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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产业姿态，工业机器人在各个领域的应用迎来了快速增
长发展时期，与此同时社会对工业机器人技术人才的需求也急剧增加。本文以满足社会需求为人才培

养目标，紧密结合工程实际，对《工业机器人》课程的教学要点进行了详细分析与总结，并在多年的教学

工作中进行了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　工业机器人；课程要点；编程操作；轨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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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ｈａｉｈａｎ＠ｈａｕｓｔ．ｅｄｕ．ｃｎ。

　　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是一个国家工业自动
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工业以及非产业界的重要

生产和服务性设备，也是先进制造技术领域不可

缺少的自动化设备。工业机器人在各个领域的应

用迎来了快速增长发展时期，业内人士称２０１４年
已成为我国工业机器人大规模应用的拐点（元

年）。与此同时，对工业机器人技术人才的需求也

急剧增加，许多高校，尤其是面向生产第一线培养

人才的地方工科院校都先后开设了《工业机器人》

这门课程。这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是考虑

到这门课程的高度综合性和设计性，能够使机械

类学生所学的诸多单科专业知识得到全面认识和

综合运用，从而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工程实践

能力。

《工业机器人》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课

程，无论在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在工程实践应用方

面，其发展速度都十分惊人。在《工业机器人》课

程教学中，由于任课教师机器人工程背景缺乏和

实验条件所限，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教师采取

课堂讲、学生听的灌输式教学方式；课程内容要点

不明，什么内容都想给学生讲；教学内容与工程实

际结合不紧密，落后于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学

生接触不到工程实际，缺少对学生工程实践能力

的培养，这种情况显然不符合社会对机器人专业

人才的培养要求。

工业机器人是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其课

程内容涉及机械结构、伺服驱动与控制、传感器技

术、软件编程与操作、机器人基础理论等方面。由

于内容多，涉及学科广，所以在学习过程中，容易

使学生感到杂乱无章，掌握不住重点，难以对课程

内容产生一个整体认识。究其原因，主要是教师

在讲授过程中缺少对每一章节内容要点的把握，

缺少前后章节在应用上的贯通，所以会使学生产

生凌乱的感觉。本文结合作者本人长期从事工业

机器人教学科研的工作经验，主要就课程教学内

容的要点进行详细分析和总结，意在抛砖引玉，互

相交流，共同提高。

一、机械结构

工业机器人按坐标型式可分为直角坐标、圆

柱坐标、极坐标、垂直关节型和水平关节型

（ＳＣＡＲＡ）五大类，其中由于垂直关节型机器人作
业的灵活性突出，使用量占到８０％左右，是所有教
科书上讲授的对象，所以以下的内容针对的是通

用型６轴垂直关节机器人。
１．结构组成
通用型６轴垂直关节机器人，在结构上主要

由机身、大臂、小臂和手腕组成。机身、大臂、小臂

有３个自由度，即腰部旋转关节、肩关节和肘关
节，确定了手部在空间的位置；手腕有 ３个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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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即小臂旋转关节、手腕俯仰关节和手部旋转关

节，确定了手部在空间的姿态。手腕的结构型式

虽然可以很多，但常用的主要是 ＲＢＲ型和 ＲＲＲ
型两种，其中ＲＢＲ型手腕使用的最多，而 ＲＲＲ型
手腕主要用于喷涂作业。

２．关节布置
通用型６轴垂直关节机器人通常采用交流伺

服电机＋减速器（谐波齿轮减速器或ＲＶ减速器）
的主流传动方案，按照电机轴的轴线与减速器的

轴线是否同轴，关节布置特点可总结如下。

（１）机器人前３个轴实现腰部旋转、肩关节摆
动和肘关节摆动３个运动。第１轴腰部旋转关节
的电机通常倒置在机身上，小型机器人（通常把持

力小于３０ｋｇ）电机轴线与减速器轴线同轴，而大型
机器人由于安装位置所限，电机轴线与减速器轴

线背离大臂方向偏置，以利于机身重量的平衡。

在传动上，中间需增加一级精密齿轮传动；第２轴
肩关节的电机偏离机身轴线向前水平固定在机身

上，形成一个向前的肩宽，以利于机器人完成靠近

机身的作业。小型机器人电机轴线与减速器轴线

同轴，大型机器人由于安装位置所限，电机轴线与

减速器轴线向上偏置。在传动上，中间需增加一

级精密齿轮传动；第３轴肘关节的电机水平固定
在小臂尾部而不是大臂上，以利于臂部重量的平

衡。小型机器人电机轴线与减速器轴线同轴，大

型机器人由于安装位置所限，电机轴线与减速器

轴线向下偏置。在传动上，中间需增加一级精密

齿轮传动。

（２）机器人后３个轴实现小臂的旋转、手腕弯
曲和手部旋转３个运动，第４轴小臂旋转关节电
机要尽量后置，以利于小臂重量的平衡。对于小

型机器人第５轴手部弯曲关节和第６轴手部旋转
关节电机通常放置在小臂内部。但对于大型机器

人三个电机通常一起后置，尽量减少重力的不平

衡。在传动上，通过细长轴和套筒将后置电机的

运动传递到手腕处，传动链较长。三个后置电机

可按三角型或一条线安装，但无论三个电机如何

布置，最终３个关节轴线应在空间上相交于手腕
的中心。

３．结构特点
目前各大工业机器人厂商提供的６轴关节机

器人结构从外观上看大同小异，相差不大，从本质

上来说，其结构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如图１所示，

其结构特点总结如下。

（１）从关节所起的作用来看，Ｊ１、Ｊ２和 Ｊ３３个
关节称为机器人的定位关节，决定了机器人手腕

在空中的位置和作业范围；Ｊ４、Ｊ５和Ｊ６３个关节称
为机器人的定向关节，决定了机器人手腕在空中

的方向和姿态。

（２）从关节旋转的形式来看，Ｊ１、Ｊ４和 Ｊ６３个
关节绕中心轴线做旋转运动，动作角度范围较大；

Ｊ２、Ｊ３和Ｊ５３个关节绕中心轴线摆动，动作角度范
围较小。

（３）从关节布置特点上看，Ｊ２关节轴线水平前
移，从而扩大了机器人向前作业的灵活性和范围；

为了减小运动惯量，Ｊ４关节电机要尽量向后放置，
所以Ｊ３和Ｊ４关节轴线形成空中十字垂直交叉；为
了运动学求解计算方便，形成欧拉手腕，Ｊ４、Ｊ５和
Ｊ６３个关节轴线相交于一点，形成ＲＢＲ手腕结构。

（４）从电机布置位置来看，对于小型机器人，
Ｊ１、Ｊ２和Ｊ３前３个关节电机轴线与减速器轴线通常
同轴，Ｊ４、Ｊ５和 Ｊ６后３个关节电机内藏于小臂内
部；对于中、大型机器人，Ｊ１、Ｊ２和 Ｊ３前３个关节电
机轴线与减速器轴线通常偏置，中间通过一级外

啮合精密齿轮传递运动。而 Ｊ４、Ｊ５和 Ｊ６后３个关
节电机后置于小臂末端，从而减小运动惯量。

J1

J2

J3

J4

J5

J6

a

d

图１　通用型６轴机器人关节配置特点

二、伺服驱动

１．单轴伺服驱动
目前，工业机器人单关节的主流传动方案为

交流伺服电机 ＋减速器（谐波齿轮减速器或 ＲＶ
减速器）。由于机器人的末端要安装各种类型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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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来完成作业任务，难于在末端安装位移传感

器来直接检测手部在空中的位姿。采取的办法是

利用各个关节电机自带的编码器检测到的角度信

息，依据正运动学间接地计算出手部在空中的位

置与姿态，所以工业机器人每个关节电机的控制

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半闭环伺服控制系统。

２．控制系统硬件电路
现代工业机器人采用“ＩＰＣ＋多轴运动控制

卡”的开放式多轴运动控制系统方案。ＩＰＣ为主
机，主要进行人机交互管理、显示系统运行状态、

发送运动指令、监控反馈信号等，运动控制卡以

ＩＰＣ为基础，专门完成机器人系统的各种运动控
制（包括位置方式、速度方式和力矩方式），主要是

数字交流伺服系统以及相关的信号输入输出。

ＩＰＣ将指令通过ＰＣ总线传送到运动控制器，运动
控制器根据来自 ＩＰＣ的应用程序命令，按照设定
的运动模式，向伺服驱动器发出指令，完成相应的

实时控制。

三、软件编程技术

１．控制策略
在实际控制中，虽然伺服控制器中也有位置、

速度和电流三环控制，但控制器参数在线准确调

整困难，得到的位置控制精度有限。对于高速、高

精度要求的关节型机器人，由于机器人是串连机

构，运动中的惯性对机械系统性能影响较大，所以

要考虑机器人的动力学特性。理论上来讲，当电

机的驱动力矩按照动力学方程变化时，机器人的

控制效果最好。即控制系统要根据运动中的速

度、重力、转动惯量的变化和多轴之间的相互耦合

作用来确定驱动电机，实际上做到这一步非常困

难。通常的做法是，采取一定的控制策略不断地

计算和优化调整参数，如：速度、加速度前馈ＰＩＤ＋
重力补偿控制算法，从而提高机器人的运动速度

和控制精度。所以通常采用多轴运动控制卡实现

电机的位置环控制，保证系统的动态跟踪性能和

稳态跟踪精度。

２．轨迹规划
轨迹规划的主要目的就是如何使机器人在运

动过程中既快又稳，产生出平滑、准确、稳定的运

动路径。在实际操作中，机器人电机要常常在短

时间内频繁地快速启动
!

停止和间歇运动。要想

使机器人运转得更快
!

定位更精确和更平稳可

靠，那么，当它启动和停止时就必须是平缓的，而

不是猛然加速和骤然减速，所以轨迹规划的核心

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速度变化曲线。目前，Ｔ型
速度曲线函数和Ｓ型速度曲线函数是使用较多的
两种速度曲线函数，运动控制卡生产厂商均提供

这两种速度曲线函数。

３．多轴协调控制
机器人的多轴协调控制是机器人控制技术的

难点之一。为了保证作业空间任一轨迹（包括路

径和姿态）的控制，６个轴的独立控制伺服系统必
须满足以下条件：①在开始启动时刻 ｔ０，６个轴的
伺服电机以不同的加速度（ａ１～ａ６）同时启动；②
在到达匀速开始时刻ｔ１，同时进入稳态（Ｖ１～Ｖ６）；
到达匀速结束时刻 ｔ２，同时又以负加速度（－ａ１～
－ａ６）减速；到达运动结束时刻ｔ３，６个轴的伺服电
机同时停止。这样，就可以精确地实现作业空间

任一轨迹的运动控制。

４．编程操作
示教编成是目前工业机器人的主要编程方

式，它具有操作简单、易于掌握的优点。为方便地

供操作者在示教过程中选择使用，各大厂商均提

供有如：ＭＯＶＪ、ＭＯＶＬ和 ＭＯＶＣ的运动指令。对
于一般使用者，知道如何使用就可以了。但对于

机器人高级技术人才，不仅要会用这些运动指令，

更重要的是理解轨迹规划实现的原理。ＭＯＶＪ是
关节空间规划运动指令，适用于 ＰＴＰ作业的轨迹
规划，仅能保证末端操作器从起点准确地运动到

终点，不能对两点之间的实际运动轨迹进行控制。

该运动指令轨迹规划效率最高，在实际操作中，无

特殊要求，优先使用。ＭＯＶＬ和 ＭＯＶＣ是作业空
间规划运动指令，适用于 ＣＰ作业的轨迹规划，末
端操作器在作业空间按照一定的路径轨迹运动。

由于给出的是末端操作器在作业空间的位置和速

度，所以要通过逆运动学不断地计算关节空间下，

每一个关节的角度和角速度瞬时值，运算工作量

大，效率低。

四、基础理论

在控制方面机器人要比一般自动化装置复杂

的多，原因在于机器人的控制是要不断的考虑到

运动学、静力学，甚至动力学，即以基础理论为控

制依据。机器人的基础理论可总结为是以机器人

三大矩阵为中心，围绕二个空间之间的映射关系，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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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正、逆运动学、微操作、静力平衡等理论内

容，如图２所示。机器人三大矩阵指的是齐次坐
标变换矩阵Ｔ、速度雅可比矩阵Ｊ和力雅可比力矩
阵ＪＴ；二个空间指的是关节空间和作业空间。Ｔ
矩阵反映了两个空间位置之间的关系，Ｊ矩阵反映
了两个空间速度之间的关系，ＪＴ矩阵反映了两个
空间力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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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机器人位姿、速度和力围绕
二个空间的映射关系

在基础理论的讲解过程中，重心放在理论公

式结论的完整性和如何进行实际应用，而不追求

过多的理论公式推导，突出“学以致用”。这样既

避免数学推导的枯燥和繁琐，也能让学生理解理论

的来龙去脉和工程应用，保证学科体系的完整性。

更重要的是一定强调机器人基础理论与后续章节

的关联性，让同学知道理论部分在具体机器人动

作控制中是如何实现的。

五、结束语

《工业机器人》课程作为机械类专业学生的一

门主干专业课程，在培养学生的设计能力、创新能

力、动手能力和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中占有

重要地位，同时社会对机器人技术专业人才的需

求也急剧增加。本文结合作者长期从事工业机器

人教学科研的工作经验，围绕机械结构、伺服驱

动、软件编程技术和基础理论几个主要方面，对课

程教学内容的要点进行了详细分析与总结，并应

用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课堂教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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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郑跃进，孟超敏，王黎明，王翠玲，张富厚，李雪林，王林生

（河南科技大学 农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　为提高学生素质，对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进行了探索和实践。构建了包含基本素
质、基础技能、专业技能和综合训练四个层次以及不同层次下的素质拓展、公共基础技能、农学基础技

能、种子专业技能、种子专业综合能力、综合实习、科研训练、科技创新等八个模块“四层次八模块的实践

教学体系”。经四年一个教学周期的实践，按此实践教学体系运行，教学秩序正常，学生考研、就业情况

良好，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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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ｚｈｅｎｇｙｕｅｊｉｎ００１＠１２６．ｃｏｍ。

　　２００２年，中国农业大学率先开设了种子科学
与工程专业，之后又有３０余所农业院校开设了种
子科学与工程专业，这些院校分别制定了种子科

学与工程专业的培养方案［１－４］，这为我国种业人

才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些培养方案更多的

是介绍了开设的课程、理论学时、实践学时分配

等，而对实践教学并未进行深入的探讨。实践教

学是本科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

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和创

新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我校自２０１１年招收种
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为构建科学规范的种子

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实现专业培养

目标，在申报专业时制定了理论和实践培养方案，

并在招生后的教学过程中不断探索、实践和完善，

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实践教学体系的指导思想

根据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要

求，以训练种子科学与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基本能

力为基础，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核心，以增强

学生的创新精神为主线，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

力、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围绕素质、能力培

养，以实践教学内容设置为抓手，以实践教学管理

和实践教学条件的完善为保证，形成了具有种业

特色、整体优化并与理论教学有机统一的实践教

学体系。

二、实践教学体系构成

实践教学体系是由实践教学活动各个要素构

成的有机联系的总体，包含四个层次和不同层次下

的八个模块，四个层次与八个模块的关系如图１。
（一）四个层次

１．基本素质层次
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品德修养和综合素质

为主，培养大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和创业意识。

２．基础技能层次
以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严谨的

科学态度，掌握公共基础、农学基础的基本操作

技能。

图１　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结构及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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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专业技能层次
以吸引、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综合把

握和运用种业知识和技能。

４．综合训练层次
以综合实习及科研训练为主，培养学生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化学生的创造性、探索

性思维的培养。

（二）八个模块

１．素质拓展模块
为增强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能力、适应能力，培

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养成有助于学生发展的良好

个性品质而开设的一些实践课程。素质拓展模块

包括入学教育与军事训练、思政课社会实践、课外

素质教育、还包括党组织的各类活动、社团活动、

课外活动等环节。培养方案设置的实践教学名

称、课时、学分见表１。
入学教育与军训两周，时间在入学后前两周

进行。思政课社会实践分别在第二、四、六学期末

由马列主义学院教师布置课题或者调查题目，学

生利用暑期时间进行调查，通过自己分析、整理、

撰写调查报告或总结，第三、五、七学期开学后提

交总结或者调查报告，教师根据学生的总结或者

调查报告的完成情况进行批改，并给出成绩，每学

期１学分，共计３学分。课外素质教育计４个学
分，学校按课程进行管理，按４周计，时间贯穿在
校四年。学校２０１４年修订了河南科技大学学生
课外素质教育学分管理暂行办法。学生可以通过

学科竞赛、科技活动、论文作品、校园文化、社会实

践、技能训练、体育活动的一个领域获得或者在以

上几个领域累加获得这４个学分。
表１　培养方案设置的实践教学名称、课时、学分

模块类型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建议学期

素质拓展模块

入学教育与军训 ２ ２ １
思政课社会实践 ３ ３ ３、５、７
课外素质教育 ４ ４

农学基础技能模块

植物学野外实习 ０．５ ０．５ ２
农业气象学野外实习 ０．５ ０．５ ３
农业昆虫学野外实习 ０．５ ０．５ ４
植物病理学野外实习 ０．５ ０．５ ４

种子专业综合能力模块

作物育种学教学实习 ０．５ ０．５ ５
种子生产与检验学教学实习 ０．５ ０．５ ６
种子贮藏与加工学教学实习 ０．５ ０．５ ５
作物栽培学教学实习 ０．５ ０．５ ５

综合实习模块

生产劳动与科技实践 ３ ３ ２、３、４
种子专业社会实践与调查报告 ２ ２ ４

种子专业综合实习 １５ １５ ６、７
毕业论文 １３ １３ ７、８

小计 ４６ ４６

　　我校各年级设有学生党支部，对积极要求靠
近党组织的学生进行党的知识等方面的教育，提

高学生的政治素养。学生社团是校园文化建设的

重要载体，是高校第二课堂的引领者。在入学教

育等活动中，我们期望学生在学习之余通过参加

社团活动广交朋友、相互学习、增长知识，使自己

的兴趣、爱好得到更好地发展。农学院的社团有

田园风文学社、红色社团等学生团体［５］，当然学生

也可参与自己感兴趣的其他院系组织的社团。但

我们也提醒学生不要过多的参与各种社团，不要

因为参与社团活动而影响了正常的学习。除此之

外，学生还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参与其他方面的锻

炼或学习。如参与老师的科研活动等提高自己的

学习兴趣和科研素养。

２．公共基础技能模块
重在加强学生的物理、化学、计算机文化基础

等应用技能，目的是培养学生扎实的公共基础知

识能力。包括化学实验Ａ、大学物理Ｂ实验、计算
机文化基础、高级语言程序设计（ＶＢ）、外语听说
读写等课程的实验环节。该模块开设的实验课的

课程名称、学时及学分见表２。
该模块需要说明的是，形势与政策是全校所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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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业开设的课程，教师根据教学大纲介绍我国

目前的形势和现行的政策，并根据目前热点问题

布置作业，学生进行社会调查，教师根据理论课和

实践课成绩综合给出该课程成绩。外语虽然全部

为理论课，但在教学过程中听说读写贯彻始终，英

语四、六级考试的准备、训练过程占用了学生的一

大部分时间，但这些时间均未体现在实践教学的

学时、学分中。公共技能模块培养的是大学生的

公共的非专业素养，目前部分学生毕业后根据社

会提供的岗位和自身的社会资源从事的工作与所

学专业不完全一致，但这些公共技能以及在其他

课程中学到的一些学习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思路和哲学思想是基本相同的，不论什么专

业都是必须的，在今后的工作中都会用的着。

３．农学基础技能模块
为学生构建面向农学学科基础和工程应用的

训练平台，使学生受到最基本的农学学科基础技

术和操作技能方面的训练。该模块包括农学基础

必修课、农学基础选修课的课程包含的实验及课

程实习两部分内容。课程实验包括１４门，其课程
名称及实验学时、学分见表２内的农学基础技能
模块。课程实习包括４门农学基础必修课的课程
实习，详见表１内的农学基础技能模块。

表２　培养方案内开设实验课的课程名称、学时及学分

模块 课程名称 总学分
学时分配

总学时 理论 实验（实践）实验学分

公共基础技能模块

化学实验Ａ ２ ６４ ６４ ２
大学物理Ｂ ３．５ ６４ ４８ １６ ０．５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Ｃ） ３ ５６ ４０ １６ ０．５
计算机文化基础 １．５ ４０ １６ ２４ ０．５
形势与政策１－４ ２ １２８ ６４ ６４ １

农学基础技能模块

植物学 ４ ７２ ５６ １６ ０．５
生物化学Ｂ ４ ７２ ５６ １６ ０．５

生物统计与试验设计 ３．０ ５６ ４０ １６ ０．５
微生物学Ｃ ３ ５６ ４０ １６ ０．５
农业气象学 ２．５ ４０ ３２ ８ ０．５
仪器分析 ２．５ ４８ ３２ １６ ０．５

植物生理学实验 ０．５ ２４ ２４ ０．５
土壤肥料学Ａ ３．５ ６４ ４８ １６ ０．５
植物病理学 ３ ５６ ４０ １６ ０．５
农业昆虫学 ２．５ ４８ ３２ １６ ０．５
分子生物学Ｂ ３ ５６ ４０ １６ ０．５
遗传学Ａ ４ ７２ ５６ １６ ０．５
生物信息学 ２ ３２ ２４ ８ ０．５

作物科学研究原理与方法 ２ ３２ ２４ ８ ０．５

种子专业技能模块

作物育种学Ｉ ２．５ ４８ ４０ ８ ０．５
种子生产与检验学 ３ ５６ ４０ １６ ０．５
作物育种学ＩＩ １．５ ４０ ３２ ８ ０．５

种子贮藏与加工学 ２ ３２ ２４ ８ ０．５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３ ５６ ４８ ８ ０．５

合计 ６３．５ １３１２ ８７２ ４４０ １４．０

　　４．种子专业技能模块
在农学基础技能模块的基础上，加强种子专

业技能的训练，使学生在新品种选育、新品种的栽

培技术研究、种子生产与检验、种子贮藏与加工等

方面进行训练，掌握种子专业核心的专业技能。

开设有实践课的课称名称及实验学时、学分见表２
中的种子专业技能模块。

５．种子专业综合能力模块
根据种子专业特点，依照种子专业应具备的

能力结构要求进行的专业综合能力训练，为学生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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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种子专业能力平台。包括植物育种学实习、

种子生产检验学实习、种子贮藏与加工实习、作物

栽培学教学实习。通过这些课程在田间、实验室

和对加工贮藏设备的实际操作，提高种子专业学

生的植物育种、种子生产等方面综合能力。开设

有教学实习实践课的课程名称及实习周数、学分

见表１的种子专业综合能力模块。
６．综合实习模块
强化学生对种子专业知识和工程技能的认识

和掌握，需要学生到各种类型的实践中去磨练，自

己亲手操作，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和解决实

际问题能力。该模块由认识实习（生产劳动与科

技实践）、生产实习（种子专业社会实践与调查报

告、种子专业综合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三

个实践层次构成。生产劳动与科技实践是根据生

产季节，根据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安排学生进行实

习，时间不固定，可利用周六、周日或其他无课时

间进行，要求每个学生每学期参加次数不少于 ８
次，主要让学生了解、学会农学、种子方面的一些

基本技能。种子专业社会实践与调查报告安排在

第四学期与第五学期的暑假期间完成，我们通常

安排学生到业务面较全的、有育种科研的、国内有

一定影响力的种业公司去实习。如２０１１级种子
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到北京中农大康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北京联创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太

行玉米种业有限公司、河南怀川种业有限责任公

司、温县农科种业有限公司。这些公司是我校的

教学实习基地。实习内容有玉米育种、玉米杂交

种的生产、小麦种子的贮藏与加工、小麦种子的销

售。学生实习后回校总结时认为实习开阔了眼

界，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毕业实习

阶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做毕业论文要求

的试验，第二，撰写毕业论文。完成毕业论文撰写

工作的同学到第八学期还可以到社会上的种业公

司实习，或者在实习单位边实习边撰写论文。

７．科研训练模块
科研训练和科技创新模块是实践教学体系的

顶端设置，这两个模块在培养方案中是没有的，但

它们又是在前六个模块的基础上进行的，与前六

个模块的作用是交叉的、相辅相成的。如综合实

习模块的毕业实习、论文撰写既是综合实习模块

的内容，又是科研训练模块应该体现的内容。为

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学校设置了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ＳＲＴＰ），制定了
《河南科技大学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ＳＲＴＰ）实施
细则（试行）》的文件。文件规定面向全校在读的

普通本科学生建立项目基金，以立项方式进行资

助，为学生的科学研究和论文发表提供经费支持。

该制度为提升学生科研素养和能力，特别是为优

秀学生的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我们邀

请种子科学与工程相关学科的院士等顶级科学家

来校做学术报告，大师们科学、严谨和持之以恒投

身科学研究的创新精神深深鼓舞着学生。

８．科技创新模块
发挥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性，使学生的理

论知识得到巩固和升华，突出学生个性发展，提高

学生创新能力。该模块包括学生科研立项、科技

创新竞赛（大学生“挑战杯”竞赛、数学建模竞赛

等）环节。通过这些环节把部分优秀学生在

ＳＲＴＰ、科研小组和其他实践环节中突出的项目参
加大学生“挑战杯”竞赛。学校对此项活动非常重

视，还专门对“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获奖制定了奖励文件，鼓励学生进行科学

研究。

纵观我校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的状况，培养方案中开设课程有实验（实践）课的

学时为４４０，１４学分，培养方案设置的实践教学的
周数为４６周，４６学分，实践教学总学分达 ６０学
分，如果加上英语的听、说、读、写的课堂练习和体

育课各项体育技能的课堂练习及第二课堂的实践

训练等，实践教学的总学分会超过总学分１８５的
三分之一。

三、实施效果与总结

通过理论教学及实践教学的培养，特别是在

实践教学方面我们通过素质拓展模块、公共基础

技能模块训练，增强了学生的基本素养，学生毕业

后即使不从事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工作，也具

有一般大学生所具有的电脑、外语、待人接物等情

感方面的基本能力。从学生的考研专业方向也可

以说明这个问题，如其中有个学生就考取了某名

校的生态专业。也有个别学生选择到涉农类非种

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企业应聘。通过农学基础技

能模块、种子专业技能模块、种子专业综合能力模

块、综合实习模块、科研训练模块、科技创新模块

的课程实验、课程实习、到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种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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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公司去实习，通过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和毕业

实习，提高了学生农学基础能力和种子科学与工

程专业的能力，其效果在各个模块均有表述。该

专业２０１５届共３０名毕业生，其中１２名同学考入
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

校及科研院所攻读硕士学位，其他１８名到种业及
其他单位就业。２０１５年３月在河南科技大学举办
的毕业生就业双选会上，我校种子科学与工程专

业的学生得到很多种业公司的青睐，特别作为我

校实习基地的用人单位，非常希望能招到我校种

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可惜由于学生人数较

少，又有部分学生考研深造，一些用人单位未能招

到应招的人数，甚至未招到想要的种子专业的

学生。

经过四年一个周期的教学实践，按照该实验

教学体系运行，教学秩序运行正常，学生考研、就

业情况良好，达到了预期效果，我们将回过头来对

该专业的课程设置，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以及在

学生管理等方面进行认真的回顾和总结，使我们

设置的理论培养方案和构建的实践教学体系更加

完善、科学，使我们培养出的人才能够为我国的民

族种业起到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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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专业复合应用型卓越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焦念元，尹 飞，李友军，付国占

（河南科技大学 农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　随着农业现代化推进，适度规模化经营将成为农业生产的大趋势，如何才能培养出适合农业发展
需要的科技人才，成为农科院校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针对传统农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问题与不

足，根据社会需求，对农学专业复合应用型卓越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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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现代农业土地流转的推近，原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农业生产管理、经营模式将发生巨

大变革，适度规模化经营即将成为农业发展的主

流，产生新型农业生产关系。然而，当前大学毕业

生和农村青年进城工作已成为大趋势，农业生产

者老龄化、农村空心化和农业人才结构严重不合

理等问题日益凸显，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农业应用

型人才和农村生产经营型人才均严重缺乏［１］。面

对农业发展的难题，如何培养出能够“下的去、留

得下、干的好”，适应未来规模化农业经营的复合

应用型农业人才，已成为拥有农业类高校在人才

培养方面遇到的新挑战。因此，进行农学专业“复

合应用型”卓越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对提高

培养农业人才质量，推进高等农林卓越人才培养

模式综合改革，服务农业现代化生产，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二、当前传统农学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存在的问题

农学专业是高等农业院校的传统专业，农学

专业人才是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已为我

国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２］。随着我国由传统

农业在向现代化农业发展，不断凸现新的发展趋

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模式将不断瓦

解，适度规模化农业经营将成为新趋势，农业结构

调整加速，在市场化、信息化、产业化、集约化、适

度规模化，多元化为特征的现代农业时期，传统农

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的人才将难以适合当今

农业需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１．农学专业思想重视不够
思想意识决定人活动的主题，而目前报农学

专业学生，多数是被选择，虽然多数来自农村，但

不再像７０后、８０后那样了解、熟悉农业生产，可以
说达到“五谷不分”的地步。因此，对其需要加强

农学专业思想教育，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就要树立

农学专业思想，激发学生学习农学专业知识的热

情。但是，目前多数高校对农学专业思想教育重

视程度不够，仅仅入学教育介绍一下农学专业情

况，缺少专业教育指导，直到大三、大四才接触专

业知识，造成农学专业思想意识淡薄，学习目的不

明确，学习动力不足，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

２．人才培养目标与复合型人才需求不相适应
随着农业现代化、土地流转的推进和农业适

度规模化经营与管理的发展新趋势，诞生了新型

农业生产关系，需要的复合应用型人才，不仅要具

备跨学科的综合知识和跨领域的工作能力，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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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基础扎实、知识面广、应变能力强、有协作意

识和创新能力。当前的人才培养目标还局限于能

够从事农业科研、技术推广的专业人才，而对新

型农业生产关系下的农业现代化经营、管理素质

等方面的培养关注较少，毕业后，很难胜任新型农

场主农业生产的主体职责。

３．课程设置和考核评价体系不合理
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有些课程的设置不合理，

耗费了学生大量时间，如过于强调英语课程学习

与考核，学生５０％的学习时间用在英语学习上，但
是结课后英语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计算机只能

