学生政治辅导员队伍

的选拔、培养，建立高校政治辅导员队伍的长效机

制，使得这支队伍越来越壮，越来越强。真正以人

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

伍提供组织和人员保证。

２．充分认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青年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我们培养的

大学生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和品格，决定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决定着我国小康大业能否

真正实现，能否创造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意

义上的民主、健康的小康社会。高校大学生辅导员

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坚定的理想信念教育的重任，

通过他们的工作要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

界观，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使大学生正确认

识社会发展规律，坚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

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通过对大学生进行

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培养大学生团

结协作、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增强改革

和创新的能力。因此，高校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３．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高校大学生辅导
员队伍建设

有位教育家这样说：“大学生是学校的命，教师

是大学的魂”。可见大学生在高校中的地位之重

要。如果学校各部门都真正把大学生当成“命”来

管的话，那么什么事情就好办了。哪有什么事比命

还重要的呢？！自然，管“命”的辅导员编制也就不

会缺了。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学校各

部门领导首先要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只要大家都真

正重视高校大学生的管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对

辅导员要建立选拔考核机制，像录用教师一样，进

行上岗前培训，合格后发给教师资格证书。把对辅

导员的考核纳入教师系列，然后，跟踪督导（可建立

专门组织）。对辅导员每年要给出一个正确的考核

结论，使其明白自己的工作成绩、缺点和今后努力

方向。该评定业务职称时，给出指标，优秀的辅导

员可以提前破格晋升职称。这样采取切实可行的

措施，加强大学生辅导员队伍的建设，会使辅导员

队伍稳定提高，不断壮大。

三、建立大学生辅导员管理的长效

机制

１．建立辅导员的选拔任用标准
中共中央十六号文件指出：“完善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选拔、培养和管理机制。按照

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要求，坚持专兼

结合的原则，研究和制定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队伍建设的具体意见，吸引更多的优秀教师从事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学生政治辅导员首先

应该是政治强。《彦语》上说，“打铁还得自身硬。”

面对大学生中各种各样活跃的思想，辅导员自身应

是一个政治上的坚定者，用平易近人的情感，通俗

家常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政治主张，

始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

教育，是辅导员的政治职责。其次，应该是业务精，

从业务知识上应是大学生的师长，经常对大学生进

行思想教育，让他们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本领，将来

报效祖国和人民，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积

极的贡献。其三要做到纪律严。纪律严一是要严

格要求自己；二是能对大学生提出严格的组织纪律

要求，并经常对大学生进行约束和检查，使大学生

能够在思想上养成一个对自己严要求，工作认真，

作风严谨，不断追求高标准、新目标的良好习惯。

同时，辅导员还应该是一个作风正的楷模。在大学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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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心目中，辅导员的工作是神圣的，是真正意义

上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处

事公道，乐于助人，作风正派，敢于负责，乐于奉献。

政治辅导员的人格魅力将对大学生思想和成长起

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

２．建立大学生辅导员队伍的长效管理机制
建立大学生政治辅导员队伍的长效管理机制，

首先要从源头上做起，制定大学生政治辅导员发展

规划，选拔优秀的本科生、硕士生来做辅导员工作，

任期四年（或带够一届大学生）。任期届满，征得辅

导员个人意见，明确工作去向。一部分工作表现优

秀的，可以作为党政干部的预备候选人；另一部分

优秀的辅导员可以免试推荐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进行深造，学成后回到学校仍作大学生辅导员工

作；其他凡作过辅导员工作的，可推荐免试读研，以

后改作教师工作。这要形成一种制度，坚持下来。

平时还要组织辅导员参加社会实践，挂职锻炼，学

习考察，不断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和管理水平。中

央十六号文件指出：“要建立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专职队伍的激励和保障机制。完善思想政治

教育队伍的专业职务系列，从思想政治教育专职队

伍的实际出发，解决好他们的教师职务聘任问题，

鼓励支持他们安心本职工作，使他们成为教育方面

的专家。建立专项评优奖励制度，定期评比表彰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树立、宣传、推广

一批先进典型。”这是制定大学生辅导员队伍管理

长效机制的根本依据。按照中央文件精神，结合学

校实际，高校应制定相关文件，鼓励业务素质好的

骨干教师做专兼职辅导员，吸引大家来作这项工

作，建立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高校辅导员队伍长效

管理机制。

３．适度提高大学生辅导员的物质待遇
作为大学生政治辅导员工作在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第一线，任务重，责任大，天天如此，时间

一长，辅导员本身也有活思想，谁来做他们的思想

工作？需要建立辅导员之家。他们一旦有了思想

问题，到辅导员之家来倾诉一下，释放释放，必有好

处。此外，学校要考虑他们的物质待遇，使这些同

志付出劳动后，要有所收获，不能只奉献，无应得报

酬。要按照中央十六号文件所说：“学校要从政治

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他们，在政策和待遇方面适

当倾斜。”要让辅导员为培养大学生作贡献，首先学

校要把辅导员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

关心爱护，感情留人；制定政策，改善工作和生活环

境，待遇留人；培养提高，事业留人。

总之，只要我们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

持以人为本，贯彻落实中央十六号文件精神，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在高校建立

一支精干、高效、稳定发展的大学生政治辅导员队

伍的目标必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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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和学生是高等院校教育活动中最基本的因素，师生关系是教育教学活动中最基本的人际关
系，师生关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教育教学工作的质量。因此良好师生关系的构建是教育教学过程中

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本文在分析我国师生关系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了新形势下师生关系的内容

及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如何构建新型师生关系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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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等院校，教师和学生是教育、教学活动过
程中的两个主要角色。所谓师生关系是指教师与

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它是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交

往的基础上，通过师生相互影响、相互了解、相互

间信息交流而形成的。作为教育教学活动中最重

要的人际关系，师生关系历来是教育科学研究的

一个焦点问题。师生关系直接影响教师的教学过

程和学生的学习过程，也影响着教育教学效果和

教育质量。鉴于我国高等教育已由精英教育阶段

发展到大众教育阶段，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

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形势下，要求我们认真审视

传统教育的弊端，改善现行的师生关系，构建民主

平等、自由和谐、相互合作的新型师生关系，这对

于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构

建和谐校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师生关系的时代特征

纵观我国教育发展史，发现不同时期对师生

关系的认识不同，从而形成了关于教育理论问题

的一系列不同主张，并对教育教学实践产生了不

同的影响。

在农业经济时代，为培养少数统治人才，教育

形式是单项传递的个别教学。如春秋时期把“尊

师重道”作为维系师生关系的第一准则，“天地君

亲师”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将“师道尊严”放

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唐朝韩愈的“师者，传道、授

业、解惑也”，把老师誉为“无所不知”的楷模；宋

朝、元朝时期的“衣钵传承”与“一脉相承”，将师

生关系变成政治结盟的预演；明朝和清朝时期的

“师徒如父子”，反映了师生间的人伦关系。

在工业经济时代，推行普及型教育，要“把一

切知识传给一切人”。教育形式采用以班为单位

授课，教师是权威、是中心，学生是被动地“接受”

知识。但这“只是某种行为的发出者，学生获得的

不是精神的拓展，而只是知识的掌握”。这种不平

等的师生关系缺乏师生间平等交流，学生在这种

情形中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久而久之，学生

的创造性被扼杀，健康的人格发展也会受到严重

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学生在知

识占有方面出现了重大变化。学生通过大众传媒

可以更多地获取到教师本人尚未占有的知识，教

师在知识传授方面已很难再享有垄断地位。这种

教师与学生在知识占有量上的变化和知识占有关

系上的逆转，导致教师的传统权威地位逐步丧失，

教师角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可谓之“知

识传授的渠道在拓宽，感情沟通的大门在缩小”，

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新形势下师生关系的内容及其

重要作用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提倡学生尊敬师长，同



河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 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　

时也提倡师长爱护学生。尊师爱生，教学相长，这

是师生之间革命的同志式的关系”。这就是社会

主义的新型师生关系。由此可见，新型的师生关

系应该是教师与学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交互

活动中是民主的，在相处氛围上是和谐的。教师

具有尊重、合作意识，引导学生参与教学活动，使

学生在活动中获得知识、能力，并培养健全的人

格；而学生作为独立自主的人，应该尊重教师，独

立思考，在积极参与教师主导的教学活动中，完善

自己的知识结构。这种师生关系使得师生双方在

认知上彼此认同，行为上目标趋同，从而营造出一

种心情舒畅、气氛融洽的心理环境
［１］
。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效率不是教师的效率和

学生的效率之“和”，而是两者的“积”，任何一方

为“零”，其结果必然是“零”。以教学活动为例，

如果教师教学积极性很高，但是学生不想学习，或

者学生很想学习，但教师没有积极性，教学效果都

肯定不会好。只有当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都充分

调动起来时，才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良好的师

生关系表现为师生间的互相交流，这种交流是一

种多样的、开放的、综合的交流，既可以对有限的

课堂教学进行有效的补充，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思

维能力、表达能力以及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应变能

力，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把学生培养成有通才基础

的专才，或有专才优势的通才。无数事实表明，健

康、融洽、充满温暖的师生关系，能使师生产生安

全感、满足感、幸福感和责任感，它对提高教育工

作的成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构建新型师生关系尚存在的问题

当前，在我国的高等院校中，师生关系尚未达

到良性循环，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

题有来自教师方面的，也有来自学生方面的，还有

来自社会片面评价的等等。现就一些主要问题分

析如下。

１．教师方面
（１）受“师道尊严”观念的影响，对学生缺乏

关爱。一些教师认为，教师“闻道”先于学生，“术

业”专于学生，“地位”高于学生，“尊严”盛于学

生，所以学生尊重教师天经地义。他们搞“一言

堂”，清高自负，放不下架子与学生交流，不能平等

地对待和关心学生，导致学生敬而远之。

（２）受“严师出高徒”观念的影响，对学生缺

乏宽容。一些教师以学习成绩的优劣去衡量和判

断学生，忽视他们的全面发展和个人潜能；常常以

批评代替教育的方式管理学生，甚至伤害学生的

自尊与人格，从而导致学生的逆反心理和师生关

系的紧张。

（３）受“重科研，轻教学”环境的影响和某些
经济利益的驱动，对教学投入不够。一些教师不

愿意在课堂教学上投入精力，仍采用陈旧的教学

方法和落后的教育手段，教学态度上不负责任，缺

乏对学生行为规范的约束，导致师生关系松弛，严

重影响了教学效果。

２．学生方面
（１）受“师徒如父子”和“应试教育”的影响，

不敢与教师交流。生怕问问题多了，或回答问题

不对而遭到老师的批评，始终以“考试得高分”为

满足。这不仅会助长教师的“一言堂”，也不利于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以及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造成“高分低能”。

（２）不懂得“尊师”的重要性。主要表现有：
在老师上课期间，随意出入教室或讲话；路上甚至

在校园里遇见自己的任课教师也不打招呼，视为

陌生人，更不用说其他教师了；视教师对自己的态

度或给自己的考试成绩高低来评教，不能客观评

价教师的教学质量等。所有这些行为都会伤害教

师的教学热情。

３．新形势下师生关系的模式
由于师生关系是各种教育关系中最基本的关

系，所以历来备受教育界的关注。许多学者已提

出一些有益的观点和见解，也形成了许多研究思

路和模式。由于研究者的出发点不同，所强调师

生关系的侧重面也有所不同。但最基本的是体现

在人性论和教育学两个方面。如果把师生关系视

为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强调平等观、民

主观的新型师生关系，认为教师和学生不是主从

关系，而是平起平坐的朋友关系。现实中之所以

出现过分强调教师权威的现象，就是过于强调了

师生之间的教育教学关系。笔者认为这两者均存

在有偏颇现象。

四、构建新型师生关系的措施

构建新形势下和谐的师生关系需要一定的条

件，需要教师、学生甚至学校教育管理部门的共同

努力。首先，要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风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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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成为社会上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其

次，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取决于师生双方在教育

活动中的共同努力，其中教师起着主导作用。作

为主导者，教师只有采取恰当而有效的策略，才能

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学生应当学会尊重教师的

劳动与创造，善于思考，主动与教师交流，敢于质

疑问难。学校教学管理部门也应积极配合，采取

相应措施，提高教师素质，改革不利于建立和谐师

生关系的教学模式，建立师生交流机制等。由于

在构建新型师生关系过程中教师处于主导作用，

这里仅从教师的角度探讨如何构建新型、和谐的

师生关系。

１．坚持以人为本，树立民主、平等的教育思想
在学校教育中，建立“和谐师生关系”的核心

是“以人为本”。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正如国际

２１世纪教育委员会在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报告中写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都应特别重视师

生关系，因为哪怕是最先进的技术也只能对师生

关系（传授、对话和争论）起支持辅助作用”。“以

人为本”，需要教师在人格上平等对待学生，看到

学生的存在，尊重他们的情感、需要和个性，尊重

他们的选择和发展，与他们进行平等的思想和情

感交流。“以人为本”，需要重新审视教师的权威，

要彻底打破“我讲你听”、“我教你学”的旧教学观

念，真正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念。教师

要放下架子，深入到学生中间，听取学生的意见，

与学生心与心地交流，去赢得学生的喜爱和信任，

创造一种宽松、和谐的教育氛围。对于不同的学

生，无论他们的成绩有多大区别，教师都不应该带

着有色的眼睛去看待他们。“三人行，必有我师”，

每个人都有其“闪光”点。作为教师应该去挖掘他

们身上暂时不起眼的地方。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人

格，不能讽刺、挖苦学生。“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

伤人六月寒”，也许就是那么一句话，就会改变一

个学生的一生
［２］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给予学

生以信心、鼓励，与学生分享他们的苦与乐。

２．要有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师德师风
在师生交往过程中，教师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这是因为教师是教育者，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着

教养和导向作用，这个作用发挥得怎样，直接影响

着师生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一般来说，学生都有

“向师性”。学生常常以教师的行为、品质作为衡

量自己的标准，他们也把教师的言行作为自己行

为的典范。教师的崇高人格，就会像一丝丝春雨，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

生的人格。

古人云：“师者，范也；言行动静，皆可为式”。

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过：“教师个人的榜样，

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一种非常有益的阳光”。黑

格尔说：“教师是学生心目中的偶像”。由此可见

教师人格魅力对学生的影响。教师只有率先领悟

社会道德规范，有为人师表的社会责任感，形成高

尚的品德，才能真正成为充满人格魅力的人师，才

会有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孔子所言“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便是这个道理。

教师的人格魅力不会无缘无故产生，需要教

师长期不懈地加强自我学习、修养和磨练。教师

人格魅力的主要表现有：①渊博的知识和过硬的
教育能力；②善良和慈爱；③对学生的宽容与信
任；④对教育事业无限的热爱与忠诚；⑤对生活永
不满足的执着追求和创新精神等。