说是一门现代学习工具，多数学生在中学阶段已

基本掌握，还有大学物理课程在现实农学生产应

用甚少，但是目前农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均作

为基础课程必修课，相对缺少农业现代化经营与

管理等方面的课程，如农业机械化、农产品加工经

营与销售等与农业息息相关的课程，可以说目前

的培养方案偏向基础，淡化专业课及专业相关课

程的设置。另外，对课程考核评价，多数为闭卷考

试为主，考前突击就可以通过，并且在考核过程中

携带“小抄”家常便饭，造成一张考卷就把老师讲

过的东西退还给了老师。因此，复合应用型农业

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考核机制还需加强探索。

４．师资结构不合理，教学团队不完善
作为老牌学科，许多高等农业院校在一定程

度上存在传统型师资过剩，应用型和高新技术型

师资匮乏的现状，同时由于人才引进存在种种限

制因素，导致高水平高层次人才缺乏［３］。复合应

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的是“双师型”的师资队伍，目

前，多数高校可以说为零。

５．实践教学平台无法满足专业实践教学环节
的需求

农学专业课是以应用为基础的课程，在实践

过程中才能熟练、扎实的掌握专业知识，仅靠黑板

和ＰＰＴ很难掌握、熟练运用农学专业知识。而多
数农业高等院校缺乏校内教学实习农场，尤其综

合性高校农学专业，对校内教学农场重视更不够，

虽然有校外教学实习基地，但存在接收规模有限、

路途远交通不便及实习经费紧张等问题，往往是

走马观花，很难达到专业实习目的的要求，直接影

响复合应用型人才质量的提高。

　　三、农学专业“复合应用型”卓越

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现代农学专业“复合应用型”卓越人才培养，

需要根据社会发展对高等院校农学专业人才培养

提出的新要求和当前农学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

题入手，探索新形势下农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

改革措施。

１．明确培养“复合应用型”卓越农业人才目
标，适应社会需求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教育部、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
联合推进高等农林教育综合改革，提出培养“复合

应用型”农林人才，２０１５年５月启动的“现代青年
农场主培养计划”工程，对推动农业人才培养模式

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培养“复合应用型”人

才的目标已提出多年，但对它的理解却不尽相

同［４］，关键在于“复合应用型”农业人才要具备哪

些能力才能满足社会需求。现代化农业需要具有

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农业人才［１］，

适度规模化经营农业需要具备处理农业产前、产

中和产后综合能力的人才，所以，“复合应用型”农

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至少要具备这些能力，同时

还应具有“学农、爱农、献农”的农学专业思想。

２．构建适合“复合应用型”卓越人才培养需要
的理论课程教学体系

首先在教学理念上，立足现代农业对复合应

用型人才的需求，根据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需求

创新农业高校人才培养机制，推动产学研、农科教

紧密结合。突出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培养学生

的创造能力的核心地位。其次，优化人才培养方

案，合理设置课程，建立适应农业现代化和农业规

模经营的“复合应用型”农林人才培养课程教学体

系。注重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科学教育与人文教

育并重。利用生物、信息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

增设与农业现代化、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种业相

关的课程，提升改造传统农科专业，进一步完善复

合型农业人才培养模式。因此，在专业教学内容

设置方面，要优化教材选取，结合现在科研进展，

丰富、充实教学内容，构建精品资源共享专业课

程，同时增设农业机械化、农产品加工经营与销售

和国外农业发展等课程。另外，在教学方式上，紧

密结合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精心设计，改革课程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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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评价方式，充分发挥教学效果评价在人才培

养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中的作用。

３．改革实践教学，强化实践环节，提高学生综
合实践能力

实践教学是农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

教学基地是进行实践教学的基本条件，是学生实

习的重要场所［５－６］。首先，加强校内实践教学基

地建设，完善校内实践教学体系。充分体现农科

产学研结合的办学特色和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理

念，采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管理

模式，实行教学实习农场、实验教学中心分头建

设、集中使用。尤其地方性综合院校，充分发挥高

校学科门类多、相关专业丰富等综合性大学的优

势。其次，提高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层次。坚

持“互惠互利、教学与就业结合、农科教产学研结

合、稳定可持续”的原则，巩固现有校外实践教学

基地，并选择适合开展实践教学活动、能接收一定

数量学生开展生产实践活动并提供实践教学所需

条件、能满足学生食宿、学习和卫生安全等方面要

求的单位，增设新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如重点

推进与国家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

学研究院棉花研究所、灌溉所、省农科院、大型种

子公司及规模化农场等企事业单位共建实践教学

基地。最后，加强实践教学基地管理。一是依据

质量工程建设总体发展规划，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与发展规划，在学校教务处备案教学基地的设立、

建设、撤销等事项；二是多种渠道筹集资金，保障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经费；三是在日常管理中实行

主任负责制。通过成立实践教学管理委员会负责

审议“实践教学基地”的教学管理和仪器设备购置

计划，制定各项规章制度，讨论决定基地建设与管

理方面的重大事宜。根据“人才培养基地”发展需

要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进一步规范仪器设备使

用及维护。合理规划实验场地，提高设施利用率，

提高工作效率。建立广泛产学研合作关系，为农

业培训急需人才。加强与相关教学基地的合作、

交流，认真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不断改进管理工

作；四是实践教学基地实行科学管理，完善各项规

章制度，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五是联系并

会同教务处及有关部门不定期到实践教学基地检

查、评估教学情况，完善考核机制，提高实践效果。

４．改善教师队伍结构，培育拥有“双师型”教
师的优秀教学团队

首先，重点培育教学名师，通过引进、培养等

方式，使本专业具有１－２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教
学名师。其次，设置“双师型”教师岗位，大力培

养、引进“双师型”教师。争取优惠政策，重点引进

高学历、高职称的“双师型”教师。再次，充分发挥

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建设一支本专业的中青

年骨干教师队伍，通过教学观摩、青年教师讲课比

赛、经验交流等方式，努力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

最后，提高青年教师学历层次，加强学科带头人培

养。引进学科领军人物，继续推进“硕博化工程”，

积极推动“博士国际化工程”，有计划地选派具有

博士学位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到国外著名大学进行

访问交流。同时，还可积极利用外部教育资源，聘

请教学经验丰富、学术水平高的知名专家、教授担

任本专业的客座教授，促进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

总之，农学专业复合应用型卓越农林人才培

养方案的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实施过程

中，要处理好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稳定性与变

动性的关系，做好科技创新型教育与生产应用型

教育的结合，注重因材施教、分类指导。希望通过

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改革，逐步优化人才培养

方案，完善实践教学内容，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提

高完善师资队伍，提高学生综合实践能力与创新

能力，探索利用生物、信息等领域的科技新成果，

改造提升传统农学专业，尽快构建适合农业现代

化和适度规模农业经营需要的复合应用型农林人

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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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院校《植物学》课程是现代生物领域和农
业领域以及综合医药学的重要基础，是生命科学

的重要学科之一。《植物学》是高等院校农林类、

生物类院系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对提高大

学生基本科学素质，进一步学习其它基础课程和

专业课程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１］。为全面贯彻落

实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

教学质量的意见》（教高［２００１］４号）文件精神，以
适应植物学科发展和２１世纪对高素质人才的要
求［２］，对于现代生物与农业类学科学生来说，具备

植物学的相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进一步学

习其他课程必不可少的条件。目前，全国绝大多

数高等农林类、生物类院系院校相继以必修课或

选修课的形式在一年级或高年级开设了《植物学》

课程。然而，由于植物学与植物生理学、生物化

学、植物病理学、植物生态学、园林学、细胞生物

学、经济植物、植物地理学等基础课程或专业课程

联系非常紧密，许多植物分类和植物解剖以及植

物组培等知识的深入理解对大一学生来说难度较

大，将影响学生们后续课程的进一步学习。针对

这种情况，作者从２００２年起在该课程的教学过程
中，大胆进行了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创新，课堂

内外对学生进行教学与德育的融合，在提升《植物

学》的教学质量和教学目标方面取得了较显著的

效果。

一、针对教学大纲，优化教学内容

每一门课程均需要有一部适合培养要求与目

标的教学大纲，教学大纲是课程教学的重要指导

性教学文件，是教学的基本依据和教学质量的基

本保证［３］，教学大纲的核心是教学内容及学时分

配，是对一门课程教学的基本内容所作的规定。

作者与教研室的同仁在教学大纲的拟定过程中，

一方面满足不同专业目标培养的需要，同时考虑

与其他后续课程的协作配合，即对于已学课程、将

学课程和正在进行课程的教学内容，深入调查分

析，注意它们之间知识的衔接，避免重复与遗漏，

最大程度保证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因此，在植

物学备课阶段，一是在学生中调查，详细询问和了

解他们已学课程的相关教学内容，避免教学内容

安排不当，重复学习。二来对于讲授后续基础课

程和专业课程的各个教研室，如植物生理学、生物

化学、植物病理学、植物生态学、细胞生物学、经济

植物、植物地理学等走访，了解其教学计划中将要

讲授的有关教学内容，从而删除重复部分，使学生

在有限时间内学习掌握植物学的重要内容。教研

室每周都开展教学研究，对教学大纲根据情况研

讨，对教学内容合理组织，解决了课时少、内容繁

的矛盾，在课堂讲授中充分做到有的放矢，从而保

证学生能学有所获。如细胞信号转导”只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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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的学习，已具

备一定基础知识，才可能深入领会，故在课堂上简

约讲解，仅点到为止。由于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

的要求，在保证讲授好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的同

时，平时不断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提高自身科研与

教学能力，高度重视并认真编写讲稿教案。在备

课环节以及课堂教学中，注意与时俱进，引入先进

的内容。在课堂课程内容讲授时前后次序安排合

理，由简入繁，由易到难，分散难点，分散新概念，

符合基本记忆规律。

二、突破传统模式，改进教学方法

植物学是一门理论性与应用性并重的学科，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是以老师为中心进行教学活

动，学生被动地学习，近年来出现的创新教育则是

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型教学模式［４］。科研创新能力

是高素质的人才所必需的，因此本人在教学活动

中突破传统模式，进行启发式与比较法教学方法

的运用，同时结合 ＣＡＩ教学手段改进改革教学方
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

性，培养学生探索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实现培养目标，以期培育

出合格的优秀的植物科学人才。

１．启发式教学法
启发式教学就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习的兴趣和爱好，启迪学生

的创造性思维，是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核心。

作者认为把“植物学”一些基础理论和一些科研进

展结合起来，启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更有利于学生

创新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开发。启发式教学

法就是要使学生既学到科学知识，又能获得一定

的探索知识的方法。这就要求教师在启发学生思

维的前提下，按照开发智力、培养能力的要求进行

讲授。教师对教学内容的重点和难点部分，有目

的、有计划地提出一些问题，通过引导，可以开发

学生的智力，使师生之间在智力上产生了一种传

递和转移的作用。同时注意灵活运用各种教学原

则，使用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进行启

发。如反正对比法则是用反面的事物作陪衬来讲

解正面的事物，通过分析对比，正面事物的特性就

比较明显而且易于掌握了［１］。

如在对“物种多样性”教学时，作者首先将常

规需要列举的各个不同植物类群的植物物种数，

结合以往作者科研的心得方法，广泛查阅文献，向

学生延申介绍观赏 植 物 品 种 的 国 际 登 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ｌａｎｔ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体系，指出我国拥有的木犀属植物
资源占世界总数的８２７６％ ，如果中国不争取国
际登录，而被其他国家抢先申请，并被授权进行品

种国际登录，那么，即使拥有大量木犀属植物和桂

花品种，中国也要向资源贫乏的其他国家申报桂

花品种登录［５］。堇菜在美国堇菜协会（ＷＷＷ．
ＡＶＳＡ．ＯＲＧ），杨树在国际杨树协会（ＷＷＷ．ＦＡＯ．
ＯＲＧ），可通过信件、彩色照片来登录。这样的教
学过程不仅使学生深入了解物种多样性，而且知

晓了较热门的国际植物品种多样性形势，更激发

了学生对“植物”的浓厚兴趣，有助于培养学生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加积

极、主动地学习。学习兴趣是学习的动力，使学生

由被动接受书本知识转变为主动探索、解决问题。

２．比较教学法
比较教学法是一种实用性强、效果好的教学

方法，可以激发学生的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概括

知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作者对其灵活运用，在

教学中对知识点多用比较法，不仅能避免学生死

记硬背，而且可以使学生将孤立的内容联系起来，

掌握动态变化的整体过程，培养了学生整体把握

能力和创新水平。在讲授植物分类部分时，单子

叶与双子叶植物的结构对比；在讲授双子叶植物

初生结构时，茎与根的初生结构比较；将植物界

中，由低等植物至高等植物的主要特征均从植物

体类型、生活环境、生殖器官的有无以及生活史不

同四个方面进行对比，区分低等植物中藻类、菌类

和地衣的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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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可

以充分理解植物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在植物体发

育的不同阶段，环境条件的变化伴随形态结构和

功能的改变。如双子叶植物根系的初生生长到次

生生长，初生结构与次生结构依次发生与成长发

育，从主体不同，来源不同、发生时间、生长结果的

不同加以比较。在教学过程中，本人应用比较法，

让学生可以扩展理解植物物种与品种两个不同概

念，并对物种与品种进行对比，可以总结出主要不

同之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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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种与品种概念不同。种是自然界天然存在
的植物物种分类的基本单位，具生殖隔离现象；品

种是指那些经过人工选择的植物，是种以下的栽

培植物。

ｂ．种与植物品种的遗传多样性不同，植物品
种的遗传多样性要远大于植物的种。

ｃ．种与植物品种的分类原则与目的不同，植
物品种演化序列的建立是以种间亲缘关系为基础

和依据的，已建立的品种分类系统存在很多争议。

ｄ．种与植物品种的分类阶元不同，种分类的
阶元如界、门、纲、目、科等，种与种之间的基因交

流无法进行或大受阻碍；观赏植物品种分类，是根

据影响观赏价值的性状分类的。物种分类属于自

然学科，而观赏植物的品种分类属于应用科学，一

种观赏植物往往不是植物学上的一个种，而是这

个属的种群，常常是几个、十几个乃至几十个种组

成的，如园艺秋海棠更包含２００个以上的种。
通过作者的研究与总结，结合比较，使学生掌

握了植物物种分类与植物品种分类虽然都是对于

植物进行的分类研究，但是却有很大的区分。

３．ＣＡＩ教学模式
计 算 机 辅 助 教 学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ＡＩ）是利用计算机来帮助教师执行教
学功能的一种现代教育技术，它利用计算机多媒

体技术把文字、图形、声音、动画等多种表现媒体

综合起来［６］。“植物学”研究的对象是植物个体

与植物群体，既有静态的形态结构，又有动态的功

能表达。植物学课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内容多

而杂，内容涵盖细胞、组织、器官结构与发育等微

观内容及植物系统演化、分类等宏观内容。多媒

体教学有助于学生了解植物的整体性和植物动态

的生长过程，从而将难以理解的知识简单化、直观

化。植物学形态解剖部分的内容多为直观性教学

内容，教学过程需呈现大量的图片，如细胞组织的

显微、超微结构，植物器官的显微结构等，以便学

生认知、理解教学内容。同时，植物体是一个完整

的生命体，有其生长发育的过程，教师需通过教学

使学生理解植物的整体性、植物生长发育的动态

特性。多媒体技术在植物学课堂的应用则克服了

在以往的传统教学中挂图、老式幻灯或在黑板上

手绘的方式缺乏真实感和立体感、浪费时间等缺

点，大大提高了课堂效率。教师按照教案制作多

媒体课件，配以适当的文字，学生容易接受教学内

容。教师可通过动画或幻灯片放映方式，将植物

生长过程直观展现，使学生轻松地理解和掌握课

堂知识。植物物种种类多，植物分布范围很广，植

物种类分布具有地理属性，这不利于学生理解植

物的多样性。多媒体技术使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展

示真实的植物图片，用解剖镜下拍摄的图片，或采

用图片局部放大的方式，使教学重点突出，增强了

学生理解和记忆。另一个是重要的方面是，弥补了

在北方秋冬季节上植物学课程的一些不足。学生

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可跨越时空限制，通过对大量

的不同地域、环境下生长的植物图片的展示，观察

到同季节、不同地域分布的植物。总之，尽管多媒

体辅助教学具有较传统教学手段更直观、生动等优

势，但它不能完全替代传统教学手段，应有机结合，

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三、在教学过程中融入德育教育

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细胞微观结构与超微观结构，有助于理解生

命的本质；从生命的起源过程可以追溯到地球、宇

宙的起源、演化和组成。通过植物学中生命现象

的解释，能够为世界统一于物质这一辩证唯物主

义基本观点提供生动的证明。

２．引导学生认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
爱护自然，保护环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植

物学的发展史，也是人类不断突破，不断进取，提

高人类认知水平的进程。以植物学物种进化论发

展过程来说，进化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拉马克主

义、达尔文主义、新达尔文主义和现代达尔文主

义，科学理论的替代并不只是简单的新理论对旧

理论的否定和排斥，经历着发展、继承的过程。在

教授植物学课程中，在课堂上，要使学生体会到生

物进化发展的不易，并珍惜当前的存在，引导学生

深入了解植物学学科内容的形式与结构，以及植

物学科所具有的理论性和创造性。

３．引导学生建立合作意识
生物多样性有助于自然系统的平衡，同样，适

用于人类社会。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人与人之

间需要来往，每个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要与不同

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在植物学教学

中，通过引导学生对自然系统的平衡的理解，有助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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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生打破过去非友即敌的僵化的思维模式，从

而善于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理解和认同合作者和竞

争者，自觉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使学生认

识到合作的重要性，只有善于合作，才能真正实现

个人的社会价值和自身价值，从而赢得良好的生

存环境。

４．激发学生坚持真理、追求真理、顽强向上
我国有高度的生物多样性（物种多样性、遗传

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通过教学，使学生认识

到我国这个植物生态系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巨

大财富。同时，通过讲述植物学发展史中科学家

的事例，使学生能够了解广大科学家为植物学科

建设所进行的长期艰苦的探索历程，从而引发学

生奋斗向上的精神力量，加强学生素质教育，培育

良好道德修养。

参考文献：

［１］段春燕，侯小改，张亚冰，等．高校《植物学》理论、实验
和实践教学模式初探［Ｊ］．新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２００５，２４（３）：８７－８８．

［２］汪矛，杨世杰．加强植物生物学课程建设，推动高校植
物学科教学改革［Ｊ］．植物学通报，２００２，１９（５）：６３４
－６３６．

［３］方华灿．论高等学校的课堂教学［Ｍ］．北京：石油工业
出版社，２００３．

［４］曾志嵘，周增桓，文民刚，等．高等医学院校人才培养创
新体系的探索与实践［Ｊ］．中华医学教育杂志，２００６，２６
（３）：４－６．

［５］段春燕，侯小改，张亚冰，等．观赏植物品种国际登录的
介绍［Ｊ］．生物学通报，２００５，４０（６）：１１－１２．

［６］李瞡琦．现代多媒体技术与传统植物学教学的整合与
思考［Ｊ］．陕西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２４（１）：１１０－１１２．

Ｃｏｕｒｓ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Ｂｏｔａｎｙ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ＤＵＡＮＣｈｕｎｙａｎ１，ＤＵＡＮＹｉｚｈｏｎｇ２，ＤＡＩＰａｎｆｅｎｇ１，ＺＨＡＮＧＹａｂｉｎｇ１，
ＨＯＮＧＹａｐｉｎｇ１，ＨＯＵＸｉａｏｇａｉ１

（１．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ｕｏｙａｎｇ４７１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２．Ｙｕｌ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ｙ，Ｙｕｌｉｎ７１９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ｔｒｉｅ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Ｂｏｔａｎｙ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ｆｒｏｍ 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ｙｌｌａｂｕ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ＣＡＩ．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ａｌｓｏ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ｔｈａｔｍｏ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ａｉｄ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ｉｎＢｏｔａｎｙ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ｗｈｉｃｈｉｍｐｌｉｅｓｔｈａｔｃｌａｓ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ｅｄ
ｂｙ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ａｗｓａｎｄ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ｇｏａ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ｏｔａｎｙ；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ｍｏ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上接第１２页）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Ｔａｌｅｎ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ＪＩＡＯＮｉａｎｙｕａｎ，ＹＩＮＦｅｉ，ＬＩＹｏｕｊｕｎ，ＦＵＧｕｏｚｈ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ｕｏｙａｎｇ４７１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ｓ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ｌｅｎｔｓｗｈｏｗｉｌｌｍｅｅｔ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ｎｕｒｇｅｎｔｉｓｓｕｅ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Ｇｉｖｅｎｔｈｅ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ｏｌ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ｗｎｅｅｄ，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ａｔｔｅｍｐｔ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ｎｅｗ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ｔｏ
ｈｅｌｐ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ａｌｌ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ｋｉｌ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ｌｌ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ｋｉｌｌ；ｔａｌｅｎ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６１·



高等教育研究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ｏ．１．２０１５
ＴｏｔａｌＮｏ．５２

新鲜热点事件的教学应用研究

赵贵森，徐国辉，莫耀南

（河南科技大学 法医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　无论对于案例法还是讲授法教学模式，事例都是常用的教学素材。网络时代，社会事件传播快、知
晓度高、信息丰富，为新鲜热点案例的教学应用提供了可能。以新鲜热点事件为教学案例，能快速激发

学生强烈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进行开放式讨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本文结合教学实践，探

讨新鲜热点案例用于课堂教学的可行性及其选用原则等。

关键词：　案例教学法；讲授法；举例法；热点事件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４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０５－２０
基金项目：　河南省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２０１２－３４）
作者简介：　赵贵森（１９７２－），男，河南洛阳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教学、法医ＤＮＡ分析等。

Ｅｍａｉｌ：ｌｙｆｙ＠ｈａｕｓｔ．ｅｄｕ．ｃｎ。

一、引言

无论何种教育阶段、教学模式，事例都是基本

而常用的教学素材。传统的讲授法往往需要通过

鲜活的事例来激发兴趣，增进理解。案例教学法

更是以案例为基础、为载体，围绕案例来组织、展

开教学活动。当前，恰当选择、灵活运用各种案例

素材，在提高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素质、知识和能

力中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１，２］。在以往

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对案例的使用主要以经典事

例为主，偶尔才能辅以身边正在发生的人和事。

随着互联网进入移动时代和各种自媒体的快速涌

现，这种状况正在迅速发生改变。教师在教学活

动中对网络新鲜热点事例的运用正日趋增

多［３－５］。如何恰当选择和正确应用新鲜热点事

例，充分发挥其对教学促进作用，亟待深入探讨。

本文结合教学实践，探讨新鲜热点案例用于课堂

教学的可行性及选择原则等，以期对当前的教育

改革和教师教学有所裨益。

二、新鲜热点事例用于课堂教学

的可行性

教学作为培育素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综

合性活动，对教学素材的选用有着相对严格的要

求。教师在课堂举例时，不能象日常交流那样信

手拈来，必须注意严谨性、专业性、系统性、伦理性

等［２］。在社交媒体不发达的时代，每个人所能接

触和知晓的人和事都是有限的，而且往往各不相

同。教师很难从自身知晓的当前事件中找到符合

教学要求的案例。通常情况下，只能以学生知晓

度较高的既往事例来说明问题。随着互联网进入

移动时代和各种自媒体的快速涌现，这种状况正

在迅速发生改变。

首先，网络自媒体解除了时空阻隔，教师能快

速了解到世界范围内社会各领域当下正在发生的

新鲜事件，为教学事例的选择提供了空前的可能

范围。无论乌克兰坠机、鲁甸地震，还是某名人接

受了“冰桶挑战”，我们都几乎可以第一时间了解

到。从这众多的人和事中，完全可以找到与我们

即将进行的教学内容相关的事例。如坠机、地震

涉及亡者的法医学个体识别，“冰桶挑战”涉及医

学罕见病等等。

其次，网络自媒体能助推社会热点的快速形

成，引起包含师生在内的大众的广泛关注，成为师

生共同知晓的事例，从而使其在课堂的导入和利

用成为可能。在各种教学活动中，受课堂时间的

制约，教师往往只能用很少的时间来导入案例或

列举说明问题的事例。这就要求学生对教师所举

事例事先已有较为全面的背景认知。在前网络时

代，要找到符合教学要求的、师生共同关注的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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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毫无疑问是相当困难的。而在当前，师生均

处于同一媒体环境中，面对着共同的社会热点，教

师在课堂举例时只须点到事件，即可激发学生丰

富的联想，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再者，网络热点事件往往在短时间内涌现出

大量的信息和观点，为教师的收集和取舍提供了

极大的便利。在案例教学中，教师需要导入相对

完整的案例信息以启动课堂讨论。在讲授举例

时，教师需要快速陈述或展示与教学内容紧密相

关的案例细节。这些都要求我们尽可能多的掌握

与事件相关的信息。前网络时代，这些都很难完

成，甚至是不可能的。而现在，我们很容易的就可

以通过网络自行检索到关于任一热点事件全面、

系统、最新的信息。经过鉴别、梳理和取舍，即可

组织成符合教学要求的案例。

最后，当前的热点事件不仅传播快，信息丰

富，而且传递、呈现形式多样，最终都可以通过网

络获得，为在教学中灵活使用案例提供了极大的

可能和便利。目前的热点事件，一般均通过电视、

报纸、广播、网络、微博、微信等多种途径同步迅速

传播，几乎囊括了文字、照片、音频、视频、动画、图

表等所有可能的信息呈现形式。虽然原始来源不

同，但各种传播途径的素材最终都汇集于网络空

间。教师在备课时可以方便的下载到各种形式的

案例素材，经简单加工即可制作成形象生动的多

媒体课件。

此外，用于案例教学法时，新鲜热点案例还有

另外一个经典案例不具有的优势。有相当一部分

的热点事件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时还没有结果，

事件本身还处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网络上往

往涌现出大量关于事件的推测、观点等。此类还

没有结果或结论的事件，非常适合于组织学生进

行开放性的分析、讨论。随着事件的发展，学生可

以自行对自己的分析判断进行检验和修正。运用

得当时，对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分析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可以发挥良好作用。

三、新鲜热点事例的选择和运用

在教学中经常使用的经典案例，一般均已经

过长期反复使用。其内容、形式和使用情景相对

固定，教学效果也已经过较为充分的检验或确证。

教师只需在合适的教学情景下导入或根据具体情

况稍加修饰后导入即可。与经典案例不同，新鲜

热点案例一般均为初次应用于课堂教学。在使用

前，教师必须根据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对与教学

内容相关的新鲜热点案例进行认真筛选、精心准

备，以充分发挥新鲜热点案例的优势［３－５］。

（一）新鲜热点事例的选择原则

１．不能背离教学需要，为了新鲜而新鲜
在教学活动中，案例的使用只是手段，不是目

的。新鲜热点案例必须象既往使用的经典案例一

样，符合对学生进行知识、素质、能力培养的要求，

能承载教学内容，或增进学生对抽象、疑难知识的

认识理解。在没有合适的新鲜热点案例时，不可

为求新鲜，牵强附会，强行使用不恰当的事例。

２．求新、求近、求热的原则
在有多个符合教学要求的新鲜热点案例时，

可以根据求新、求近、求热的原则，尽量选择最近

发生的、本地甚至教师社会服务中遇到的、引起民

众广泛关注的案例，以最大程度的节约导入时间、

激发学生兴趣。

３．所选案例应符合对学生进行素质和伦理
教育的需要

在符合教学内容、目的的前提下，应尽量选择

积极上进、弘扬正气、倡导“真善美”的“正能量”

案例。如在需要举例说明法医学“个体识别”这一

概念时，本地近期可能有两个新鲜案例可供利用：

一个是某重大交通事故嫌疑车辆上血痕个体来源

的鉴定，另一个是某名人“性丑闻”案中受害人内

衣上精斑个体来源的鉴定。从专业角度来看，两

个例子均可用于说明什么是个体识别。但从“育

人”的角度，教师应尽量选用道德中性的事故而不

是丑闻案例。

４．选在主流和官方媒体报道的案例
应尽量选择主流媒体、政府网站、官方网站，

或专业论坛、学术社区等已有报道的案例。这些

渠道以发布事实或学术交流为目的，参与者的素

质相对较高，对消息审查严格，相关资料也更为翔

实可靠。可以保证案例的权威性、真实性、可靠

性、严肃性和科学性。应充分认识到，互联网在为

我们提供丰富信息的同时，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

杂。对各种充斥于网络的“小道消息”、“谣传炒

作”，教师应慎加鉴别，自觉抵制，更不能引入课堂

教学。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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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应尽量选择学生关注度高、多数学生可能
已经有背景认知的案例

由于年龄、学识等差异，教师眼中的热点不一

定等于学生眼中的热点。在案例选择时，教师应

站在学生的角度，可能时尽量选择贴近青年人生

活的案例，以最大化案例的使用效果。如最近的

重庆女大学生“搭错车”遇害案，受害人与学生为

同一群体，涉及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问题，预期学

生的关注度较高。在课堂教学时用来说明侦查思

路、勘验过程、物证检验等专业问题时，较其他同

类案例预期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

６．应根据具体教学用途选择合适的案例
用于案例教学法的案例，必须具有专业性、代

表性和典型性。这就要求新鲜热点事件必须是专

业领域内的，或至少包含有较为典型的专业问题，

可以从本专业的角度去分析认识。能承载较多专

业知识，可以作为训练学生分析解决专业实际问

题能力的载体［１］。如上述“搭错车”事件，很快证

明是一个人员失踪遇害案，必然涉及嫌疑车辆追

踪认定、受害人尸体的查找和身份认定、受害人死

亡原因死亡方式确定、凶器的推断和认定、嫌犯认

定等诸多法医学领域内的专业问题。学生必须综

合运用多门课程的专业知识、思维方法和技术能

力，才能做出科学的决断。与案例教学法相比较，

课堂举例对案例的要求相对宽泛。所举案例既可

以是与本专业相关的事件，也可以是其他学科领

域、甚至普通的社会事件，只要有助于学生对当前

讲授内容的理解或记忆即可。关键是要鲜活生

动、通俗易懂、简洁明了，能快速激发学生的联系

和想象，领会教师所讲所述即可［２］。如：讲医疗纠

纷的法医学鉴定时可简单提及近期的“湘潭产妇

死亡事件”，讲毒品检验时可举 “房祖名、柯震东

吸毒事件”，讲 ＤＮＡ与遗传时可指出南京青奥会
会徽中的“ＤＮＡ”就是表达要 “传承”奥运精神的
意思，等等。

（二）新鲜热点事例的准备和课堂运用

与经典案例相比较，新鲜热点案例在应用于

教学前，教师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准备。

从所选事件的众多网络信息中，根据教学目的，筛

选出那些符合教学要求的资料，包括事实、细节

等，并认真组织起来。

１．要去伪存真
关于案件事实的核心信息，应以主流媒体公开

发布的数据为准，多比较几个可信度高的来源。慎

用单一报道、未经确认的信息，不用仅在自媒体中

传播的信息。慎用由媒体报道的、事件相关职业人

员的口述信息，不用当事人口述、缺乏佐证的信息。

２．要区分事实与推测、观点
媒体在报道事件，尤其是尚在进展中的事件

时，往往伴有多方的推测和评论，要把这些和已经

发生或揭示的事实区分开来，根据教学目的，分别

加以利用。在组织学生讨论时，应以事实为起点，

在适当时机再引入网络观点进行启发，以免限制

学生的思维。

３．要精选事实、细节
在关于热点事件的大量信息中，往往只有一

部分是与当前教学或本专业相关的。如围绕上述

“搭错车”遇害事件，有谈安全防范意识的，有谈公

共交通的。法医学专业要谈的是案件侦破，举例

时需要的事实、细节自然与前两者大不相同。“美

女”、“大学生”、“宠物狗”等这些细节在教学时大

可不谈，否则只能是哗众取宠，离题万里，浪费教

学时间，背离教学目的。

４．用语要科学、客观准确
关于热点事件，即使是主流媒体的报道，也不

可能象学术论文那样严格的措词。在教学活动

中，不能不加鉴别的直接使用媒体语言。如“湘潭

产妇死亡事件”，在最终定性之前，只能用“医疗纠

纷”，不能用“医疗事故”。

５．精选素材，科学组织
由于热点事件学生知晓度高，教师没有必要

花大量时间去介绍事件的背景和细节。在制作课

件时，可以热点事件名称为标题，配以与教学内容

相关的事件图片。在授课时，只要三言两语，文图

相配，就能激起学生头脑中已有的背景信息，达到

快速导入案例或举例的目的。

四、结束语

综合上述，网络自媒体时代的新鲜热点案例

具有数量众多、传播快捷、知晓度高、信息丰富、形

式多样、便于获取等诸多优点。在教学中应用新

鲜热点案例，能快速激发学生强烈的学习兴趣，吸

引学生进行开放式讨论。在恰当选择和灵活运用

的基础上，新鲜热点案例完全可以在学生能力培

养和教学效果提升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下转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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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法医学是应用医学、生物学及其他自然科学

的理论与技术，研究并解决司法实践中有关医学

问题的一门医学科学［１－２］。通过法医学的检验可

以为侦察、刑事和民事案件提供科学证据，并为公

共健康和公共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制定提供医学

资料［３］。法医学专业的特点是将人文、法律、生命

科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知识与法医学知识相结

合，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法医师。

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的纲领性文件，课程设

置是培养方案的核心内容。随着教育模式由学年

制向学分制的转变，以及就业方向的多元化，本科

法医学专业培养方案的课程设置亟待调整。本文

通过与临床医学等相近专业课程设置的比较，分

析法医学专业当前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的特点及

存在的问题，探讨课程设置改革的方向与思路，为

培养方案修订提供参考。

二、课程的学分要求与模块配置

医学类课程体系设置均包括通识教育、学科

平台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实践教学四部分，法医

学与临床医学学士学位的学分要求相同，均为最

低２３０学分，分布情况详见表１。法医学与临床医
学主要差异是学科平台课程和专业方向课不尽相

同，课程数量、学分、学时分配详见表２。
表１　法医学及临床医学课程与学分设置

专业

课程属性

通识教育 学科平台课程 专业方向课程 实践教学

必修 素质教育 必修 选修 必修 选修 必修 素质教育

临床医学 ３８ １０ ６５．５ ５ ４７．５ ６ ５４ ４
法医学 ３８ １０ ９６ ５ ３１．５` ６．５ ３９ ４

表２　法医学与临床医学课程学分及课程学时分配表

课程 课程种类 专业
课程

数量
学分／分 学时／ｈ 理论／ｈ 实验／ｈ 实践／ｈ

学科

平台课

必修课
临床医学 ２８ ６５．５ １２９６ ８０８ ４８８
法医学 ４４ ９６ １８１６ １３１２ ４９６ ８

选修课
临床医学 １１ １１ １７６ １７６
法医学 ９ １４ ２２４ ２２４

专业

方向课

必修课
临床医学 ２０ ４７．５ ８０８ ７０４ １０４
法医学 １４ ３１．５ ６４８ ３６８ ２３２ ４８

选修课
临床医学 ９ １３ ２０８
法医学 ８ １３ ２０８ ２０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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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总课时数中，法医学学科平台课和专业方
向课全部课程的课时总数为２８９６学时，按学分选
课课时数将不少于２６４８学时。而临床医学学科
平台课和专业方向课总课时数２４８８学时，按学分
选课课时数不少于２２８０学时。法医学比临床医
学总课时多３６８学时。

法医学与临床医学课程必修课相比仅在组织

学与胚胎学、形态学实验、生理学、机能学实验 １
和２、病原生物学、诊断学基础等７门课程的课时
数比临床医学合计少１４４学时，同时缺少了中医
学与皮肤病学共７２学时。除此之外，法医学必修
课包含了临床医学专业基础必修课和专业方向必

修课的基本课程。同时，法医学比临床医学多了

法律逻辑学、警察体育、法医法学三门专业基础必

修课，共８８学时。
临床医学学科平台选修课１１门课程（需选修

５门以上），法医学均未开设，主要为：医学生物
学、临床应用解剖学、临床胚胎学、生殖健康、性传

播疾病、人体生物化学与疾病、临床免疫学、病毒

与自然疫源性疾病、临床病理学进展、临床病理生

理学进展、临床药物治疗学等。在专业方向选修

课中法医学未开设医学拉丁语、康复医学、流行病

学、核医学、介入治疗学。而法医学专业比临床医

学则多开设了刑事诉讼法、证据法两门课程。

法医学专业方向必修课有法医病理学、法医

物证学、法医临床学、法医毒理、法医毒物分析、法

医精神病学、法医人类学、刑事科学技术等共１４
门课程，６４８学时；专业方向选修课开设了交通事
故司法鉴定、法庭生物统计学、亲子鉴定、医疗纠

纷司法鉴定、损伤与疾病、毒物分析技术、司法鉴

定实物、法医学进展等共８门课程，共２０８学时，
其中需选修１０４学时，专业方向课程总合计 ７５２
学时。

在医学类学科课程中，实践教学起着重要的

观摩和传帮带作用，包括临床见习和实习两部分，

在整个医学类教育中所占比重均较大。而法医实

践教学除包括临床见习和临床实习外，还包括法

医专业见习和法医专业实习（详见表３）。临床医
学实践教学包括见习 ８周，实习 ４５周，合计 ５３
周。其中临床医学类见习和实习１７周，法医专业
实习和见习１７周，法医实践教学合计３６周，比临
床医学少了１７周的实践教学，少了３２％的实践教
学时间。

表３　临床医学与法医学专业实践教学时间表

专业

实践环节

临床见习 临床实习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学分 周数 学分 周数 学分 周数 学分 周数

临床医学 ４ ８ ４５ ４５
法医学 １ ２ １６ １６ １ ２ １６ １６

三、当前课程设置的原因与改革方向

虽然有些学者对法医专业建设模式有不同的

看法［４］，包括撤销法医本科教育体系，建立法医局

进行法医专业建设［５］。但目前国内高校法医专业

课程设置均包含了临床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即

使是公安院校法医学专业，其教学一是未能自成

体系，二是无法摆脱医学学科基础。包括国外法

医学人才培养模式，也均涉及学习临床医学专业

课程［６］。同其他院校一样，我校法医学专业的基

本要求也包含了临床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因

此，法医学课程设置中医学部分的课程，除少量主

干课程课时数略有减少外，专业必修课基本包含

了临床医学专业基础必修课和专业方向必修课的

全部主干课程。

而随着目前的依法治国，科技强警不断深入，

对法医人才的需求加大，比如在２０１２年度河南招
警中，拟招录法医为８６人，已大于我校当年录取
的法医本科生总数。在中国教育在线中显示２０１４
年能招收法医学硕士研究生的院校只有３４所［７］，

说明学历教育的方式，尚不能满足我国目前对法

医学人才的需求。因此，我国法医学人才培养中

本科教育仍是核心［８］，需要以本科教育为主，研究

生教育为辅，不断提高法医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水

平。也说明现阶段法医学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课程

体系改革才是关键，因此下一步应结合基础医学

部分课程进度，调整如毒物分析、亲子鉴定等课程

时间安排，减轻后期法医专业课程数量的压力。

另外，在学分制下法医专业必修课总课时数

比临床医学多３６８学时，多修９门以上课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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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导致法医学专业课程只能在一学年内完成，不

但学生学习紧张，也使实践教学安排时间紧迫，难

以调整。应适度减少部分临床医学非主干课程的

课时数，如高等数学、机能实验等课程的课时数，

以减轻法医专业课时总数的压力。

　　四、行业体制改革和就业多元化

对课程设置的新要求

以往法医专业毕业生主要分配去向为公安机

关、法院、检察院、院校及医院等，其中公安机关去

向占毕业生总数的５１．８５％。近五年我校毕业生
去公安机关的占４１．０１％，依次是鉴定机构、读研、
保险公司等，和其他省属院校基本一致［９］。社会

需求是各个学科和专业发展的依据和归宿，因此

专业发展要以本专业的社会需求为关注焦点，并

贯穿于整个教学质量管理活动中。针对毕业生主

要去向仍是公安机关，学科平台必修课中开设了

法律逻辑学、警察体育、法医法学三门课程，在学

科平台选修课中开设了刑事诉讼法、证据法两门

课，以提高学生与警务工作有关的法律相关知识。

而对司法鉴定机构和保险公司方向的工作需要，

开设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法庭生物统计学、亲子

鉴定、医疗纠纷司法鉴定、损伤与疾病、司法鉴定

实物等实用性课程，以适应日后学生的工作需要。

实际上法医毕业学生就业方向相对比较窄，

除可在公安、政法机关从事法医学检案鉴定工作

外，只有社会司法鉴定机构、保险理赔、卫生执法、

部分基础医学岗位适合法医专业。理论上临床医

学及部分基础医学岗位对于法医专业毕业生原则

上也能够胜任，但因国家有关规定不能参加医师

资格考试而无法取得相应执业资格，丧失了从事

需要执业医师资格的岗位的可能。

其次，根据２００５年司法部《司法鉴定人管理
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以

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五年以上方可申请司法鉴

定人资格。在鉴定机构工作需５年以上方可申请
鉴定人资格，远大于临床医学毕业学生考取执业

医师的要求。使其在鉴定机构工作时，仅能从事

鉴定人助理的角色工作，工作内容和收入等方面

对学生的吸引力有限。同时，在法医专业学生的

主要就业方向公安机关或公务员，即使对法医技

术类招警条件相对宽松，但均须通过国家公务员

考试。而目前的法医专业课程体系课时数已大于

临床医学的课时数，无法兼顾这一实际情况，无法

分担学生毕业当年就业的压力。目前只能加强对

毕业生公务员报名考试的引导工作，协调法学院

在法律类课程中增加并突出公务员法学部分的考

试内容。

　　五、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与实践课

程改革

法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应注意增

加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教学

方法。从进入专业教学开始能让学生了解实际案

例，并创造条件让他们参与一些案件的检验及鉴

定工作。徐朝阳等调查一定时间内毕业生最多的

尸检例数也只有３６０具，绝大多数则更少［１０］。刘

艳等通过对毕业生的毕业后追踪调查，了解用人

单位的反馈意见，认为应加强法医学学生的实践

教学，为学生创造条件，提供机会，锻炼实际办案

能力，以提高日后的法医工作技能。而且在法医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中也应以提高检案能力为首要

目标，并且应类似附属医院培养临床型专业学位

研究生，强调实际检案能力的培养［１１］。

我院法医实践教学中临床医学部分是在进入

法医专业学习之前由附属临床医学院根据学生情

况分别安排见习和实习教学，目前只能建议临床

医学院的安排可跨越暑期以尽力增加学生实践教

学机会。法医实践教学部分实习地点主要也是和

公安系统联合建立的实习教学基地，并本着“相互

促进，共同发展”的原则建设，与学院有着良好的

协调关系，为法医专业教学创造了有利条件。因

此，将法医专业见习与实习合并，并跨越寒假时间

增长实践教学。同时，引导和协调学生在临床医

学学习阶段利用寒暑假时间就近或与学院教学基

地联系进行法医专业见习，增加学生法医实践机

会。但由于学分制下法医专业必修课程多，总课

时数多，也限制了实践教学时间的大幅增加。

从国内外教学改革的经验中可发现，教学方

法和手段的改革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效果是显而

易见的。可以将与法医专业相关的解剖学、神经

病学、精神病学适当增加课时和实验内容。增加

法医专业教学中案例教学的比重，采用“以问题为

中心”的教学法，在课堂上实现由“学”向“用”的

过渡，将课程内容相互联系起来，使学生积极参与

学习过程，在获取科学知识基础上重点强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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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决和能力的培养，以弥补法医专业实践教学

时间安排的不足。

总之，现阶段我国法医学人才培养中本科教

育仍是核心，需要以本科教育为主，研究生教育为

辅，不断提高法医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水平。法医

学专业的课程设置是以医学主干课程为基础的，

课程类别数目与课时数多于临床医学，导致实践

教学比重明显低于临床医学专业，因此在学分制

下，法医学专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亟待改革，

应多方面调整课程设置以提高实践教学比重。可

调整医学和法医学专业课程的时间安排，适度减

少部分临床医学非主干课程的课时数，以减轻法

医专业课程数量和课时数的压力。针对毕业生主

要去向应开设与学生毕业主要去向有关的课程，

以适应日后学生的工作需要。在教学方法上可增

加法医专业教学中案例教学的比重，建立以问题

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弥补法医专业实践教学时间

安排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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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特色专业视角的河南科技大学

市场营销教学团队评价研究

邓国取，王 静

（河南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　本文基于特色专业视角，根据《２０１０年度国家级教学团队申报指南》的基本要求，从团队组成、团
队带头人、教学研究、教材建设、科研工作、社会服务、教学工作、团队特色、运行和管理机制九个方面，构

建包括９个一级指标、２６个二级指标在内的市场营销教学团队评价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为一级指标设
置权重，并为二级指标设计详细的考核标准，对河南科技大学市场营销教学团队进行了综合评价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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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ｄｅｎｇｇｕｏｑｕ＠１２６．ｃｏｍ。

　　２００７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
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我国高校开

始实施“质量工程”。其中，教学团队建设属于

“质量工程”的重要内容，近几年来，特色专业建设

尤其是教学团队建设成为各高校工作的重要内

容。教学团队建设不仅有利于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同时对于高校学科建设、

课程建设具有重要作用［１］。为了切实提高本科教

学质量，教育部在“质量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特

别重视特色专业和教学团队建设。经过几年的建

设，我国的“质量工程”实施进入了验收期，因此，

如何构建一套合理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教

学团队建设的绩效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本文以

河南科技大学市场营销教学团队为例，从特色专业

的视角出发，以整体性、代表性、激励性、操作性、战

略性为原则筛选指标，采用 ＡＨＰ法构建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对河南科技大学市场营销教学团队现状

进行评价，提出市场营销教学团队建设建议。

　　一、评价指标选取原则及评价指

标体系构建

（一）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评价指标筛选对评价结果至关重要，因此对

教学团队评价指标的选取必须遵循科学的原则。

教学团队定量评价指标的设置，应该遵循整体性、

公正性、操作性、战略性原则，而教学团队定量评

价指标的权重设置，必须遵循激励性、基础性、重

要性等原则。教学团队评价结果一定程度上取决

于团队科研情况，因此本文对教学团队评价指标

的筛选正是参照大学科研定量评价指标设置标

准，同时考虑到市场营销教学团队的内涵和特征，

最终选取整体性、代表性、激励性、操作性、战略性

作为筛选原则：

１．整体性原则
选取的指标尽可能覆盖评价的所有内容，避

免遗漏。选取的各指标必须能够作为一个有机的

整体涵盖评价内容的每一个方面，能够科学、准确

地描述高校教学团队评价的内涵和特征。

２．代表性原则
指标必须能够反映与评价对象、评价内容有

关的内容。要求选取的指标能够代表并真实反映

与评价有关的那一方面的内涵和特征，同时，从特

色专业这一视角出发，代表性原则要求指标应该

能够反映、突出特色专业这一特征。

３．激励性原则
指标的选取及权重设置应对评价主体起到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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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作用。要求选取的指标不仅能如实反映评价对

象实力，而且对提高教师个人的工作效率和积极

性以及整个教学团队的工作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４．操作性原则
指标必须能够得到，而且尽量容易获取。要

求选取的指标在保证真实的基础上简洁、可查，这

样做的目的是使研究操作方便，具有可行性。

５．战略性原则
从长远来看，指标必须具有连续性和导向性

功能。要求选取的指标不仅能够反映现在教学团

队的绩效，而且能够连续反映教学团队以后的绩

效水平，并且这些指标还能够反映一个教学团队

发展的潜力。

（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１．一级指标选取
《２０１０年度国家级教学团队申报指南》（以下

简称《申报指南》）从团队及组成、带头人、教学工

作、教学研究、教材建设、运行和管理机制六个方

面提出了对本科国家级教学团队的申报要求，笔

者认为从特色专业教学团队视角出发，河南科技

大学市场营销教学团队及其影响因素具有特殊性

和复杂性，因此，对其绩效考核除上述六个方面

外，还应将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团队特色三种因

素融入评价体系。因此，本文本着力求全面、突出

专业特色的指导思想，选取了团队组成（Ｃ１）、团
队带头人（Ｃ２）、教学研究 （Ｃ３）、教材建设
（Ｃ４）、科研工作（Ｃ５）、社会服务（Ｃ６）、教学工
作（Ｃ７）、团队特色（Ｃ８）、运行和管理机制（Ｃ９）
９个一级指标（见表１）。

２．二级指标选取
为了克服单纯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弊

端，本文主要遵循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思路，

选取２６个二级评价指标（见表１）。

表１　评价指标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团队组成（Ｃ１）

团队规模（Ｃ１１）
团队年龄结构（Ｃ１２）

团队专业技术职称结构（Ｃ１３）
学历结构（Ｃ１４）
团队荣誉（Ｃ１５）

团队带头人（Ｃ２）
科研能力（Ｃ２１）
教学能力（Ｃ２２）

综合素质和领导能力（Ｃ２３）

教学研究（Ｃ３）
教学改革创新与课程建设（Ｃ３１）

教学成果奖励（Ｃ３２）

教材建设（Ｃ４）
教材效果奖励（Ｃ４１）

重视教材建设和研究（Ｃ４２）

科研工作（Ｃ５）
科研项目（Ｃ５１）
科研论文（Ｃ５２）

社会服务（Ｃ６）
培训工作（Ｃ６１）
校企合作（Ｃ６２）

教学工作（Ｃ７）
教学质量管理（Ｃ７１）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Ｃ７２）
教师专业素养（Ｃ７３）

团队特色

（Ｃ８）

优势突出（Ｃ８１）
特色鲜明（Ｃ８２）
新兴交叉（Ｃ８３）
社会急需（Ｃ８４）

运行和管理机制（Ｃ９）
教学团队管理模式和机制（Ｃ９１）
教学团队监督约束机制（Ｃ９２）

示范性（Ｃ９３）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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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设置

目前关于权重的确定方法有数十种之多，根

据计算权重时原始数据的来源不同，这些方法大

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主观赋权法，其原始数据

主要由专家根据经验主观判断得到，如古林法、层

次分析法（ＡＨＰ法）、专家调查法等；另一类为客
观赋权法，其原始数据由各指标在被评价单位中

的实际数据形成，如均方差法、主成份分析法、离

差最大化法、熵值法、代表计数法、组合赋权法

等［２］。客观赋权法虽然大多数情况下精度较高，

但有时与实际情况相悖，实用性较差，本文采用

ＡＨＰ主观赋权法为一级指标设置权重，更能符合
实际情况，解释性强。

（一）构造判断矩阵

Ｓａａｔｙ等人认为，可以采用对因子进行两两比
较建立成对比较矩阵的方法来构建判断矩阵：每

次取两个因子ｘｉ和ｘｊ，以ａｉｊ表示ｘｉ和ｘｊ对某一因
素的影响程度之比，全部比较结果用矩阵 Ａ＝
（ａｉｊ）ｎ×ｎ表示，矩阵Ａ即为判断矩阵

［３］。对于ａｉｊ值
的确定，Ｓａａｔｙ等建议引用数字１—９及其倒数作
为标度：在成对比较两因子差别时，用５种判断级
别较为合适，即用相等、较强、强、很强、绝对的强

表示差别程度，ａｉｊ相应地取１，３，５，７，９；在成对因
子的差别程度介于两者之间时，ａｉｊ可分别取值２，
４，６，８。本文根据上述思想，向相关领域的多位专
家发放问卷，进行咨询，并对所得的结果进行处

理，经过多次论证，最终由专家咨询法得出最终的

判断矩阵：

Ａ＝

１ １
４ ３ ５ ２ ５ ２ ２ ２

４ １ ４ ６ ５ ８ ３ ２ ３
１
３

１
４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２
１
５

１
６

１
３ １ １

２ ２ １
３

１
２

１
３

１
２

１
５ １ ２ １ ４ １ ２ ２

１
５

１
８

１
３

１
２

１
４ １ １

３
１
３

１
２

１
２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１

２ １

１
２

１
２

１
３ ２ １

２ ３ ２ １ １
２

１
２

１
３ ２ ３ １

２













































２ １ ２ １
９×９

　　（二）层次单排序
层次单排序是指每一个判断矩阵各因素针对

其准则的相对权重，即计算权向量。计算权向量

有特征根法、和法、方根法、幂法等［４］，这里采用方

根法近似计算各一级指标相对重要性系数，计算

公式如下：

ｗＡ ＝
∏
９

ｊ＝１
ａ( )ｉｊ

１
９

∑
９

ｉ＝１
∏
７

ｊ＝１
ａ( )ｉｊ

１
９

式中，ｗＡ为相对重要性系数矩阵，由上述判
断矩阵计算得：

ｗＡ ＝ ０１７，０３１，００９，００４，０１０，００３，００９，００８，( )０１０

（三）一致性检验

在实际中，要求判断矩阵满足大体上的一致

性准则，只有通过一致性检验，才能说明判断矩阵

在逻辑上是合理的，则用方根法计算得到的结果

可以作为各一级指标的系数。

１．计算一致性指标ＣＩ（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ｌｙｉｎｄｅｘ）

ＣＩ＝
λｍａｘ－ｎ
ｎ－１

式中，λｍａｘ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ｎ为判
断矩阵的阶数。

经计算，λｍａｘ＝９．６３，则ＣＩ＝０．０８。
２．查表确定相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ＲＩ

（ｒａｎｄｏｍｉｎｄｅｘ）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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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
λ＇ｍａｘ－ｎ
ｎ－１

式中，λ＇ｍａｘ为子样充分大时，判断矩阵最大特
征根的平均值。

对ｎ＝１，…，１０，，Ｓａａｔｙ给出了ＲＩ的值（如表
２所示），对应于ｎ＝９，查表可得ＲＩ＝１．４５。

表２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ＲＩ表

矩阵阶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ＲＩ ０ ０ ０．５８ ０．９０ １．１２ １．２４ １．３２ １．４１ １．４５ １．４９

　　３．计算随机一致性比率 ＣＲ（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ｌｙ
ｒａｔｉｏ），并进行判断

ＣＲ＝ＣＩＲＩ
经过大量实例比较，Ｓａａｔｙ认为，在ＣＲ＜０．１０

时，可以认为判断矩阵具有较为满意的一致性，否

则，当ＣＲ＞０．１０时，判断矩阵不符合一致性要
求，需要对原有的判断矩阵进行重新修正，直至具

有满意的一致性。

计算得ＣＲ＝０．０６，满足ＣＲ＜０．１０，因此原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可以接受，则可以将上述计算

所得的ｗＡ作为各一级指标的权重，如表３：
表３　一级指标权重表

一级指标Ｃｉ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Ｃ６ Ｃ７ Ｃ８ Ｃ９

权重ｗｉ ０．１７ ０．３１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１０

　　三、河南科技大学市场营销教学团

队评价

河南科技大学市场营销专业始建于１９９２年，
２０１０年９月，被评为校级特色专业，２０１１年８月，
被评为省级特色专业。２０１２年９月，河南科技大
学市场营销教学团队被评为校级教学团队。

根据构建的教学团队评价体系，准确地对河

南科技大学市场营销团队的建设现状进行评价，

可以及时发现团队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为教学团

队的改善提供依据。首先，要对评价体系的二级

指标设置考核依据，使之可以量化计分（本文采用

１０分制）；其次是对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及其关系
进行适当处理，构建评价模型，得出整个教学团队

的评价总分；最后是设计评价标准，为不同的评价

得分范围划分不同等级，以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

（一）二级指标考核标准设置

河南科技大学市场营销教学团队评价体系的

二级指标考核标准设置如表４所示：

表４　二级指标考核依据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核标准

团队组成

（Ｃ１）

团队规模（Ｃ１１）
团队成员总人数１０人记１０分，团队人数每增加或减少一人扣１
分，最低为０分。

团队年龄结构

（Ｃ１２）

青年教师（４０周岁以下）占
５０％－６０％，１０分；
４０％－５０％或６０％－７０％，８分；
３０％－４０％或７０％－８０％，６分；
２０％－３０％或８０％－９０％，４分；
２０％以下或９０％以上，２分。

团队专业技术职称结构

（Ｃ１３）

副教授以上教师占教师总人数的

５０％及以上，１０分；
４０％－５０％，８分；
３０％－４０％，６分；
２０％－３０％，４分；
２０％及以下，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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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核标准

学历结构

（Ｃ１４）

博士学位以上教师占教师总人数的

９０％及以上，１０分；
８０％－９０％，８分；
７０％－８０％，６分；
６０％－７０％，４分；
６０％及以下，２分。

团队荣誉

（Ｃ１５）

教学团队获得

国家级奖励或荣誉，一项３分，最高得６分；
省级奖励或荣誉，一项１．５分，最高得６分；
校级奖励或荣誉，一项１分，最高得３分。

团队带头人（Ｃ２）

科研能力（Ｃ２１）

课题：团队带头人主持

国家级课题，４分；省部级课题，２分；地厅级课题，１分。
论文：带头人（第一作者）发表

重要论文或四大检索论文，２分；核心论文，１分；一般论文，０．
５分。

发明和专利：带头人有发明或专利（第一发明人或第一专利

人），１分。

教学能力（Ｃ２２）

学生教学评教：

９０分及以上，５分；
８０－９０分，４分；
６５－８０分，３分；
５０－６５分，２分；
５０分及以下，１分；
教学督导：

９０分及以上，５分；
８０－９０分，４分；
６５－８０分，３分；
５０－６５分，２分；
５０分及以下，１分。

综合素质和领导能力
（Ｃ２３）

品德高尚，治学严谨，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和较好的组织、管理和

领导能力［５］。

教学研究

（Ｃ３）

教学改革创新与课

程建设

（Ｃ３１）

团队成员有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或精品视频公开课程：

国家级，４分；省部级，２分；地厅级（校级），１分。
有教学改革方案、有企业参与开发的课程或发表过教改论

文，１分。

教学成果奖励

（Ｃ３２）

团队成员获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励，特等奖８分，一等奖６分，二等奖４分；
省部级教学成果奖励，特等奖４分、一等奖２分，二等奖１分；
校级教学成果奖励，特等奖１分，一等奖 ０．５分，二等奖 ０．

１分。
（三个等级独立计分后加总，每一等级中只记一项最高得分）

教材建设

（Ｃ４）

教材效果奖励

（Ｃ４１）

团队成员正式出版

国家级规划教材，３分；
省级规划教材，一部２分，最高４分；
一般教材，一部１分，最高３分。

重视教材建设和
研究（Ｃ４２）

教材建设有规划，重视教材建设和教材研究，注重特色教材开发

和使用，教材使用效果好，受到学生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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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核标准

科研工作

（Ｃ５）

科研项目（Ｃ５１）

团队成员主持

国家级课题，重大课题，６分；重点课题，４分；一般课题，２分；
省部级课题，重大课题，２分；重点课题，１分；
一般课题，０．５分；
地厅级课题，重大或重点课题，１分；一般课题，０．１分。
（三个等级独立计分后加总，每一等级中只记一项最高得分）

科研论文（Ｃ５２）

团队成员发表论文（第一作者）：

重要论文或四大检索论文，１－５篇，２分；５篇及以上４分；
核心论文，１－５篇，１分；５篇及以上２分；
一般论文，１－１０篇，１分；１０篇及以上２分。
团队成员有发明或专利（第一发明人或第一专利人），２分。

社会服务

（Ｃ６）

培训工作（Ｃ６１）

团队参与培训班，培训企业员工：

３０－５０人，２分；
５０－１００人，４分；
１００人及以上，６分。
团队成员具有企业兼职培训师资格，１人２分，最高４分。

校企合作（Ｃ６２）
团队参与企业科研合作项目，一项３分，最高６分；

团队有与企业合作的实训、实践基地，一个２分，最高４分。

教学工作

（Ｃ７）

教学质量管理

（Ｃ７１）

教学督导得分：

８５分及以上，一人１分，最高５分；
７５－８５分，一人０．５分，最高３分。
团队无教学事故，２分。

教学内容和教学
方法（Ｃ７２）

教学方法科学，教学手段先进，重视实验、实践教学，引导学生进

行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兴趣和能力［１６］。

教师专业素养
（Ｃ７３）

团队成员与行业企业紧密联系，教学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了

解学科（专业）、行业现状，追踪学科（专业）前沿，积极探索、及时

更新教学内容和方法。

团队特色

（Ｃ８）

优势突出
（Ｃ８１）

教学团队培养出的毕业生在就业领域和未来预期发展上有广阔

空间，在就业层次和就业环境上有较好的发展优势。

特色鲜明
（Ｃ８２）

教学团队的培养定位特色鲜明，其培养方案、教学模式具有创新

性，使毕业生能迅速适应企业的要求。

新兴交叉
（Ｃ８３）

教学团队与社会新兴科技和革命密切结合，能够紧随时代和行业

发展的步伐调整培养目标。

社会急需
（Ｃ８４）

教学团队时刻以市场需求和国际竞争变化为导向，紧密联系行业

发展，联系市场需要，培养“适销对路”的营销人才。

运行和管理机制

（Ｃ９）

教学团队管理模
式和机制（Ｃ９１）

建立了有效的教学团队管理模式和机制，能使教学团队很好的

运行。

教学团队监督约
束机制（Ｃ９２）

有健全的教学团队监督约束体系，对教学团队起很好的监督、约

束作用。

示范性（Ｃ９３） 教学团队在运行和管理上能为同类院校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标记的二级指标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得分，其余指标均依据考核标准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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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评价模型构建
教学团队评价总分 ｆ由各一级指标（Ｃｉ）权

重ｗｉ与各一级指标得分ｆｉ的乘积之和构成即
［７］：

ｆ＝∑ｗｉｆｉ
其中，一级指标得分ｆｉ由其二级指标（Ｃｉｊ）得

分ｆｉｊ计算得出，计算公式为：

ｆｉ＝
１
ｎ∑

ｎ

ｊ＝１
ｆｉｊ　　　（ｎ＝２，３，４，５）

（三）评价标准设计

不同的教学团队评价得分反映了教学团队建

设的不同水平和状况，对教学团队评价结果设计

合理的评价标准，可以使教学团队对本身所处的

建设水平和现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为教学团队

进一步发展找准方向，制定出合理、有效的策

略［８－９］。表５作为评价总分分析参考的评价标
准表：

表５　评价标准表

评价总分所属范围 教学团队对应水平／状况

９－１０分
（包括９分、１０分）

属于高质量、高水平教学团队；教学团队在团队组成、团队带头

人、教学研究、教材建设、科研工作、社会服务、教学工作、特色突

出、运行和管理方面均运行很好，几乎不存在建设中的问题。

７－９分
（包括７分）

属于质量较好、水平较高的教学团队；教学团队在团队组成、团

队带头人、教学研究、教材建设、科研工作、社会服务、教学工作、

特色突出、运行和管等中的某一个或少数几个方面的运行中存

在问题，但问题不太严重，容易解决。

５－７分
（包括５分）

属于质量、水平一般的教学团队；教学团队在团队组成、团队带

头人、教学研究、教材建设、科研工作、社会服务、教学工作、特色

突出、运行和管理中的好几个方面存在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或

在某一方面存在严重问题，难以解决。

５分
以下

属于低质量、低水平教学团队；教学团队在团队组成、团队带头

人、教学研究、教材建设、科研工作、社会服务、教学工作、特色突

出、运行和管理中很多方面均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教学团队难

以运行下去。

　　（四）评价实施及评价结果
１．二级指标分数获取
对考核表中二级指标，进行分类处理：

可直接量化指标（没有标记的指标），根据
河南科技大学市场营销教学团队的实际情况，进

行统计，同时对照二级指标考核依据表的评分细

则对该教学团队的各二级指标进行考核，得到相

应的分数。

不可直接量化指标（标记的指标），采用问

卷调查法获取分数：向河南科技大学的教师和学

生（主要是经济、管理学院）发放调查问卷４００份，
请他们对二级指标打分。对有效问卷的调查结果

处理后得到各二级指标的平均分数值。

２．二级指标计算
对所得的所有二级指标的分数，由公式 ｆｉ＝

１
ｎ∑

ｎ

ｊ＝１
ｆｉｊ计算出各一级指标的分数，结果如表 ６

所示：

表６　二级指标评价结果表

一级指标Ｃｉ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Ｃ６ Ｃ７ Ｃ８ Ｃ９

得分ｆｉ ８．００ ７．７３ ３．５ ４．７５ ９．１４ ９．２３ ８．６０ ７．８５ ７．７７

　　３．评价总分计算
由前文为一级指标设置的权重及计算所得的

各一级指标的分数，通过公式 ｆ＝∑ｗｉｆｉ计算得

出评价总分，得到ｆ＝７．３４。
（五）评价结果分析

河南科技大学市场营销教学团队总体评价得

分是７．３４分，可以看出河南科技大学市场营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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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团队属于质量较好、水平较高的教学团队，但距