教师之所以有魅力，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教师

是“善与爱”的代表。在孔子的学说中，“仁义”是

其精髓。孔子对学生的体贴入微、关怀备至至今

仍传为佳话。家贫的，他多方接济；有疾病的，他

去看望。他在与所有学生交往中，态度谦和，平易

近人，敞开心扉。学生对他的深厚感情，终身不

忘。热爱学生，才能教育好学生。原教育部部长

周济在２００５年教师节的讲话中强调，没有爱就没
有教育，没有责任就办不好教育。教师的爱来源

于对学生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所谓知之深，才能爱

之切。教师的爱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境界。因为

有了爱，才会有共同构筑的“凝聚力”教育工程，才

会有师生情感的共振和共鸣；爱是教育工作的源

泉，只有教师热爱学生，才能使学生“亲其师、信其

道”，才能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

教师应该多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一些问题，

理解和宽容学生。古人云：“欲致鱼者先通水，欲

致鸟者先树木。”理解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桥

梁。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

错误，这就需要教师理解学生，做学生的知己。学

生就自然会把老师当成知心朋友，愿意向老师敞

开心扉，吐露秘密。师生心灵相通了，彼此就像有

了一座无形的桥梁，思想的交流与知识的传递就

会畅通无阻了，师生关系就会越来越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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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不断充实专业知识
学生“向师性”的原因之一在于教师具有渊博

的知识。在网络信息时代，学生在知识占有方面

出现了重大变化。现在的许多学生在某些方面已

经超过了教师，教师面临更多知识的挑战。如果

教师不继续充实自己，与时俱进，那“一桶水”就变

成了“死水”。学生就会对教师提供水的“质量”

产生怀疑而逐渐远离教师。可想而知其师生关系

不会好到那里。教师精湛的学术以及渊博的知识

不仅是吸引学生的关键因素，也是构建和谐师生

关系，进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一个关键因素。

因此，每一位教师都应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库，扩

大自己的知识面。

五、结束语

在高等教育已发展到大众化教育的背景下，

师生关系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构建和谐的师生

关系，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又是培养高素质

创新型人才的要求。建立新型、和谐的师生关系，

引导学生走向自主创新性学习之路的主导面在教

师。高校师生关系的恶化，不仅会导致教育上的

失败，更严重的是会影响到学生的一生。广大教

师要更新传统的教育观念，坚持“以人为本”，增强

服务意识，建立起以民主、平等、关爱和宽容为基

础的和谐师生关系。由于大学教学中的师生关系

是在实际的、动态的教学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

的，同样也要求广大学生的积极配合和教育管理

人员的积极参与。望我们齐心协力，积极创造有

利于师生关系建立的气氛，为提高教学质量，建设

和谐校园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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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生的良师益友　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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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内容。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教书育人的前提和基础。
专业课青年教师要从尊重学生开始，努力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多媒体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要运用

生动语言，提高讲课艺术，创造轻松和谐的教学环境，提倡师生交流，促进教学相长，培养优秀人才，在建

立和谐师生关系中发挥优势，努力成为大学生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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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号召。我是教建筑学专业课的青年教师，经常

在课堂上向同学们讲：古今中外所有美好建筑的

最大特征，就是和谐。和谐产生美，和谐是自然界

一切事物的最佳状态。构建和谐校园，我们建工

学院更要走在前面，努力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一、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构建

和谐校园的重要内容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建立和

谐的师生关系是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内容。教学

活动是一个师生之间互动的过程，师生之间和谐

合作，是教学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

１．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教书育人的前提和基础
古人“亲其师，信其道”的名言，深刻而精辟地

点明了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在教学活动中的重

要作用。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教书育人的前提和基

础，直接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生身心健康的

成长
［１］
。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

展的过程。教师和学生都是教学过程的主体，两

者在人格上完全平等，师生关系是一种平等、理

解、双向的人与人的关系。

和谐良好的师生关系应当是尊师爱生，教学

相长的关系，应当是一种民主、平等、互尊、互爱的

和谐而亲密的关系。因为和谐能够产生动力、提

高效率、产生最佳效益。在这样的师生关系中，学

生体验到平等、自由、民主、尊重、信任、友善、理

解、宽容、亲情与关爱，同时受到激励、鞭策、鼓舞、

感化、召唤、指导，形成积极的、丰富的人生态度与

情感体验。如果教师能够把学生当作朋友一样对

待，尊重学生的个性与人格尊严，多给学生一份关

爱，多给学生一份温暖，那么师生关系肯定会多一

份融洽与和谐
［２］
。创造宽松的教学环境，是建立

和谐师生关系的重要条件。

２．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要从尊重学生开始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对于教师来说，首先要

从对学生的爱和尊重开始。自尊心是一个人要求

得到别人的肯定、重视以及自我肯定的一种积极

情感，是不断追求向上的内动力
［２］
。每个人都希

望得到尊重，学生更是这样。教师是学生的表率，

要尊重学生自尊心，关爱学生、理解学生、信任学

生和宽容学生。这既可以显示我们教育的人性化

色彩，也有利于学生养成温顺、谦和、乐于分享、善

于沟通的性格习惯。

在现代社会教学活动中，师生关系应该是“民

主、平等”的，不仅需要学生尊重教师，同时教师也

应该尊重学生的个性与人格，使师生之间形成一

个互相尊重、互相关爱的和谐关系。如果教师能

够多给学生一份关爱，一份温暖，那么师生关系肯

定会多一份融洽与和谐。和谐的师生关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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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师生心理相容，心灵的互相接纳，形成师生至爱

的、真挚的情感关系，获得成就感与生命价值的体

验，逐步完成自由个性和健康人格的确立
［３］
。教

师通过教育教学活动，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在教学

中建立和感受到自主的尊严，体验和感受到学习

的乐趣。

３．发挥青年教师在建立和谐师生关系中的优
势和作用

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教师起着主导作用。

教师的教学水平，言谈举止，精神风貌、对学生思

想作风的形成，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

每一位教师都要转变观念，多去聆听学生们的心

声，保持与学生平等的姿态，关心爱护学生，处处

为人师表，努力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我们青年教师，与大学生年龄相差不多，心理

上比较接近，共同语言较多，建立新型和谐的师生

关系，有更多的优势，应该做得更好。在教育教学

过程中，我们要关心、爱护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

活动，给学生以表现和参与的机会，让学生们发挥

积极主动性，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教师要平等地

对待每一位学生，尊重他们的个性差异，使学生体

验到平等、自由、尊重、信任、友善、理解、宽容与亲

情，同时受到激励、鞭策、鼓舞、感化、召唤和指导，

才能在教 学 中 形 成 和 谐、平 等、民 主 的 师 生

关系
［４］
。

二、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水平，

努力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教师要得到学生的尊重，重要的是要以自己
高尚的师德、渊博的知识、精湛的讲课艺术，使学

生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我们青年教师要多向

优秀老教师学习，刻苦钻研业务，改进教学方法，

提高教学水平，努力把每一堂课教好，把每一个学

生培养好。

１．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多媒体教学，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

建筑学专业课的教学，要在改进教学方法、培

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上下功夫。要切实开展教研活

动，互相学习，共同改进；走出去观摩知名教授的

授课方法；结合现代教学方法和传统教学方法的

优点，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

教学中，我特别注重收集、积累世界上最新的

建筑工程典型案例和最新标准、规范，做到理论与

实践的密切结合。充分利用先进的多媒体设备，

将传统教学方式改为以课件为主的多媒体教学方

式，利用大屏幕投影直观教学内容，加大课堂教学

容量，提升教学效果。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快速

发展，为教学改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多种媒

体辅助的教学方法既提供具体生动、丰富多彩的

图、文、声、像等信息，又提供多样化的人机交互方

式。多媒体能超越课堂局限，全方位、多角度地进

行展示，学生如同身临其境，可以解决现场教学中

遇到的教学计划不协调和难以找到与教学进度同

步的实践教学问题。对于多媒体课件，界面要活

泼生动并有吸引力，要体现专业特点，符合时代发

展要求。课件的素材要丰富、资料要准确详实，内

容要不断地补充和更新
［５］
。比如在建筑学的专业

课授课中，利用多媒体教学介绍目前国内外的著

名建筑形式与设计方法，既增强了学生对本专业

的了解和感性认识，明确了本专业的任务和目的，

又增强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克服了内容多课时少

的问题，教学效果较好。

２．运用生动语言，提高讲课艺术，创造轻松和
谐的教学环境

我观摩了很多优秀老教师的教学，深为他们

精湛的讲课艺术所折服。他们教学成功的经验是

用激情感染学生。“感人心者，莫过乎情”。寓情

于教，以情动人是教学中教师经常采用的教学方

法之一。教学是教师教学生学的双向活动，也是

师生之间通过活动进行情感、兴趣、能力的心理交

流。要想调动学生听课的情绪，必须首先调动自

己的授课情绪
［６］
。要知道，一个死气沉沉讲课的

教师不能奢望学生情趣盎然地听课。所以教师讲

课要有激情，要充满活力。我在讲课中，努力用生

动有趣的语言吸引调动学生，活跃课堂气氛。讲

课的语调要有高低起伏、抑扬顿挫、风趣幽默，切

忌语言平淡，只看教案及黑板。课堂上，有些学生

注意力不集中，我就讲一个建筑名家的小故事，调

整一下课堂气氛。在指出学生的不足时，采用适

当的语气，不要求全责备，让学生产生轻松感。教

师应鼓励学生积极配合课堂教学，勇于提出自己

的见解。这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会有一种轻

松愉快而不是被强迫学习的感觉，从而调动了学

习的积极性。要想做一个受学生欢迎的好教师，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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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加强人文素质修养。教学是一门艺术，具

有较深厚人文知识的教师上课才会有底蕴，才会

牢牢地吸引学生，才会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地解释

重点和难点。这样，讲课才会是充满色彩的、波澜

起伏的和印象深刻的完美过程。

３．提倡师生交流，促进教学相长，培养优秀人才
课堂教学和课外辅导是师生交流、共同发展

的互动过程，它对于增强师生间的相互了解、相互

沟通和相互补充是有积极意义的。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要耐心听取学生的不同见解，回答学生疑

问，鼓励他们对书本提出质疑，不要指责他们所提

问题太幼稚、简单，不致于使他们有问题羞于提

问，压抑学生热情。经常与学生交流，你会发现他

们具有许多令人叹服的特点，如具有独创性的思

维方式、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观察力，他们敢于

去怀疑、去发现，这就是现在大力提倡的创新精神

所需要的特质
［６］
。教师要抓住这些特点，在宽容

地接纳他们缺点的同时引导他们，真诚地欣赏他

们、尊重他们，那么就能进入学生的内心世界，与

他们成为好朋友。对学生有益的兴趣和爱好，教

师也要多给予适当的赞赏和鼓励，可以拉近师生

间的距离。当学生犯下错误时，要及时指出来，但

不能总是严厉的批评，应采取朋友般的劝说和建

议。好朋友之间真诚的批评和提醒是最宝贵的财

富，如果再讲究一点批评的艺术，就会令他们心悦

诚服，真正改正缺点和不足。

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

因此，运用学生容易接受的教学方法，是建立和谐

师生关系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每位教师，从思

想上去重视学生，从行动上去研究学生。我们要

在教学方法的设计中尽量营造有利于学生学习和

参与的各种学习氛围，使每一位学生和教师一起

参与到学习中去，形成一种在自学，自练的基础上

相互帮助、相互矫正、共同提高的合作学习的环

境。教学组织是教学内容实现的重要途径。在教

学组织中根据建筑学专业教学中常用的参观、讨

论、评图和设计交流等教学方式，力争建立一种更

为开放的教学组织形式。在教学过程中贯彻“教

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讨论式和启发式的教学

方法，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内在潜力和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

除教师与学生间的交流外，还应积极促进学

生之间，包括不同班级、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学生

间的交流，以提高他们的表达能力，使其知识结构

优势互补。交流是促进学习的一种有效手段。常

规的教学方法多为双向式的，即一个教师只与一

个学生交流，探讨方案。这种方法的缺陷，一方面

造成学生只关心自己的设计，不去理会其他同学

的作品；另一方面学生对老师的话言听计从，设计

时不动脑筋，作品缺乏个性。我们改革教学方法，

首先，老师在教学中尽可能多地与学生沟通，创造

平等、轻松的教学环境，允许学生有发表异议的权

利
［７］
。其次，在班级开展讨论，集体评图。这样，

讲评一个学生的设计，全班学生都可以从中获益，

而且从阐述自己的方案、评论他人的作品中也可

以提高口头表达能力。

在毕业答辩这个教学环节中，答辩既要对提

问作答，又要让学生作正确的辩解，从中发现学生

的闪光点，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比如建筑学专

业的学生对建筑设计方案的大胆构思，打破条条

框框，鼓励创新意识，繁荣建筑创作，只要有一见

之得，不求全责备。有些学生提出独到见解，虽有

值得商榷之处，但仍应肯定其探讨精神。不唯书，

不唯上，只唯实。

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是提高授课质量的关

键。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在教学技巧上要不断探

索，不断创新，不断总结，为提高教学效果，培养合

格的人才进行不懈努力。使教师与学生之间真正

建立起互教互学、教学相长的和谐师生关系，全面

提高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

三、结束语

和谐是自然界万物生长的最佳状态。建立和

谐的师生关系，是构建和谐校园、和谐社会的重要

内容。青年教师要发挥自身的年轻优势，从尊重、

爱护学生开始，严于律己，加强师德修养，努力改

进教学方法，钻研业务知识，提高讲课艺术，倡导

师生交流，促进教学相长，创造轻松和谐的教学环

境和学习氛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努力成为受

大学生欢迎和拥戴的良师益友，为祖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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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纪律、法律的三重变奏及其在管理中的应用

周 武 君
（河南科技大学 法医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０３）

摘　要：　道德、纪律、法律三者是调控社会的基本手段，也是管理的基本手段。三者之间具有包容性、层次
性、迁移性和相对独立性的特点。认识道德的层次高、包容性小的特点，加强道德教育，引导人们自觉进

行道德约束，追求祟高的道德人生。认识纪律的中间性、过渡性、环节性特点，加强纪律教育，预防人们

犯错误，使多数问题限制在道德领域之内；严格执行纪律，告诫人们不要犯错误，并使违纪问题不要酿成

违法问题。认识法律的低层次、底线性特点，强化人们的法律观念，在法律的规则下、框架中、圈子内活

动行事，不要触线，更不能出圈，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成为人们终极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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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ｚｗｊ１９６３＠ｍａｉｌ．ｈａｕｓｔ．ｅｄｕ．ｃｎ。

　　道德、纪律、法律三者是调控社会的基本手

段，也是管理的基本手段。三者在不同的层面上

对管理发挥作用。如何发挥作用，作用的程度和

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管理者对其认识和把握。

一、道德、纪律、法律三者的涵义

及其相互关系

　　道德是人们处理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

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所应遵循的基本言行准

则。传统的道德概念强调前三种关系，当今的道

德观念更强调第四种关系，即要爱护环境，保护环

境，营造绿色环保的生活空间，建设环境友好型社

会，否则，也是不道德的。

纪律是一个团体或组织对其所属成员的惩戒

性规定。人们一般在狭义上使用纪律一词，它只

是一个团体或组织规章制度的一部分，并不涵盖

所有的规章制度。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反映统治阶级意

志的并由统治阶级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以规定人

们相互之间权利义务为特征的行为规范。

道德、纪律、法律三者之间具有包容性、层次

性、迁移性和相对独立性的关系。

１．三者的包容性

道德、纪律、法律都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同一

个社会中，它们同属社会的上层建筑，拥有共同的

经济基础。所以它们有相通之处。一般情况下，

凡是道德的，都是遵纪的，守法的；反之亦然，即凡

是守法的，也是遵纪的，道德的。特殊情况下，守

法的，不一定遵纪，也不一定是道德的；不道德的，

不一定违纪，也不一定犯法。然而，不守法的，一

般情况下都是违纪的，不道德的。由此，可以得出

结论：法律的框子最大，包容性最大，纪律次之，道

德的框子最小，包容性最小，越出道德之框，可能

还在纪律、法律的框子可容许的范围之内。所以，

法律是社会的边界、底线，道德是人格的边界、

底线。

２．三者的层次性

道德、纪律、法律三者具有层次性的关系。道

德的层次最高，包容性最小；纪律次之；法律的层

次最低，包容性最大。道德具有精神性，指导性，

纪律、法律一般不能越过道德与其相抵触，相矛

盾，“与一个社会的道义上的观念或实际要求相抵

触的法律，很可能会由于消极抵制以及在经常进

行监督和约束方面所产生的困难而丧失其效

力。”
［１］
纪律、法律相对于道德拥有的较大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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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某些不道德的言行没有受到纪律、法律的惩处，