高质量、高水平教学团队仍有很大距离。

河南科技大学市场营销教学团队评价一级指

标得分情况来看，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第一，科

研工作和服务社会评价都在９分以上，说明该教
学团队科研工作突出，科研成果丰富；结合市场营

销专业特点，密切联系实际，给企业提供了市场营

销服务，效果不错。第二，教学研究和教材建设工

作评价分值很低（没有超过５分），说明该教学团
队教学研究投入不足，缺乏教学改革和探索，成果

偏少。尽管重视教材建设工作，出版教材的数量

也不少，但缺乏有影响的教材，特别是缺乏国家级

统编教材，另外，自编的教材更是严重缺乏。所

以，教学研究和教材建设工作是市场营销教学团

队建设的短板。第三，队伍建设、教学工作、团队

特色和运行和管理机制等方面评价得分一般在

７—８分，说明市场营销教学团队在上述方面做的
一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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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本科生规范化课间见习模式的构建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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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护理学专业的实践性较强，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传统的临床见习模式已经跟不上改革的步伐。
规范化的课间见习模式优于传统见习模式，能够把护理学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充分融会贯通，使护生更

有效的达到见习效果。本研究立足于河南科技大学护理专业１１级的本科生，改革护理本科生见习模
式，构建规范化的课间见习模式，研究新的教学管理方法，提高见习质量，促进护生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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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性学科，临
床见习作为该专业实践教学的一个具体环节，是

学生真正与病人接触的开始。传统的见习安排在

理论课教学期间，见习时间较短，一般３～４学时，
少于１周，学者李晓玲、钟柱英、谢晖、王肇俊等都
采用这种传统见习教学模式［１－４］；部分院校采取

疾病见习的方式，即课堂上讲完某一疾病后，安排

到相应科室见习这一疾病，毛婷在内科教学、王俊

杰在外科教学中采用这种形式见习［５－６］；还有部

分院校采用固定见习日，即在学习理论课期间，每

周固定一次临床见习，学者吴明在开设护理学基

础时每周临床见习一次［７］，荆亚茹选择每周一、

周五下午为临床见习时间［８］。总之，传统的课间

见习存在带教老师论资排辈上岗、师资力量薄弱、

学生见习时间较短、准备不充分、学习目的不明确

及教学管理模式不规范等现象，使得课间见习难

以达到预期效果。本研究旨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的

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使护生不仅掌握医学基本

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而且能够具有一定的运用

知识和技能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现况调查，便利抽样法，于

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在河南科技大学护理

学院进行。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为：（１）正式在校
生；（２）护理本科生；（３）愿意接受研究调查。采
用随机分组法，６０例护理本科生作为教改实验组，
６０例护理本科生作为对照组。

（二）研究工具

１．护生的一般资料问卷
护生的一般资料问卷，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

含６个条目，性别、年龄、民族、生源地、年级、是否
独生子女、是否自愿学护理专业。

２．护生的综合测评问卷
护生的综合测评问卷，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

含三个维度，第一是理论知识维度，以选择题的形

式进行考核，总分１００分；第二是护理技能操作维
度，包括系统体格检查、无菌技术操作、几种注射

方法，总分１００分；第三是案例分析维度，包括重
要系统的典型案例分析，总分１００分。
３．护生的见习反馈问卷
护生的见习反馈问卷，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

含三个条目，第一是对见习老师的满意度，第二是

对见习模式的满意度，第三是对见习效果的满意

度，每个条目１００分。
４．见习教师对护生见习的效果评价
见习教师对护生见习的效果评价，由研究者

自行设计，包含三个条目，第一是护生理论与实践

结合效果，第二是临床技能与思维的提高，第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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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表现，每个条目１００分。
（三）研究过程

１．见习实施
通过收集资料，咨询相关专家，制定符合我院

实际的见习带教制度，包括：临床师资准入标准、

规范化教学管理流程、见习效果评价模式；并对规

范化的课间见习模式进行实施，实验组６０例护理
本科生采用规范化的课间见习模式，对照组６０例
护理本科生采用传统的见习模式。

２．预实验
随机选择３０例护理本科生对研究者设计的

问卷进行预调查，在填写问卷前，被试者需填写知

情同意书，了解该项目的目的及意义。收集并记

录被试者的意见，研究者讨论这些修改意见，并做

出最后决定。反复进行预调查，并修改问卷。

３．现况调查
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河

南科技大学护理学院２０１１级１２０例护理本科生
进行问卷调查。

（四）资料收集

获得相关机构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后，由研究者到河南科技大学护理学院，对符合纳

入标准的被试者进行调查，并与每位被试者签署

知情同意书。在整个资料收集过程中，统一采用

标准的指导语和解释等。所有问卷一律当场回

收，由每位调查者一对一进行调查。

（五）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收集的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进行数据
录入，双人双入法，数据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
分析。①护生的一般资料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
频率、均数和标准差进行表述。所有检验采取双

侧检验，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②见习综合测评
成绩，见习反馈，实验组与对照组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

二、结果

１．护生的一般资料情况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１２０份，回收１２０份，问卷

有效率１００％。护理本科生的一般资料详见表１。

表１　护理本科生的一般资料

护生（Ｎ＝１２０）
实验组

例数（百分比／均数）
对照组

例数（百分比／均数）

年龄 ６０（２１．１２±０．７３） ６０（２１．０５±０．８８）

性别

男

女

１２（２０％）
４８（８０％）

８（１３．３３％）
５２（８６．６７％）

民族

汉族

其他

５８（９６．６７％）
２（３．３３％）

５７（９５％）
３（５％）

生源地

城市

农村

２８（４６．６７％）
３２（５３．３３％）

２２（３６．６７％）
３８（６３．３３％）

是否独生子女

是

否

３９（６５％）
２１（３５％）

４２（７０％）
１８（３０％）

是否自愿学护理专业

是

否

１９（３１．６７％）
４１（６８．３３％）

２３（３８．３３％）
３７（６１．６７％）

　　２．护生的综合测评成绩
维度一：理论知识维度，实验组平均成绩

８７．１２±５．３４分，对照组平均成绩 ８５．７５±４．７５
分，两者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维度二：护理技
能操作维度，实验组平均成绩９１．３５±３．４７分，对

照组平均成绩８５．１４±４．５１分，两者间有显著差
异，ｐ＜０．０５；维度三：案例分析维度，实验组平均
成绩８９．７１±３．４７分，对照组平均成绩 ８２．３３±
５．６４分，两者间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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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护生的综合测评成绩

综合测评 实验组（均数） 对照组（均数） ｐ
理论知识维度 ８７．１２±５．３４ ８５．７５±４．７５ ＞０．０５

护理技能操作维度 ９１．３５±３．４７ ８５．１４±４．５１ ＜０．０５
案例分析维度 ８９．７１±３．４７ ８２．３３±５．６４ ＜０．０５

　　３．护生的见习反馈
护生的见习反馈，第一是对见习老师的满意

度，实验组为９８．４５±３．４７，对照组为８５．１１±４．５２，
两者间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第二是对见习模式的

满意度，实验组为９７．８６±２．２５，对照组为８６．５８±
３．６７，两者间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第三是对见习效
果的满意度，实验组为 ９５．２７±３．２９，对照组为
８８．４７±４．６８，两者间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表３　护生的见习反馈

见习反馈 实验组（均数） 对照组（均数） ｐ
对见习老师的满意度 ９８．４５±３．４７ ８５．１１±４．５２ ＜０．０５
对见习模式的满意度 ９７．８６±２．２５ ８６．５８±３．６７ ＜０．０５
对见习效果的满意度 ９５．２７±３．２９ ８８．４７±４．６８ ＜０．０５

　　４．见习教师对护生的见习效果评价
见习教师对护生的见习效果评价，第一是护

生理论与实践结合效果，实验组得分为９１．３４±
２．４２，对照组为８９．５６±４．４８，两者间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第二是临床技能与思维的提高，实验组

为９２．１１±４．７７，对照组为８７．３８±５．６３，两者间有
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第三是综合表现，实验组为
９１．８９±３．９１，对照组为８８．９６±４．０３，两者间有显
著差异，ｐ＜０．０５。

表４　见习教师对护生的见习效果评价

见习教师反馈 实验组（均数） 对照组（均数） ｐ
护生理论与实践结合效果 ９１．３４±２．４２ ８９．５６±４．４８ ＞０．０５
临床技能与思维的提高 ９２．１１±４．７７ ８７．３８±５．６３ ＜０．０５

综合表现 ９１．８９±３．９１ ８８．９６±４．０３ ＜０．０５

三、讨论

护理临床见习在护理学习中意义重大，是护

生走向临床的关键一步，培养护生正确的护理理

念，正确的操作技能，准确的角色定位，对护生的

职业发展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９］。护生通过临

床见习，接触患者，可了解护理岗位对护生的要

求，培养护生的实践能力及临床思维能力等。

（一）护生的一般情况

本项目调查结果显示，护理本科生还是以女

生为主，实验组８０％为女生，对照组８６．６７％ 为女
生，符合本专业以女性为主的特点。男护生的比

例尽管在护中占少数，但是随着现代医学的改革，

护理专业招生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男生加入

到护理队伍中来，给护理专业注入了新的力量。

但是男护生依然承受了一定的心理压力，来自社

会传统观念对男护士的偏见、专业特点等因素的

影响［１０］。因此临床带教教师在见习带教过程中

应注重引导男护生对护士角色的认同，增强男护

生的自信心，使其在见习时更加积极主动。实验

组护生中３１．６７％是自愿填报护理专业，对照组是
３８．３３％的护生自愿填报护理专业的，结果显示，
自愿选择护理专业的学生还是占少部分，现阶段

护理专业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越来越多的学生

自愿学习护理专业，一方面因为护理专业较容易

就业，一方面护理专业比较适合女生学习和就业。

（二）护生的综合测评成绩

本教改项目，经过一年的资料整理、模式构建

及教师培训，２０１４年９月我院正式开始规范化课
间见习模式的见习改革。“课间见习”教学模式有

助于增强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能力。早

期让学生接触临床，填补了相对枯燥的集中、单纯

的临床理论教学，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

提高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实验组采用规范化的课间见习模式，对照组

采用传统见习模式，经过一年的临床见习，对护生

的综合成绩进行测评，从三个维度进行测评，第一

是理论知识维度，实验组平均成绩稍高于对照组

的平均成绩，两者间无显著差异，实验组与对照组

是随机分配，成绩较为均等，经过一年的临床见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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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理论知识部分上课都是同等的，因此对理论知

识的掌握也无显著差异；第二是护理技能操作维

度，实验组平均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平均成绩，两

者间有显著差异，该维度较鲜明的指出了临床见

习的效果，规范化的课间见习模式大大地提高了

护生的临床操作技能；第三是案例分析维度，实验

组平均成绩也明显高于对照组平均成绩，两者间

有显著差异，规范化的课间见习模式对带教教师

严格筛选，见习形式多样，促进护生锻炼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因此对案例分析的能力较为突出。

（三）见习反馈

护生的见习反馈结果显示，规范化的课间见

习模式明显好于传统见习模式，不管是对见习教

师的满意度，还是对见习模式的满意度以及对见

习效果的满意度，都明显高于对照组。见习教师

对护生的见习效果评价，除了第一项护生理论与

实践结合效果无显著差异之外，第二项临床技能

与思维的提高与第三项综合表现，实验组都明显

高于对照组。

双向的教学评价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能

够使教师有得放矢的采取教学改革措施，增强护

生临床见习的效果。同时，教学评价对临床带教

教师也产生了一定的压力，促进了教师进一步钻

研护理业务，课前提前进行实地考察，选择好典型

病例，做好充分的预习工作，提高护理临床带教能

力、进一步改进教学方法，调动护生见习的积极

性，达到一举两得的目的。

四、结论

本项目在近一年的规范化课间见习模式改革

中，规范化课间见习初步达到了预期效果，一方面

调动了护生见习的主动性、对案例整体掌握分析

的能力及综合素质的培养，同时，也对带教教师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促进带教教师规范化的进一步

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能力，总结经验和教训，完善课

间见习模式。经过不断地教学改革，我们会进一

步钻研、探索，寻找适合我院护生专业发展的最佳

培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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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讨形成性评价对促进医学教育的作用，采用随机对照方法比较了形成性评价与传统终结性
评价的优缺点。结果表明：形成性评价促进学生主动积极学习、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过程中的信息反馈

是教师教学方案调整的主要依据；既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又有助于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形

成性评价具有诸多优势，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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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评价

１．教育评价的发展
教学是学校的主题，质量是教学的核心，评价

则是其衡量标准。自古以来教育者探讨了各种评

价方式。

１９世纪中叶以来教育评价经历了四个时期，
①心理测验期，强调以量化的方法对学生学习状
况进行测量，测验学生记诵教材的知识内容；②目
标中心期，即泰勒模式，提出了以教育目标为核心

和依据的课程和测验编制的原则，以此把社会要

求、学生需要反映在课程与测验中。正式提出了

“教育评价”就是衡量教育活动达到教育目标程度

的一种活动。此后又涌现出ＣＩＰＰ评价模式、目标
游离评价模式、外貌模式、应答模式、鉴赏模式、建

构主义评价模式等诸多不同的理解和操作模式。

这些模式丰富、拓展和深化了人们对教育评价的

理解，但它们并没有突破泰勒模式的基本框架，考

查目标达成程度仍然是教育评价的核心任务；③
标准研制期，以布卢姆为主的教育家，提出了对教

育目标进行评价的问题，布卢姆则把教学评价包

含在教学目标之内；④结果认同期，重视评价对个
体发展的建构作用，又称为“个体化评价时

期”［１］。现代一般认为，教学评价是指以教学目标

为依据，制定科学的标准，运用一切有效的技术手

段，对教学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测定、衡量，

并给以价值判断，主要形式有形成性评价和终极

性评价［２］。

２．形成性评价
形成性评价最早由美国评价专家斯克里文

１９６７年提出。１９６９年美国评价专家布卢姆将形
成性评价移植到学习评价领域。所谓形成性评价

（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也有称为课堂评估、学习评
价，是对学生日常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所取得的成

绩以及所反映出的情感、态度、策略等方面的发展

做出评价，也是对学生学习全过程的持续观察、记

录、反思而做出的发展性评价。为教师与学生提

供反馈，并且在评价中收集到的信息真正用于调

整教学以满足学生的需求及提高教学质量。其目

的是激励学生学习，帮助学生有效调控自己的学

习过程，使学生获得成就感，增强自信心，培养合

作精神。使学生从被动接受评价转变成为评价的

主体和积极参与者，有助于学生身心素质的全面

发展［３］。

二、在医学教学中运用形成性评价

医学教育有其特定的特点，知识点多、覆盖面

广、灵活应用性强等，临床疾病千变万化，因此，对

医学教育有更高的要求，且目前大多数临床医学

仍以毕业考试告终，考试作为评价形式最为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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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常用，传统的评价体系以考试为唯一手段，不关

心每个学生水平、兴趣、学习风格的多样性，简单

地对不同学生的成绩进行比较、排队。作为评先

评优的主要指标，过分的看重分数，导致教师为考

而教，学生为考而学。以致教师的教学内容受到

局限，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得不到发展，反而受压

抑，成为应试机器。而时常有学生平时成绩优秀，

但心理因素导致考场失利，却错失良机。因此，近

年来国家也在不断探寻更为合理和可操作的评价

方式。下面就在药学教学中运用形成性评价方法

和效果进行介绍。

１．方法
在药理学课程学习中，选择行政班级随机分

组。经统计分析两班前期基础课程成绩无显著性

差异。临床专升本２０１３级１－３班，９３人（对照组
－传统的终结性评价）；临床２０１３级４－６班，９２
人（实验组－形成性评价方式评价）。具体的评价
方式见表１，学生成绩的综合考评成绩为平时成
绩、作业成绩、测验成绩和考试成绩之和。

表１　形成性评价方式

成绩类型 项目 次数 所占分值

平时成绩
课前复习上讲知识点，提问５个学生 ２ ５％
课中遇到相似药物的比较，提问２个学生 １ ５％

作业成绩 课后布置作业，检查作业完成情况 ３ １０％
测验成绩 每一章结束后，总结讨论，小测验 ２ ２０％

考试成绩
期中考试 １ ３０％
期末考试 １ ３０％

　　２．结果
经过一学期的尝试，以问卷调查和最终学生

成绩为观察指标，结果如表２所示。
从表２可以看出，通过在药学中运用形成性

评价，不仅学生的成绩大幅度地提高，而且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学生的自信心、在学习上花费的时间

和教师的反馈都大幅地提高。唯一的缺陷是教师

的工作量也增加了很多。

表２　形成性评价与传统性评价的效果比较

调查项目
对照组－传统性评价

人数（％）
实验组－形成性评价

人数（％）

学习兴趣和主动学习积极性 ６５（６９．９％） ９１（９８．９％）
花费时间和精力 ２８（３０．１％） ４９（５３．２％）
学生自信心的提高 ５６（６０．２％） ８３（９０．２％）
知识的灵活运用 ５６（６０．２％） ８３（９０．２％）
教学互动，信息及时反馈 ４７（５０．５％） ９２（１００％）
导向、诊断作用 ５１（５４．８％） ９０（９７．８％）
教师工作量 １００％ １５０％
课程成绩 ７２．０５±１９．２６ ８５．３４±２．１８

三、总结

终结性评价是对学生学习结果常用的评价方

法，对学生的学习做出结论和判断；而形成性评价

是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的评价，旨在挖掘学生

的潜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变被动应试学习为

积极主动学习，而且可以提高整体学习水平，通过

及时的信息反馈对学习方法欠佳的学生尤其重

要。在形成性评价中，老师的职责是确定任务、广

阅资料，与学生共同讨论，及时调研、收集反馈信

息从而及时调整教学方案，与学生共同评价。通

过引入形成性评价的理念与方法，评价的重点不

再简单地重分数。使教学评价的手段和方法得到

极大的丰富和扩展；使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全面、自

主监控和调整成为可能。形成性评价使用得当将

有利于学生反思和调控自己的学习进程，形成适

合于自己的学习风格和学习策略，对他们的长远

发展有益。

教学中引入形成性评价，转变教学理念，摸索

教学评价的新模式有其重要性和必要及可行性。

在新的教学评价模式下对学生与教师均有不同的

作用和要求：①对学生：从被动听讲、死记硬背，忙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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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应试学习向主动参与、自主学习、合作学习转

变。②对教师：从知识的传授者向课堂的组织者、
学习的指导者、促进者转变。教师在形成性评价

中深入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细致分析学生的认

知表现，发现学生在知识状态和认知结构上的差

异，从而有针对性地改进教学。教学方法从讲解、

传授型向启发、引导、探究型转变。教学模式的转

变，从以教师、课本、课堂为中心向以学生、活动、

任务为中心转变。教学要求从单一的考试向综合

评价、注重能力培养过程与结果并重、多元化等方

面转变［４］。

形成性评价作为一种新的教育评价的一种重

要方法应用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其在教学中的作

用已凸显出来。如何完善形成性评价体系，使其

更好地为教学工作服务，是下一步教学研究工作

的重要内容［５］。可以通过加强对教师的相关知识

培训；正确理解和运用评价指标；注重形成性评价

的准确性和有效性［６］；对学生掌握情况作深入描

述，细致诊断学生在认知加工上的优势与不足，从

而有针对性地促进学生学习和发展。时刻关注学

生综合能力的发展过程以及学习的效果，既关注

结果，又关注过程，使对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的评

价达到和谐统一［７］。既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

高，又更好地促进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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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工艺学》课程教学的改革与探索

梁新合，张万红，徐晓峰

（河南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社会需求逐步发生深刻的变化，《金属工艺学》教学中存在着
与社会发展不适应的问题。为此，作者对该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考核方式等进行了探索性改

革，改善了教学效果，实现了知识学习向能力培养的逐步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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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工艺学》是工科院校近机类专业的一门
技术基础课，主要讲授传统的材料、铸造、锻造、焊

接以及金属切削加工的基础知识，为后续的专业

课学习打下基础。金工课程涉及的专业内容广

泛、实践性强，学生学习中普遍反映头绪多、概念

多、学习困难。另外，社会的进步与技术的发展对

大学教育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对金工教

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

一、金工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需求正

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金工课程作为大学教学中的

一门技术基础课，逐步面临着传统教学方式、教学

内容等与时代要求脱节的局面。首先，随着我国

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的缩减，我国将告别劳

动力成本低廉的时代，社会需求必然会发生重大

而深远的变革。对于机械制造行业，网络信息化、

自动化、智能化是大势所趋；其次，新材料、新技术

不断涌现，数字化测量、加工技术趋于普及，３Ｄ打
印技术、人机交互技术、虚拟制造技术等对传统的

加工方法带来强烈的冲击；第三，教育目标悄然变

化，大学教育从以前培养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逐

渐转变为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综合能力、掌握最新

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以满足创新型社会的需求；

第四，受众（学生）对象发生变化，目前的大学生出

生于９０年代，具有更加鲜明、张扬的个性，通过网
络手段，他们眼界开阔，追求学习生活的丰富与多

彩，追求更看重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很难习惯冗

长、沉闷的课堂教学。

和以上的变革相反，目前金工课程教学中存

在种种问题。首先，教学内容不变。教学内容依

然是传统的铸造、锻造、焊接以及冷加工。由于课

时减少，讲授内容只是相应的减少，新的加工、分

析技术既不讲解，也很少安排相关的参观、实习；

其次，教学手段落后，尽管目前已经实现了电化教

学，但新的展示形式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表现为课

件多采用静态 ＰＰＴ播放，很少有动画、视频，电化
教学只是将板书与挂图转变为幻灯片投影，教学

依然缺乏生动、真实的画面，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教

学的手段；第三，教学方法不变。多年来，课堂教

学一直是教学的全部方式，教师与学生这种传统

单向的、知识灌输式的教学方法没有改变，尽管许

多教师在课堂上通过设问、启发等方式试图改变

这种教学方法，但受到课堂教学这种方式的局限，

只能进行较低程度的改进；第四，教学目标不变，

金工教学的目标是为了后续的专业课打基础、为

以后成长为合格工程师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但

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发展，这种目标观念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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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伍，金工教学亟待从基础知识传授发展为综合

能力培养的一个平台。

除此之外，金工教学中还存在一些具体问

题［１］。如，金工实习与课堂教学时间上没有很好

地衔接，有些教学内容学生在实习期间并没有仔

细观察，或者印象不深，教学过程中对相关内容没

有基本的概念，致使难以理解；有些内容实习中并

未涉及，学生对此很陌生，教学中也难以达到较好

的教学效果。种种因素，促使高校金工教师必须

认真考虑金工教学的改革。

二、金工教学中的改革探索

与社会的发展需求相一致，金工的教学需要

从发展思路、具体操作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其目标

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真正提高学生的工

程意识与工程能力。为此，我们进行了相应的教

学改革尝试。

１．系列化课程建设
《金属材料成形基础》课程的内容分为机械

工程材料及热处理、热加工工艺基础、机械加工工

艺基础三大部分。由于不同专业的学生其培养目

标不同，对课程学习的深度及广度要求不同，因此

学习的内容及侧重点不同，我校有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金属材料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冶

金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

程、轴承、工业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交通运输、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包装工程等十

几个专业开设《金属材料成形基础》课程，而每个

专业对课程三大部分内容的要求不同，因此要针

对不同专业设计不同的内容，并做到与各专业的

专业课既有相互连接，但又不重叠，从而最大限度

地发挥其技术基础课的作用。

目前项目组按照项目建设要求完成了针对不

同学院和专业的《金属材料成形基础》课程的大纲

编写，教学内容的优化和精简，学时的分配等根据

不同专业学生的学习特点等进行了重新优化整

合，建成了针对我校材料、机电、车辆、农工学院诸

多近机类专业的《金属材料成形基础 Ｂ》；针对材
成（卓越）、金材（卓越）的《金属材料成形基础》、

车辆（卓越）、机自（卓越）的《金属材料成形基

础》；针对艺术与设计学院包装专业的《工程材料

与成形工艺基础》等系列化课程。这些课程对各

部分教学内容进行了优化配置，充分考虑各专业

的学习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使课程的设置和教

学更加贴近实际，有利于各专业课程的相互衔接

和学生的学习理解。

２．教学内容的改革
通过对课堂教学内容的提炼，把重点放在主

要加工方法以及基本的成形规律上［２］，删除陈旧、

老化的知识，突出重点。比如在冷加工中重点讲

解车削、铣削、磨削，省略刨削加工的内容。对于

学生难以掌握的综合运用内容，不在课堂教学中

讲述，主要放在课后的讨论中学习，这样不仅减少

了课堂教学的课时，而且便于学生在反复地质疑

中把问题弄清楚。根据专业设置，对讲授内容做

相应调整，避免学生学习内容的重复。如对于机

制专业，省略切削加工原理等内容；对于材成专业

省略板料成形、模锻成形。增加目前逐步普及化

的新技术的介绍，如增加特种加工、快速成型等内

容，展示这些技术的典型加工零件，使学生对这些

技术的特点有一个简单了解；增加新技术的发展

趋势内容的介绍，如五轴数控加工技术、高速加工

技术、计算机辅助工程等内容介绍，对加工领域的

发展方向有基本的概念；结合教师的科研方向，采

用实例教学。如在冷加工环节结合模具型面扫

描、逆向的实例讲解逆向工程的流程、优势。通过

这些教学内容的调整，达到主要授课内容少而精，

其他内容广而浅，增加新技术、介绍发展趋势的目

标，增加有关材料成形的新工艺新方法及最新科

研成果，有利于增强学生对技术及学科发展前沿

的了解，不仅学生更加容易理解与掌握，而且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３．用实例串读教材内容，注重教学生动性［３］

金属材料成形基础的教学内容广而杂，反映

在教材中就是标题多、分析少，概念抽象，解释简

单。弥补这一缺陷的有效方法就是在讲课过程

中，适时穿插一些生活上、生产上的实例和贴切的

比喻。如学生在学习铁碳合金相图时，对钢铁材

料组织中的含碳量会随温度发生变化的现象不易

理解，这时就可用饱和食盐水作类比，升温时食盐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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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溶解度升高能够溶解更多的溶质，降温时溶解

度降低食盐又会析出。通过这一类比学生很快就

会明白，其关键在于固溶体的含碳量会随温度的

变化而变化。又如在讲解铸铁中的石墨形态对力

学性能影响时，以出现裂纹的锣需要在裂缝尖端

钻两个圆孔就可止裂为例，引出应力集中的概念。

实例的应用常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运用得当

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用生活实例还可以使抽象问题简单化，进而

触类旁通，可增强学生的思维理解能力。如在学

习锻造内容时，学生对金属坯料在外力作用下发

生塑性变形，产生组织致密，强度、硬度增大的现

象不好理解。笔者在教学中以制作馒头为例，和

面时越是揉搓时间长，制成的的馒头内部层状“纤

维”越致密，吃起来越筋（韧性好），再从这种现象

演化到金属坯料来，学生就容易理解发生塑性变

形后组织致密，强度、硬度增大的机理。

另外我们在教学中还发现，学生在学习“铸件

的内应力”一节时普遍感到铸件内部形成的内应

力的机理和由于内应力产生的变形的结果难以理

解。我们在讲解中将加热到塑性状态的金属材料

比作橡皮泥，可以任意变形而不致在其内部引起

残余应力；而将处于弹性状态的金属材料比作一

根弹性模量很大的弹簧，以此为例说明由于在同

一时期铸件的各部分收缩量不同而引起铸件内部

各部分相互牵制造成应力，这样铸件内部的各部

分的应力状态就易于讲解清楚，学生也容易接受。

而在后期由于内应力的作用铸件各部分要回到原

来的平衡状态进而缓解应力，这样铸件由于内应

力产生的变形自然和受到外力作用下工件的变形

状态不同。

４．教学手段改革
为了教学过程更加直观，增加课堂视频教学、

动画教学的内容，将课堂教学中的文字讲解、动画

展示与生产过程的现场视频结合起来，使得课堂

教学手段更加丰富多彩。比如对熔模铸造，名词

解释采用文字说明，工作原理采用动画显示、工作

特点采用动画和文字共同说明，典型应用的内容

采用视频展示。通过动画和视频，使原理更加直

观，工作过程更加接近实际。在实习安排方面，一

方面组织学生分为热加工与冷加工在讲述相关内

容前分别实习，缩短实习与教学中间的时间，另一

方面，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的作用，实习内容以视频

的形式在网上展示，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实现随时

随地的网络实习［４］。加强教师与学生的沟通与互

动。课堂教学讲授完基本内容后，针对基本概念

和原理，教师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寻求答案，

从而促使学生更加准确地掌握基础理论；在典型

成型方法的应用方面讲授时，以一些典型零件为

例，组织学生讨论其成型工艺，针对工艺方案，让

学生提出问题再共同进行讨论。采用多次反复讨

论的方式，使学生的学习逐步从被动学习向主动

学习转变，教师的教学模式也逐步从教授性转变

为探究式［５］。建立网络讨论、解答的平台，实现教

学过程的网上互动，并将实际产品图纸和毕业设

计中学生的典型设计错误在网上展示，引导学生

对其加工过程进行探讨，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启发学生将课堂讲述内容与设计内容结合，撰

写课程报告，使学生真正理解讲述内容，提高学生

的工程设计能力。

５．考核方式改革
原有的考核方式以期末闭卷考核成绩为主、

结合平时作业及考勤，这种考核方式是典型的为

考核而考核的模式，容易造成学生平时为出勤而

出勤，考试时为考试而突击，考核完后学生很快将

所学内容忘掉，并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工程能力。

为此，我们将课程报告等内容引入考核过程。具

体来讲，考核内容由平时作业成绩、平时测试成

绩、期末考核成绩、课程报告等成绩组成。作业成

绩由任课老师布置并批阅。平时测试内容以课堂

讲授的内容为主，在日常的上课过程中，由任课老

师提出问题由学生当堂作答，由此检验学生的学

习效果［６］。课程报告是在学习即将结束时，针对

给定的典型产品中的典型零件，如齿轮离合器的

外壳、轴、齿轮、螺钉等，从选材、结构、成型工艺等

方面撰写认识报告，促使学生将所学内容运用到

实际中，真正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任课老师

根据其认识程度进行考核。

三、结语

《金属工艺学》是一门重要的技术基础课，是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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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变迁，适应时代需

要，对课程进行全面的改革势在必行。如何深入

地改革，培养具有创新能力、掌握最新科学技术的

人才是我们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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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课开展考研导向教育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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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技大学 化工与制药学院，河南 洛阳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　以基础化学教学为载体对大一学生进行考研导向教育是助推学生确立学习奋进目标，成为学术
型、专业型高素质科研人才，实现人生梦想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如何解读考研大纲、开辟学习路径、开展

研究性学习，摆正各种关系等方面介绍了近年来实践探索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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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ｌｚｅｍｉｎ８８８８＠１２６．ｃｏｍ。

　　面对就业形势严峻和人才竞争加剧的社会现
实，把考研作为既定目标是许多本科生从一入校

就有的想法［１，２］。如何正确引导大一学生把握考

研方向，实现从本科阶段到研究生深造的跨越，有

许多问题需要教师认真思考与探究［３］。笔者长期

从事大一学生农学类专业的基础化学教学，参与

过考研命题和考研辅导，了解学生的某些心态与

应考动向，就怎样帮助学生确立考研目标，提高学

历层次，增加就业竞争优势，改变现学专业为理想

专业，期望成为创新性高素质人才，将来有一个稳

定且社会地位与待遇较高的职业等方面作了较为

细致的探究，成效显著。

　　一、紧扣农学门类化学课程考研

大纲，扎实进行基础化学的教

与学，为考研奠定基础

教育部考试中心颁布的近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入学统一考试农学门类联考考试大纲中规定了有

关无机化学（普通化学）、分析化学和有机化学等

公共基础课的考查范围。要求应能比较系统地理

解和掌握化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能够分析、判断和解决有关理论和实际问题。其

中，无机及分析化学考试内容主要包括化学反应

的基本原理、近代物质结构基础知识、溶液化学平

衡、电化学等基础知识；误差及数据处理的基本概

念，四大滴定分析和分光光度分析的基本原理及

应用。掌握有机化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具

有独立分析解决有关化学问题的能力。

按照大纲的考查范围，要求学生应首先掌握好

三门基础化学课程知识和相关实验技能，为考研奠

定基础。针对农学门类化学课程涉及农学院、林学

院、食品学院和动物科技学院，涵盖园艺、植物保

护、动物医学、食品工程、农业资源与环境、生物科

学等十几个专业的实际情况，我们以生为本，合理

评估学生化学学习层次与水平，帮其定位课程学习

的方向和方法。注重对问题的总结和分析，设置重

点难点解析模块，对重要内容和易出错问题作出重

点解析，列出主要知识点和学习脉络，促使学生在

短时间内完成知识的梳理和内化。列举高质量的

典型习题和综合试题，帮助学生尽早适应考试要

求。通过各类题的解析和练习，提高学生的知识迁

移和应用能力，获得解题思路和应试技巧。

　　二、利用双语教学网络资源为学

生学习化学课程开辟新径，扩

展知识视野

双语教学网络资源在化学课程学习及考研备

考中发挥着开启国际竞争意识获取更多知识信息

的作用。双语教学不同于普通的外语教学，也不

同于用汉语进行的化学教学，其意义在于通过双

语的教与学架设一座由汉语专业知识体系到专业

英语知识体系的桥梁，是一种新的教学理念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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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方式的探索。为此，我们在课后把化学多媒体

课件让学生进行复制，保存到电脑上或Ｕ盘中，要
求学生课后继续学习。另外，还提醒学生浏览国内

外高校的公开课程网站，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公

开课网站、中山大学有机化学精品课网站、武汉大

学有机化学精品课网站以及本校有机化学双语教

学网站，参考国内外高校的课程视频帮助自己提高

学习效果。或借助网上的电子资源，及时了解最新

的科技成果。或登录“河南省高校精品课程建设

网”，免费浏览河南省高等学校精品课程和双语教

学示范课程，参阅的主要栏目有教学大纲、授课教

案、课程录像、多媒体课件、实验教学、习题与试卷、

讨论与答疑、资源库等。以此通过利用各种双语教

学资源，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双语专业素质。

　　三、结合化学授课内容指导学生

选题撰写课程论文，引导学生

开展研究性学习

研究性学习是一种主动探究式的学习形式，

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推行素质教育

的一种新的尝试和实践，也是开展考研导向教育

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化学课堂教学中，教师注重

用启发式、讨论式或研究式教法展开所授内容，力

图促使学生养成一种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将考

研大纲、历年真题与知识点进行归纳关联，在潜移

默化中循序渐进地使学生熟悉出题脉络，并在课

后以课程论文的形式引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

课程论文题目由教师拟定，开课之初布置，课程结

束后提交。其目的在于锻炼学生的多种能力，包

括检索相关资料的能力，归纳运用信息资料的能

力，对未知事物的想象能力，发现问题和模拟解决

问题的能力，计算机的实际应用能力，科技写作能

力以及合作攻关与竞争意识等。对一些选题切合

实际、观点新颖、应用前景广阔的优秀论文，经教师

进一步润色后可在校内刊物上发表，或被推荐参加

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征文比赛，如一学生完成

的论文“新型食品保鲜剂ＮａＣｌＯ－羧甲基化淀粉的
合成”曾荣获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比赛鼓励

奖。课程小论文是培养学生获取新知识和学用有

机结合的重要载体，为学生独立地、创造性地从事

学术活动开启了智慧大门，对其科研意识的开启和

研究生阶段科研能力的发挥做了有益铺垫。

　　四、正确处理本科课程学习与考

研的关系

大学生作为本科教育的主要对象，其扎实的

本科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是研究生阶段深

入学习与科研的根基，全面完成必修和选修课程

达到各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是学生本科阶段的根

本任务，优秀的专业成绩和卓越的综合素质是研

究生录取水到渠成的必要准备。倡导学业成绩优

秀者考研，鼓励综合实力雄厚者考研，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成才观是教师考研导向教育的基本出发

点。把考研作为奋斗目标无可厚非，但非考课程

的正常学习应不受影响。任何过于偏颇甚至本末

倒置的倾向是必须要纠正的。考研作为激励本科

生发奋学习的一条努力途径与竞争机制，其积极

作用不容置疑，但也不是成才与就业的唯一路径，

不应完全成为衡量学生能力大小的指挥棒。教师

要给予学生正确引导，使其根据自身各方面的条

件进行综合权衡，慎重做出抉择，切莫盲目跟风。

对有考研意向的农学门类本科生，应明确告

知其化学课程在考试科目中的必考地位，知晓农

学门类化学课程实行全国联考这一情况。在学完

第一学年的基础无机化学、分析化学和有机化学

后，应把着眼点放在考研化学课程的复习准备上。

考研化学试题的深度广度肯定要高于本科层次的

课程期末试题，因此对复习参考书的遴选要多加

留意。通常应选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农

学门类联考辅导丛书，因为此类书的权威性强，编

写经验丰富，一般由中国农大、西北农大、南京农

大和北京林大等重点院校负责过本校考研命题工

作的资深教师担纲编写。书的内容能严格遵循教

育部“联考大纲”，并依照有关院校相关课程的教

学要求，全面收录本学科重点难点，以最大限度地

提高复习效率，可使考生有章可循，有书可依，不

至于无所适从。

综上所述，以基础化学课程教学为载体对大

一学生开展考研导向教育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不同

方式来进行，坚持正确的教育导向，鼓励更多优秀

学子报考研究生继续深造，为国家培养创新性高

素质研究人才，是高校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教

师利用自身的丰富阅历和培养经验，引导学生解

读考研大纲，融通主流教材，解析习题试题，编织

考研梦想，实现人生跨越，这将对学生的成长与奋

进历程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下转第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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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形象设计》教学实践改革探索

尤?颖，温国栋

（河南科技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　《企业形象设计》是高校艺术设计教学中一门综合性极强的专业课程，但该课程在课程设置、课堂
教学形式、教学方法以及设计训练等诸多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介绍了通过构建课程群、引入项目导

入式教学和调整教学和考核模式对该课程的教学及实践环节所进行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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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形象设计》作为视觉传达专业的综合性
重点专业课程，不仅是对专业基础知识的全面考

量，更是学生们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密切纽带。

在该课程以往的教学过程中，总是难以达到预期

的效果与目的，传统的教条式教学方法，以及闭门

造车的假想设计题目都难以很好的提高教学效

果，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确实达到课程的培

养目标。通过对以往教学方法及实践效果的反

思，以及对相关院校同类课程的教学观摩，并结合

社会对专业人才需求的条件，课程进行了如下的

教学实践改革。

　　一、构建“课程群”，优化教学资

源，增强课程教学的相互关

联性

传统的企业形象设计课程教学主体单一，课

题孤立，内容僵化，空间封闭，缺少开放的课程体

系，缺少锻炼价值高的实际课题，缺少课题创新的

团队力量。“课程群”是把具有相关性或一定目的

的不同课程编排到一起，进行系统地学习和教授。

它具有“建设集约化、系统开放性、成员团队化、连

环互动性等特点，以学生培养为主线、以课程的逻

辑联系为纽带、以教师合作为支撑、以质量效益为

抓手、以深化教学改革为动力”。

企业形象设计“课程群”，首先集合了视觉传

达设计专业的所有课程，在基础课程教学过程中，

多加入后期实用性设计领域的范例，让学生对所

学基础知识在今后的运用性有较强的心理认知，

改变以往学一门丢一门的可悲状态，形成环环相

扣的教学体系。

在教学过程中，各任课教师整合优化教学资

源，互相了解学生学习的现状与效果，先行课程根

据后续课程的教学计划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训练

及内容调整。课程群体的建设，促使教师不断的提

高自身专业修养，了解社会需求，改进教学方法，提

高教学水平，在群体中增强教学责任心，强化教师

职业道德，增强团队合作精神。另一方面，课程群

的建立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动手能力和实践

能力的提高，为学生养成企业需要的职业能力和综

合素质提供理想途径。充分体现了我院实践教学

体系中“四平台”的相互关联性和可实施性。

图１　河南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四能力、
四层次、四平台”的实践教学体系。【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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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树立“项目导入式”教学新模式

按照地方本科院校培养面向生产、管理、服务

第一线的应用型高级人才的培养目标，各专业课

程的学习必须加强实践教学。要认识到实践教学

是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教学环节，缺少这一

教学环节，培养应用型高级人才的任务便无法实

现。为了更好的贯彻实践教学的新理念，构建学

校实践教学体系，该课程开启了“项目导入式”的

实践性教学新模式。

“项目导入式”教学模式主要包括两部分

内容：

一方面，以企业的真实案例为载体，引导学生

进行探究性学习，在提高学生对课程学习兴趣的

基础之上，达到提高学生分析优秀案例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这种方式的教学，涉及的地域及

行业领域广泛，并且教学过程中图文并茂，能最大

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学生对课程

重要性及实际应用性的认知。

另一方面，“项目导入式”还体现在设计实践

训练中。《企业形象设计》是一门与实际密切结合

的课程，在课程设计训练环节中引入实际企业项

目让学生进行调研分析与设计实践。实际项目的

获得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借助创新教学中的

学科竞赛环节，以全国大学生广告设计大赛、台湾

时报金犊奖设计比赛等当中真实的企业策略单为

项目；第二，相关设计网站上招标的实际企业标志

设计、企业广告设计及整体形象设计等项目；第

三，在学生的实际生活中，通过走访观察发现的一

些需要导入企业形象或升级改良企业形象的真实

企业，在获得许可后进行的命题项目。

项目导入的设计训练，一系列的流程都注重

其阶段的完整性和整体的统一性。一个项目的完

成，不仅能掌握设计的整体流程，全面考核专业课

程知识，锻炼实际操作的能力，更让学生真实的了

解到企业形象的社会性作用，为今后踏上工作岗

位进行了预演。

项目导入式的教学和实训模式，以学校大学

生研究训练计划项目（ＳＲＴＰ）、全国广告艺术大赛
等为依托，大力开展大学生课外科技制作创新活

动，积极争取参加省级和国家大学生课外科技创

新竞赛活动。从基础层的科技活动或社会活动项

目，到综合层的大学生竞赛活动项目，再到提高层

的大学生创新作品，是一个逐步强化和不断提升

大学生竞争能力的过程。同时也实现了应用型本

科院校培养高素质、具有创新精神、实践动手能力

和竞争力的高级人才的办学目标。

三、调整教学和考核模式

在《企业形象设计》课程的教学改革过程中，

由于实践性教学思想的提升，以及“项目导入式”

教学方法的开展，使得教学过程的结构模式发生

了较大的变动，相应的改变了课程考核的方式。

１．教学模式调整
本项目组将该课程分为５个环节，分别为理

论讲授、课外调研、设计实训、设计汇报讨论、成果

展示及成绩评定。以本课程４８个学时为例，各个
环节课时分配及内容如下：

第一，理论讲授。尽管课程以“项目导入式”

为主进行教学，但理论讲授环节在整体教学课时

中所占比例仍旧最多，约为２１个学时。主要讲解
企业形象设计的概念、构成内容、涉及的步骤及原

则等。该环节全部在多媒体教室完成，通过加入

大量相关案例的图文并茂的课件和理论联系实际

的讲解方法，让学生对 课程的理论内容有较清晰

的认识，为以后的设计实践打下理论基础。

第二，课外调研。本环节约８个学时，根据理
论讲授的内容进度，调研分为企业整体现状调研

和企业视觉形象调研２个部分，前者主要调研企
业自身目前在相应领域的发展现状及未来预期，

以及外界社会大众对其的总体评价；后者主要调

研企业的视觉形象系统，包括企业的基本要素系

统和企业的应用要素系统。通过这２个方面的调
研，分析总结企业的现状与不足，提出形象改革或

导入新形象的定位计划，并撰写企业形象调研分

析报告，从而让学生了解企业形象中各部分的重

要性及相互关系，为后续 ＶＩ手册设计打下基础。
调研以小组形式进行，每小组２－３位同学，由大
家自由结合。

第三，设计实训。在不同阶段理论学习及调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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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的基础上，各小组分阶段进行企业形象的目标

定位及再设计，即设计实训环节，该环节约分为２
－３次，由小组成员在课外进行，不计入总学时。
该环节尤为重要，只有合理、成熟的方案才能保证

最终设计成果的价值。在实训过程中小组成员会

产生强烈的思想碰撞，最终设计出成员都较满意

的设计方案，同时在实训过程中是对同学的手绘

表现能力及软件操作水平的巨大考验。

第四环节，设计汇报讨论。在每一次实训过

后，为了检查同学们是否理解了相关企业形象的

知识，也为了各小组进行相互学习和提高，进行设

计汇报与讨论。此环节是本次教学改革的重点环

节，不少于１６学时。在本环节，每小组每次要有
一位同学对阶段实训的成果以ＰＰＴ的形式进行全
班汇报与展示。汇报时，全班同学及老师了解各

小组的设计进度及效果，小组之间进行看不见的

竞争，增强学生的竞争意识，提高学生的心理承受

能力；同时能够考验汇报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

头表达能力，因此要求各小组每次汇报人员不同，

让每一位同学都有机会得到锻炼和展示。小组汇

报完成后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充分讨论，提出广泛

的修改意见与建议，以确保后续实训工作顺利完

成，最终设计出满意的企业形象设计作品。

第五环节，成果展示及成绩评定。该环节作

为课程的最终环节，一般为３学时。
２．考核方式改变
《企业形象设计》课程的考核方式多为大作业

形式，以往的考核重点最终变成了对企业 ＶＩ手册
设计能力及效果的考查，忽视了对形象定位、策划

分析等其他方面的考核。改革后的课程考核分为

５个部分：
第一部分，理论知识考核。主要采用平时课

上问答的形式进行，主要考查学生对该课程的基

础理论知识掌握情况。由于课上提问往往不能覆

盖到每一位同学，故此部分考核依据也可由调研

报告中的概念准确性与否来决定。

第二部分，调研分析能力考核。主要通过调

研报告的撰写情况来判定，包括理论知识运用的

准确性、报告的逻辑思维性、分析问题的能力、报

告的格式等。

第三部分，设计实训能力的考核。采用实训

汇报及讨论时每位同学汇报的设计成果，及汇报

时的语言表达能力为依据。

第四部分，ＶＩ手册设计制作能力的考核。主
要是看手册设计制作的质量及美观度，以及软件

的实际操作水平。

第五部分，平时考勤情况。

这５部分共同构成了该课程的总体考核内
容，由于考察内容较多，简单划分为平时成绩和期

末成绩两部分。平时成绩一般占到考核总成绩的

３０％，包括理论知识考核、设计实训能力考核、考
勤；期末成绩一般占到考核总成绩的７０％，包括调
研分析能力考核和ＶＩ手册设计制作能力考核。

四、改革的成效

通过对实践教学体系的贯彻，重新分配了企

业形象设计课程教学中“教”与“学”的比例，强化

了实践性环节，突出了应用型设计课程本质。通

过添加贴近现代学生生活的实际教学案例，提升

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形成了良性的学习循

环模式。以“项目导入式”的教学模式为指导，鼓

励学生多参加相关综合性设计比赛，以赛代练，提

高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增强了学生的

团队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建立更加完善的实践性课程考核标准，将优秀的

课程实训成果转化为作品集的形式进行保留和发

行，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同时，也是对教师教学

成果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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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附属文科到独立成科，在中国

各类综合院校与专业院校中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

整、系统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进入２１世纪，数
字图像时代的到来，推动艺术设计专业前进了一

大步，艺术的表现更加多元化，设计师可以从更多

的渠道了解设计理念，思路更加开放。但是目前

仍有一些设计教育盲目照搬国外教育理念，模仿

国际设计风格，脱离了本土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

缺失了本土个性。此外，艺术教育遵循传统高校的

教学方法，重“理论”轻“实践”，教师进入设计公司

实践的时间与机会不多，很难跟上社会前沿设计理

念与设计法规，因而教学内容上也会保持原有状

态，实操性不强，学生上课也是以做作业为主，或在

教室内进行简单而又重复的实践，使得学生的动手

能力差，没有更好地解决艺术与技术的关系、艺术

设计与产品转化的关系，长期发展下去学生只掌握

了理论知识，没有实践设计能力，步入社会很难与

设计公司接轨。因此，目前中国艺术设计专业教育

的改革势在必行，并且需要结合社会的发展与时俱

进，本文结合教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二、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审视艺

术设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实

操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

１．改变传统观念，注重应用技术与实践能力
的培养

艺术设计教育与其它理工科不同，它是一门

综合交叉的学科，它涉及艺术、人文、自然科学、技

术学科等领域。随着高校的扩招，高校由精英型

教育已逐步转化为大众型教育，高校艺术设计专

业重点也应培养学生的应用技术，培养高科技技

术型人才。学生通过实践能力的培养，专业技能的

学习，才能在公司独当一面。艺术专业的师生也不

应再盲目清高，只重理论学习，将设计停留在设计

文案、设计图纸的层次上，而缺乏真正地将设计转

化为产品的技能。学生做设计只做自己喜欢的，不

做客户、市场需要的，设计只停留在艺术层，没有接

地气，没有任何实用价值，长此以往，振兴民族品

牌，提升本土品牌的品质与档次就成了空谈。

２．通过校企合作、地方政府与高校合作等形
式，提升艺术设计专业的职业实操教育

艺术设计专业的职业实操教育可以通过校企

合作、地方政府与高校合作等形式，引入实际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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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以地方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需求为课题，结合课

程教学，师生共同研究、解决。以河南高校为例，

近年由于旅游产业发展的需要，河南洛阳每年以

“牡丹花会”为契机组织“创意洛阳设计大赛”，组

织高校、设计公司、企业共同参与开发设计洛阳相

关旅游文化用品。至今已收到大量充满创意的旅

游文化用品设计方案，其中有大量在校艺术设计

专业学生的作品获奖。赛后政府搭建展示平台，

从展出获奖作品中，面向社会，寻求合作伙伴，完

成作“作品”到“商品”的转化。

３．“以赛促学”将设计竞赛植入课程设计等
实践环节，提升实战能力

高校也应积极引导学生关注国内外相关设计

竞赛———“以赛促学”。比如，动员学生积极参与

大学生广告设计大赛、时报金犊奖评选、红点设计

大赛等。学生通过参与比赛，得到了实战训练，提

高了自主学习和竞争创新的意识，收获了自信。

高校通过组织参与各类赛事，收获了奖项，获得了

业内专业人员的认可，提升了本专业的美誉度与

知名度。此外，通过将设计竞赛植入本专业课程

设计等实践环节，学生会以更高的热情、更认真的

态度应对选题，设计质量也大大提高，保证了教学

效果与质量。

４．引导高校教师深入企业与设计公司进行实
践，提升实践能力

大力发展职业实操教育还应从教师的再教育

入手，改变任课教师的知识结构。中国许多从事

设计教学的教师从学习到任教，本科、研究生及至

博士生的学习过程相对封闭，并且大部分以理论

研究为主，这导致其教学与设计市场的需求相脱

离，发展职业实操教育就要求不断提高高校教师

实践能力，鼓励实训指导教师深入企业第一线进

行实习，同时引进有实践经验的设计师、民间工艺

大师来校任教，开展实践教学工作。并且对有实

际企业经历与具有行业资格的教师在职称评定方

面优先考虑。

在专业课理论学习时也要兼顾相关的法规、

政策的介绍，避免作不切实际的设计，比如广告

法、包装相关法规，了解产品成型工艺，全面了解

包装的内外结构，结合结构做装潢设计。河南黄

淮学院注重培养学生的“三品”，提升应用人才培

养水平，“三品”指学生第一课堂的“作品”，第二

课堂的“产品”和形成效益的“商品”。［１］将设计与

实际应用紧密结合，增强作品的实效性产生了很

好的效果。高校艺术专业成果考核，没有最好，只

有最恰当、最贴切、最实用。

　　三、专业建设与区域产业发展相

结合，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具

有良好创业能力的应用型

人才

创业产业的发展和繁荣带来了当代设计教育

的跨越式发展。目前我国开设设计教育的高校有

１３２８所，相关的专业有５５４４个，相关在校生达到
１４０万人。［２］面对繁荣的数字我们不禁会问“学生
的就业率怎样呢？”虽然中国的创意市场发展迅

猛，社会急需大量的创意设计人才，但在需求大于

供给的状况下，２０１０年设计专业就业率仅仅为
６３．７％。［３］设计类毕业生面临很大问题，企业希望
毕业生基础扎实、吃苦耐劳、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

强，具有创新精神，但是大部分毕业生缺少这种素

质，不愿吃苦还要求高薪水，缺乏对企业的忠诚

度，三天两头跳槽，造成用人单位的需求与就业率

的脱节。

高校毕业生有几种情况：一些艺术生在考学

时急功近利，通过短期培训进入了高校，入校后专

业基础差，学习兴趣低，毕业即转行；还有一些文

化课基础好的学生，毕业选择考研继续深造。但

这两类学生在群体中是少数，大部分学生毕业后

会从事相关专业，面对设计公司的压力与机遇，学

生应充分调整心态，积极应对，树立自我创业的意

识，就象“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样”，学

生应该有意识，在条件与时间合适的情况下能够

独立门户。学校也应加强对学生的组织领导能力

及团队协作精神的锻炼，加强学生的情商训练，培

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及良好的职业道德。

应用型人才要求能够满足社会需求，能够灵

活转化，社会需要什么我们培养什么。要注重培

养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创业意识和能力，增加创

业知识、提高创业技能，为我国培养适合创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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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开拓型的创业设计人才。

在课程设置上注意控制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

的比例，理论课与实践课的比例，特别要注意相关

选修课程的设置，把握好学科的跨度，拓宽学生的

知识面，学生在接触到新专业的同时可以启发新

的思维，提升专业修养，拓宽就业渠道。教师在教

学时也要加强团队的交流与沟通，避免课程设置

与讲课内容的雷同，提高授课效率。同时注意各

个课程之间的衔接，不要在基础课还没上完就进

入专业课的学习，造成知识链的断层。

　　四、将校外实践与校内实践结合，

以培养学生的设计创新能力

为目的进行课程创新改革

信息时代的到来，知识创新成为社会发展的

核心推动力。实施创新教育是近年来艺术设计专

业教育面临的难点，而“创新”也正是艺术设计专

业的灵魂。教师通过知识传授（理论讲授）到思维

启发（结合实际课题分析引导），最终到创意执行

（团队合作设计实施）这样一系列环节完成课堂教

学。教学环节中老师的角色至关重要，现代教学

应该以引导、启发创想为重点，学习好的思维方法

比单纯掌握理论知识更重要。通过课程设置和教

学方法的改进，加大实践性教学环节，在实际课题

的研究设计中，提升学生实战能力。

创新思维的培养，首先要提升学生的艺术文

化修养，其次提升学生的见识，而现在高校师生由

于条件的限制，见识不够，教育方法一成不变，势

必限制了人的思维。因此在高校的各个教学阶段

中都应努力尝试新的教学方法，行万里路，走出去

进行交流学习，可以出去调研本土的优秀传统文

化；学习其它专业院校的一些优秀教学方法；也可

以到设计公司了解新的设计趋势。比如中国美术

学院王雪青教授对图形学方面的教学，运用启发

式的方法，引导学生展开联想，运用全新的表现方

法与图形语言，表现熟悉的事物。课堂教学也以

专题讨论的形式展开，课堂形式灵活、轻松、开放。

还有一些院校在校园图书馆等地方开设“设计沙

龙”、“书吧”、“咖啡吧”，提供了一个师生轻松交

流的场所，转变传统答疑方式，交流主题也可以包

括生活学习各个方面。

五、以“个性培养”为中心，将中华民

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地方特色传

统文化教育引入课堂，培养充满

民族与地域特色的个性设计师

各个地方高校都依托于当地文化，正是由于

文化的差异性，造就出丰富的个性差异，保护这种

差异就是保护社会的丰富性，丰富而自由的个性

也是一个社会之所以具有丰富创造力的根本原

因。进入２１世纪，文化消费时代和图像时代的到
来带动了艺术设计领域的繁荣，艺术专业扩招，各

个地方的高校基本都设有艺术设计专业，但各个

地方的艺术设计专业同质化严重，缺少地方个性，

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环境和教育体制的影响。一个

学生从小到大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对其个性的

建立和思维方法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中国的学生

从小学到高中接触到的最多的是填鸭式教育方

式，习惯了课堂教师讲授知识，老师讲什么，学生

学什么，缺少自己的思考与探究。

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教学要求老师运用启发式

教学，转变学生思维方式，变被动接受为自我研

究，课后要求学生收集资料了解主题内容，课上与

老师一起进行主题探讨。建立灵活多样的课堂教

学环境，激发出学生的活跃思维。在作业点评时

可以邀请学生互评，尊重学生的人格和差异性，善

于捕捉学生作品中的“亮点”进行引导，鼓励学生

以独特的观察角度与想象力发表自己的观点。

中国艺术教育个性缺失的另一方面是因为

“我国高等艺术设计教育缺乏本民族特点，未能从

本国经济实力、社会基础、文化背景出发构建具有

本民族特色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由此导致我国

的艺术设计缺乏自己的文化个性和创新价值”［４］

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将本地特色传

统文化与设计教学结合，引导学生深入调查研究，

寻求创新点，结合课程作业设计相关作品。通过

参与，学生提升了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拓宽了知识

面，培养了文化修养，增强了民族自豪感。通过传

统文化元素的再设计完成了文化的传承。

高校除了有意识组织学生外出深入调研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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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也应利用专题讲座的形式，邀请校内外

的专家学者开设讲座，共同解读国学精髓。通过

学习，将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与设计专业相结合，带

领学生进行研究性课题设计，利用学科竞赛、毕业

设计等集中展示，提升本土文化用品设计的档次

与水平，也可以很好地宣传本土特色文化。

六、小结

面对设计教育存在的各种问题，教师应该以

培养学生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高水平的创造能

力、良好的动手实践能力为己任，改革传统教学模

式。首先，要完成专业知识的讲授，学生通过知识

的学习，了解了学科的内涵、学科发展历史，具备

用专业视角与客户沟通的能力。其次，重在引导、

启发学生的创意思维，注重“个性培养”，帮助学生

养成良好的创意思维习惯，掌握自己的设计方法。

最后，应将提升全民的创造意识、提升全民的艺术

素养作为目标，努力改变艺术设计教育中存在的

不足及教学模式落后的状况，才能培养出更多的

具有地域特色的在国际上独当一面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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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的视觉传达设计课程体系改革探究

周裕兰

（四川民族学院 ，四川 康定 ６２６００１）

摘　要：　数字化时代，视觉传达设计教育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教育转型。应对时代发展，本文提出以
整合为原则的视觉传达设计课程体系改革，立足当下、面对未来，通过课程间多维的关联来启动系统思

维教学，以一个创新、开放的系统面对设计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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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时代，视觉传达设计因科技的发展和
人类生活的数字信息化而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

视觉传达设计由依托传统印刷媒介的平面设计，

发展为依托多元化、数字化媒介传递信息的设计

门类，数字媒介自身所具有的交互性、广泛性、综

合性和虚拟性等特征，将视觉传达设计推向一个

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课程，作为实现各级各类

学校教育目的的手段，在学校教育中始终居于核

心地位。因而，对课程问题的研究被认为是教育

问题研究的核心。”［１］综观目前的视觉传达设计课

程体系，陈旧的课程内容、割裂的课程结构、单一

的课程模式、既定的课程结果都无法适应数字化

时代的要求。因此，笔者依据后现代课程观理论，

即：课程内容应不止于传授固定知识的结果，而应

具有丰富的启发性、疑问性和探索性，课程内容应

是一个丰富的网络，和“一个包含课程内容的更大

的网络”［２］等观点，同时结合国内视觉传达设计课

程体系的现状，提出以整合为原则的课程改革

方案。

一、大基础平台课程的整合

信息技术引发的传媒形态变化，使从传统装

潢设计、广告设计发展而来的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面临知识范围极速扩张，专业理念全面更新的挑

战。学生不仅需要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还需

要对所属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自然环境、科学

技术等有所了解。同时，数字化时代的视觉传达

不只是传递信息，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更属于人

的物质和文化世界，传递美好的生活方式，传递终

极的人文关怀。因而，学生更需要具有高尚的情

操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厚基础，宽口径”是当

代世界高等教育倡导的大方向。美国、日本等设

计教育发达的国家，都主张把基础课程当成一个

宽广、交叉的支撑性平台。如美国，设计基础课程

占到总课程比例的５０％，西方许多设计院校也不
把基础课固定在过于细分的专业领域上，“加州洛

杉矶大学艺术设计专业的基础平台课设有：写作、

外语、计算机、统计、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

学等１０４门课程。”［３］自由的选择不仅帮助学生开
阔视野，也为培养健康的人文精神创造了条件。

可见，整合建立大基础平台课程，是信息化时代人

才培养的需要，我们国内的设计院校也可根据自

身的资源优势来构建，如：美院可发挥其深厚的艺

术文化底蕴，而综合类院校则可利用更广泛的跨

学科知识集成的优势。这些课程可以在不同设计

专业内部，也可以在跨专业的院系之间设立小型

的课程模块，不强调内容的精深，而在于讲解最基

础的理念和方法，以广泛的丰富性激发学生的兴

趣，为学生的自我成长打下厚实的知识基础。

二、新旧课程知识的整合

数字化时代，视觉传达艺术从媒介载体到艺

术形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视觉表现从静

态转变为动态，媒体从单一转向多元，空间从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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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三维进而转向虚拟，互联网成为视觉传达设