表现出社会调控的尴尬和无奈，所以，黑格尔说，

刑罚“会遭到这种非难，即它显的是某种不道德的

东西。”
［２］

３．三者的迁移性

道德、纪律、法律三者的联系还表现在三者的

迁移性上。同一个问题，由于处置方法不当，道德

问题，可以变成违纪问题，甚至逆转成违法问题；

一件违法之事，由于处置适宜，可能在纪律范畴内

解决，甚或在道德领域内化解。

从上边的论述看，道德、纪律、法律三者既是

连续的，也是有边界的。社会调控就如一根链条，

既连续、封闭，又是由一环一环相扣而成，我们将

其称之为“社会链条”。道德、纪律、法律就是这根

链条上的三大环节。

４．三者的相对独立性

三大环节就意味着三者具有相对独立性，相

互区别性。它们的相互区别主要在于作为行为准

则的三者的强制性不同。道德的强制程度最低，

或者说它几乎没有什么强制性，它不靠强制来发

挥调控社会的作用，它主要靠社会舆论，风俗习

惯，内心信念（良心），教育教化来起作用。一个不

遵守道德之人，我们不能强制他怎么样。

纪律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它主要使人遭受名

誉、精神上的煎熬、损失，也有最严厉的纪律制裁

就是开除从事某个职业或在某个团体或组织任职

的资格，如：学生开除学籍，党员开除党籍，工人开

除厂籍，干部、公务员开除公职等。

法律具有最强的强制性，它可以使人财产受

到损失，也可以限制人身自由，使人遭受精神的孤

独痛苦，它甚至最终可以剥夺人的生命。一个人

生命的消失，再谈其他就没有任何意义。

道德、纪律、法律三者的区别还在于，道德主

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它主要靠人们的

精神、内心信念起作用，道德必须转化为内心信

念，方能起作用。马克思说，“道德是人类精神的

自律”
［３］
。纪律主要是一种制度形态的上层建筑，

它有一定的拘束力。而法律主要是一种政治（制

度）上层建筑，它需要警察、监狱、法庭等国家机构

来支撑它，所以法律主要是“他律”。故而我们还

说，道德是人类的崇高精神，法律是社会的保证

底线。

若从文化的视角看，道德更具有特殊性，它属

于精神形态的文化，而纪律、法律具有很大的相似、

相关性，它们同属制度形态的文化，都具有强制性，

都受高层次精神形态文化道德的制约和引导。

二、道德、纪律、法律的三重变奏

理解道德、纪律、法律三者的基本概念和相互

关系，是为了更好地运用这些理论来处理管理中

遇到的问题。灵活地、艺术地把握三者的关系，让

其奏出和谐的乐章，使管理更有绩效，更加精彩是

我们的主要目的。

１．认识道德的层次高、包容性小的特点，加强

道德教育，引导人们自觉进行道德约束，追求祟高

的道德人生。

道德在道德、纪律、法律这根链条和系统中层

次最高。层次高，地位高，势能强，对低层次的纪

律和法律就有引领、指导作用，也就是它在人们的

思想、意识、精神层面的作用。世俗化社会中，人

们重实用，重直接拿来使用，而很少念及迂回的、

艺术的、潜移默化的、感化的方法，很少念及思想，

道德、精神这些词语。强调依法治国，就仅仅想到

了法律，仅仅使用法律，就此一个杀手锏，而别无

它法。熟不知，道德功能发挥充分，效果优良，也

许就不用迁移到纪律、法律领域内，减少纪律、法

律的操作空间，减少社会的运行成本。让人们过

道德生活，而不是生活在纪律、法律的监督之下。

道德素质的提高靠教育。教育的方法手段多

种多样。现在的教育理念有一个误区，就是教育

都要搬到课堂上去。孩子帮父母洗菜做饭搬到了

课堂，怎么过马路也搬到了课堂，忘了古人讲的

“身教重于言教”的朴素真理。是的，教育是要有

言教，是要有说教式的课堂理论教学，但是“身教”

是一种更重要的教育，更有效的教育。人们不光

看你说的，更要看你做的，说而不做，欺骗别人，时

间一久，就没有人相信你。你可以在某个时间欺

骗所有的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某个人，

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因此，

还是诚信做人的好，还是自己老老实实地去做好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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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事情。这里的“身”主要就是指“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父母做孩子的表率，老师做学生的表

率，领导做部下的表率，先来的做后到的表率，这

样，一级带一级，一级学一级，肯定会形成一个好

的风气。这里的“身”还有一层含义，按照现代行

为科学的术语，就是对教育对象的行为训练。父

母对孩子，老师对学生，领导对部下，先来的对后

到的，手把手地教，一点一滴地学，这样的言传身

教不是任何课堂教学所能取代，也不必要都通过

课堂教学来解决问题。现在有把课堂教学庸俗化

的倾向，也有把课堂教学神圣化的倾向，庸俗与神

圣实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极，都是没有深刻认识

“言教”与“身教”的区别与联系，没有深刻认识身

教的本质意义。“身教重于言教”的真理虽朴素，

但它是教育的金玉良言，类同于道德教育中的风

俗习惯。风者，摧也，一风吹过，众皆同行，世代相

传，自成习俗。习俗就是氛围，就是文化。南开大

学老校长毋国光说过，办大学就是办一种氛围。

王梓坤教授也说，“健康的氛围教育，是大学精神

的体现。”
［４］
足见氛围的重要意义。氛围就是优良

的道德环境，就是优良的道德习惯，习惯既成，道

德教育的目标也就基本实现。

教育引导人们追求崇高的道德生活，避免道

德问题激化，迁移成违纪，违法问题，让道德之光

温煦人们，这也是思考道德问题的一个关键点。

把工作做细，做好工作的每一个环节而不能有疏

漏。比如，评先评优，排在后边的人要取代前边的

人当选，就必须做通排在前边之人的思想工作，请

其发扬风格让贤于后边之人。而这个思想工作如

果没有做，那就变成了违纪问题；矛盾激化，辱骂

斗殴，勒索动刀，还有可能演变成违法犯罪问题。

一个道德行为，逐步演变成违纪行为，甚至是违法

行为，道德之光淹没在可悲的无所事事（无能）之

辈手中。所以，一个社会需要有道德责任感之人，

需要有理想之人，需要精细之人、勤奋之人，总之，

是一个道德崇高之人，这样的人生才幸福有意义。

２．认识纪律的中间性、过渡性、环节性特点，

加强纪律教育，预防人们犯错误，使多数问题限制

在道德领域之内；严格执行纪律，告诫人们不要犯

错误，并使违纪问题不要酿成违法问题。

纪律处在道德与法律中间，纪律教育抓得好，

人们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避免或减少纪律处

分，使问题大多局限在道德领域之内。处分一件

事、一个人要费很多事，时间、精力、感情，程序、实

体，样样都不能少，管理的成本相当高。实在不如

教育在先，预防在先。现在的问题是整个社会普

遍不重视学习教育，制定了规章制度往往束之高

阁，摆样子，搞形式，穷应付。个人犯错识，常常是

不知道有什么具体规定，事到临头，悔之晚矣。人

们是在试错的过程中接受教训，认识事物，不断进

步，走向成熟。这样的代价太沉重，不如把事后的

处分、补救措施变成事前的宣传教育。学习教育

的付出换来的是不犯或少犯错误，人心稳定，关系

和谐，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省去后边的纪

律处分之力，但省力不能省功，前边的宣传教育要

花大功夫，能量是守衡的。在管理学中，在人的工

作中同样遵循物理学的定律。

一个团体或组织经常出现违纪甚至违法问

题，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对已经出现的违纪问

题没有进行严肃处理，或囿于人情，或疏于管理，

或有意放纵，违纪的人得到了利益，趾高气扬，无

形中得到了肯定。这是对守纪者的否定。精神

上、心理上的否定必然带来行为上的否定。人们

不光看规章制度规定了什么，关键看它是否实行

之，违规者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得到了益处，生物的

趋利避害性（本能）使人群起而效仿之，意志不坚

强，纪律观念淡漠，思想境界不高之人也就会跟着

违纪。“好孩子”学坏是因为“坏孩子”得不到惩

罚
［５］
。所以，一个团体或组织要保持稳定高效，必

须严格执纪，对违规者一定要做出适当处理，杀一

儆百，以儆效尤。这里的“适当处理”，就是管理的

艺术，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严格按照条条

框框进行处理，或警告或开除，都按规章；其二就

是暂在道德范围内处理，只让犯错者写出检查，在

一定范围内做出检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对

其保留进行纪律处分的权力。在一定时期内不再

犯错，也就不再进行行政违纪处分，若再犯错误，

就连同新、旧错误一并加重处罚。此种方法，对初

犯者，偶犯者，自尊心较强者，认错态度诚恳者或

其它犯错误情节轻微等特殊情况，不失为一种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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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有效的方法。它有利于激励犯错误者改正错

误，甚至成为他们终生宝贵的经验教训和财富。

也有利于创造更佳的工作环境，人际环境，降低了

管理的消耗和成本。

３．认识法律的低层次、底线性特点，强化人们

的法律观念，在法律的规则下、框架中、圈子内活

动行事，不要触线，更不能出圈，让依法治国，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成为人们终极的行为

准则。

在道德、纪律、法律三者构成的社会控制系统

中，若按线位来划分，法律处在最低层，相当于梯

形或三角形的底边；若按同心圆来划分，法律处在

最外圈，可以包容最多的事物，纪律、道德分处其

中层与内圈。同一事物，可以同时反射在三个层

次，由于程度不同，性质表现就不同。偷盗 １０元

钱是违犯道德，偷盗 １００元就是违纪，盗窃达到

１０００元就变成了违法。量变引起质变。道德、纪

律、法律三者的关系就是这样，同仇敌忾，一以贯

之，教导着人们向善、持正、避邪、和美。

国家依靠其强大的国家机器，广播电视传媒

等舆论工具，推行代表其意志的法律，实现依法治

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是顺理成章的。由于法

律的制度终极性，国家意志性，强制性等强势色

彩，它的推行是声势浩大，不可抗拒的。法律的强

势推行进而有利于纪律、道德的贯彻与实行，因为

他们三者本质上是统一的，其作用的对象都是人，

都是为经济基础服务，都是为了社会的有序、稳

定、和谐、发展，都是为了人们更高效、高质、幸福、

美好的生活。“大凡法治搞得比较好的国家，公民

的社会公德意识和道德水平也比较好”
［６］
，实践也

证明了这一点。通过厉行法治来增强人们的纪律

性和道德感不失为一种有效之法。社会是一根链

条，也是一个统一场，内部可以有各种调控手段，

它们分处在不同的环节，有不同的强度，但目的只

有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我们要强调道德、纪律、法律之间的迁移性，

联系性，而不要过分强调它们的各自独立性。现

在学术界有一派观点，就是有意强调德、法之间的

独立性，抹灭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法律和道德是

相互临界的，一旦跨入法律的调整就无道德适用

的余地。”
［７］
这样的观点似乎太理想化，绝对化。

历史已经证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主张道德与法

律是可分的，彼此没有必然联系这种观点有很大

的局限性；而自然法学理论强调法律之道德性更

容易被人们接受，
［８］
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

点。因为同一个社会的道德、纪律、法律拥有共同

的社会经济基础，它们的联系是必然的，是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德法兼济方能天下平。
［９］
强调彼

此的独立性只能徒增社会管理运行的成本。法律

最好是社会的一种威慑力量———“不战而屈人之

兵”———不到万不得已而不滥加使用。能在纪律，

道德层次范围内解决的问题而不迁移至法律，这

样的法律、这样的法治社会是最理想最好的法律

和社会。为了惩治腐败，减轻社会的震荡，降低反

腐败的成本，国家机关要求犯贪污受贿的违法违

纪分子在一定时期内把贪污受贿的款项打入某个

帐号而不再追究这些人的法律、纪律责任，实际上

就是把法律、纪律层次范围内的问题移入道德层

次范围内解决，让这些人自己去承受良心的谴责

和内心的拷问，这不失为可以尝试的一种方法。

因为查处违法犯罪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查处一

起案件花费的金钱和人力可能要大于该案件本身

涉及的金钱数量。然而，这种方法的使用要以坚

决查处那些拒不自觉认错伏法者为保证。因为人

们普遍存在的侥幸心理会使那些胆大妄为者铤而

走险。所以，法律向纪律、道德的迁移，要以高超

的、严厉的法治为保证。这里，法律的相对独立性

是必要的，是应该存在的。有联系，有迁移性而又

有相对独立性，这就是我们在道德、纪律、法律三

者相互关系上的基本观点。

道德、纪律、法律三者各自的特点以及它们的

关联性、迁移性告诉我们，它们有各自独立的应用

空间，又有广泛的合作共赢空间。抓好教育，升华

人们的心灵，逐步逼缩纪律、法律的空间；严格执

纪，厉行法治，震慑、减少社会的罪错，反向扩大道

德的空间，让人们更多得生活在道德的春天里，让

社会运行在更和谐的秋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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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加强高校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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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进行信息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本文分析了高校核心竞争力的定义
与特征。论述了信息化与高校核心竞争力的关系，提出要树立与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培养

新观念，切实重视现代信息技术的创新研究，不断探索现代信息技术在高校运用的新方法，全力打造与

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相适应的信息化育人新环境，加快信息化建设，提升高校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　信息化；核心竞争力；现代信息技术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７；Ｇ２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９－１０－１１
作者简介：　韩华（１９７７－），男，河南洛阳人，河南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信息科副科长，硕士，主要从事信息化技术、

管理科学研究。Ｅｍａｉｌ：ｈａｎｈｕａ＠ｍａｉｌ．ｈａｕｓｔ．ｅｄｕ．ｃｎ。

　　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高等学校信息
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基础。河南科技大学

２００２年组建以来，信息化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学校采用大容量无线射频卡技术、高智能集群技

术、指纹身份验证技术等，率先在全省高校中建立

了校园一卡通系统，实现了与学校管理信息系统

的无缝连接，实现了四个校区千兆光纤高速互联。

学校作为豫西地区网络中心，拥有 ６条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骨
干网络线路，为洛阳、三门峡、平顶山等豫西地区

的大中小学校提供良好的网络基础设施服务，网

络应用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河南科技大学被省教

育厅授予“河南省高等学校数字化校园示范院

校”，是河南省４所数字化校园示范院校之一。

一、高校进行信息化建设的根本

目的是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面对新形势下经济全球化、教育信息化、教育
国际化所带来的压力，以及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促

进素质教育的趋势，高校必须加强信息化建设。

高校信息化的实质就是赋予高校精细化的资源整

合和利用的能力，通过对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

充分发挥高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三大职能，

从而提升高校的核心竞争能力。

教育技术是为了促进学习，对有关的学习过

程与学习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

的理论和实践。现代教育技术是教育技术的一个

分支，是在教育技术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内

容包含“现代教育媒体、媒传教学法、教学设计”。

要使高校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关键是

要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现代教育技术水平。

河南科技大学建成了自己的校园网。校园网

通过中国教育与科研计算机网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之间互
联，信息点覆盖四个校区的 １００余栋楼房，入网计
算机近万台，拥有办公自动化管理、综合教学管

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科研管理、设备资产

管理、网络教学、综合信息服务等多个应用系统。

开辟了校园春潮新闻网、洛浦清风、校园 ＢＢＳ等网
站，可为全校师生提供 ＥＭＡＩＬ、ＷＷＷ、ＭＩＳ等服
务，河南科技大学教育信息化的三项科研成果：千

兆防火网、数字化教学平台、银校一卡通系统参加

了 ２００４年国际教育信息化科技博览会，受到好
评。学校的信息化建设为提升核心竞争力作出了

积极的贡献。

二、高等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要研究大学信息化，首先要了解大学核心竞

争力，只有在对大学核心竞争力深刻理解的基础

上，才能为大学信息化建设指明方向。

核心竞争力理论是当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相互

交融的最新最高成就之一。美国经济学家普拉哈

拉德（Ｃ．Ｋ．Ｐｒａｈａｌａｄ）和哈默（ＧａｒｙＨａｍｅｌ）在 １９９０
年５月至６月的《哈佛商业评论》（ＨＢＲ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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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文，第一次明确提

出了“核心竞争力”（Ｃｏｒｅ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这一概念。
他们提出：“核心竞争力”是在某一组织内部经过

整合了的知识和技能，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形成

的不易被竞争对手效仿的、能带来超额利润的、独

特的能力。

核心竞争力的概念，首先由研究企业开始，逐

渐推广到国家政治经济的各个领域。高校核心竞

争力是指能给高校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

别人一时难以模仿的能力和要素，是高校资源有

效整合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支撑高校获得持续

竞争优势的能力。第一，它作为高校所特有的优

势和能力，是对一系列指标的有机整合，使其从同

类中脱颖而出，树立起不同凡响的品牌形象，获得

持续竞争优势与能力。第二，它的追求体现为提

供优质服务以满足消费者（社会、家庭、学生）的需

求和偏好的用户价值性。第三，高校核心竞争力

作为一种积累性学识，是一所高校长期所形成的，

蕴涵于高校内质的，使其长时间内在竞争环境中

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高校核心竞争力

是在生产力态势流、管理力态势流和文化力态势

流的运动、集结过程中形成的，或者说是生产力、

管理力、文化力所蕴积的能量的一个有机协调的

凝结过程，是高校有机整合、协调各类资源、能力

要素，不断创造高校持续竞争优势的隐性知识，主

要表现在高校的人才生产力、学术生产力、社会服

务生产力、管理、文化或几方面的有机组合。

三、信息化与高校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信息化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大学核心竞争

力。信息技术的运用是提升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有

效途径。大学开展信息化建设，实际上是大学业

务流程及功能再造的过程，是全面提升大学管理、

教学、科研水平的过程。大学信息化建设与其核

心竞争力有着紧密的关系，其成效直接影响了核

心竞争力的评价因素。大学开展信息化建设，首

先必须将先进的管理理念运用到信息系统中。开

展信息化建设，在信息化实施过程中要溶入以下

管理理念：

１．集中统一的管理
信息化管理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体

制，无论是教学、科研管理，还是后勤、财务等的管理，

都体现了各自统一的表现形式、统一的管理内涵和思

想。其实施的目的是使大学的高层领导能更科学、快

速、准确地决策，以适应多变的社会需求。

２．面向流程的管理
开展信息化建设，打破了大学传统的直线职

能制，实行面向流程的、扁平化的体系结构。其按

职能分工建立科技成果、人才培养、财务、设备、人

力资源等管理流程，并按各流程要求设立管理点

和信息采集、处理及储存单元，减少了原管理体制

的职能重叠和人为的管理壁垒，提高了工作和管

理效率。

３．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管理
开展信息化建设，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社会的

需求，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信息管理系统可

根据社会对人才的能力的要求，对学生进行有针

对性的培养。

４．支持人才培养链的管理
开展信息化建设，可以把大学的招生、人才培

养、人才考核、人才就业和人才就业后的发展所产

生的信息合并在一起，从一个整体的视角来展示

人才培养过程的各种影响因素，并将它们连成一

个整体，形成人才培养链，从而有效地分配各类资

源，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

５．实行创造型的目标管理
开展信息化建设，可以使大学的管理从单目

标发展到多目标和功能目标。且其目标是一个随

社会需求个性化而动态调整、便于控制的目标体

系。通常，其目标具有确定、科学、弹性和多向的

特征。由于目标确定、科学，使每一岗位的教职员

工都会受到激励和引导 ，使教职工的行为总能确

保大学总目标的完成；由于目标弹性、多向，又使

教职员工具有较大的思考和行为空间，而创造性

地工作。因而，开展信息化建设实行的是创造型

的目标管理。

在信息化实施过程中，除了要引入新的管理

体制、先进的管理理念以外，还需要建立一个完善

的信息化培训体系。大学信息化研究会理事长沈

培华教授认为，大学信息化需要三个到位，即管理

到位、技术到位、观念到位。培训的过程就是三个

到位的过程。大学信息化培训体系对不同类型的

人群提供不同的培训内容。对于学校决策者进行

信息化发展战略、信息化前景及发展方向培训；对

于负责信息化建设的技术人员按照国际技术标准

进行技术培训及行业证书认证培训；对于大部分处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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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信息化系统使用者角色的用户进行基础知识的

培训，使得信息化能够为其所用。

四、加快高校信息化建设的措施

１．切实重视现代技术的研究，不断探索现代
信息技术在高校运用的新方法

高校应建立实验基地，全方位地研究在当代

社会信息化过程中，高等教育遇到的新情况、新问

题。要用现代信息科学的方法研究学习过程、教

学过程；研究跨学科、跨专业教育的理论和方法；

研究信息网络和交互式、多媒体技术有机结合形

成的新的教学环境，探讨在新的信息平台上高等

教育发展的新规律，以进一步拓宽高校的办学视

野和办学思路。

２．转变教育教学思想观念，努力树立与现代
信息技术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培养的新观念

现代的人才培养观应该特别强调和注重学生

信息意识、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使学生重

视信息，善于吸收信息，学会处理信息和有效利用

信息，具备在信息化的环境中工作、学习和生活的

能力。由于现代信息科学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它

能够把不同的学科专业通过信息传播建立起某种

联系，并可以使传统专业实现自动化、智能化。因

此，面对未来的高等教育应该树立培养跨学科复

合型人才的教育观。

３．深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课程体系的教
学改革，大胆采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新手段

为加强高校学生的信息教育，应在各专业的

基础课程系列和实践技能基础课程系列中体现有

关信息技术、信息处理、多媒体计算机等方面的内

容，尤其要更加重视对非计算机专业、非外语专业

学生的计算机和外语方面的基础教育及应用能力

的培养。同时要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积极采用

信息网络、多媒体 ＣＡＩ等新技术传播教学信息，使
现代信息技术知识和能力的培养渗透到整个教学

过程和教学环节之中。

４．完善校园网络，全力打造与现代信息技术
发展相适应的信息化育人环境

高校要增强其核心竞争力必须着眼未来，因

时制宜，因校制宜，不断加大对信息网络等新技术

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强校园信息网络建设，构建

与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相适应的知识传播通道和信

息服务系统，使信息网络、多媒体、计算机、通信设

备成为高校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改革发展等各

个环节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实现由物质型向

信息网络型的转变，形成良好的信息化育人环境，

以提高育人质量，增强西部高校在信息网络环境

下的核心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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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术专业的工会化及其对中国高校教育

工会工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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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分析美国学术专业工会化的成因、历史演变、社会影响等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高校教育工会
工作的三点启示：切实履行维权职能，保障高校教师的正当经济权益；发挥“参建参政”职能，力争在维护

大学教师专业权利方面有所作为；发挥教育职能，引导大学教师关注自身的专业发展，培育职业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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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ｔｉａｎｈｕｗｅｉ＠ｓｉｎａ．ｃｏｍ。

　　工会组织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专业漫长的
成长历史中一直未被采纳。学术专业群体一直扮

演高贵、神圣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特权阶层等上层

角色，认为自身无须借助工会组织来博取权力阶

层的垂怜。

然而，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始，由于受当时美国
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曾经是合作型和学院式的

美国大学学术管理，面对日益紧张的外部资源环

境和内部调整需求，着手进行资源重组和优化，裁

员和评估活动在高等教育界日益盛行，大学商业

化取向日渐严重。由此导致传统大学精神所倡导

的智力训练和学者社群文化日渐衰落，学术专业

应有的自由与自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学术职业

者的学术专业权力明显缩小。在这种背景下，学

术界开始逐步诉求工会组织来维护自身权益，制

定有利于学术发展的权力分享模式，参与大学治

理来赢取生存空间，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工会化热

潮。深入研究这一变化，不但有益于揭示美国学

术专业的本质属性和发展动向，而且也可为中国

高校教育工会做好高校教师权益维护工作提供诸

多有益的启示。

一、美国学术专业工会化的成因

学术专业工会化是指以知识整理、传播和生

产为主要使命的专业教师群体通过组建工会组织

或采取工会组织一贯使用的集体谈判手段来维护

自身权益的倾向。

学术专业工会化实际上是由美国学术职业市

场化而引发的。美国 ２０世纪 ６０年，由于经济领
域、政治领域和教育领域的多重危机，促使美国学

术专业群体走向“无产阶级化”，迫使他们不得不

寻求工会组织的庇护。其直接诱因有三：

１．学术工作机会日益锐减，学术专业的职业
安全日渐丧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繁荣的美国经济、和

平时代人口的高出生率以及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大

力扶持，使得美国高等教育迅速进入了 “黄金时

期”。然而好景不长，自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波及全球
的学生政治运动，以及其后在 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间美
国发生了战后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政府财政日

益紧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开始逐渐紧缩。高等

院校为了继续生存和持续发展，被迫进行结构调

整和人员重组，削减专业，重新分配有限资源，加

强资助那些与市场、工业联系紧密、能够创收的学

术活动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关联性，以求得更多的

生存空间。大学受到了商业化的强烈冲击，其后

的“１９８０年成为了西方高等教育的转折点，教师
和大学被一体化地整合于市场之中……。给予大

学以特殊待遇的合法性，专业人士的训练基础，也

包括专业特权，都遭到破坏和削弱，大学在未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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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贬低和等同为其他组织，学术专业也被贬低的

如同其他工人一样”。学术职业逐步走向市场化。

学术市场化首先直接带来学术职位的减少，终身

教授职位更是日益减少，毫无职业保障的临时教

师和短期合同制教师所占比例迅速增长，院校行

政力量甚至藉 “财政危机”之名，通过 “专业重

组或削减”等手段，解雇已获终身任职资格的教

师。在美国，１９８３年之前的五年里，四年制院校
解雇拥有终身任职资格者达 １２００名。从此学术
专业丧失了原有的职业安全保障，学术终身制不

可侵犯的权威不复存在
［１］
。

２．学术专业人士的薪水日趋下降
学术专业人士的薪水自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

遭遇了显著的下降。据 Ｗ·李 ·汉森等人对美
国教师薪水的一个统计研究表明：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
度的教师实际收入较 １９７１－１９７２年度而言，下降
１６％。其中。副教授下降多达 １６．８％，而私立部
门的同类人员工资却上涨了１．７％。在此期间，大
学行政人员的工资只下降 １３．１％，联邦政府文官
的收人仅下降了１２．８％［２］

。

３．学者社群的专业权力被日渐剥夺，专业权
力的传统影响日益萎缩

美国著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克拉克·克尔早

在１９６９年就提出：“许多地方，不同时代的大学已
被其内、外部各种冲突所撕裂；让人痴情但仅存于

记忆之中的象牙之塔已成为干戈犹酣的战场 ”。

大学的各种传统，如以 １８０９年的柏林大学 、１８７６
年的霍普金斯大学为代表的“重视纯研究的黄金

时期”，纽曼 、赫钦斯等所倡导的理智训练和 “古

典课程黄金时期”，一些顶尖级文理学院为代表的

“学者社群”，等等观念渐行渐远。各种社会力量

以及大学内部的行政人员对教师工作的绩效评估

不遗余力，学术专业所珍视的学术自由被行政力

量所“染指”。更为具体的是，行政力量开始不断

深入地干预课程设置、课堂教学以及其他本属学

术专业所专享的学术事务，大学教师的“自治”信

条遭到废弃，专业权力明显缩小，学术专业的优势

社会地位急剧下降
［１］
。

大学教师的职业安全性和经济收益日渐降

低，社会地位的日益下降，学术专业的工会化成为

了学术专业群体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无奈之下的

最佳选择。

二、美国学术专业工会化的历史演变

１．美国学术专业工会化的演变
２０世纪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学术专业工会组织

主要有：创建于１９１５年且主要代表四年制私立院
校教师利益的美国大学教授协会（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简 称ＡＡＵＰ）、由美
国劳工联合会在 １９１６年建立的美国教师联合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ｓ，简称 ＡＦＴ）以及
主要代表二年制公立院校 的全 美教 育协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简称 ＮＥＡ）。
在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教师工会化运动中产生

的集体谈判不同于以往大学或学院治理中的集体

协商。传统的集体协商形式中教师往往以执行管

理者所做的决定形式来参与大学治理，侧重于执

行已有的决策；而学术专业工会组织的集体谈判，

则是以契约的形式规定教师在大学治理中的角色

与权力，并培养教师成员集体谈判能力，必要时以

罢工为手段来达到目的，但是又不同于工商业界

的集体谈判，带有学术专业的特征。起初，学者都

坚守学术职业的理念反对采用集体谈判的形式来

争取权利，而坚守协商的形式。随着学术环境的

变化以及实践斗争的需要，学者们都逐渐认识到

单靠协商是不足以说服管理者和董事会来给予自

身应有的利益，同时受到美国教师联合会以工会

斗争取得的积极成果的鼓舞与经验，使美国的一

些教育组织相继加入工会化组织的行列中来，积

极开展集体谈判，争取有利于学术发展的经济待

遇和专业权力。

美国教师联合会自建立起就是教师工会的积

极提倡者，教师工资待遇太低，教师的民主权利

得不到保障，是成立教师工会的主要原因。ＡＦＴ
自１９１６年成立以来，就主张提高教师工资，改善
教师的福利待遇，保障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的民主

权利，维护学术自由。同时 ＡＦＴ认识到大学教师
所处的雇员地位，必须更加重视采用教师集体谈

判的方式来捍卫教师的权益，而不是仅仅依靠发

布报告、声明的方式，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大学教师

集体谈判运动的开展。但是直到 ２０世纪 ６０年
代，ＡＦＴ才成功地组织教师参与集体谈判。１９６２
年纽约市教师联盟与教育委员会谈判失败，宣布

罢教，当时教师向全美教育协会请求协助，因为这

一行动的宗旨和全美教育协会的组织宗旨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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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遭到拒绝。而美国教师联合会设在纽约市的