计的新舞台。学科的本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完

全超越其原有的设计范畴，而必然引发专业课程

内容的增减和重组。大部分设计院校都增设了计

算机技术课程，将电脑软件设计作为新的表现工

具和技巧，并增设网页设计、多媒体设计等，将视

觉传达课程改革为信息技术与传统课程叠加的产

物，以此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学科转型。

这种典型的传统课程结构模式，局限于从复

杂的现实世界中抽象出简单的事实或运用简单的

思维方法来处理问题。然而，后现代课程观告诉

我们，“世界不再是一个孤立个体的集合，而是一

个现象的网络”。［４］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数字化时

代，视觉传达设计学科新的知识要素，并采取整体

的、网络的视野搭建新旧要素之间的复杂关联。

这不是技术与艺术的简单相加，而是新旧知识融

合变革中学科结构的重新建构。如日本武藏野大

学视觉传达学科，以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全面介

入的新空间为依据，将视觉传达课程分为：“以平

面为中心的‘书写空间设计’；与时间、运动、界面

相关的‘信息设计’；以三维空间、环境为中心的

‘环境设计’”［５］，重新建构了视觉传达设计应对

数字化时代人与环境、人与空间、人与信息传播之

间的新的变化关系。

三、课程之间纵横关联的整合

后现代课程观告诉我们，知识的消化、吸收必

须将其根植于脉络化的情境当中，建立课程内容

与学习主体的关联，知识与问题的关联，问题与当

下社会情境的关联。数字化时代，视觉传达设计

是一个集科技、艺术、人文多学科融合的交叉点，

如果课程体系没有一个丰富的整合、关联结构，则

很难应对专业领域所涉及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

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整合知识，建立课程间

更紧密的联系。这里的紧密联系和整合是相对于

传统课程结构而言，传统课程之间只有从基础到

专业的渐进式联系，而每门课程都是散点状的，彼

此割裂、独自为营，以致学生上基础课只当是纯粹

技法、思维练习，并不知对日后专业学习的意义所

在；专业课间的壁垒，使学生很难将碎片式的知识

连贯起来，应对复杂综合的问题。在课程整合上

国内一些专业美院为我们做了先行探索，如中央

美院，将一些基础课和专业课进行整合，象材料课

＋摄影课 ＋招贴课，把材料课实验创作的作品作
为摄影课拍摄的主题，进而在招贴课中分析这些

元素，运用创意法则完成招贴设计；还有将一些课

程设置为动态的课题设计，以问题为引导串联不

同的基础和专业知识，知识之间有重合也有侧重。

再如广州美院编写的《品牌标志设计》，《印刷媒

介与书籍设计》等教材，都是在进行课程纵横关联

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实践经验。

四、项目式课程的整合

信息技术的变革对设计教育的影响还体现在

各学科的合并及跨学科的交叉合作，如：日本的千

叶大学将工艺意匠学科、建筑学科、画像工学科合

并为设计工学科，以增强各专业之间的交叉联系。

数字化时代的视觉传达也经常面对来自技术、艺

术、人文、哲学等不同领域的问题，单靠个人力量几

乎不可能解决。只有形成跨学科的团队协作，发挥

集体的力量才可能创造性地完成任务。因此在课

程设置中整合项目式课程是促成协作的最佳途径。

项目式课程是根据不同项目的实际需要将具有内

在关联的学科知识点整合进课程，使问题置身于复

杂而真实的情境中，学生通过协同合作来分析、探

讨问题，进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学习。

项目课程能够使传统学习中割裂的知识产生

有机联系，并让传统课程的固定模式和结果变得

动态化、开放化，每个学生在项目中担任不同的角

色，解决某个方向的问题，最终在合作探索中形成

对问题深层次的认识，解决问题则成为共同建构

知识的过程，结果的不确定性更能激发学生自主

创新的愿望。作为课程内容的整合，项目的选择

和设计需要充分考虑不同项目的侧重点，保证项

目的规划能涵盖专业必要的知识点，以及真实项

目和课程项目之间的协调关系等问题。

综上所述，数字化时代的艺术更多作为一种

整合力的方式出现，以艺术带动科技、人文，实现

信息的视觉化传播。数字化时代呼唤具有广博知

识、系统思维、开拓精神、创新能力的设计人才，设

计教育必须把握时代特征。本文提出整合式视觉

传达设计课程体系，既立足当下，也面向未来，通

过课程间多维的关联来启动系统思维教学，以一

个创新、开放的系统面对未来的瞬息万变。改革

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完美、精准的课程模式，而是

作为笔者在思考这些问题过程中的点滴收获拿来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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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希望在秩序与混沌的边界寻找到更理想的

未来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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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ａｎｇｌ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ｆｕ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ｓｐｅｃｔｓ，ａｎｄｇｒａｓｐｏｆ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ｓｏ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ｂｙ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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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对外汉语教材的生词处理模式

单凤娇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 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１６）

摘　要：　笔者根据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发现的问题和总结２８种对外汉语综合教材处理词汇方法的现状，从
生词的编写体例，生词注释的辩义、生词解释的公式化、设置词语总结课和不同专业的选词等方面探讨

了如何改进对外汉语教材中的生词处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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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单凤娇（１９８０－），女，山东巨野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Ｅｍａｉｌ：ｓｆｊｏｅ２００６＠１６３．ｃｏｍ。

一、引言

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生词教学多位于一

课之首，占课堂时间比例亦较大，但教学效果却并

不理想。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教师觉得已

讲解清楚，学生也说明白了。只有听到学生用该

词表达时，才发现学生对词语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如句子“我一定要去上课，不然老师不幸福。”显

然学生未能分清“幸福”与“高兴”的内涵差别，确

切地说，是没有完全清楚幸福的语义。笔者查阅

的汉语教材中“幸福”均注为 ｈａｐｐｙ或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教材对生词的处理往往过于简单，求大同而存小

异，为便于学生理解而做的简化，导致了学生对词

的细节不明而误用。一方面我们对词汇习得过程

的了解还不够，教学方法上不可避免地存有缺憾。

另一方面，课堂教学尤其是精读课教学是以教材

为中心的，教材圈定了所学词语范围，虽然教师能

在一定程度上扩增生词，选择重点，以不同的教学

法进行教学，但始终教材是决定性的因素，是学生

手边最直接的语言学习工具。学生的词汇大部分

从教材中得来，因而，我们应吸取相关学科研究成

果，注重提高教材的质量。

二、对外汉语教材生词处理现状

笔者查阅了近年已出版的对外汉语综合课教

材２８种，其中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出版的７种，１９９０－

２００９年出版的１６种，２０１０年后出版的５种。教
材中生词处理的基本模式为：初级阶段汉语教材

处理生词以注释为主，简单明了。中级阶段教材

在此基础上选重点词在文后以词语搭配、词语例

释方式处理。高级阶段增词语辨析。生词表形式

为：词语———注音———词性标注———对译。词表

中的词按照课文中的出现顺序排列。词语练习的

常见形式有：熟悉词语搭配、选词填空、解释词语

的句中义、替换练习、填反义词、模仿造句、用指定

词完成句子与回答问题等。

近年的教材对生词的处理逐渐多样化、灵活

化，尤其体现于中、高级阶段。主要有：１．据一生
词进行扩展。以语素为中心扩展词汇（《汉语教

程———本科系列》，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在生词下附注近义词、反义词、同语素词
（《中级汉语精读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新世纪汉语》，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２．在形式方面方便学生。为了便于学生
查找，在文中注生词号（《中级汉语教程》，北京语

言文化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生词表中简繁体汉字
对照、名词后注明相应量词、分主生词和补充生词

（《当代中文》，华语教学出版社，２００３；《新世纪汉
语》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３．情境的
引入。练习中依情境造句（《中级速成汉语课

本———捷径》，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现教材在使用中也体现了一些不足：生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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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较呆板。以词语对译为主，容易据母语知

识形成对词语语义用法方面的错误认识。按课文

中的出现顺序排列生词，虽有利于学生在文中遇

困难时按顺序找到生词，但词表中的词语独立性

强、联系少，不利于词语的记忆学习。生词表中对

生词的处理缺少重点与否的区分。而且在教材中

一词语作为生词出现仅一次，学生会因生词的处

理不够而形成错误概念，若得不到及时纠正就会

导致石化。词语例释中的汉语释义学生不易吸

收，因而常常是读完释义与例句后还说出错误的

句子。教材词语例释中重点处理的主要为虚词，

而学生犯错最多的仍为虚词。这一方面说明词汇

习得难易度差别很大；另一方面也说明虽然我们

为虚词下了很大力气，但方法等仍需改进。学生

所接触的是当前日新月异的社会，他们所要表达

与交流的也集中于这个时代的新事物。因而教材

也应及时更新。

三、生词处理改进建议

国家汉办在１９９８年的《全国对外汉语教材工
作会议纪要》中指出：“更新传统观念，打破教材编

写陈规，突破已有编写框架，推出合乎时代需求的

精品教材。”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教材？可从学

生那里得到回答，毕竟教材是为满足学生学习的

需要而编写的。近两三年多部商务汉语教材的出

版便反映了时代的实际需要。原有的教材编写传

统中哪些是多年实践的结晶？哪里存不足？我们

如何去突破？这都要从旧教材使用过程中所发现

的问题入手，调整或删除落后、不合用的。增加新

的知识与研究成果，改进教学方法，才能使教材日

臻完善。教材也是一种商品，要有自己的特点才

立得住脚。所以应多样化，百花齐放才能使教材

从各方面吸取经验。我们不仅应重视教材的内容

也应重视教材的形式，形式关乎教材的趣味性以

及教学方法。以下为几点建议：

１．教材编写更灵活，多样化，科学化
在教学中常常出现学生看过了生词表中的词

性标注仍将词性误用的情况。在实践中我们发

现：把同词性的词聚集在一起，比单纯于词后标注

词性更能形成对词性的认识。讲生词时，若将生

词按词性和通常语序分列于黑板上，如：名词列于

第一列，副词第二列，动词第三列等。可在语义相

匹配的基础上，将各列的词自由组合成句。这样

学生对同类词的共性、它们在句子中的位置、用法

就会有较清晰的认识。乱语而生动的情况少了，

表达时的错误也明显减少。在生词表中按词性排

列生词，既能使学生对词性形成感性的认识，又能

将各生词联系起来，还可在同词性中做词语比较，

找到相同与相异之处。换一种形式而能一劳多

得，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查找生词的问题可以通

过在文中标注生词号解决。

教材应及时订正，因为即便是印刷上的错误

也会对学生的语言学习产生负面影响。如：注音

错误，将“连忙”注为 ｌｉａｎｇｍａｎｇ。英文拼写错误，
“叶子”应对译为“ｌｅａｖｅｓ”而注为“ｌｅａｖｅ”，课堂中
就发生了学生将其当作“离开”来说句子的情况。

对译不恰当，“溜”应译为 ｓｎｅａｋｏｆｆ，ｓｌｉｐａｗａｙ。教
材中对译为 ｓｌｉｐ，就有学生理解为“滑倒”而不是
“偷偷地不让人知道地走开”。课后练习的英文题

目也有学生读不懂的情况。以上这些错误虽小，

但却不能忽视它对学生语言学习的影响。应该建

立一个良好的反馈与更正机制，以便及时优化教

材，减少不必要的错误。

综合课教材不妨借鉴其他类型教材的做法，

分化处理生词。可将词语分别于课文前、中、后处

理。单义易理解的词于文旁随注，这样可减小集

中学习产生的词汇量大的压力。使用义强于内容

义的词单纯解释词义很难，在没有语感的情况下

讲语用是较难接受的，不如先出现于课文中，使学

生在上下文中体会语义和用法，然后通过练习来

熟悉其用法。我们不妨也留些有踪迹的词让学生

猜，锻炼学生领悟词的能力。词汇教学的目的不

仅是教给学生一些词汇，而且要培养学生推测领

会新词的能力。

图像使用对具体事物词（雨伞、各种食品等）

的解释力强于对译方式。其直观性能给学生留下

深刻印象。一些难释的或有中国特点的事物词，

如：“辘护”、“南辕北辙”中的“辕”和“辙”，用图

画胜过语言的解释。再如“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

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吊水吃”，用三幅画可以准

确而生动的传达出三个动词“挑、抬、吊”的语义及

其间的差异。已有的儿童教材中图画用得较多，

成人精读教材中图画很少，我们主张适当地运用

图画。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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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地处理生词。不必拘泥于生词表中仅

对译的方式，出一点词组、旧词有利于了解语义及

词的搭配。如：动词“结”可于生词表中直接搭配

水果名：结梨、结苹果、结葡萄，这样就易懂易记。

“志愿”难理解，不如先出“志愿者、志愿军”等较

具体的词，然后再出该词会好得多，应有针对性的

处理不同的词。形式的多样化可具体实施于印刷

体例上，课文中以字体、字样大小等不同的形式突

出生词有利于刺激记忆，突现该课生词使学生易

找，也能引起学生对上下文及词在句中位置的

关注。

２．生词注释要有效体现词的辨义特征
注释要以解释清楚语义内涵为目的而不是尽

力求简，一般地说，当学习者掌握词义时，９０％情
况下也能正确读出该词。［１］可见词汇是以整体形

式存储的。如果语义未弄清，学生很难记住该词

的语音形式，运用时就更不知所措了。例如：“挪

动”在教材中仅注明“动词 ｍｏｖｅ”是不够的，其关
键性的与相关动词不同之处在于“慢慢地、一点一

点地动”。只有说明了这一点，学生才算明确了该

词语义。学生不明白“道理”与“原因”的差别，究

其缘由，若英文注释能较详细的释义，不仅仅注：

ｒｅａｓｏｎ，便可免去学生的错误认识与迷惑，少出不
少错。注释有效清楚地说明词语特点，才能使学

生少产生词语混淆。如：“纠正”虽标注为ｃｏｒｒｅｃｔ，
但因ｃｏｒｒｅｃｔ既有动词词性又有形容词词性，有学
生将“纠正”与“正确”混为一谈，应注明其语义

为：“改正错的”。“严肃”与“严重”同为 ｓｅｒｉｏｕｓ，
为避免混淆最好指明前者指人的表情不笑，态度

认真。二词的描述对象不同。都描述事情时，“严

肃的事”重态度，“严重的事”重程度。具体到教

材中，在生词表即应注明“严肃”的语义内涵特点，

与“严重”的比较则可置于词语总结课中。释清词

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查查字典就可以的，

要在教学过程中发掘词语的潜在语义。“于是”对

译为ｔｈｅｎ，学生说出的句子为：“我看了一会电视，
于是写汉字”。学生将“于是”等同于“然后”了。

最好对译作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因为“于是”的重点语义不
是时序、时间上的“然后、那时”，而更强调原因与

结果的关系。语义概念不清很容易造成词语的误

用，虽然也可通过教师的课堂处理达到订正生词

词义的目的，但毕竟每位教师的处理方式不同，而

教材则可控制这一不足。

有研究表明语义加工水平能左右新旧知识结

合程度，如语境提供的学习线索有利于词汇习

得。［２］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语境的引入可以辨

析词语间差别。如：陈述客观规律时可用“必然”、

“一定”，吩咐人做事时可用“一定”不能用“必

然”。对于概念义不是很清楚的词，语境的引入就

非常重要。如“居然”是说话人感到程度深，吃惊、

意料之外时用。“甚至”是为说明观点而举的较极

端的、程度很深或很浅的例子。“瞪”表明说话人

在生气或吃惊时张大眼睛，与单纯的“睁”眼是不

同的。“简直”表明说话人加强自己的观点，强

烈表明态度以引起注意。“偏偏”用于和大多数

人所预想、估计的不同，常常是不满意的。“情

愿”表示为了一个目的而去做不愿或不易做的

事。“罢了”表明说话人认为不重要。学生很难

从几个例句中推出何语境下用、何语境下不用这

一词语，我们应充分利用语境的作用，使学生明

了语境对词语使用的限制作用，注明词的使用环

境以及母语使用者对该词的态度、感情、反应，因

为这些是在语用中很重要的背景常识，也是一个

处于母语文化圈外的语言学习者所难以推出但

又需要了解的。

３．公式法
公式对于学生了解词语在句子中的位置、搭

配、惯用情况很有好处。不妨把这种课堂上学生

喜欢的方式引至教材中。句子：“我带雨伞了幸亏

没被雨淋”。说明学生未明白“幸亏”在句子中的

位置。可用公式注明：

“幸亏”＋条件而非结果
教材中“顺便”对译为 ｉｎｐａｓｓｉｎｇ，学生据此造

句：“在路上顺便我看不见他”。将“顺便”误解为

“经过、擦肩而过”。不如公式：

做某事＋“顺便”＋做另一可同时做的容易事
既说明了词义又说明了用法。公式法线性直

观，能省去很多嗦的阐释，可直接列于词表的生

词下。公式法能用来区分不同词的用法。如：

动词／句子＋“并且”＋动词／句子
名词＋“和”＋名词
用公式区分两个连词很清晰。告诉学生怎样

说的同时还应告诉学生不能怎样说。“跟前”最好

给出：人或物 ＋“跟前”指明不能于地点后。可概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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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出规律的句式便可将其列出公式来。“经过”的

两个用法：

从一地点到另一地点＋“经过”＋地点
“经过”＋事＋人／物变化。
“无论”的使用：

“无论”＋“多么”＋形容词，事不变
“无论”＋Ｖ不Ｖ，事不变。
４．设置总结课
已有教材采用的语法定期总结复习应引至词

汇教学上来。重现一段时间内学过的词有助于巩

固所学内容，将短期记忆词汇变为长期记忆词汇，

把理解性词汇转化为表达性词汇。设词语总结课

不只在于重现生词，它可包括：１、总结归纳词语，
建立零散词汇间的联系。诸如：反义词、近义词、

同语义词、相同语素词。２、对重点词进行复习巩
固。３、做词语使用比较，辨析学生存疑惑的词语。
定期的词汇归纳与比较能加深学生对语素及构词

法的了解，建立词语间的联系，利于提高词汇推测

能力。

主动性词语的获得是通过使用得来的，在总

结课上可增多词语使用的练习，练习要加深思维

加工深度。理解性练习容易做，能建立语言学习

者自信心。表达性练习需语言学习者更多的思维

活动参与，对加深印象、记忆生词有好处，同时也

能使教师及时准确地了解学生中介语状况。因而

教材中的练习可多一些使学生既有一定创造性又

受一定语境限制的输出表达练习，如：翻译、据语

境按给定词语练习等。通过学生语言的表达，发

现并及时纠正教学中的疏漏。

５．依据专业选词
应依据学生学习目的不同而在教材的词汇选

择上有倾向性，多利用造词规律来扩展词。王又

民统计分析了外国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汉语词汇

差别。［３］结果是大学四年级留学生的生词量为

３２５６和中国小学六年级学生大致相当，比高中毕
业生少１８４００词。可见让学生学一年汉语后入系
学习的难度。对于计划入专业学习的留学生，我

们应进行集中系统的词汇量提高，尽早于语言学

习中教授相应词汇，以减轻其入院系学习的难度。

将１８４００词（相信还有专业词汇于此之外）中的每
个词都教给学生是不可能的。我们可尝试根据不

同专业选出那些造词能力强的语素，及常用词收

入教材中。在有了一定词汇量的基础上，词汇的

扩展就容易得多。以新词语为例，虽然近二十年

出现了近７０００新词语，［４］但绝大部分都为原语素
组合而成，不难据语素推知词义。利用词汇生成

的规律可使学生事半功倍的增加词汇量。各专业

的核心词汇不同，有必要编写专用于增加不同专

业词汇量的教材。

四、结语

词汇是语言表达的基本单位，也是语言系统

中随社会发展变化最快的部分。教材要吸收那些

学生生活、学习中需要的词汇，并跟上时代发展，

这就需要吸纳使用过程中的反馈进行修订。目前

的生词表虽简单明了，但过于僵化。可在排列上

进行改观，也可在必要处加入图画等形式，用多种

方法展现生词，胜于单纯的用语言解释语言。由

于没有完全相对等的两种语言，因而单词对译只

适用于部分词。对于语义内涵丰富的词，单词对

译就存在着潜在的误导。应在生词表中表现出生

词最重要的特点，而不应只是一笼统的概念义。

词语也应定期的总结归纳，不只是循环出现，而是

将词语据语义关系、搭配关系等联系起来。多一

些表达练习，能够及时了解学生的词语掌握情况，

从中我们也可发现词语教学的疏漏之处。汉语的

词语构成是有理据的，我们可据此帮助学生掌握

新词，推测未曾见过的词。

总之，对于词汇的处理需要根据个体词的不

同特点进行。不能拘泥于一定之规，吸取新的研

究成果，才能不断优化与完善教材，促进学生的语

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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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随着中国加入 ＷＴＯ等一系列世界级组织，

外国的文化不断涌入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商

贸、教育等方面也积极的与国外相融合、相促进。

因此，为了迎合这个趋势，当代人对英语的重视

程度也是越来越高。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范围

最广的语言，也已经遍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所以，说一口地道的英语也是我们必修的一项语

言技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今世界已涌现出越来越

多的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英语的语

音是极为重要的，语音是学习每一门语言的基础

和发展的前提，因为语音的好坏关系到了所学语

言的单词的背诵、听力、口语交际等方面。所以要

掌握和提高英语水平，我们务必学好语音，而学生

在学习英语语音的时候，难免受到许多方面的影

响，经探究发现，最主要影响学生学习的因素是学

生或多或少受到自己本土的方言习惯的影响，而

这个问题也与学生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关，有些同

学小时候一直说当地的方言，英语老师在教学时

自己也带有地方方言，以及我国现阶段应试教育

的教育制度，学生有的发音很难改变。因此要想

学好一门语言，提高学生的英语语音的学习是提

高学生英语水平的基础。

方言是语言的变体，可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

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而产生的变体，

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而在地域上的反应。社会方

言是因统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性别、职业、政治阶

层、年龄、受文化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

不同的社会变体。

各地的方言都隶属于普通话的分支，如果写

下来或者仔细听都大致可以明白什么意思。从语

音角度来讲，各地方言可以被认为是不标准的普

通话。虽然意思差别不大，但读出来总会给人感

觉发音不够地道，不够标准。

　　二、汉语方言影响英语语音的

表现

（一）地区发音不同

中原地区以河南为例，很多河南地区的学生

在学习中，将元音中的【ｕ】和【ｉ】读成一个音，还有
很多学生平翘舌音分不清，很容易把ｔｈｅ发成不咬
舌的ｔｈｅ，还有很多同学在英语发音中ｌ和ｎ不分，
以及ｆ和ｈ不分。

在元音字母当中，／ｅ／对于大部分东北学生来
说是很难发音标准，并且东北人不习惯发圆唇音，

很容易用 ｅ代替 ｏ，因此他们常常把 ｌｏｇ／ｌｏｇ／发成
ｌｅｇ／ｌｅｇ／，还有很多长音发不出来，例如：ｓｉｔ／ｓｉｔ／与
ｓｅａｔ／ｓｉ：ｔ／、ｓｌｉｐ／ｓｌｉｐ／与ｓｌｅｅｐ／ｓｌｉ：ｐ／［１］等。

广东人大部分英语发音吞音现象比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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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后龈摩擦音／ｔｓ／发成／ｄｚ／、／ｋｓ／发成／ｇｚ／。还有
一些辅音，虽然在粤语中也存在相似的发音，却也

存在着发音问题，比如齿龈鼻音／ｎ／和齿龈边音／
ｌ／，粤语区学生也是经常混淆。

（二）方言对音位、音变、语调的影响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方言是民族语言的地方

分支，是区域性的语言变体，它根深蒂固地影响着

本民族、本地区的言语行为习惯，并在一定程度上

使思维模式化，给英语学习带来直接影响。汉语

及方言多属汉藏语系，而英语属于印欧语系，与汉

语千差万别。英语中的语音包括音位，音变，语

调，变体等方面，其中方言对音位，音变，语调这三

个方面影响较大［２］。

１．音位
音位的改变可以完全改变词义。在英语中，

元音和辅音是按照一定标准划分的，元音的标准

有三条：（１）舌头的部位；（２）口腔的开合；（３）唇
的形状，其中前两者是学生最容易受方音的影响

而读音不准的两个方面。辅音的标准也有三条：

（１）发音部位；（２）发音方式；（３）声带活动，其中
发音部位受方言影响较大。比较如下：

韵母与元音：汉语中的韵母除了主要由元音

构成外，也有的是元音加鼻辅音构成的。也就是

说一些在英语中归为辅音的因素到了汉语中可能

重新组合而归属带鼻音韵母一类。尽管汉语中普

通话和方言的韵母数量大于英语元音的数量，但

英语中的某些元音是普通话及方言没有的。比

如，在湖北方言区没有类似英语语音中长元音的

发音，导致发音对应缺失。如学生会把 ｆｏｏｌ念成
ｆｕｌｌ；把ｓｌｅｅｐ念成ｓｌｉｐ等。

部分声母与辅音：一般来说英语有２８个辅音
音位，汉语普通话有２１个辅音声母，湖北方言则
有辅音声母２８－３４个。有些英语的辅音在书写
上与声母相同，但并非相等。有些辅音则是方言

中没有的。比如，粤语方言中没有卷舌音，读／ｒ／
时，许多学习者都不会把舌头往后卷。因此，在发

英语的／ｒ／音时往往就会用相近的／ｌ／音来取代，比
如最常见的 ｓｏｒｒｙ／ｓｏｒｉ／，很多学生就会发成／ｓｌｉ／，
还比如：ｒｏｃｋ／ｒｏｋ／，学生读成／ｌｏｋ／，变成另外一个
词ｌｏｃｋ，引起歧义。

２．音变
英语语音中连续出现的音节圆润且无间断，

而各种音变就贯穿了整个语音材料。在听力中出

现的音变现象主要有：同化、省音、弱化、重读、连

读以及不完全爆破。其中同化、重读、连读受方言

影响较大。

同化：语音的同化现象是因为受到舌位，清浊

音或邻音的影响而发成既不是前一个也不是后一

个，而是第三个音或变成与邻近音相同的或相似

的音。它常发生在快速谈话和连贯的朗读中。例

如，黔东南片区，受到方言的影响，学生混淆［ｗ］
与［ｖ］，比如把“ｆｉｖｅ”错发成［ｆａｉｗ］，“ｖｅｒｙ”被读成
［ｗｅｒｉ］。

重读：重音是英语节奏的标记和灵魂，英语

节奏主要体现在重读音节和轻读音节的交替变

化中，元音在重音的指派下具有明显的强／弱对
立、长／短对立和清晰／模糊对立。汉语（包括方
言）的节奏特征主要体现在声调的变化上。比如

说，在粤语方言的环境下，母语的干扰表现在学

生习惯把每个词都重读，没有强读、弱读和连读

的语调特征，造成了英语弱读音节读得偏重，对

于首音节弱读，重音靠后的单词更难以掌握，导

致重音指派出错或全部重读。这些现象都会严

重影响讲英语的语调，破坏英语语句节奏和韵律

美感。

连读：在连贯的讲话或朗读中，同一意群中不

同词或音节之间音的联结叫连读。比如在两湖地

区一些方言中［ｒ］与［ｌ］的分混，此种连读现象是
学生容易忽略的，即同一意群内前一个词以辅音

结尾，后一个词以元音（包括半元音 ｊ／ｗ）开头，这
时常把前一个词尾的辅音和后一个词首的元音连

起。如：ｔｈｉｎｋｉｔｏｖｅｒ／ｌｏｏｋａｔｔｈｉｓ。
３．声调与语调
汉语属于现代语言学中声调语言的一种，而

英语属于语音语言，两者在这个方面差异较大。

在汉语中讲究的是声调，英语学习中重视的是语

调。英汉语调类型不同导致各方言区的学生的英

语语调缺乏起伏，而且使用降调过多，习惯用某种

汉语调型去代替英语的相应调型。英语在声调语

调方面，是在一个句子的范围内都有整体的升降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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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的变化，同时英语的发音还有弱读，连读，同化

等，而汉语这个方言是每个字都是有固定的音调，

这是汉语和英语发音的最大区别。由于英语的音

节是元音和辅音相互连接拼读的过程，所以在发

音的时候是没有停顿的，而汉语是有的，字与字之

间总是咬字十分的清晰，没有连读现象。这些差

异影响了英语语音的发音规范。

　　三、汉语方言影响英语语音的原

因分析

（一）学习方法不科学

英语虽然不是作为母语从幼时就开始学习，

但我国的英语教育也是从孩子进入学校时开始

施行。由于已经对自己的母语根深蒂固，所以学

生在刚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会理所当然地用自

己母语的音标来标注英语的发音来帮助他们记

忆英语，由此可见，这种不科学的记忆方法显然

会导致英语发音的不标准；同时，学习一门语言

是需要环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没有处在一

个说英语的环境下，自然而然也就很难学到地地

道道的英语发音。因此，学生从小一旦形成了一

种语音发音习惯就很难在以后的英语学习中纠

正过来。

（二）教师教学方法不严谨

个别英语教师方言发音的误导以及认识不到

发音错误去改正。在中国的英语教育教师队伍当

中也不免有说着一口带有本地方言的英语教师，

很多学生也想当然的认为老师的发音都是正确的

从而不敢去质疑老师的权威，而部分教师也认识

不到自己的发音错误，对学生的发音也不能进行

及时的纠正。还有许多不负责任的教师认为学生

的发音错误相比通过相关英语考试显得微不足

道，选择不重视的态度，只是草率选择某个没有作

用的方法施行，甚至对采取措施无动于衷。因此，

在纠正英语发音中方言的影响，教师扮演着极其

重要的角色。

（三）我国教育制度不完善

与欧美国家的教育制度相比，我国的教育制

度则显得更加僵硬。很多学生都是为了成绩而

学习，甚至为了取得优异的成绩而忽视对兴趣方

面的培养，很少有学生将英语当成自己的一门兴

趣去认真探究和学习。尽管近几年来我国英语

的考试制度在不断改革，但总是围绕听力、语法、

阅读、写作等方面，对口语方面的改革却很少，在

这样的体制下，学生自然也就把英语学习的重点

放在笔试要考的部分却忽视了对语音方面的

练习。

　　四、克服汉语方言影响英语语音

的教学措施

（一）强化英语音标训练
学会４８个国际音标的正确发音，主要通过听

录音、看口形、找准发音部位等手段。按照读音规

则，训练拼读技能，先辅音与元音相拼，后拼读单

词，纠正和防止长短音不分、连缀困难、重音错位

等容易出现的拼读错误［３］。

（二）注重听仿训练

注意重音和语调，以及发音方式的正确性。

很多英语学习者的很多错误都是模仿的方法不得

当，或者模仿的对象不正确造成的，所以，学生不

仅要模仿，而且要更加注意模仿对象以及内容的

选择性。其中重视教师素质的提高是很重要的一

环。因为一些英语教师本身的语音就存在一些问

题。尽可能少用机械性操练和脱离语境的语音训

练材料，反之模拟角色问答、对话、讨论及表演等

在克服母语的干扰方面效果都很好。

（三）注重听音辨义训练

不少学生自认为掌握了英语语音，但并不清

楚ｔｅａ，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ａｇｇｅｒｅｄ中的［ｔ］的发音是不完全
相同的，同样［ｉ］也并非是［ｉ：］的短音，如 ｆｅｅｔ
［ｆｉ：ｔ］和ｆｉｔ［ｆｉｔ］。教师可把一些既容易混淆又会
改变词义的音素组成词对学生进行听音辨义练