地方组织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ＵＦＴ）却决议罢教。这一行动得到了 ２／３的纽约
市教师的支持，最后集体行动获得了胜利。之后

美国教师联合会的会员在短短的 １０年间从 ６万
猛增到３０万人。

全美教育协会成立之初将组织定位为专业型

组织，旨在提升教师的专业性。作为教师专业组

织，全美教育协会最初很反感美国教师联合会采

取的劳资双方集体谈判活动。但由于受到美国教

师联合会１９６２年集体谈判胜利的影响，全美教育
协会的专业取向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宣称支持

“专业性协商”，不支持 “工资双方工业性集体协

商”，为取得教师组织代表的协商权和美国教师联

合会开展竞争。１９６８年，全美教育协会成立专门
负责集体协商的部门，开始真正参与集体谈判

运动。

由于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学者社团性质，自

成立伊始一直把自身定位为大学教师的专业组

织，而不是教师的工会组织。ＡＡＵＰ一再阐述自
身旨在维护高等教育的整体利益，促进学术职业

的健康发展，并不是以保护会员的经济权利和提

高会员的经济回报为主要目标。然而在经历了

１９６３年至 １９６６年发生在圣·约翰大学（Ｓｔ．
Ｊｏｈ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解聘教师事件和 １９６７年天主

教大学发生的教师罢课事件后，ＡＡＵＰ改变了对
集体谈判的态度，认识到了集体谈判和教师罢工

的力量。１９７２年，ＡＡＵＰ发布了关于集体谈判的
声明，明确提出将把集体谈判作为 ＡＡＵＰ实现高
等教育目标的另一个重要措施。１９８５年，ＡＡＵＰ
成立了集体谈判委员会来组建 ＡＡＵＰ各地集体谈
判工会。１９９４年，ＡＡＵＰ又进一步修订了 １９７２年
关于集体谈判的声明，重申 ＡＡＵＰ的基本目的是
保护学术自由，建立和加强高等教育机构中教师

的管理，提供解决争端的公正程序，促进教师和其

他学术职业者的经济利益。至此，ＡＡＵＰ从一个只
是关心学术界专业发展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工会

组织，开始将提高学术界经济利益作为促进学术

发展的手段
［３］
。

２．学术专业借助工会开展集体谈判的主要内容
加里· 洛兹的研究表明，在学术专业与各院

校所进行的集体谈判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工作合同

中，关于学术劳动的一些关键词主要有：“由谁、凭

什么决定教师的工资；由谁、在何种条件下决定教

师的工作安全；谁控制专业劳动力的吸纳及其形

成；由谁决定传统课程的容量，对于其工作时间和

产品教师能做出何种声明。此外，艾伦 ·波拉克

等人就教师集体谈判的内容进行了量化分析（见

表１）［４］。

表 １　美国大学教师集体谈判条款表

谈判

的问

题

薪水

和工

资外

福利

休假

资格

晋升

程序

申诉

程序

解雇

程序

申请

终身

任职

程序

讲座

教授

人员

选择

绩效

评价

预算

削减

程度

获得

预算

数据

班级

规模

比例（％） １００ ６６ ７８ ７８ ８０ ６１ ５４ ５８ ３４ ４０ ２２

　注：指合同中包含该条款的比例（％）。共有样本 ４１个。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就学术专业集体谈判的主
题得出以下两点基本结论。

第一，在早期的谈判中，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

等经济类事务得到了特别的重视，而学术性事务

的谈判相对较少。

第二，从历史纵向发展角度看，８０年代之后学
术事务逐渐渗透并成为工会集体谈判的主要内

容。学术事务日渐成为集体谈判的重要议题，表

明学术专业倾向于将大学内部原本按非正式的、

隐性规程进行运作的学术工作，转变为按照明确

无误的、结构化的合同条款进行。其目的在于藉

此寻求行政力量对于教师专业权力更大的认同，

从而扩大学术专业的学术管理权力。

三、美国学术专业工会化的社会

影响

　　美国学术专业工会化的进程目前还在发展
中，要对它做出全面、客观、准确的评价并非易事。

就目前情况来看，美国学术专业工会化倾向

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就积极影响来说，学术专业的工会化运动和

集体谈判的努力，提高了教师工资和福利待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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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了教师工作条件。美国三大工会组织除了直接

插手教师的工资起薪水平等事项之外，还就教师

的人事任命、晋升、授予终身任职资格、解雇等事

项进行集体谈判。这也间接地维护、改善了教师

的工作条件和工资福利待遇。

消极影响有二：第一，过于浓厚的工会化倾向

必然会损害学术专业的神圣化精神传统和知识精

英使命。布鲁兰德等人认为，工会化变革使 “教师

对于个人自由、学科自主的呼唤遭到贬斥，工会更

为关心的却是工资 、工作负担 、工作安全等更为

具体的集体性报酬 。结果是，一方面，传统专业

主义精神逐渐被工会主义原则所替代，大学的

“技术官僚控制”倾向日益严重，并驱使大学关注

多种多样社会控制技术的生产，较少关注大学对

社会所担负的价值责任，这必将冲击到学术专业

的安身立命之本；另一方面，工会主义对传统学术

理念和学者身份也造成了比较明显的伤害。以美

国大学教授协会工会化转变为例，在 １９７２年美国
大学教授协会投票决定 “把集体谈判采纳为实现

协会之高等教育目标的主要附加手段 ”之后，该

协会在其最主要的支持者———研究型大学和一流

学院中的影响大为削减，会员由此前的 ９万之众
锐减了 １／３。同时，它还它导致了美国大学教授
协会的组织身份危机，由于其他低级教师工会的

影响逐渐渗透 ，高等教育系统之外的其他工会和

社会团体也趁机入侵，美国大学教授协会难以自

控，逐渐成为各种力量彼此争斗的战场。第二，工

会化运动及其集体谈判努力使得大学教师因过分

逐利而陷入了道德困境 。大学机构和学术专业

自中世纪实现建制化以来，就一直保持着言不及

利的非功利主义传统，并以此换取其可与教会相

媲美的神圣化身份和经济特权地位。然而，学术

专业借助工会组织及其集体谈判手段追求利益的

行动，似乎在明确地否定其“非功利主义 ”传统和

神圣化身份特征。原本以“道德化身”、“社会良

心 ”形象立世的学术专业显露了令社会大众难以

接受的市侩气息
［１］
。

四、美国学术专业工会化对中国

高校教育工会工作的启示

　　由于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和国情不同，在涉
及美国学术专业工会化趋向对中国教育工会工作

的启示时，我们要坚持“扬弃”原则，即：既要“吸

取其精华“，又要“剔除其糟粕”；既要正视我国教

育工会的特殊性，也要看到我国教育工会工作有

待改进之处。

１．切实履行维权职能，保障高校教师的正当
经济权益

美国学术专业工会化的动因在于应对大学日

益市场化而对学术职业所造成的巨大冲击。从其

学术专业工会化运动后果上看，确实起到了提高

了教师工资和福利待遇，改善教师工作条件的作

用。在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高校

教师的工作任务日益繁重，工作压力巨增，然而由

于政府对高等教育扩招的投入严重不足，使得许

多高校财政困难，有的甚至高额负债经营，而高校

又把这种财政压力部分程度转嫁给教师，教师福

利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而办公条件日益紧张。

例如，有些高校自１９９９年扩招后的 １１年来，教师
福利基本上没有增加；近２０位教师挤在一间不足
２０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工作，实验条件更差，等等。
２００８年 １０月新修订的《中国工会章程》明确指
出：“中国工会的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面对这种状况，高校教育工会应该有所作为，例

如，一方面可通过与其他工会系统的沟通与合作，

共同呼吁国家增加对高校的财政投入；另一方面，

在高校内部，工会应加强与学校行政方面的协商，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断提高教师的福利待遇，

并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

２．发挥“参建参政”职能，力争在维护大学教
师专业权利方面有所作为

“治学是学术界的生活方式。”大学教师最大

的权利是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职业权利，即钻研

高深学问、追求真理的理智自治权，是基于政治

论意义的学术自由权。这是由大学教师的职业性

质和社会作用决定的。只有让大学教师在其学术

活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给予 “忠实于高

深学问”所需要的尽可能广泛的学术自由，才是

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大学教师的权利。国外有位著

名高等教育专家说过：“对我们的学院和大学的理

智领袖横加任何束缚就会葬送我们国家的未来”。

随着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社会对

大学教师将有更高的学术期待。大学教师只有拥

有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职业权利，他们才有可能

成为社会的理智领袖
［５］
。

然而，在中国高等教育界，长期以来高校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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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一直处于绝对优势的支配地位，大学教师应

有的学术权力长期被宰制，处于从属和被支配地

位。这既与传统的“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大

学精神不相吻合，也不利当今中国大学的发展。

在美国学术专业工会化的过程中，尽管经济权利

是各大教育联合会或协会的主要努力目标，但争

取大学教师的学术专业权利并使之合同化也是美

国学术专业工会化过程后期的主要努力方向。

中国工会组织在维权职能的基础上，还肩负

着“动员和组织职工积极参加建设和改革，努力促

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代表和组织职工

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参与企业、事业单位和

机关的民主管理”的职能，即“参建参政”职能。

因此，中国高校教育工会也应在争取高校教师学

术专业权利方面有所作为。例如，在高校机构改

革和设置过程中，应建议增设各种正式和非正式

的学术组织，如大学教授委员会、教学评估委员

会、教师聘任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学位授予

委员会等，并真正在学校学科建设、专业设置、教

研项目设立、职称评审、学位授予等方面给予专业

人员最终的决策权。

３．发挥教育职能，引导大学教师关注自身的
专业发展，培育职业信仰

美国在学术专业工会化发展过程中，虽然在

提高和保障教师福利待遇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

但是也引发了大学教师的学术专业神圣化精神传

统遭到损害、知识精英的使命和道德下滑的消极

影响。中国高校教育工会本身也肩负着：“不断提

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有理想、有

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的光荣使命。

为此，高校教育工会也应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引

导大学教师树立不断钻研高深学问、勇攀科学高

峰的科学精神，培育其“忠实于高深学问”的职业

信仰，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

力的智力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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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门事件对当今高校教育教学管理的启示

———基于一个恶性师生关系的案例

田 虎 伟
（河南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河南 洛阳，４７１００３）

摘　要：　通过一个恶性师生关系的典型案例，揭示出当今高校教师在知识素养、人格特征、教育能力以及大
学生在某些重要人格素质方面存在的不足。针对高校教育教学管理提出了应加强高学历、高职称教师

职业能力培训，提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应加强和规范选修课程的教学管理；应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特别是情绪情感教育，提高其情绪调控能力等三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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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Ｘ大学的杨帆门事件
主人公：杨帆，著名经济学家，１９５１年生于北

京，２００３年调入 Ｘ大学商学院，担任教授、博士生
导师。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１．事情起因：学生少教授关门
２００８年 １月 ４日晚，Ｘ大学昌平校区第八阶

梯大教室，杨帆教授给学生上“生态经济与中国人

口环境”的最后一节课，不少学生在上课之时把论

文上交后就离开了。杨帆来了后先照着 ＰＰＴ讲了
一会课，突然停下来，扫视了一下同学，发现人数

明显不够。就把助理叫过来，嘀咕了一阵，然后杨

帆开始骂那些走了的人：“那些学生不象话，把论

文交了就走，没道德，欺骗老师，今天没在的学生

全部都要挂科，还要把他们的名单整理出来送到

各个学院，以考试作弊、道德败坏处理”。随即他

把门锁上，说：“不许进来也不许出去！里面的人

也不许给外面的发短信，凡有敲门者，一律认为里

应外合，要一并处分”。

接着，杨帆的助理拿着一张纸给在场的学生

签到，盯的很严，不能代签。经统计，该课程报名

共有 ２４０人，有 １０１人交完论文就走了或听了几

分钟就走了。签到后，杨帆接着讲课。据其习惯

和以往同学的经验，若此次点名不到，此门课很可

能被挂科。于是在该教室门口渐渐聚集了大约二

三十位选修此课的学生，期望有机会能够获准

进入。

２．事态恶化：女生离场引发冲突
不久，门外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杨帆无视这

些敲门声，继续讲课。

正在这时，门外面的一名男同学忽然跑到门

口，抬起脚狠狠地踹了一下门。门外同学见状皆

惊，于是散开。杨帆不动声色地走到门口，打开门

开始大骂道：“是谁踢的门？给我站出来，送到保

卫处去，什么学生啊，扰乱课堂，混蛋，畜生！给我

站出来，属老鼠的啊！！王八蛋……。”

杨帆见无人反应便愤而入教室锁上了门，开

始教育学生，说：不要这样的学生，合起伙来跟老

师捣乱。我这个人脾气大，别把我惹恼了。我要

干事不对，我就不敢这么横，等等之类。

这时，一名女生背着书包从教室后面一路走

向门口。

杨帆说：我没讲完呢！你干吗去？

女生说：老师上课讲这些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杨帆说：你才无聊呢！你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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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说：我又没选你的课！

杨帆说：滚出去！

女生说：干吗要滚啊！好好地走出去，干嘛要

滚啊。

于是女生便出去了，杨帆向上课的学生问道：

“她是干嘛的？”，

学生：“上自习的”

杨帆：“上自习的？她叫什么名字？”

学生：“不知道”。

杨帆：“你们给我揭发，不听课我就抓住她！

都散伙吧！”

然后，杨帆从教室内冲出来，指着那个女生大

喝：“站住！”并跑过去抓住其书包。然后女生大喊

放开我之类的。杨帆称其扰乱课堂秩序，不尊重

老师，要带其去保卫处，该女生说杨帆根本不是在

上课，是在扯淡，一点为人师表的尊严都没有，并

在扭打和挣脱过程中踢了杨老师几脚，杨老师怒

不可遏，欲强行拉其去保卫处。

不久，保卫处的人赶到将女生带走了。

３．事件传播
第二天，杨帆在学校官方网站发布“致有关院

领导的信”，对昨天晚上的事件做了简要说明，并

要求学校处理相关学生。同时委托其研究生公布

了该课堂“未坚持听完课学生”的名单，称“原则

上缺席者不能及格”。

此事件一经在网上公布，随即在网上掀起一

场师生关系的大讨论
［１］
。

有“挺杨派”和“倒杨派”。

……

二、由杨帆门事件看当今高校教师

职业素养的缺失

　　从高等教育学的角度出发，合格的大学教师
应该在知识素养、人格特征、教育能力、科研能力

等方面具有较好的综合品质。

笔者认为，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杨帆教授

在知识素养、人格特征和教育能力方面明显存在

如下一些不足：

１．知识素养。大学教师应有精深的本学科专
业知识、邻近学科知识、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等。

杨老师的专业学识不容怀疑，是著名经济学家，但

是，他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贮备显然不足，作为

一名大学教授，应当知道大学生是处于身心正在

走向成熟的特殊群体，有一定的认识能力和鉴别

能力，但是在情绪方面容易激动，还不善于控制自

己的情绪、情感，容易出现一些过激的言行，这既

是大学生这一青年群体的共同特征，也是每一个

人走向成熟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这一内容是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 ５８岁的过来
人，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对大学生群体这一心理发