习。如：ｎｏｔ［ｎｏｔ］和 ｎｅｔ［ｎｅｔ］，ｒｅｄ［ｒｅｄ］和 ｒｉｄｅ
［ｒａｉｄ］，ｓｍｉｌｅ［ｓｍａｉ１〕和 ｓｍｅ１１［ｓｍｅｌ］，对于一些较
难掌握的音，应先教学生音标知识然后再进行模

仿。使学生自觉调节自己的发音器官，找准发音部

位和控制发音时间的长短，克服方言带来的干扰。

（四）转观念重持续

英语教师首先要讲标准英语，讲普通话，努力

克服自己的方言，给学生起表率作用，并注意帮助

学生克服原有方言的影响。对于一些简单模仿就

能够正确发出的那些音位，如大部分元音，让学生

·１６·



河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 ２０１５年６月　

使用直接模仿法就可以，教师无需过多的解释。

（五）注重语音教学中现代教学技术的应用

英语录音、音像教材为学习英语创造了极好

的条件，对提供语音练习材料尤为有效。多媒体

教学手段引入语音课堂，也能活跃课堂的气氛，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除了营造一个轻松、和谐

的课堂语言环境以外，英语语音的教学还可以延

伸到一些课外活动上，如英语角等。

五、结束语

本文旨在研究汉语方言对英语语音产生的表

现、原因以及解决措施。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

出汉语方言对英语语音的影响主要是指各地方人

在用英语交流时发音的差异。原因则是有许多

种：从小至人们自小接受的教育水平到大至国家

的教育制度，都对这一现象有着影响。因此解决

这一问题的措施便要从各个方面做起：学习者要

有意识的学习正宗语音知识，教学者要严谨教学，

并及时更新教学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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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德育环境的生态建构

———以四川民族学院为例

陈光军

（四川民族学院，四川 康定 ６２６００１）

摘　要：　高校建设的成果直接体现为高校德育环境，其建设的成功与否，决定着高校环境德育的成败。学
院精神的形成和传承、物态文化的创新、制度机制的规范等文化建设成为环境德育的制约因素。应通过

学风建设和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等精神文化的建设，提升学院特色精神；通过培育优美、高雅的物态环

境文化，发挥环境育人的作用；通过建设科学、规范、合理的制度文化，对学院德育环境的构建起规范和

导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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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是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的身心素质形成和

发展的全部外在因素，是人的生命成长的全部生

活时空。对环境的一般分类主要包括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工作环境、学习环境等。德

育环境是从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角度对人的整体

性的生活环境作的一种相对切分。根据高校学生

生活时空的特点，通常把德育环境分为高校德育

环境、家庭德育环境和社会德育环境。其中高校

环境德育发挥着较为直接的作用。高校建设的成

果直接体现为高校德育环境，其建设的成功与否，

决定着高校环境德育的成败。由此，高校德育环

境的生态建构，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着

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高校的德育环境建设

从整体优化的“大德育观”出发，高校德育主

要由课堂德育和环境德育构成。高校德育作为对

学生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环节和主渠道，其

建设如何直接影响着所培养人才的思想理论素质

和道德品质素质，并对未来人才队伍的质量和效

益状况产生重大的影响。对学生品德教育的绩效

如何，不仅取决于作为主渠道的课堂德育的开展，

而且与高校环境德育的建设状况密不可分。相对

于课堂德育“显性课程”的作用，环境德育则被视

为“隐性课程”，它主要通过影响学生思想品德形

成和发展的全部外在环境因素的良性运作，对学

生起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教育，以达到形于外而

化于内的育人功能。环境德育不仅是学生健康人

格和良好道德品德形成、发展的外部条件，在高

校德育中发挥着导向功能、渗透功能、规范功能和

示范功能；同时，也直接影响和制约着课堂德育的

成败。

高校的办学思想、育人理念主导着高校德育

环境的建设。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日常的教学

与学习生活中对环境的心理感受角度，可以把高

校德育环境分为物态环境、精神环境和制度环境。

这些环境因素以具体载体的形式反映着一所高校

建设的成果，在其动态的和理性的意义上，成为高

校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德育环境的分类相适应，

高校文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物质文化，制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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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神文化［１］，高校建设的目标就是通过创设和

谐优美的物态生活环境、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活环

境、科学人性的制度生活环境，形成整体育人的氛

围，进而达到环境育人的目的。

高校物质文化主要是指外部环境，内部布局

和学校建设，绿化，雕塑和文化设施等。［２］作为高

校文化的有形部分，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化的文

化形态。建设就是通过改善学校物态生活环境，

实现办学条件最优化、办学环境优良化的工作

过程。

高校精神对师生的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统领

作用，并体现在师生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

方式之中。高校精神文化的存在形式有内隐和外

显两种形态。内隐形态体现师生的思想、观念、意

识及态度等方面，主要表现为教职工的办学理念、

价值观、教育观、工作态度、责任意识、心理体验，

以及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学习态度、进

取意识、竞争意识、组织纪律意识等。外显形态体

现在制度、设施、环境、活动等方面，具体表现有代

表学校精神的文字表述，如：校训、校歌、标语和持

久性的学校口号等；学校物化精神产品，如：师生

作品或论著、学校刊物、学校标识（如校徽等）、主

题雕塑刻石、校史资料陈列、学校相关报道等。这

种精神生活环境通过校训、办学理念宣传语概括

表述出来，并由学校制度把体现学校精神的程序

规范和行为规范确立下来，成为学校精神生活环

境的主导机制。

高校制度是由外在形式（制度）和内部体验

（态度、方式）有机结合形成的一种文化。包括各

种成文的条例和不成文的约定俗成的规约、制度，

还包括师生形成的对待制度的方式和态度。高校

制度文化建设要以和谐有序的制度生活环境为重

要基础。制度生活环境由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制

度文本体系和教育者、受教育者在学校生活中形

成的制度意识及其行为方式共同构成。

　　二、高校建设的薄弱对德育环境

的制约因素分析

经过多年的努力，高等民族教育在数量和规

模上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

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一些历史悠久的传统民

族院校相比，新建民族本科院校普遍历史不长，在

经历了短期的“硬指标”层面的集约式扩张后，

“软指标”上的“短板效应”开始凸现。以四川民

族学院为例，学院办学历史不长，办学经验的缺失

和远离城市的空间限制，使得我们在办学理念的

梳理、办学经验的积淀、学院精神的形成和传承、

物态文化的创新、制度机制的规范、地方文化与高

校精神的互动共进等方面都有着先天的不足，成

为德育环境的制约因素。

１．高校建设时间短，物态文化的布局缺少人
文精神和缺乏个性

学院处在四川西部甘孜藏区，建设中突出了

建筑物的整体有效性，但略显呆板，缺乏人文气

息，没有考虑建筑风格的一致。而且完成时间短，

施工速度快，缺乏个性，富有纪念意义的雕塑和景

观缺乏，很难感受到藏区高校的特点。［３］教师和学

生普遍感觉历史建筑缺乏，容易削弱对学院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４］

２．远离城市产生的“孤岛效应”，使得精神文
化出现断层和流失

高校精神文化主要是通过浓郁的学术氛围和

良好的学风、教风来体现，而这些取决于教师和学

生之间的互动发展。但由于学院建设的安心工程

被人为地隔离出校园，而且管理失位。导致学生

住在校内，而教师在校外。师生交流沟通少，影响

了浓郁的学术氛围和良好的学风、教风的形成。

在空间上，远离城市产生的“孤岛效应”，使学生学

习生活和学校的教学科研与城市接触缓慢，校园

活动呈封闭状态，高校文化对社会辐射和精神引

领的作用明显不足。

３．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上忽视了人文精神的
培养

由于受商品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我们在教

育观念上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功利性倾向，将经济

尺度扩大到教育领域，借口满足市场需求，使学生

掌握技能为唯一目标，人文学科课程减少，学生的

人文素质下降，人文精神缺失。在教育方式上，单

一僵化。许多老师误认为人文精神是思想品德课

的教学任务，而思想品德课的教学方法单一，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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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大而空，学生接受程度低，达不到教育的

目的。［５］

４．文化制度的建设缺乏完整性、科学性、灵
活性

学院自升格为本科高校后，尽最大的努力在

较短的时间内制定了规章制度体系，初步构建了

管理制度框架。但也由于短时间内急需完成的学

院建设和发展中的大量工作任务，使得学院在制

度文化建设上存在着完整性、科学性、灵活性不

够。对在工作中突出的矛盾没有尽快出台相应的

对策，不同部门的制度建设既有重复也存在遗漏

现象，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条例、规则相对缺乏；

制度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师生意见和建议、充分

发扬民主、充分论证等程序还不够科学，师生参与

制度制定和管理的热情不高；学院现有规章制度

部分内容和条款已随着时间推移和情况的变化不

再适应发展要求，却不能进行适时的完善和调整，

缺乏灵活性。此外，在制度的功能上，还存在着偏

重检测评价作用，忽视强制约束和激励引导作用。

　　三、立足德育环境，推动高校建设

的健康发展

１．注重整体学风建设
“惟有风正，才有学正，惟有源清，才有流清”。

学风乃高校求学、研究、做人的基石，也是高校的

发展之源泉。学风不光包括学习的风气，还有人

格的熏陶与感染，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作用

于人，于无形之间浸染着人，也改造着人，要建设

好它，就要建立一个适应良好学风生存的大环境。

因此，建设学院内良好的学风、维护学风的纯洁，

是学院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责任。在宣传层面，

要通过宣传，发挥具有优良学风系部的引领作用。

在制度层面，建立激励机制，进行整个学院各系部

的学风评比，为学院树立起优良学风的标杆。在

教育层面，学院应多举办各种积极健康的学生活

动，发挥党团组织在学生政治思想工作中的作用，

坚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

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

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学

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引导学生

正确认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明确历史赋予的

重大责任。

２．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首先要求我们的教育主体（高校领导、教师、

学生）在思想上充分认识人文精神的重要性，要进

一步明确人文精神是人类先进文化的精髓，体现

了人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感等精神层面的追求，

是对人之为人的思考，是实现人的生命价值的所

在。［５］其次，作为学校管理者和教师，还要尽可能

的创设一切有利于提升学生人文素质的环境和必

要条件，包括对一些文学、历史、艺术类课程的必

要的关注，专业课程教学中有意识地结合人文精

神的培育，对学生绩效评估的个性化和综合性兼

顾。同时，多一些机会让学生参与各种社会实践，

可以考虑的一些做法包括适度地有针对性地开放

校园，培训部分学生导游；多提供学生参加勤工俭

学的机会和场所，锻炼学生的自立能力和独立性；

在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方面，引导学生组织

一些需要集体参与的文艺、体育项目［６］，更规范地

开展校际的竞赛活动，并借此组织起训练有素的

啦啦队等。当然，人文精神的培养决非朝夕之功，

不能有速成的想法，它需要长期的积累，是学校发

展进程中各种思想、观点交锋、碰撞的积淀。

３．培育优美、高雅的物态环境文化，发挥环境
育人的作用

和谐优美的校园环境和人文景观本身就是一

部内容丰富的精神文化教科书，具有独特的吸引

力、感染力，有利于陶冶师生的情操。正如斯坦福

大学首任校长乔丹所说：“校园的长廊连同他们的

华贵圆柱，也将对学生的培养教育起到积极的作

用。每一块砌墙的石头必定会给学生以美和真的

熏陶。”比如，美国哈佛大学正中有建于３０年代的
纪念教堂，周围是学生宿舍、图书馆和教室等各种

不同风格的建筑，其中如霍尔登小教堂、马萨诸塞

堂、哈佛堂和维德纳图书馆都是著名的古建筑，具

有旧大陆建筑的庄严典雅之美，古朴典雅的建筑

风格和建筑物上爬满的青藤，使人感受到历史的

凝重、人文的底蕴，感受到人与自然的贴近与和

睦。斯坦福大学的楼房都是黄砖红瓦，四平八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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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学，首先看到的是土黄色石墙环绕下的红

屋顶建筑，拱廊相接，棕枷成行，在古典与现代的

交映中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和学术气息。这些世界

一流大学的物态环境，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要营

造高品位的校园文化，建设和谐优美的园区环境

是必不可少的。

建筑和雕塑被誉为是“凝固的音乐”，它是一

所学校校园风貌的典型写照，是校园文化物态化

的重要载体。大树是高校成长的见证，绿树成荫

的校园是自然、生命与思想结合的产物。在物态

生活环境的具体建设过程中，学院的教学区、生活

区和活动区的建筑设计要体现传统、现代或传统

与现代并融的风格，建筑物的形式、结构、色彩等

方面在富于美感中体现着和谐。学校的自然环境

要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努力建设绿色校园。道

路、花坛、草坪、绿化带的布局，树种、花木的搭配

和修剪造型等视觉所及物都反映着美的韵律。校

区物态化的人文环境，如标志性建筑、校训、板报、

雕塑、名人名言图像文字、展室、长廊等学校文化

氛围，潜移默化地感染陶冶师生的心境和情操。

和谐优美的物态生活环境并非完全是静态的，师

生对校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审美态度和行为

方式是物态生活环境的“人化”所在，如师生对创

造优美、干净、整洁的校园环境的情感意识和自觉

保持维护校园卫生环境的行为举止，是构建和谐

优美校园物态生活环境的重要因素。

在学生学习、生活的场所，也应考虑到学生的

多样性需求，学生阅览室可以布置的更舒适些，学

生寝室楼在功能上还可以包含适当的休闲与娱乐

区。当然，根据中国国情，高校里没有规模较大、

功能健全的学生活动中心是不可想象的，在这点

上，也许我们还有努力的必要。

４．注重校史、校训和纪念性牌匾的建设，提升
学院特色精神

校史是校园精神文化不可或缺的传承载体，

是对学校办学发展历程的回顾总结，记载了全体

教职员工在学校创业初期的艰辛，记载了各所高

校不同时期的荣耀和成果，记载了一代代莘莘学

子走出校门踏向社会的贡献。它能够起到凝聚人

心、激人奋进的作用。就我校办学二十余年的历

史基础看，我们已经可以考虑建设自己的校史馆，

鉴于时间跨度不长，初期规模不宜过大，内容上应

该包括各种实物、图片、文字、声像资料等，它不仅

记载学校的发展史，更应成为荣耀的丰碑，成为对

学生进行品德教育和爱校教育的重要场所。

校训是一所学校的“名片”，是校园精神文化

的表征和灵魂，是对一所学校历史形成的办学精

神和办学理念的高度概括，具有历史性、特殊性、

稳定性和传承性。哈佛大学的校训“真理”既简单

又富有深刻的内涵，传数百年而不衰；斯坦福大学

的校训是“自由之风永吹”，展现了这所世界名校、

硅谷诞生地追求学术自由、永不停步的创新精神；

北京大学的校训“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和清华

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都体现了这

些名校的办学宗旨和核心精神。校训作为学校的

“名片”，我们应进一步提炼，要体现出最集中、概

括地反映学院办学宗旨的内容，并成为学院区别

于其他大学的重要标志。同时，对校训的宣传力

度还需进一步的加强，应作到人人皆知，熟记于

心，引以为豪。

纪念性牌匾在我校几乎还是空白，为此，应该

选择有历史意义和教育意义的事件、人物，加以刻

录制作，放置于适宜位置，供人参观瞻仰；此外，可

考虑仿效其他院校的先进经验，制作具有学院鲜

明特色和各系专业特色的校徽和系徽，它们是校

训的物态形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组织毕业

班学生制作各自的班徽，既能发挥班级集体的智

慧，又有重要的纪念意义。

５．发挥学院、政府、社会三方在校园文化建设
中的整合作用

高校本身是社会的产物，高校精神是社会精

神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如果成为一座文化孤岛，

不能实现与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互动，其

建设就失去了本质的意义。因而，在校园文化建

设过程中，需要加强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

联系，加快校园文化建设与城市发展互动共进的

步伐。就我校来说，主要是要加强与康定县政府

和辖区内各社区的合作共建。为此，学院校园文

化建设要呈现出更大的开放性和适应性，使学校

与社会充分接触，为师生的发展提供较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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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空间；同时，要力争使学院精神文化的发展对周

边地区和社会的经济发展环境、人文社会环境的

提升都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６．建设科学、规范、合理的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作为高校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取向，它对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正常开展有着规范和导引作

用［６］。因此，学院在建立自己的制度体系过程中，

首先要考虑的是要把制度建设的合法性和合德性

结合起来。学院的制度既不能和国家法律法规相

冲突，也要合乎时代的伦理精神。作为一项庞大

的系统工程，在进行制度文化建设时，既要明确各

部门、组织、团体、个人的职责和功能，以此为框架

建立各自的工作职责、工作目标、工作方式方法，

也要分清工作的轻重缓急，分别制定应急措施和

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条例、规章，使得各类制度协

调发展，而不能顾此失彼，挂一漏万。在制度制定

过程上，要考虑以维护师生利益为目的，制度要能

够充分体现广大师生的利益，因此要发扬民主、集

思广益、充分论证，使制度的制定和落实都能得到

广大师生的理解和支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

教育活动。对于一些已不符合形势需要的制度，

要及时进行完善、更新，使制度结构更趋合理、制

度操作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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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就业

吴　晶
（河南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问题呈现出日趋严峻的态势，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关注的焦点。本文探
讨了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就业的促进作用、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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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的不断增加及新专业、
新的联合办学数量与规模的拓展，大学生的人数

呈现出高坡度上升趋势，尽管国家经济发展迅猛，

改革开放持续深入，但每年可提供的就业岗位仍

难以满足膨胀的毕业生所带来的需求量，大学生

的就业压力表现出愈来愈严重的状态。对于这一

突如其来的改变，各高校也相应地制定出一些应

对措施，加强就业方面的宣传，侧重就业能力的培

养，甚至开展心理辅导，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

观，摈弃过高期望值等，然而实际效果与高校预期

之间仍存在较大落差，就业形势的严峻态势没有

改变。

一、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

据统计，自从 １９９９年我国高校连续扩招以

来，大学毕业生的总量一直处于高速的增长过程

之中，１９９８年毕业人数为８３万，但到了２００７年，
人数已达 ４９５万，２０１３年更是上升至 ７００余万！
而在就业率方面，２００１年全国高校本科生平均初
次就业率为 ８２％，２００２年为 ８０％，２００３年为
７０％，２００４年为７３％。从数字上看，除２００４年就
业率统计方法调整外，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初次就业率
呈下降趋势。如果按２００４年以前的方法统计初
次就业率，２００４年全国本科平均初次就业率应在

６５％左右，初次就业率连续四年呈下降趋势［１］。

实际上，从２００５年至今，大学本科生的初次就业

率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既使是就业的学

生，多数的工作岗位距离预期也差之千里。同时，

随着近十年研究生队伍的日益庞大，这一层次的

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也日趋严峻。那么，如何改变

这种局面，给毕业生的就业之路开启更多绿灯呢？

这是一个普遍化及需要更多社会力量介入的问

题，而其办法也应当是多元化的。就笔者而言，加

强大学生在大学期间的思想政治教育应是众多解

决途径之一，并期待强化。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就业

的促进作用

１．思想政治教育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择
业观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能够更加理性的

掌握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知识，更加

深入地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我们党的基

本路线、方针、政策；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世界观，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理想、兴趣、能力和

未来的追求，进而树立正确的人生信念和科学的

择业观；能够使大学生深入地了解、从容地面对社

会给大学生择业带来的种种机遇和挑战，从而夯

实就业的思想根基。

２．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大学生提高自身素
质，为增强就业竞争力提供能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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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学生在就业方面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既有内因也有外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内因。首先，

大学生对就业目标不明确。大部分学校的学生对

就业没有明确的目标，即使有自己的理想信念和

专业知识，一旦面临毕业，还是自我感到迷茫，就

业方向模糊不清。对社会和自身的条件认识不

足，缺乏职业观念，就业行为盲目。其次，求职过

程中屡屡受挫。大学生由于缺乏自信心，自己的

专业方向与求职方向相差甚远，导致心里对社会

充满不安感，面对竞争压力时不能及时地进行自

我调整等诸多现象，使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自信

心大跌。最后，大学生求职技巧准备不足。大学

生在求职时表现紧张、语言表达不得体，从而错失

了大好机会，还有的大学生在求职时好高骛远，拈

轻怕重，使用人单位感到反感，以致用人单位对大

学生求职失去信心。鉴于此，高校应该加强大学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大学生逐渐地提高自身素

质，在校期间多参加校内组织的活动，不能局限于

自己的专业，要多方面、多角度地学习，利用大学

所提供的学习环境和机会，树立大学生诚实守信、

爱岗敬业、具有团队精神、善于与人沟通、有良好

的职业道德素养以及心理素质的良好形象，从而

提高就业的竞争力。

３．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为大学生提供内容丰富
的大学文化，全方位培养学生的个人素养，

加强毕业生就业的综合实力

所谓大学文化，是指学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

中形成的培养目标、办学传统、校风、学风、校园文

化活动风格、师生的行为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观

念，蕴涵了大学的灵魂和精髓［２］。不言而喻，这种

大学文化对学生的熏陶和锤炼是大有裨益的。首

先可以起到思想拓展的作用。随着社会不断进

步，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要求也不单单局限于本专

业领域，而是要求应聘者具有多方面、综合性、高

素质的基本素养。但大学生在校期间接触的大多

是自己所学专业领域的内容，很少触及到别的专

业，因此高校需要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尤其是

加强大学文化建设，这些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综

合素质，为就业奠定良好的基础。其次能够起到

文化熏陶的作用。高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地

方，大学生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其智商、情商等，

这些人性深层次的东西不是靠专业学习就能得到

的。同时，随着大学生在高校中参加社会培训，能

够得到多角度全面的教育，这时大学文化对大学

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即对大学生情操进行

熏陶，又提高了他们的综合素质，同时又有助于大

学生充实自身成为多方面的人才，引导大学生主

动学习、善于创新，成为就业竞争中的激流。丰富

多彩的大学文化必将在学生的就业中发挥出积极

的作用。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既是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不可

缺少的重要课程，同时也为毕业生就业提供充足

的养分，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目前，大学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尚存在一定问题，尤其是关乎

毕业生就业的相关教育程度还远远不够。譬如，

高校对未来就业市场分析的深度与广度不够，对

就业现状存有一定的乐观成分，甚至学生只要签

订就业合同书，就视为有效就业等，没有让学生在

校期间充分利用学校的各种资源进行富有成效的

学习；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视度不够，学生普遍

缺乏实践的经验和经历，而实践又恰恰是学生毕

业后所急需的基本能力；就业指导的力度不够，尽

管多数学校存在就业指导中心一类的机构，每年

也举办就业讲座和春、秋季招聘会，但供求矛盾日

趋激烈，在指导就业的思路、内容和形式上仍需改

进和创新。对学生个人素养的全面性培养力不

够，很多学校只重视专业课的教育，对本专业之外

的学生所应具备的各种能力的重视度和参与度相

差甚远，导致不少学生只关注专业，注重考试，而

忽略了四年之中全面发展自己的大好时机，最终

导致毕业之后，面对庞大的就业压力而不能适从；

心理辅导和心理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心理

方面的锤炼更是目前高校所急需，随着生活压力

的日增，学生们相对脆弱的心理素养常常会使其

出现一些乖舛的行为举止，若不加心理辅导，或会

引发严重的后果，当然也不会利于毕业后的就业

与工作；学生自我表现和表达能力欠缺，当下灌输

式的教育还有很顽强的生命力，教育方法的滞后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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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学生较少的自我表达的机会，加之大多数学

生对社团等活动的漠视，以致疏忽了自我表达能

力的培养，而这一能力也是毕业生就业成败的重

要因素。

四、应对措施与建议

面对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当前该教育的不

足，各高校应该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大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展开。第一，

减轻大学生的心理压力。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往

往会遇到就业压力和挫折，由此产生严重的心理

障碍，表现为焦虑、急躁、冷漠等问题。对该心理

状态加以舒缓，将会带给他们以较大的自信心，进

而更加投入和热情的迎接就业，这甚至可以说是

非常关键的一步。第二，转变就业、择业的观念。

随着大学生就业数量的不断增加，大多数大学生

毕业之后首先选择“先择业，后就业”，也就是说，

先找到与自己专业相符的岗位来就业才能达到就

业的目的。但随着就业市场多领域的拓展，大学

生应该改变就业的观念，“先就业，再择业”，先找

到与自己专业相关或相近专业来锻炼自己，培养

多方面的才能，这才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第三，大学生应该改变“冷门、热门”的观念。学校

和教师应注重对学生全面能力的培养，使其在大

学四年的学习中，把自己锤炼成一个全方位的人

才，这是能顺利就业的根本保障。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就业息息相关。

我们应改变在大学生就业方面不够重视思想政治

教育的做法，增强针对性，从思想疏导入手，从大

一新生入校起，就开展丰富多彩的关于思想政治

方面的相关教育，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全

面提升自己，从而为他们毕业后顺利就业奠定坚

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和国家建设

提供越来越多的可用之才。

参考文献：

［１］曾湘泉．变革中的就业环境与中国大学生就业［Ｍ］．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刘莉莉，崔灏．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探索［Ｊ］．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７，
（５）：１０８－１０９．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ＷＵＪ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ｕｏｙａｎｇ４７１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ｓｅｒｉｏｕｓａｎｄｈｏｔｄｅｂａｔ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ｆｅｗｙｅａｒ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ａｌｓｏａｔｔｅｍｐｔ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ｉｎ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ｗｏｒｋｏｕｔ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０７·



高等教育研究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ｏ．１．２０１５
ＴｏｔａｌＮｏ．５２

基于组织环境理论的地方高校科技创新队伍建设

———以河南科技大学为例

李保元

（河南科技大学 工程训练中心，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　以河南科技大学为例，在组织环境理论视域下对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与区域经济之间
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文章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提出了建议：建立多元化协同

创新机制，建设高水平的科研平台；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设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团队；引进和培

养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完善高校公共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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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共中央２００６年发布的《关于实施科技规
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中明确提出：

“到２０２０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要建
设创新型国家，必须把科技创新能力作为一个重

要的评价指标。高等学校集知识创新、生产、传播

和应用为一体，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

且已成为科技知识生产的“母机”［１］。地方高校

是我国科技创新的一支中坚力量，不但要肩负人

才培养的重任，更要把科技创新作为一项首要工

作，对区域经济提升具有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２］。

然而由于地方高校所处区域经济因素的影响，人

才队伍的建设问题在地方高校遇到的诸多难题已

经日益成为制约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的重要因素。本文从组织环境理论观点出发，对

地方高校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进

行分析，试图找到应对策略。

一、区域经济影响高校科技创新

理查德·斯格特在《组织理论》中这样描述组

织与环境的关系：组织在很多方面同环境是相互

依赖的，在组织建构的五个要素中，环境是最重要

的一个要素，任何组织都是被一个开放的环境所

包围，这种开放的环境直接影响组织运行的结果，

组织反过来又很大程度地影响对环境的认知和决

策［３］。当今社会，任何组织也无法摆脱与环境之

间的联系，环境对组织产生影响，同时组织也改变

和选择环境。

地方高校是指由地方政府管辖，分布在省级以

下地市级城市，由地方省一级或地级市一级政府管

辖的各类高等学校，其发展受到区域经济的制约。

地方高校和中央部属高校相比较而言，承担着不同

的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中央部属高校着重解决国

家经济和科技创新发展中带有全局性、前瞻性的重

大项目，代表国家最高水平。而地方高校肩负着全

面提升和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历史重

任，其最大特点是地方性［４－５］。地方高校作为科技

创新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其科技创新队伍建设对区

域经济发展有着全面的促进作用。

１．经济落后影响高校经费投入
高校科研经费的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

间具有较强的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虽然国家对

地方政府Ｒ＆Ｄ经费占 ＧＤＰ比重上有相关的规定
和要求，但是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存在较大差

异，从而导致各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事业的投入

高低与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和所做的努力没有直

接关系［６］。２００４年 ２月，教育部颁布的《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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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特别指出，要真正完
善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人民政

府管理为主”的高等教育行政体制。中央财政主

要负责中央部属高等院校的经费，地方所属院校

的经费主要由地方供给，中央和地方高等院校在

办学经费上的差异正是二者在人才队伍建设问题

上存在的明显差距的真正原因。

河南科技大学地处河南省洛阳市，学校１９５２
年始建于北京，１９５６年迁至洛阳，更名为洛阳工学
院，先后隶属于农机部、机械部等部委，１９９８年划
转河南省，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

主”的领导体制。进入新世纪，河南省委、省政府

为优化河南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实施“科教兴豫”

战略，在河南省洛阳市组建了以工为主的一所综

合性大学———河南科技大学。建校６０年来，学校
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

新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改革与发展取得显著成

绩。因为河南省与经济发达地区比较，整体经济

实力上还有很大差距，环境资源紧张致使在办学

和科研经费的投入上还是“捉襟见肘”，办学经费

的严重不足，科技创新经费投入极其有限，从而导

致学校综合办学实力大大下降。

２．经济落后影响高校人才引进
有研究表明，许多在科技创新上获得成就的

科研人员的成功与科学研究基金资助的关联度非

常高，这说明科研投入在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成

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７］。区域经济的发达水平对

人才的需求质量和数量有更高的要求，对高层次

人才引进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拥有高层次人

才则反过来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和提高，二者

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但同时也相互制约。区域

经济落后使得所在地区在经济地位上弱化，高层

次人才集聚能力渐渐降低，最终引起所在地的人

才质量和数量恶化，形成了人才集聚陷阱式的一

个恶性循环［８］。

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和集聚也具有“马太效

应”，致使高层次人才难以向经济落后地区流动。

人具有社会性，高层次人才同样也需要社会的认

可和自我价值的实现。首先，在经济落后地区的

地方高校工作，高层次人才难以得到应有的社会

地位而造成了心理巨大落差。其次，地方高校由

于整体办学经费投入过低，导致高层次人才难以

得到应有的待遇而造成了物质生活相对困难。第

三，由于区域经济影响导致科研经费的投入过低，

使高层次人才难以发挥自己专业特长，难出科技

创新成果。上述因素直接造成地方高校对高层次

人才缺乏吸引力，降低了地方高校引入高层次人

才的质量和数量；引来的高层次人才也很难全力

投入工作，进而降低了高层次人才的工作热情和

高层次人才的工作效率。

３．人才匮乏造成科技创新水平偏低
区域经济落后造成地方高校办学和科研经费

投入过低，办学经费和科研经费投入低又影响到

地方高校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人才的匮乏造成高

校科技创新水平偏低。地方高校的科技创新水平

的提高必须依靠人才强校战略，其关键是要拥有

一批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和一些大师级的学术带头

人。哈佛大学前校长科南柯曾说过：“大学的荣

誉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教

师的质量。一个学校要站得住，教师一定要出

色”［９］。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

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

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作为一所地方高校，河南科技大学也是科技

创新的生力军，对地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进作

用。在这种环环相扣的恶性循环中，学校科技创

新人才队伍建设就更显得愈加重要。

二、地方高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根据组织与环境相互依赖的理论，组织与环

境如何相联系是一个越来越被研究者重视的理论

课题。组织常常对自己制造的产品特征具有相当

的控制力，但其结果却代表着组织行为和环境反

应的共同后果［３］。也就是说，作为组织的地方高

校，应当控制自身的发展以便与所处环境的经济

水平提升相适应。

１．科技创新平台要与区域经济建设接轨
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的一个有效合作模式