展的阶段性特征显然认识不足，把自己放在与学

生同等的认识水平上来处理问题，与学生对骂、对

打，显然不可取。

２．人格特征。大学教师应有对高等教育事业
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热爱学生、对大学生身心

发展与所授学科有兴趣，具有调控自己认知、情

绪、情感的能力，具有友爱、宽容等心理品质。在

这一事件中，杨老师对待教学工作有责任感，敢于

管理学生，这值得肯定。但是，他缺乏调控自己情

绪情感的能力，学生逃课、踹门，需要教育，但不该

挨骂，更不该对着来了的学生骂那些没来的学生，

骂错了对象，达不到教育目的，此其一；其二，在处

理离场女生的过程中，更是情绪失控，要学生“滚

出去”，然后拉扯其去保卫处，缺乏友爱、宽容之

心，言行失当，且终止了正常课堂教学，不应该。

３．教育能力。大学教师应有合理地组织和
运用教材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组织课堂教学的

能力、进行思想教育的能力。

就合理地组织和运用教材的能力而言，教师

必须明确教学目的、根据自己对学生知识现状和

心理发展水平的了解，运用教育学和心理学等方

面的知识，对教材做出恰当的转换，使所授新知识

能与学生已有认识结构发生关联，从而形成网状

知识结构。就语言表达能力而言，课堂教学语言

主要是一种独白语言，当然也有部分对话语言的

成分，与对话语言不同的是，独白语言要在严格的

逻辑连贯性、结构完整性、文明性和修辞正确性的

基础上，要有清晰性、准确性、简明性、生动性、语

速适中等。就组织课堂教学的能力而言，是指教

师不断地调动学生注意力、管理课堂纪律、引导学

习、建立和谐的教学环境，帮助学生达到预定教学

目标的行为方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驾驭课

堂”的能力。组织课堂教学能力包括对课堂教学

进程、时间分割、教学内容组织和师生交往等四个

方面的能力
［２］
。

在这一事件中，杨帆教授的言行表明，他在教

·９７·



河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 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　

育能力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欠缺。

其一，就组织和运用教材能力而言，“杨帆老

师来了后先照着 ＰＰＴ讲了一会课，发现人数明显
不够，就开始骂那些走了的人”，从中可以推测，杨

老师并没有对教材进行合理的组织和恰当的运

用，没能向学生揭示教材中包含的有价值的思想

和方法论启示，也没有陈述自己对学科内容的个

人见解和感受，没有关注学生的到课情况和听课

状态而是照着 ＰＰＴ宣讲。
其二，就语言表达能力而言，杨老师骂人，语

言不文明。

其三，就组织课堂教学能力而言，杨老师在课

堂教学的预备阶段基本上没有组织，来后就照着

ＰＰＴ讲了一会课，然后开始点名，其后在处理逃课
学生、离场女生的过程中，不但言行不当，伤害了

师生感情，而且浪费了大量的宝贵的教学时间，其

组织课堂教学能力显然存在不足。

在当今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高校为追

求综合实力特别是科研实力提升，大量引进高学

历的人才补充进教师队伍，这本无可厚非。但是

忽视对这些高层次人才教师职业素养的训练和提

升无疑具有普遍性。杨帆教授在教师职业素养方

面存在的种种缺失决不只是高校中的一个特例。

三、由杨帆门事件看当代大学生某

些重要人格素质的缺失

　　当今大学生以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出生的为
主体，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深刻变革

成长起来的，接收信息的容量大、范围广、速度快，

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社

会生活方式和一些重要的人格特征。他们容易接

受新鲜事物，但部分学生理想淡漠、信念缺失，缺

乏辨别能力；他们认识水平较高，但是自律意识较

差、情绪波动大、社会责任感缺乏。

１．当代大学生的一般心理特点
处于青年期的大学生在心理上正在走向成熟

而又未完全成熟。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１）思维能力。随着知识的累积，大学生思维
逐渐从经验思维转向以理性思维为主导。大学生

思维能力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创造性思维能

力的发展。由于大学本身所具备的各种优越条

件，使大学生更有条件拓展自己的创造能力。然

而，由于缺乏生活经验和丰富的知识积累，大学生

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不够稳定和全面，往往会由

于其对事物的爱好而影响认知的客观性和准确

性；求知欲望强烈而又缺乏鉴别，盲目随从或反对

的倾向时有发生；急于表现自己，喜欢过早下结

论，表现出一定的冲动性。

（２）情绪体验。大学生正处于从青春期向青
年期的过渡期，在生理发育趋向成熟的同时，由于

其特定的角色地位、知识素养等因素，在情绪反应

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一是情绪体验的内容

更加丰富、深刻；其二是情绪、情感不稳定，具有

明显的两极性；其三是情绪、情感体验的心境化；

其四是情绪表达具有内隐性。

（３）自我意识。自我意识主要由自我认知、自
我体验和自我调节三部分组成。个体正是通过自

我意识来认识和调控自己的。由于大学独特的文

化品质 ，社会的角色期待以及大学生自身的成人

化发展 ，使得大学生的自我意识获得了新的内

涵。首先是自我认知更趋主动、客观；其次是自我

体验更加丰富复杂，处于青年中期的大学生的自

我体验仍然有一定程度的波动性；第三是自我调

节的能力有一定提高，大学生的自我设计表现出

很大的独立性，但强烈的独立愿望使大学生的行

为带有明显的反叛性，有意地做那些成人或社会

所不期望的事情
［３］
。

２．由杨帆门事件看当代大学生某些重要人格
素质的缺失

杨帆门事件起因于近一半学生逃课引发杨教

授不满、发牢骚、关门、点名，由于关门引发逃课学

生踹门、杨教授骂人、女生离场、杨教授抓人、女生

踢打杨教授等从而使事件升级，冲突恶化。

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课堂教学是学习

的主要阵地。该门课程该次上课近一半学生交完

论文就走或听了几分钟就走说明当代大学生虽然

明知应当听课，但却逃课，一方面说明其自律意识

较差，社会责任感欠缺；另一方面说明其在学习、

生活经历中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

观念，个人功利性倾向突出，片面强调个人利益的

实现，缺乏集体观念。

逃课男生踹门、自习女生离场引发师生冲突，

说明当代部分大学生在人格方面存在自私、狭隘、

易冲动、调控情绪能力差、道德知行关系脱节等一

系列问题。

·０８·



第 １期 田虎伟：　杨帆门事件对当今高校教育教学管理的启示

师生关系是高校中最为主要的人际关系之

一。纵观当今高校中出现的一些师生关系不和谐

的恶性事件，其中大多与学生自身自律意识差和

一些重要人格素质缺失有很大关系。

四、杨帆门事件带给当今高校教育

教学管理的启示

　　杨帆门事件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以下
仅从高校教育教学管理的角度谈几点看法。

１．加强高学历、高职称教师职业能力培训，提
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在当今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中，出现了“三重三

轻”的不良倾向，即重视教师学历与职称的提高，

而忽视教师教育教育能力的培养；重视科研工作

能力，忽视教学工作能力；重视青年教师的管理，

忽视中老年教师特别是引进的高层次教师的管

理。因此，当前高校应该高度重视新引进的高学

历、高职称教师的师德素养和教育教学基本知识

与能力素养的培育和提高，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

原则，通过高校教师教育教学基本知识与能力的

专项培训、老教师传帮带、教学督导、教师师德修

养陶冶等途径和方式提高其师德素养和教育教学

基本知识与能力，构筑教师师德素养和教育教学

基本知识与能力发展的平台，为构建和谐的师生

关系打下坚实的师资基础。

２．应加强和规范选修课程的教学管理
在当今高校的教学管理中，存在着重视必修

课程的管理和考核，而忽视选修课程的教学规范

管理等不良倾向。客观上高校由于课程数量激

增、跨专业选修课程等因素，致使大多数选修课程

只能被安排在晚上或双休日上课，给教师组织教

学和学校的教务管理等都带来了一定困难，再加

上担任选修课程的任课教师对学生要求宽严程度

不一，给部分学生带来投机、无所谓等不良心理。

因此，加强选修课程的规范与管理，统一要求，避

免因人、因课使教学要求不同而给师生关系埋下

不和谐的隐患。

３．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特别是情绪情感
教育，提高其情绪调控能力

大学生由于其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经验等方

面的原因，致使其在社会适应性、人际关系特别是

情绪调控能力等方面较差，但是高校仍然可以通

过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特别是人际关系和情

绪情感教育等，提高其社会适应性和人际关系与

情绪调控能力，为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打下坚实

基础。例如可采用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人际

关系讲座、情绪调控专项训练等方式，提高其心理

健康水平和情绪调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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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与教学质量评估思考

尹卫平，张延萍，邓瑞雪
（河南科技大学 化学与制药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０３）

摘　要：　当前，随着我国制药工程专业办学规模的快速发展，制药工程专业教育和学科特色更加鲜明并得
到强化。如何培养学生具有不断探索、创新、快速适应市场激烈竞争的能力，确保人才的培养跟上世界

制药产业发展步伐，符合社会发展需求是该专业的核心问题。本文通过对制药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与教学质量监控的实践，就国内外形成该新专业的发展模式，结合该专业的建设国情和基本要求，形成

了对本专业建设规范和评估体系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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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天然有机和制药工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Ｅｍａｉｌ：ｙｉｎｗｐ＠ｍａｉｌ．ｈａｕｓｔ．ｅｄｕ．ｃｎ。

　　制药工程专业是 ２１世纪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
产物

［１］
，也可以认为它是学科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

到当代的一个必然产物。该专业本科教育目标明

确，是一个以培养从事药品生产工程技术人才为目

的的化学、药学（中药学）和工程学交叉的工科专业。

自从制药工程专业在 １９９８年开始正式出现在我国
教育部的本科专业目录以来，该专业就定位在宽口

径，厚基础，涉及到化学制药、生物制药和中药制药

的多学科知识交叉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上。经过近

数十年的探索，该专业办学理念和办学指导思想已

逐渐形成。

一、制药工程专业建设

本专业学生的课程设置主要要求学生学习有机

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药物化学、生物化学、药

理学、制药工艺学、工程制图学、仪器仪表自动化、工

业药剂学、工业药物分析、药事管理与法规和制药专

业设备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完成化学与

化工实验技能、工程实践、计算机应用、科学研究与

工程设计方法的基本训练，使学生具有医药产品的

生产、工程设计、新药的研制与开发的基本能力。另

外考虑到与国际接轨，本专业课程体系将设置尽量

覆盖国家执业药师的考试科目，使毕业生择业面宽

广。然而就制药工程专业的学科性质而言，该学科

又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高成本的朝阳学

科，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也是本学科专

业建设的必然内容。根据我国高等学校理工科本科

专业规范的要求，制药工程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必须

获得应有的知识和能力，通常体现在掌握化学制药、

生物制药、中药制药、药物制剂技术与工程的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掌握药物生产工艺与设备设计方法；

具有对药品新资源、新产品的工艺进行研究、开发和

设计的初步能力；熟悉国家关于化工与制药生产、设

计、研发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了

解制药工程与制剂方面的前沿理论，具有创新意识

并掌握新工艺、新技术与新设备的发展动态等诸方

面。为此，本文基于 ２００９年全国高校制药工程专业
教学研讨会的精神，结合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本科

教学评估体系，积极探索了本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

评估体系的建立。

二、国内外制药工程专业发展模式

和教育现状

　　目前，国外制药工程专业教育的主体是研究生
教育

［２］
。１９９５年，受美国科学基金的资助，第一个全

美范围内的制药工程研究生教育计划在制药工业最

集中的州———新泽西州立大学 Ｒｕｔｇｅｒｓ分校（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Ｒｕｔｇｅｒｓ）诞生了，标志
着制药工程教育的始建。直至目前制药工程教育仍

处于发展阶段，一方面，从教育体系来看，从事制药

工程专业教育的高校较少，建立了从本科到硕士再

到博士研究生教育一套完整培养体系的高校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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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外很多高校已把制药工程作为课程列入其教育

范围，有待于上升到专业教育的地位。另一方面，从

制药工程专业教育的范畴来看，各高校的侧重点有

所不同。例如，加拿大Ｅｃｏｌｅ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ｆ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的侧重点是制药及其相关行业的洁净过程；哥伦比

亚大学的侧重点是人用药品的无菌过程和过程工

程；德 国 ＡｌｂａｓｔａｄｔＳｉｇｍａｒｉｎｇｅｎ 应 用 科 技 学 院

（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ｆｕｒＴｅｃｈｎｉｃｋｕｎｄ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制药系下设
工程和质量管理二个专业方向，新泽西州立大学

Ｒｕｔｇｅｒｓ分校设立了不同的专业教育方向。英国、德

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的部分高校均设立了制药工程

研究生教育计划。这种现状和趋势预示着今后将有

更多的高校从事制药工程专业教育，在教学计划和

体系等方面将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国 外 高 校 制 药 工 程 本 科 的 教 育 目 标 很 明

确
［３－４］
，如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ＳｏｕｔｈＦｌｏｒｉｄａ）化学工程系，阿拉巴马大学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ｌａｂａｍ）化学工程系，普度大学（Ｐｕｒｄｕ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生物医学工程系，佐治亚大学 Ａｔｈｅｎｓ分校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ｒｇｉａ，Ａｔｈｅｎｓ）工程系，伊利诺斯
技术学院（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化学与环境

工程系等，要求学生具有广泛而坚实的制药工程的

基础。另有一些高校成立了制药工程研究所（组），

如弗吉尼亚科技大学（Ｖｅｒｇｉｎｉａ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ｎｄ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和阿斯顿大学（Ａｓ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还有部
分高校把制药工程作为课程纳入其教学计划，除了

全日制学习外，国外高校还提供职业培训，如美国密

西根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等。但工程问题是这个专业学生最终面

临的问题，涉及内容主要有药物的制造、分离、制剂、

过程控制等工程问题和质量管理法规。这一点与国

内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因此制药工程专业在国外

高校的教育层次、途径、专业方向和教学体系等各方

面都确有其特点。目前，一方面人类需要有新药不

断上市，征服疾病，减轻痛苦，另一方面降低研发成

本的压力相当巨大，新药研发部门不堪负重。而制

药工程教育可能是解决行业问题的理想方案。笔者

曾留学于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在伊利诺州芝加哥大

学校区院系的专业设置里，设有医学药理学与制药

科学（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ｃｉ．），但

在该大学分校区医学院也设有相应的制药学院。围

绕“制药”这个中心，课程的具体内容也有所选择，一

般开设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生

物信息学等，发展生物医药高科技产品，在美国也是

制药行业的重要生长点。

全球现代医药技术产业继续呈高速增长态势，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化市场竞争，国内医药行业一

直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是一个高科技产业群体，急需

制药专业应用型、创新型人才。１９９９年全国共有 ３４

所院校开始招收制药工程专业本科生，近年来每年

都有许多高校纷纷开办制药工程专业。至 ２００９年

已开设有制药工程专业的院校达 ２８０余所，因此高
等教育为该行业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发展速度和

规模都是惊人的。另外从依托学科或办学背景来

看，国内制药工程专业可归纳为 ３个方向的办学基
础，即化工制药，生物制药和中药制药。当然国内制

药工程专业的办学规模发展较快，是与制药工业的

发展分不开的。但同时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制药行

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药品是一种特殊的产品，对相

应的劳动力需求量是有限的。因此，专家对该专业

的超速发展表示“喜忧参半”，并呼吁其发展步伐与

制药工业发展规模应协调一致。如发展过慢会拖行

业后腿，发展过快亦会造成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浪费。

显然制药工程专业在我国属于新兴交叉学科，

而且教育体系已经趋于形成和完善进程中。它的知

识面涵盖化学、药学和工程学，或者说本专业显示了

“药”的特色和“工程”特色的鲜明统一。在专业内

涵、课程设置、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还在不

断的研究和完善之中
［５－６］
。如何把握该专业的专业

内涵和专业性质，大力培养既懂制药工艺过程，又有

扎实的工程理论基础和解决制药过程中工程技术问

题的能力，并具备药品生产质量管理素质的能适应

国际竞争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制药人才，已成为

整个制药行业的急切需求。为适应 ２１世纪医药行

业的发展需求，我国制药工程专业高等教育的建设

必须掌握制药业的构成及其需求，了解国内外的动

态，不断培养出合格的人才，满足行业的需要。另外

创新能力培养，还要求这个专业培养的学生不仅要

掌握精湛的工程技术，还要懂得 ＧＭＰ管理、ＦＤＡ认

证和知识产权法规，以适应现代国际市场规则。

三、制药工程专业评估的思考

国内外高校的制药工程教育尚处于快速发展

期。我国有待组织实施制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计划

专业规范和考核评估方案，以全面推动本专业办学

质量和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作为新学科的建

设，迅速与国际市场和行业发展接轨，把握该专业的

专业内涵和专业性质，有效组合药品的生产和研发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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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把过程效益和产品质量统一起来，制药工程专

业才具有办学优势的潜力和特色。因此，笔者按照

高等学校制药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在 ２００９
年完成的《高等学校制药工程专业评估方案》（讨论

稿）的内容，结合该专业的建设国情和人才培养需要

的基本要求，形成了对本专业建设规范和评估体系

的几点思考：

１．与目前我国实施的高等学校理工科教学质量
评估体系一致，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是制药工程专业

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所以本专业评估的指导思

想，应体现制药行业迫切需要解决的人才培养的教

育内容，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及知识结构等问

题，同时也是制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所以制药工程专业评估指标的制定，应该与

高等学校理工科教学质量评估体系一致，至少在课

程体系设置、教学内容和条件、教学经费等方面不低

于理工科相应水平。

２．基于目前我国制药工程专业办学结构特色，
按化学制药、生物制药、中药制药培养目标，拟定传

授制药工程及相关学科的知识，以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实践能力和工程能力，积极探索制药工程专业

不同专业方向的培养之路。即制药工程虽不能淡化

专业方向，但可调整为一个专业大方向培养模式，设

置不同的专业模块课。

３．专业课程的传授，应强调必修课知识要点。

４．对本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实践环节的要求，
应类似理论课程中必须掌握的知识要点一样，要有

学生必须完成的具体的量化指标。

５．本专业的评估指标中，应明确在该专业教学
中，特别是实践教学（毕业论文）环节，每生的教学经

费数额。

６．本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要体现工科毕业论
文和毕业设计的比例项数。

７．评估指标体系应有本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的
调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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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事业６０年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发展的
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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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６０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中教育普及化的
历史性跨越，完成了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和结构的改善，有力支持

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支撑了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协调、可持续的发

展。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经济增长转型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ＴＦＰ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 ５１６１％。其中，
教育的直接贡献率 ８６３％，间接贡献率 ４２９８％。教育的直接贡献率较小且呈减缓趋势，说明教育的发
展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规模与质量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巩固教育发展成果，大力提高教育质

量，应是今后乃至长期的既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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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６０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已经从教育十分落后的人力

资源小国成功地实现了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

跨越。解放初期，我国人均教育年限不足 ３年，文
盲、半文盲人口占人口的绝大多数，高校在校生只

有１１７万人。发展到今天，我国人均教育年限已
达９９６年，文盲、半文盲人口下降到不足 ４％，在
校大学生突破２１００万（包括成招，约 ２８００万人），
研究生在校规模达到了 １３０万人以上，大学和高
中阶段适龄青年入学率分别达到 ２５％和 ７７％。
统计显示：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超过 ３５００
万人，研发人员突破１４２万人，分居世界第一和第
二

［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进入了稳定、

持续发展的新时期。尤其是高等教育和高中阶段

教育，分别于 ２００２年和 ２００５年跨越了高等教育
大众化和高中教育普及化两个阶段。人力资源规

模的高速增长和结构的不断改善，有力地支持了

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教

育规模不断扩大：其中研究生、普通高校、中学、小

学在校生规模由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间的年均 ３１８６
人、２１９、３２９、４５８８万人发展为 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年间
的年均７５６、１２０２４、９３９１和 １１７６６万人，年均增
长率 分 别 达 到 了 １３７０％、８９０％、７６１％ 和
２４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到

大众教育的过渡，我国研究生教育实现了历史性

的跨越，在人均 ２０００美元的条件下，办成了世界
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实现了由

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跨越；在普及

九年教育的基础上，逐步实施了世界最大规模的

义务教育，实现了高中阶段教育由大众化到普及

化的过渡。每万人在校生中，研究生从 １９４９年
００１１６人，增长到 ２００９年的 １０４５人；大学生从
２２人，增长到１４５６人，中学生从 ２３８人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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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８人，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 １２００％、７２７％、
６００％。人力资源的结构不断得到改善、劳动者
的素质不断提高。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新中国

完成了由文盲半文盲为主体的人力资源结构向具

有初中教育水平为主体的人力资源结构的转变，

而改革开放则实现了由初中教育向高中教育和高

等教育为主体的人力资源结构的过渡，完成了由

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跨越。

表 １　新中国 ６０年，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１９４９－２００９）

项目／

时期
时期 总人口／万

在校生数 　单位：万人 每万人中的在校生数　单位：人

研究生 普通高校 中学 小学 研究生 普通高校 中学 小学

均量

４９－５６ ５８３１３ ３１８６ ２１．９ ３２９ ４５８８ ０．０５３５ ３．７０ ５５．２５ ７７９．１

５７－６６ ６８３９７ ４１２５ ７０．０ １０６７ ８４３９ ０．０６０９ １０．３３ １５６．５１ １２３７．２

６７－７７ ８６５５０ ３７３ ３２．２ ３５０９ １２４９１ ０．００４８ ３．６４ ３９４．６１ １４３４．６

７８－９７ １１０７４２ ９１２７７ １９９．４ ５６０１ １３３５１ ０．７９３ １７．６０ ５０６．９６ １２１７．２

９８－０９ １２９４３３ ７５５７６９ １２０２．４ ９３９１ １１７６６ ５．７８ ９２．０１ ７２４．４５ ９１１．３

增长率％

４９－５６ ２．１４ ３３．８５ １９．３２ ２４．８９ １４．６４ ３１．０４ １６．８２ ２２．２７ １２．２３

５７－６６ １．５９ ０．７８ ２．１５ ６．９５ ５．４３ －０．８０ ０．５５ ５．２８ ３．７７

６７－７７ ２．２０ －２１．５４ ４．３３ １８．５０ ３．６２ －２３．２３ ２．０８ １５．９４ １．３８

７８－９７ １．３３ １５．７６ ７．１４ ０．２８ －０．２３ １４．２５ ５．７４ －１．０４ －１．５４

９８－０９ ０．６２ １９．３７ １７．１５ ３．１５ －２．７０ １８．６４ １６．４３ ２．５２ －３．２９

４９－０９ １．５１ １３．７０ ８．９０ ７．６１ ２．４４ １２．００ ７．２７ ６．００ ０．９１

　　资料来源 ：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其中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数据根据《关

于２００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２００９－０３－１５）推算。研究生单位为人。

　　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按照发展情况可以以改
革开发为界划分前后两个阶段：革命建设时期

（１９４９－１９７７）、改革开放时期（１９７８－２００９）。革

命建设时期，教育由国家统一包办，办学模式比较

单一，教育形式也较单调，学校结构偏重基础教

育，高等教育规模较小；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发展

较快，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在文革期间

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严重破坏和冲击。改革开放

时期，随着高考的恢复，教育事业进入稳定、持续

发展的新时期。该阶段普及教育由小学到初中，

九年义务教育得到巩固和提高，２００６年以来，初等
教育和初中入学率一直保持在１００％以上；高中阶

段教育稳步发展，特别是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

迅猛，到２００９年，高中阶段适龄青少年的毛入学

率达到７７％，基本普及了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

快速发展，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成人教育、民办教

育、职业技术发展迅猛。到建国 ６０周年，我国普

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已达到 ６２９万人，其中研究

生招生规模达到 ４７５万，博士生招生突破 ６万

人，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接近 ３０００万人，研究生

接近１４０万人。至此，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完成从
计划培养向市场化培养、从单一到一主多元办学

模式的转变，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转型，从教育教

学手段到学校结构布局都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

革，已经形成了学科系统完整、办学层次齐全，规

模与结构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等教

育体系。

革命建设时期，我国教育的发展可以划分为

三个阶段：新民主主义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５６）、曲折发

展时期 （１９５７－１９６６）、“文革”时期 （１９６６－

１９７７）。第一个阶段，新中国刚建立，百废待兴，千
头万绪。一方面，解决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和建

立新民主主义政权，另一方面是全面恢复国民经

济和社会主义改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繁

重而艰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复杂而深刻的

变革。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

而巨大的变革过程中，我国教育事业得到迅速的

恢复和稳步的发展，各项教育事业都达到了历史

最好水平。该时期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最快的历

史时期，其中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年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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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增长 速 度分别达到了 １９３２％、２４８９％ 和
１４６４％。到１９５６年，研究生、大学生、中学生和
小学生在读规模分别达到了 ０４８、４０３、６００９和
６３４６６万人，我国落后的教育状况得到彻底改观，
文盲、半文盲为主体的劳动力结构得到了初步改

善。第二阶段，我国教育事业在曲折中发展。该

阶段，我国先后爆发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和

反“右”运动，经历了新中国以来最艰难的三年困

难时期，教育的发展受到较大的冲击，特别是高等

教育，波动较大，增长缓慢，但初等教育和中等教

育依然保持年均 ５４３％和 ６９５％的增长率。第
三阶段，“文革”的爆发不仅严重破坏了高等教育

发展———高等教育曾一度停止招生，中等教育也

受到很大的冲击。虽然该阶段中学普及教育发展

迅速，但动乱的环境和片面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的政策导向，很多教学内容被生产劳动所

替代，正常、系统的教学活动受到很大冲击和干

扰，加上学制缩短，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难以保

证，中学教育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受到严重破坏，中

学教育已经名不副实。

改革开放时期，我国教育事业可分为前后两

个阶段：巩固发展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７）和跨越式发
展阶段（１９９８－至今）。第一阶段，我国普及教育
进入巩固提高阶段。逐步由初等教育向中等教育

推进，九年义务教育逐步普及；高中教育进一步调

整、巩固和提高；高等教育在恢复后，稳步较快发

展：成人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职业教育迅速发展壮

大，民办教育逐步兴起，教育规模逐年扩大，教育

结构进一步改善，办学模式趋向多元化，高校招生

和培养模式逐步由计划向市场化过渡。该阶段，

研究生、大学生、中学生在校规模分别达到了 ９１、
１２０２４、９３９１万 人，年 均 增 长 率 分 别 达 到 了
１５７６％、７１４％和０２８％。每万人中，研究生、大
学生和中学生在校人数分别达到了 ０７９３、１７６０、
５０６９６人，实现了人力资源由初等教育为主向中
等教育为主的历史性转变。跨越式发展阶段，突

出表现为高等教育和高中阶段双方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实现了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

转变，高中阶段教育由大众化向普及化教育的转

变，初中教育的普及率进一步巩固，在全国范围内

普遍实施了九年义务教育。该阶段，研究生、大学

生和中学生的在校规模年均达到了 ７５６、１２０２４
和 ９３９１万人，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 １９３７％、
１７１５％和３１５％，成为仅次于建国初期的发展最
快时期。每万人中，研究生、大学生和中学生在读

人数分别达到了 ５７８、９２０１和 ７２４４５人，高等
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步入了建国以来黄金发展时

期，双双创造了在校生规模的世界纪录，实现了由

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该阶

段，我国教育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式发展：教育

结构进一步优化，形成了覆盖博士教育在内的高

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和学前教育的结构合

理、相互衔接有序的完整的普通教育体系；教育模

式进一步多样化，形成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职业

技术教育和远程教育在内的多样化的教育教学模

式；办学模式进一步社会化，形成了以国家办学为

主、各种民办教育为辅的多样化的办学格局；培养

和招生方式实现了由计划招生、计划就业向市场

化培养和自主就业的转变。教育的高速发展和结

构不断优化，逐步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推

动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

型，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全面现代化注

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二、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对经济

发展的推动作用

　　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培训视为人力资本投
资的主要渠道，认为教育的投资也像机器设备等

其他投资一样推动经济的发展
［２］２８－３５

，新增长理

论则把人力资源结构的改善和素质的提高看作经

济内生增长的重要源泉
［３］１１７

。一般经济学理论认

为，教育不仅直接改善了劳动力结构和提高了劳动

者的素质和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还可以通

过改善人力资源结构和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提高技

术、管理、制度的外溢作用，形成后发优势；通过科

技工作者、生产者、管理者和经营者的技术、管理、

制度和营销模式的创新，推动科技进步，通过推动

科技进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１．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ＴＦＰ①）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改进型柯布 －道格拉斯函数 Ｙ＝Ａ０ｅ

λｔ

·７８·

① 是英文“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的缩写，即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一般运用该指标标度科技进步或教育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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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αＬβ（ＣｈａｒｌｅｓＣｏｂｂ＆ＰａｕｌＤｏｕｇｌａｓ，１９２８；Ｓｏｌｏｗ，
１９５７）［４］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括固定资本、就
业和广义教育在内的对数方程：ｌｎＹ＝Ａ＋λｌｎＴ＋

αｌｎＫ＋βｌｎＬ（其中，λ、α和 β分别表示教育、资本、
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并运用最小二乘法回归

分析，估计出回归方程：

ｌｎＹ＝－８５８２７＋０６８６４ｌｎＫ＋１１０３０ｌｎＬ
－０３１４１ｌｎＴ＋［ＭＡ（１）＝０８５２５５９，ＢＡＣＫＣＡＳＴ
＝１９５２］
（００５２３６３） （０２０５１９２） （００４７５４８）
Ｒ２＝０９９７１３７（０９９６９１６）Ｄ．Ｗ ＝１５７０２７Ｆ

＝４５２７０７３Ｔ＝１３１０８５８，５３７５４６，－６６０６２０
按照生产规模不变，即根据 α＋β＝１折算，α

＝０３８３５９，β＝０６１６４１。按照 ＥＫ ＝α△Ｋ／△Ｙ，
ＥＬ＝β△Ｌ／△Ｙ，计算资本和劳动增量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再运用索罗余值方程 ＥＡ ＝１－ＥＫ －

ＥＬ
［５］
计算教育、科技进步等广义教育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有关数据如下：

表２　资本、劳动和 ＴＦ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１９５２—２００９）

单位：％

时期／项目 资本贡献率 劳动贡献率 ＴＦＰ贡献率

１９５２－１９５６ ８１．７１ １７．９３ ０．３６

１９５７－１９６６ ５９．４８ ２８．７３ １１．７９

１９６７－１９７７ ４４．５１ ２７．７７ ２７．７２

１９７８－１９９７ ４５．２１ １７．５７ ３７．２２

１９９８－２００９ ４３．４２ ４．９６ ５１．６１

　　计算结果显示，资本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增
长最重要推动力，在前４个阶段，一直位居贡献率
第一位，在第五阶段虽然退居第二位，但仍然贡献

了４３４２％的增长率，但资本贡献率的趋势是逐期
下降的，前两阶段资本的贡献率一直占 ５９５％以
上，后三个阶段，下降到不足 ５０％，但仍在 ４４％左
右。劳动贡献率前三个阶段均位居第二位，大致

占１／４左右，第三阶段开始下滑，后两个阶段剧烈
下降，到目前只有不到 ５％。教育、科技进步等全

要素贡献率一直都是逐期增长，虽然第一阶段贡

献率几乎为零，但增长强劲，前三阶段均增长了１０
个百分点以上，第四、五阶段，呈现加速增长态势，

增长了近１５个百分点，达到了５１６１％的贡献率，
标志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已经迈入了实质

阶段。

２．教育各因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广义教育贡献率（ＴＦＰ）是包括教育和科技进

步、结构调整、制度演进等在内的除资本和劳动以

外所有生产要素的贡献率。为了进一步分析教育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本文对广义教育贡献率进

一步分解为教育贡献度：人力资源质量（以人力资

本即总劳动力接受教育的年限总量 Ｌｈ为代表）和
人力资源结构的改善（以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人

数 Ｌｅ表示）、科技进步（以科技资本 ＴＫ为代表）、
经济结构的调整（以二、三产业就业人数 Ｇ为代
表）、对外开放所带来技术、管理外溢和进步（以出

口额 Ｘ为代表），构建方程如下：
ｌｎＹ＝Ｃ＋Ｃ１ｌｎＬｈ＋Ｃ２ｌｎＬｅ＋Ｃ３ｌｎＴＫ ＋Ｃ４ｌｎＧ＋

Ｃ５ｌｎＸ （１）
ＥＡ＝ｆ（△Ｌｈ，△Ｌｅ，△ＴＫ，△Ｇ，△Ｘ） （２）
根据方程（１）运用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估计出

如下方程：

ｌｎＹ＝０２０５９ｌｎＬｈ＋０２５０９ｌｎＬｅ＋０１６０９８

ｌｎＧ（－３）＋０１４３３６ｌｎＴＫ ＋０２５５９ｌｎＸ＋
［ＡＲ（１）＝０８８９６４６６８１１］

（００９３１２６）　（０１３８４５６）　（００６２１４８）　
（０１１１８３７）　（００５１２４３）

Ｒ２＝０９９６９４２（０９９６５）ＤＷ ＝１７３６２５ＬＫ
＝ ７０３７２０ Ｔ ＝ ２２１０８， １８１２３， ２５９０３，
１２８１９，４９９４９

分析结果显示：它们各自系数之和即 Ｃ１＋Ｃ２
＋Ｃ３＋Ｃ４＋Ｃ５＝１，然后根据它们各自的弹性系数
计算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表 ３　教育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推动作用：全要素贡献率的分解（１９５２－２００９） 单位：％

时期／项目 ＥＡ △Ｌｈ △Ｌｅ（－３） △Ｇ △ＴＫ △Ｘ ＥＡ △Ｌｈ △Ｌｅ（－３） △Ｇ △ＴＫ △Ｘ

５２－５６ ０．３６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１３ ０．１０ １００ ０．３０ ２６．０９ ７．３１ ３６．８２ ２９．４９

５７－６６ １１．７９ ０．８１ ４．４５ ０．５３ ５．５６ ０．４４ １００ ６．８７ ３７．７１ ４．４９ ４７．１９ ３．７４

６７－７７ ２７．７２ ２．３０ １１．４４ ３．１５ ３．６６ ７．１６ １００ ８．２８ ４１．２９ １１．３８ １３．２１ ２５．８４

７８－９７ ３７．２２ ４．４８ ５．６２ ４．２１ ３．２１ １９．７１ １００ １２．０２ １５．０９ １１．３２ ８．６１ ５２．９５

９８－２００９ ５１．６１ ２．１９ ６．４４ １．９８ １０．９５ ３０．０６ １００ ４．２４ １２．４８ ３．８３ ２１．２１ ５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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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结果显示，教育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直接
贡献率约 ９％，占 ＴＦＰ的 １／７～１／３，前三个阶段，
逐期提高，迅速从 ００９％提升至 １２７４％，占 ＴＦＰ
的比重约１／２，说明该阶段中学和小学入学率的快
速提升，劳动者文化素质的提升和结构的改善对

经济增长率贡献作用十分显著，但后三个阶段逐

期下 滑，到 目 前 只 有 ８６３％，约 占 ＴＦＰ的
１６７２％。其中，劳动力素质的提升贡献度较小，
年均只有２％左右，逐期从几乎为零增至第四阶段
的４４８％后，开始下降，目前只有 ２１９％，占 ＴＦＰ
的４２４％，说明高校扩招对提高依赖劳动力价格
优势增长的作用十分有限。人力资源结构的改善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大，年均保持在 ６％左右，约
占 ＴＦＰ的 １５％左右，前三个阶段增长较快，“文
革”时期最高至１１４４％，占 ＴＦＰ的 ４１２９％，说明
小学、中学的逐步普及有力地促进了以外延式扩

张为主的经济增长。后两个阶段贡献率有所降

低，但也保持了增长态势，目前贡献率为 ６４４％，
占 ＴＦＰ的１２４８％。该因素对经济的作用不是发
生在当年，而是３年以后，这反映了高等教育和高
中阶段教育作用的滞后效应。教育的发展更多是

通过科技进步、经济结构调整和通过对外开放所

产生的技术、管理外溢等效应间接地发挥作用。

分析显示，教育的间接推动作用均高于教育的直

接影响，前三个阶段与前者差距不大且有缩小的

趋势，到第三阶段大致相当，各占一半，后三个阶

段距离拉大，且增势凌厉，每个阶段递增超过 １４
个百分点，目前增长至 ４２９８％，占到 ＴＦＰ的
８３２８％，接近了同期的资本贡献率，成为推动经
济增长的第二动力。在教育间接影响的因素中，

就业结构变迁
!

经济增长贡献率较小，且显示出

与人力资源结构调整滞后性，前四个阶段均保持

增长态势，第四阶段增长至 ４２１％，占 ＴＦＰ的
１１３２％，目 前 降 低 至 １９８％。只 占 ＴＦＰ的
３８２％。科技投资的贡献率一直不高，只有 ４％左
右，但最近几年增长较快，目前已达到 １０９５％，占
ＴＦＰ的近 ２１２１％，位居同期 ＴＦＰ贡献率的第二
位，成为仅次资本、对外开放的第三位推动力。对

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起点较低，后 ３个阶
段增长迅速，年均增长约 １０个百分点，目前已达
到３００６％，占 ＴＦＰ的 ５８２４％，成为紧随资本的
第二大增长因素。

三、结论

６０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我
国高等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已经双双实现了大众

化教育和普及化教育两大历史性跨越，我国已经

从人口大国迈入了人力资源大国。我国教育事业

的巨大发展有力地支撑起经济社会的较快、持续、

稳定的发展，人力资源素质不断提高、结构不断改

善，有力地支撑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对外开放和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实证分析显示，（１）广义教
育贡献度增长迅速，目前，其贡献度已经超过投

资，达到了５１６％，成为第一位的推动力，标志着
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跨入了内涵式增长的新时期。

（２）对外开放、科技投资、人力资源结构调整成为
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有力引擎。目前，

虽然投资的贡献率有所下降，但投资仍然一直是

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增长

依赖仍然十分严重，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的基础依然十分薄弱，在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日

益显现的今天，我国经济也难免受到严重的影响

和冲击。（３）人力资源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
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

和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化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结构

的调整，人力资源结构优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

长的第四推动力。（４）就业增长、人力资源的素质
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下降到只有４％，说
明了教育发展的效应在递减。高校在连续扩招之

后，人力资源结构的快速变迁虽然推动了经济结

构的调整和增长，但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

挑战。（５）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增长只有在 ３
年后才显著地发挥作用，说明我国教育发展与市

场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就高等教育而言，一方

面，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极大地改善了我国人力资

源的结构，但由于教育结构过于雷同，同质化竞争

严重，降低了高校扩招的经济增长效应，增大了大

学毕业生就业的挤压和竞争效应；另一方面，由于

社会普遍重视普通高等教育而忽视职业技术教

育，普通高等教育的弊端被放大。普通高校教育

偏重知识性、理论性传授，而社会发展急需的技

能型、学习型毕业生十分缺乏，造成了人力资源

素质的提升、结构的改善与社会需求脱节，经济

增长效应大打折扣。所以，要推动经济健康较快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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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巩固经济转型的发展成果，进一步发挥

教育的直接推动作用和间接溢出效应，进一步大

力发展教育事业，调整教育结构，改革教育内容

与方法，大力提高教育质量，巩固高等教育和高

中阶段教育两大跨越的成果，应是今后乃至长期

的既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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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研究在多门学科、多重领

域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其间出版的著作、教材和发表的论文数以万计，研

究成果和研究范式对教育实践也起到了一定的推

进作用。

但是，近３０年来，围绕教育研究的问题，发生

了很多的争论，并且有些争论很尖锐。

例如，什么是教育研究？仅仅坐在书斋里看

看书和杂志，写几篇文章就是教育研究吗？把自

己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加以总结，提出几句响亮

的教育口号，就是教育研究吗？借用其他学科知

识，“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就是教育研究吗？

教育研究需要科学化吗？如何理解科学化？

教育理论的形成和检验需要自然科学那样铁的事

实的证实吗？需要经过实验室的检验吗？教育学

需要建立规律性的陈述体系吗？在这些问题面

前，有些教育研究者对于教育研究不能达到社会

学、经济学（更不用说与自然科学相比较）等学科

那样的科学化、规范化程度而自卑，有些研究者转

而试图从事教育研究的科学化运动，采用科学的

方法研究教育。

社会需要教育研究吗？社会承认我们的工作

吗？我们出版了等身的学术著作，发表了以箩筐

记的文章，但是，我们的教育研究对我们的教育政

策起到了多大的改进作用？对我们的学校生活起

到了多大的改进作用？对学校的课堂起到了支持

作用吗？对我们的教师生活有多大的启发？对我

们的学生学习和生活起到了多大的改善？

面对这些问题，需要教育研究者作出理性的

回答，以推动教育研究的深入发展。田虎伟在其

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著作《中国高等教育

研究方法的反思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 ６月）是针对以上问题所作的尝试性

回答。

就高等教育研究来说，很多学者也是以书斋

式研究为主，他们坐在家里看看书、翻翻报纸和杂

志，然后拼写出一篇文章，有的学者可能借鉴其他

学科的知识，把哲学知识、经济学知识或管理学知

识与教育问题结合起来，然后“构建”一种理论。

这些研究既缺少严格的科学实证研究，也缺乏严

肃的理论思辨研究，这些研究或者是个人经验的

阐发和主观感受的描述，或者是借用其他学科知

识进行的演绎推理。多数学者缺乏方法意识，没

有认识到方法在研究中的作用，更谈不上运用方

法。更为严重的是，教育界似乎没有认识到高等

教育研究这种研究现状的危害性。为了更准确地

把握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现状，《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方法的反思与重构》对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出版或完

成的期刊学术论文、高等教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高等教育论著等使用的研究方法展开一系列

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定性

研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定量研究和混合方法研

究仅占约有 １／５；同时，哲学方法论的主导地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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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动摇，学科方法论和原则层面的方法论呈现上

升势头；比较法、文献法、历史法、调查法位居于研

究法的前４位，四项合计约占所有研究法使用频

次的 ３／５；定量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调查法，

定性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理论研究法；新研

究法种类急剧增加，研究法出现了多样化；学者们

普遍对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方法与技术重视

不够。

田虎伟博士这些文献调查结果比较准确地反

映了当前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这些原创性的资

料为高等教育研究者反思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说

服力的证据。

在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现状进行系统调

查的基础上，作者发现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

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问题包括：研究方法认识和

使用中以偏概全现象突出；研究者的方法论意识

淡薄，定性与思辨研究结构缺乏规范，定量与实证

研究严重不足；间接研究中以理论研究法、经验总

结法、哲学性思辨等为主，定量研究中的比较法、

测验法使用较少。针对这些问题，作者从高等教

育研究的主体、客体和范式三大方面分析了问题

的成因，例如，研究共同体具有复合性，研究机构

具有群众性与自发性，专业研究者在研究方法方

面的基本知识和研究能力贮备还不够充分；高等

教育研究活动性存在和研究主体与对象关系的特

殊性，客观上使得使用定量研究的具体方法与技

术存在着不少困难；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学科信念

的缺失，是研究方法中存在诸多问题的重要根源

之一；东方特有的注重综合的思维方式是导致经

验总结法、理论研究法等运用较多的“遗传性”因

素；研究所需要的经费短缺和数据采集困难已经

成为制约定量与实证研究顺利开展的障碍。

以上对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及其

原因所作的分析比较公允和透彻，令人信服，能够

帮助研究者思考高等教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为

推进和发展教育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现

状，为了更清楚地认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存在

的问题，作者阅读了大量的外文文献，对美国高等

教育研究方法进行较为系统的译介和对比分析。

通过研究，作者发现，在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

中，定量与实证研究类文章占据 ３／４以上；定量研

究、定性研究、混合方法研究分别占到调查总数的

７３４％、２０３％、６３％；研究设计按照出现频率的

多寡依次有：相关研究、描述性定量、纵向研究、案

例研究、描述性质性研究、事后回溯研究、扎根理

论等；直接或间接的调查、文献、访谈和观察是其

主要收集资料的方法；分析资料的技术主要有：描

述性统计、多元回归、二元系列相关、注释性因素

分析、一元或多元变方差分析、Ｘ２、独立性样本 Ｔ

检验等。

这些介绍帮助人们很清晰地发现了中美高等

教育研究之间在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的差异，为人

们反思和改进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参照点。

针对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作者主张转变高等教育研究思路和立场，使高等

教育研究奠基于高等教育生活世界，重视实践理

性的培养；作者认为，高等教育的研究对象是包括

活动性存在、观念性存在和研究反思性存在的高

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是事理研究，它以研究高等

教育的综合生成和动态转化过程为出发点和立足

点，以揭示这一生成和转化过程的一般规律为其

理论研究的目的，把理论研究所揭示的一般规律

运用于对高等教育实践的直接认识及其合理性、

有效性的研究，构成了高等教育的应用研究；高等

教育研究对象和性质的特殊性，制约着其研究方

法的总体特征必然具有综合性，这种综合性的研

究就是混合方法研究，混合方法研究是我国高等

教育研究的理想范式。

这是作者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对象、性质

和范式所做的理论思考，其中关于高等教育研究

对象和目的的思考有助于人们明确高等教育研究

的任务，关于高等教育研究范式的观点将会对我

国未来的高等教育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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