是在政府主导下建立以企业为主、高校为辅的科

技创新平台。因而各种专业类别的国家级、省部

级、地市级等各级协同创新中心、工程技术中心、

工程实验室、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应运而

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资金和人才队伍

都无法达到最佳组合，不能盲目追求多而全，而应

依据本地经济能力和产业提升的目标，重点建立

与之相呼应的龙头产业科技创新平台。科技创新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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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是企业和高校教师进行科研创新、产品开发

的物质基础条件，是提高科技创新质量的硬件保

障。在建立科技创新平台时，要充分考虑和论证

区域经济的发展需求和方向，把有限的资金用在

最需要的地方。因此，确立科学合理的能适应区

域经济发展需要的科技创新平台才是重中之重。

２．科技创新项目要与企业需求接轨
校企合作面向生产实际的需求共同进行科技

创新项目研究是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的另一个

主要模式。在校企合作项目研发过程中，企业和

高校分别拥有很强互补性的科技创新资源，企业

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投入资金、生产试验设备和场

所，高校主要投入是高层次人才、技术信息、研究

室设备等；合作项目进行过程中，校企双方有明确

的合作研究成果分配机制，有明晰的契约关系与

利益关系，因而合作项目也会进展得更加顺畅，最

终绩效也会更高［１０］。地方高校在与企业合作过

程中，应着力将以前松散的、短期的、低层次的合

作转变为紧密的、长期的、高层次的合作。

３．科技创新队伍建设要为区域经济服务
地方高校应当也必须直接或间接地为区域经

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服务，要从宏观层面考虑区域经

济特征，面对区域经济行业的需求而制定相关引进

人才的政策，形成面向社会培养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的特色培养模式，满足社会在人才队伍建设上追求

实际效益的现实需要，积极把高校的人才培养与当

地社会发展融合起来。所以，地方高校在确定其科

技创新人才队伍引进和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目标之

时，要充分结合学校所在地的经济发展需要，要以

能为当地经济腾飞服务准备充足的人才储备为目

标，合理设定人才引进和培养计划，建立能适应并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同时培养

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优秀大学生。

三、结论及建议

河南科技大学根据自身的特色和所在地经济

较为落后的现状，积极探讨和尝试提升学校人才

队伍建设水平的策略和方法，在校企联合协同创

新、服务区域经济建设、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开创

了新的合作模式。

１．建立多元化协同创新机制，建设高水平的
科研平台

由政府主导，加强政府、高校和企业的协同创

新合作。近年来，虽然河南省 Ｒ＆Ｄ经费占 ＧＤＰ
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２０１３年我省Ｒ＆Ｄ投入强度
为１．１１％，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是与发达地区的
差距依然较大，所以政府依然需要加大对 Ｒ＆Ｄ的
投入力度，在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同时，鼓励企业投

入，吸引社会投入，形成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

投入为主体、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科技创

新投入体系，充分发挥出政府的统筹引导职能，引

导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向科技创新。目前学校已经

建成“矿山重型装备国家重点实验室”、“摩擦学

与材料防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３６个具有鲜
明地方特色，产业集聚度高的国家级、省部级重点

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拥有“机械装备先进制造”和“有色金属共性技

术”２个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这些科技平台，已
经渐渐形成一批引领未来科技发展的新增长点，

大大提升了当地的科技创新能力。

２．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设高水平
的科技创新团队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说过：对大多数企业来

说，应该有一种自主创新的动力，有了自主创新的

动力，根据自己的产品，根据技术进步程度，就能

够占领市场，动力主要靠创新［１１］。地方高校在建

设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团队方面，要充分考虑企业

效益为先的主导思想，注重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

中的主导地位。在学校科技创新团队建设中，积

极引导科技攻关项目的研发方向与生产实际紧密

结合，学校现已建成有“先进耐磨材料”教育部长

江学者创新团队等国家级、省级科技创新及教学

团队１３个，这些团队都与企业共同结成了科技创
新战略联盟，形成了资源共享、成果共有的长期合

作机制。

３．引进和培养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完善
高校公共服务体系

学校在人才引进方面，要与地方政府的公共

科技服务体系紧密联系，结合区域经济特色引进

与之相适应的高层次人才。地方政府要主动引导

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积极参与科技成果转

化，增强科研院所创新活力。河南科技大学现有

２２３５名专任教师中，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９４４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８０９人；有共享院士７人，中
原学者２人，省级特聘教授１１人，博士生导师６１
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专家、河南省优秀专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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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等高级人才２４９人。为促进更多科技创新成果
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学校与洛阳市生产力促进中

心、洛阳市民营企业联合会等公共服务组织结合，

为创新型企业提供信息、技术、实验测试等配套公

共技术服务，不但促进了科技成果及早转化为生

产力，而且提升了创新型企业产品的高科技含量，

增强了企业市场竞争力。在人才培养方面，注重

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实践的培养，学校每年都开

设并实施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ＳＲＴＰ）项目、大学
生创新制作大赛、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学术论

坛、科研成果奖励基金项目等，由学校提供资金、

场地、设备和材料，在大学生中广泛开展科技创新

训练，进一步营造学校创新氛围，增加创新成果，

以激发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增强大学生的创新意

识，提高大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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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成因和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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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南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现状不容乐观，受到诸如科研人员素质不高、技术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中
试空白、信息高速公路堵塞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提升河南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应从政府的宏观政

策推动和高校全面提高自主技术开发能力两大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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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以来，河南省认真实施科教兴豫、人
才强省和自主创新跨越发展战略，加快创新河南

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据《河南统计年鉴》和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资料显示：２０１１年，河南
省地区生产总值（ＧＤＰ）为２６９３１亿元，居全国第
５位；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人员１１８０４１人，居
全国第７位，其中 Ｒ＆Ｄ研究人员５３３３４人，居全
国第８位；Ｒ＆Ｄ经费内部支出２６４．４９亿元，居全
国第１１位；地方财政科技拨款５６．５９亿元，居全
国第１０位。［１－２］这些为河南高校科技的发展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和优越的外部社会环境。

然而机遇总是与挑战同在，发展也总是与矛盾

共存。

　　一、河南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现状

分析

根据教育部科学技术司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的《２００７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至《２０１３高
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提供的数据，从科技投

入和产出的角度看，河南高校科技人力有所增长，

但研究与发展全时人员呈波浪形下降；科技经费

仍以政府投入为主，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呈现年

年递增的趋势，但试验发展经费明显偏少；出版科

技著作与发表学术论文呈递增趋势，但获得国家

级奖项的不仅与发达省份如广东、山东相比较为

落后，且在中部五省的比例都显偏低；签订的技术

转让合同呈纵向基本增长趋势，但占项目总数的

比例较低；专利申请和授权都呈增长趋势，但专利

出售数很低；近年来高校科技成果不断增多，但能

转化为产业的少；在能被转化为产业的成果中，被

转化的少；在被转化为产业的成果中，发展成规模

的少之又少；综合大学和工科院校无论是在专利

的授权数还是成果的转化率方面都有明显优势，

而农林院校的专利数与成果转化率的水平却处于

相对较低水平。

　　二、河南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的成因分析

与全国先进的省份相比，河南省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产业率更显低下，其原因表现在：（１）科研
人员素质不高，产生了部分不具有转化价值的科

研成果，造成成果过剩和短缺并存的局面。（２）技
术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中试空白”。开发研究的

中试阶段，投入大，风险高，这是制约高校科技产

业化的“瓶颈”。（３）各高校间以及高校与其他科
研院所、企业间开展技术协作不足，使得各高校没

有把有限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４）河南省内吸
纳科技成果的能力相对薄弱，形成“墙内开花墙外

香”的现状。（５）社会环境的制约。当前我国有
关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方面的法律法

规还不完善，不能为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

提供有力可靠的法律保障。资金问题也是科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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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转让方和受让方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科技

成果的推广和转化阶段一直缺乏强有力的资金支

持，制约了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

　　三、提升河南省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率的对策分析

（一）政府应在宏观层面给予大力支持

１．完善法律规章、给予政策扶持
政府的政策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量［３］。要发展河南高校科技，政府的优惠政策必

不可少，可采取以下措施：对于向教育机构的科研

活动进行无偿资助的个人或团体，适当减免税收；

对高校科技企业减税或免税，降低其成本费用，保

证其有充足的资金持续发展；政府采购，即政府对

需要的高科技产品进行预订，从而一定程度上保

证高科技产品的市场销路，降低市场风险；放宽各

种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限制，增加风险资金的供

给，进而促进风险资金的发展。此外，还要对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进行深入研

究和探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提高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效益。

２．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增强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后盾

高校科研开发的资金短缺，极大影响了一部

分有广阔市场需求的科研成果的开发和转化。因

此政府有必要增加投入，设立基金拨出专款给予

支持。这在美、英、德、日等发达国家都有许多成

功的经验。这些国家均有的放矢地设立多种基金

拨款资助高校科研开发和产学研合作，其主要方

式有：①项目基金，重点重投。即根据国家经济计
划的重点和高新技术领域的重点确定相应的研究

与开发项目，并纳入国家预算中重点资助。如美、

英等国在创办工程研究中心时就采用这种做法。

②匹配基金，抛砖引玉。即政府与企业以一比一
或一定比例，共同资助产学研合作项目。如１９８６
年，英国政府推出了一项４．２亿英镑资助产学研
合作的“联系计划”，该计划规定：凡是高校、科研

机构所选的并得到企业界资助的研究项目，政府

将拨给该项目同样数量的研究经费。这一措施自

然有效地促进高校和研究机构去寻找面向企业生

产实际的科研课题，进一步增强了产学研的结合

和科技成果的转化。③种子基金，孵化技术。即
政府认准某项研究成果具有较大的潜在市场价

值，便提供一定的创办性资金，帮助进行技术开发

和推向市场。④风险基金，勇于扶持。即对那些
可以产生重大技术突破，但又风险大的研究与开

发项目，在企业界不敢问鼎的情况下，政府出面承

担风险给予阶段性资助。⑤青年基金，造就人才。
即向年轻有为的科研人员提供资助，鼓励其从事

研发工作，为产学研合作做出贡献。⑥转赠资产、
雪中送炭。如美国采取将国家拥有的一部分财产

出售，以其收入资助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的合

作［４］。我们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加大

投资力度，不断促进产学研的结合以及高校科研

成果的产品化。

３．创办中介机构，直接组织科学技术研究
政府应出面作媒促进高校科研机构与社会各

科研院所以及相应大企业并肩协作、联手攻关，创

建促进科研成果产品化的中介机构。政府有必要

对此进行适当的干预，以便在高校与企业之间建

立起一个有吸引力的共同利益区。

４．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真正确立科技成
果接受体的经营主体地位

政府有能力而且应该给予高校科技成果的产

业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推动力。但应该明确，其

推动作用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因为任何研究开

发和成果转化都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为消费

者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离开了市场需求的研究

开发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难迈出科技产

业化发展的第二步，更难以收回投资。因此，在选

择研发的成果上一定要慎之又慎，要组织有关专

家学者对其可行性进行研究、论证和评估，为其形

成大规模产业化奠定基础。就是说，成果的研究

开发要以市场为导向，辅之以政府的强力支持才

能健康发展。

（二）各高校要全面提高自主技术开发能力，

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进程

１．拓展融资渠道、加大投资力度
河南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

府拨款、自筹资金和风险融资，其中科学研究和中

间实验还是以政府拨款为主。大部分高校由于经

费紧张等原因，即使建立了实验室，许多实验也无

法进行。作为面向外部的中介机构，科技成果转

化平台完全可以发挥自身与外部企业和金融风险

投资机构接触广泛、对法律、法规熟悉的优势，运

用合资、参股等方式为校内科研项目引入资金，避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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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好项目、好成果由于资金缺乏而无法开展和落

实。还要加大对人才培养经费的投入，比如有计

划地安排一笔资金，支持一部分高层次人才到国

内的一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进行深造；对

在职的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不断进行继续教育，

加强培训，提高整体素质。

２．各高校要强化市场意识，广辟信息渠道，加
强新产品开发

要从经济建设和市场需要出发，大力开发新

产品。这就要加强信息交流并同省外及国外知名

高等学府以及科研院所、大中小企业保持密切联

系，尽快建立现代化的信息基础设施，开辟各种信

息渠道。特别要重视科技情报网络建设，广泛开

展学会和学术活动，出版科研成果书刊，及时报道

与技术创新有关的最新发现，确保科技人员不断

加强交流沟通，使信息高速公路畅通无阻。

３．改革现行的学术评价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
改变旧有的仅凭发表论文和科研成果的数量

而非质量作衡量的教师职称评审现象，改革科研

评价制度，建立全面、科学的科学技术评价机制，

制定尊重科学发展规律、符合科学发展特点的考

核办法，用强有力的制度导向来激发科研人员的

自主创新热情。学校应对确实具有开拓创新精

神、研究开发能力的人才实行优惠政策，比如减少

授课时数，提供大量科研经费和优良的科学技术

设备，并对取得突出成绩者给予厚奖。在教师职

称评审条例中，可将是否有科研成果并给学校带

来重大经济效益作为一个指标，符合此条件者可

破格晋职，在高校形成崇尚科学、学习科学、争创

科研佳绩的良好风气和氛围。

４．结合河南地方特色，加强高校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

河南是农业大省，但非农业强省，农民的收入

水平仍然很低。要实现由农业大省变为农业强省

进而走上工业强省之路，“科教兴农”仍是关键之

招。必须充分发挥农业高校和综合大学中的农、

林、畜牧专业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不仅要研究出

更多更好更具实效性的农业科技新成果，还必须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把创新科技成果直接应用于

新农村建设，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培养和造就高

素质的农村人才，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科技

支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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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法理视域下的民国时期大学治理探讨

董 鹏１，胡咏军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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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国时期，大学在战火频仍、物质匮乏的环境中取得了令今人钩沉追忆的发展，得益于当时事实形
成的大学治理框架。民国时期受“学术独立”思潮影响，政府治理大学具有自觉的权力边界；呈非自觉

状。大学内部，校长、行政会议、事务处的行政权力，受到评议会、教授会的制衡。教授会和评议会都彰

显了学术权力，学术权力受到了“外部立法”、“内部建章”的保障。受启蒙思想影响，以及政府因战争力

所不逮所赐，民国时期大学治理的事实框架促进了当时高等教育的较快发展，也给今天高教改革以

启示。

关键词：　民国大学；大学治理；学术权力；行政权力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７ 文献标志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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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ｘｉｄａｄｏｎｇｐｅｎｇ＠１２６．ｃｏｍ。

　　当前学界关于民国时期大学教育的话语，一
种是基于对当前大学教育实践的不满，通过个别

枚举的方式，钩沉过往“美好”图景；另一种则相

反，对当下国内高等教育发展成就充分肯定，于是

“关于建国前后高教谁优谁劣”产生了广泛的争

论。对当前国内高等教育发展而言，相比更有必

要的是，以立法和大学章程为抓手，深入研究民国

时期大学治理框架本身，以资反思借鉴。

　　一、民国时期政府治理大学的权

力边界

民国自１９１２年肇始，一方面历经多年政局不
稳，战事频仍，当局无暇顾及教育；另一方面在相

当长时间，国民政府又在强化“党化教育”，钳制思

想。但是总而观之，在大学治理上，民国政府治理

高校的权力还是存在一定的合理边界，特别是在

当时特定的社会与思想环境里，政府干预大学的

企图经常受到了事实上的抵制。

民国成立伊始，教育部即于当年１０月颁布了
大学治理专门法令《大学令》（１９１２）。尔后，南京
临时政府教育部又陆续颁布了《专门学校规程》

（１９１２）、《大学规程》（１９１３）等；北洋政府教育部
相继颁布了《修正大学令》（１９１７）、《国立大学校
条例》（１９２４）；南京国民政府相继颁布了《大学组

织法》（１９２９）、《大学规程》（１９２９）、《大学法》
（１９４８）。从上述可看出，虽然民国时期政府战事
繁忙，但对大学治理的法制建设并未放弃。

民国初期，在西方“学术独立”、“教授治校”

理念影响下，政府对大学的治理主要从宏观层面

实施。１９１２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设校
长一人，总辖大学全部事务”，“大学设评议会，以

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

长可以随时齐集评议会，自为议长”。［１］从《大学

令》可以看出，大学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由校

长统一管理大学内部各种事务。大学设立评议

会、教授会、行政会议等组织机构，负责大学的办

学宗旨、规章制度、学科设置与废止、课程设置、学

位授予、人事聘任等方面事项的确定和执行。政

府对大学内部治理事务，并不具有深入干涉的权

力。可以认为，民国初期的大学较为独立，较好地

体现了“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理念。１９２７年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大学教员资

格条例》将大学教员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

教四等，并分别对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的任

职资格和审查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但该条例附

则指出，“国内外大学同等级之学位而取得之度有

差别者，可由大学评议会指定之”，“凡于学术有特

别研究而无学历者，经大学之评议会议决，可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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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助教或讲师”。［２］此附则内容表明，即使到了国

民党时期，民国大学在人事聘任方面仍具有相当

的自主裁量权。

但另一方面，民国政府又在试图加大大学外

部治理力度，甚至企图对大学进行控制。北洋政

府１９２４年颁布的《国立大学校条例》规定：“国立
大学设校长一人，总辖校务，由教育总长聘任之”，

“国立大学校得设董事会，审议学校进行计划及预

算、决算暨其他重要事项。部派董事，由教育总长

就部员中指派者；聘任董事，由董事会推选呈请教

育总长聘任者，第一届董事由教育总长直接聘任。

国立大学校董事会议决事项，应由校长呈请教育

总长核准施行。”［３］该条例要求国立大学设立董事

会对学校重大事项进行决策，但是董事会成员人

选却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部来决定，且董事会议

定的事项也须经过教育部批准方可执行，可以明

确地看到政府对大学进行控制的企图。１９２９年颁
布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分文、理、法、农、

工、商、医药、教育、艺术及其他各学院。凡具备三

学院以上者，始得称大学，不合上项条件者，为独

立学院，得分两科”。“大学设校长一人，综理校

务，国立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之，省立市立大

学校长由省市政府分别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之，除

国民政府特准外，均不得兼任其他官职。”［３］同年

公布的《大学规程》更是对大学的学系建制作出了

具体详细的规定。政府对大学的治理开始从宏观

立法，向微观的学院、学系设置转变，体现出政府

对大学加强控制的企图。

民国时期政府治理大学的权力边界在不同时

期呈现的情形有异。民国早期，由于受到了西方

大学教育理念的启蒙，特别是以蔡元培为代表的

一批从西方留学归国的教育精英影响甚至主导了

当时的教育政策制定，学习西方大学理念的意识

彰显，政府对大学治理存在某种程度上自觉的权

力边界，以不干预大学内部事务为度。其中一个

例证是，１９１３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天坛宪
草）》规定“政党不得干预学校之教育”。而后，则

是军阀混战，政府对大学干预有心无力。１９１９年
起，国立高校经费奇缺，大学身处危局，教育界要

求经费、体制独立之声大起，汇成“教育独立”思

潮。［４］接着，在国民党得势之期，政府明显呈现出

加大对大学干预的意图，以强力推进“党化教育”、

“三民主义教育”。但此时国内大学已形成“学术

独立”、“教授治校”常态，社会启蒙思想蔓延，国

民政府的教育干预在事实上受到了较大抵制。其

后，八年抗战及解放战争期间，大学一方面因战争

受难，四处迁移，另一方面大学生态在艰难时局

下，因政府精力不济而得以喘息。总而言之，国民

党政府治理大学的权力主观上在强化，但是事实

上由于受到强烈抵制和战争影响，存在一种非自

觉态的边界。

　　二、民国时期大学行政权力及其

制衡

民国时期，国家内忧外患，政府长期忙于战事

而无暇他顾，让大学获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

环境。这时期大学主要是根据各自章程（组织大

纲）来对学校实施内部治理，校内机构各司其职，

大学按规律运行。

民国时期，虽然各大学章程在组织机构设置

和各自职权方面不尽一致，但本质观之，存在诸多

共同之处。首先，民国时期大学实行“校长负责

制”，校长作为最高行政领导，其权责是统辖全校

校务，校内工作均在校长领导下开展。其次，大学

设立行政会议机构。行政会议主要职责是协助校

长规划、推行全校公共行政事务。行政会议所讨

论事项囊括了当前大学行政机构所负责事项的大

部分。行政会议以校长为议长，由教务长和各常

设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组成。譬如，北京大学《国立

北京大学现行章程》（１９２０）第五章所确定的大学
行政会议所负责的事务和所拥有的权力如下：规

划校内行政事务，给评议会提供建议，领导和管理

各行政委员会的工作。组织委员会负责编制大学

内部组织结构；预算委员会负责编制预算；审计委

员会审核资产用途，审查决算，改良簿记法；任用

委员会具有人事任免权，但只有教授才能担任任

用委员会委员；图书委员会和仪器委员会负责发

展事宜；庶务委员会负责庶务推行；出版委员会负

责图书出版的审查和编译等。此外，还设有临时

委员会。［３］第三，民国时期大学还设立事务处。

《交通大学大纲》（１９２１）第三十四节规定：“事务
处管理庶务。设事务长一人，事务员若干人，分掌

各事务。”［５］《国立中央大学组织规程》（１９３０）第
十八条明确了事务处所负责的事项：“掌握全校预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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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决算事项”；“掌理款项出纳事项”；“办理建筑

工程事项”；“修缮各项工程事项”；“支配及整理

校舍事项”；“处理斋舍事项”；“管理警卫、消防、

校工等事项”；“购置校具事项”；“掌理学校医药

卫生事项”；“保管各项校产事项”；“本处其他事

项”。［３］从以上章程可以看出，事务处的职责与当

前大学后勤部门相似，主要是为大学师生提供生

活服务，为师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研究条件。

民国时期大学内部各行政机构事实上更类似

后勤与服务部门，行政权力受到了学术权力的有

力制衡。１９１２年民国政府成立后，教育部颁发
《大学令》，第一条即指明大学的主要责任是“以

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

旨”，这就突出了大学的主要功能为“治学”，学校

其他活动都是以服务学术为旨归，为大学发展明

确了“学术至上”的良好环境。以此法令为指导，

民国时期各大学的章程都突出强调学术权力在大

学中的首要地位，这一点在各大学所制订的章程

中都清晰地体现出来。《国立北京大学现行章程》

（１９２０）第十条规定：“各行政委员会，协助校长规
划推行各部分事务，各委员会委员由校长从职员

中指任，征求评议会同意。每委员会人数自七人

至十三人（但临时委员会及有特别情形者亦得酌

量增加人数），设委员长一人，由校长于委员中指

认，以教授为限。”［３］各行政委员会的委员长只有

教授才能担任，这无疑巩固了学术在大学中的主

体地位，让行政为学术服务。《国立北京高等师范

学校组织大纲》（１９２２）第四章第十五条也作出了
类似规定：“各部主任分掌各部事务，由校长于本

校教授中加任之，任期一年，得连任。但遇不能加

任时，得由校长聘请与本校教授相当之资格者任

之。”［３］《清华学校组织大纲》（１９２６）第八条规定，
“本校设评议会，以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互选之

评议员七人组织之。校长为当然主席”；第九条规

定评议会之职权如下：“规定全校教育方针”；“议

决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议决校内各机关

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制定校内各种规则”、“委

任下列各种常任委员会”、“审定预算决算”、“授

予学位”、“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

免”、“议决其他重要事件”。［３］相关立法与章程表

明，清华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评议会不仅其组成

成员主要是学术权力代表教授，评议会所作出的

部分决议更须征得教授会的同意，如果教授会三

分之二的成员否决，评议会需要重新议决。教授

在大学治理中处于主导地位，拥有学校诸多重大

事务的决策权，而大学校长一定程度上只是扮演

评议会的召集人和协调者角色，这从基础上保障

了“教授治校”得以实施。

　　三、民国时期大学学术权力及其

保障

《大学令》规定：“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

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

齐集评议会，自为议长。”评议会审议的事项有：

“各学科之设置及废止”、“讲座之种类”、“大学内

部规则”、“审查大学院生成绩及请授学位者之合

格与否”、“教育总长及大学校长咨询事件”。凡

关于高等教育事项，评议会如有意见，得建议于教

育总长。［１］《大学令》还规定，“大学各科各设教授

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并自

为议长”。教授会审议的事项有：“学科课程”、

“学生试验事项”、“审查大学院生属于该科之成

绩”、“审查提出论文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

“教育总长、大学校长咨询事件”。［１］

评议会是民国时期大学组织结构中的最高立

法和决策机构，由校长、学科长和教授互选规定的

人数构成，校长为当然议长。评议会对关系学校

发展的各种重要事情具有决策权。譬如，１９２０年
《国立北京大学章程》规定，评议会由校长和教授

互选的评议员组成，校长为议长，如下事项须经评

议会决议：“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校内各

机关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各项规则”、“各行政

委员会委员之委任”、“本校预算及决算”、“教育

总长及校长咨询事件”、“赠与学位”、“关于高等

教育事件将建议于教育部者”、“关于校内其他重

要事件。”［３］在大学最高权力机构评议会中，代表

学术权力的教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力量。

教授会拥有学术事务决策权。《国立清华大

学规程》（１９２９）第十五条规定，清华大学设教授
会，由全体中国教授组成，外国教授也可以同等参

加。审议如下事项：“教课及研究事业改进之方

案”、“学风改进之方案”、“学生之考试成绩及学

位之授予”、“建议于评议会之事项”、“由校长或

评议会交议之事项”。［３］《交通大学大纲》（１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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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节规定，各科教授会，由各科教授、助教

和讲师组成，规划本学科教授上的事务。［５］《国立

东南大学大纲》（１９２１）第十七条规定，大学设立
教授会，其职权有：“建议系与科之增设废止或变

更于评议会”、“赠予名誉学位之议决”、“规定学

生成绩之标准”、“关于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３］

民国时期大学学术权力由“外部立法”和“内

部建章”来保障。在外部立法保障上，如初期的

《大学令》（１９１２）、北洋政府教育部《修正大学令》
（１９１７）、《国立大学校条例》（１９２４）等法律都明确
规定了评议会和教授会的具体权力。南京国民政

府颁布《大学组织法》（１９２９），更是规定国立、省
立、市立大学的校长，除了国民政府特许外，都不

得再担任其他兼职。这主要是为阻止行政官员兼

任大学校长，从而使政治等非教育因素介入大学，

破坏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氛围。［４］以上法令为

民国时期大学评议会、教授会等机构的成立，以及

代表学术权力的教授其权力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保

证，使得大学的学术人员可以积极投身学术及学

术管理事务，这不仅符合大学学术独立的理念，更

体现了教授治校的精神。民国时期，不仅在国家

层面出台法律条例对大学学术权力进行保障，大

学内部规范学校各项工作的基本大法章程，也对

学术机构的职责和权力进行了明确规范。从前述

大学章程内容的例举中可以看出，以国立清华大

学、国立东南大学、国立北京大学等学校为首的大

学，都在各校的章程中对评议会、教授会的成员组

成、职权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为学校学术人员行使

学术权力提供了内部制度保障。

　　四、民国时期大学治理框架及其

启示

近代大学起源于西方，西方大学治理的传统

强调“学术独立”、“教授治校”。清末民初之际，

作为启蒙思想的一部分，西方大学治理理念传入

国内，成为当时国内办大学的思想基础。质言之，

西方大学治理的框架，其实它规范的是“政府与大

学”的关系，以及大学内部“学术与行政”之间的

关系。这两对关系是大学治理的核心。

首先来看民国时期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

民国时期，一般可以认为大学具有三种类型，一是

公立高校，包括了国立和省立两种类型；二是私立

高校；三是教会高校。从总体上看，政府对大学的

控制强度，公立高校严于私立和教会大学。私立

大学不由政府出资办学，教会大学不只在经济上

独立，而且受到国外教会势力影响，所以这两类大

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虽然也有政府对

教会学校控制之企图，但抵制抗争让这种企图往

往影响较小。从“学术独立”的角度来审视，我们

更多地用政府治理强度最大的公立大学作例，具

有逻辑上的合理性。正如前文所示，民国时期，政

局不稳，战争频繁，政府治理高校的意图与实践较

为复杂。从政府治理大学的实践来看，其实在民

国三十多年间，较为符合大学治理规律的权力边

界客观存在。从前文所例举的立法和章程来看，

民国时期政府治理大学，对大学内部干预较少，具

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大学内部综合执行决策机构

评议会、校长一脉的行政权力和教授会的学术权

力，较为刚性。政府只是通过外部立法的方式，对

大学内部的“校长负责制”、“评议会”和“教授会”

作了粗线条的规定。政府另一治理大学的途径是

董事会，董事会人选，包括校长人选的选定权力，

较大程度保留在教育部，当然这一情形更多出现

在公立大学治理中，而且即使是公立大学，如政府

对校长任命，也经常受到大学校友、师生的抵制。

国民党时期，政府为了加强思想钳制，强加给大学

“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但事实上也受到

了抵制。总而言之，民国时期政府治理大学存在

一个较为合理的权力边界。这种权力边界的最初

形成，与当时知识精英，特别是以蔡元培为首的海

外留学、亲历过西方大学教育的归国人员有关，启

蒙思想包括了西方高等教育的治理理念，这些理

念事实上成为了民国初期大学建制的基本共识和

思想基础。所以，民国初期治理大学的权力边界

是自觉的。当大学自治的理念在民国大学形成了

某种“常态”后，国民党时期，政府治理大学受前苏

联影响，思想控制在加强，但长年战争，政府力所

不逮，同时大学自治“常态”下的广大师生，包括大

学内部管理者抵制了政府加强大学控制的企图。

所以，民国中后期政府治理大学的权力边界呈非

自觉态。

其次来看民国时期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

权力之间的关系。政府通过外部立法和董事会，

包括校长任命来治理大学，而在大学内部，最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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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权力则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大学实行的

是“校长负责制”。顾名思义，长校者，对大学发展

的一切均要负责。而校长上承政府、董事会之宗

旨战略，下统大学事责，为行政之中枢。在校长之

下设评议会，评议会以校长为议长，选学科长与教

授参与之，决策学校重要事宜。但是校长不是凌

驾于评议会之上的，对学校重要决策事宜，校长只

是一个召集人，评议会集行政与学术力量，集体决

策。从这一角度看，评议会一方面是民国时期大

学内部治理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它呈现的不只

是单一的行政权力，因为学科长和教授参与决策，

所以它彰显了学术权力。另一方面，评议会的部

分决策，需经代表学术权力的教授会批准，教授会

具有否决评议会部分决定的权力。在以校长为首

的行政权力一脉，在评议会以下，再设行政会议，

对行政事务进行决策。其下，则是事务处等行政

执行部门。民国时期，学术权力的一个重要代表

是教授会，教授会由教授选举充任之，对大学教

学、学术事务具有决策权，甚至可以否决评议会的

部分决定。由是，制衡行政权力在民国大学成为

可能。民国时期大学学术权力，没有成为一种摆

设，具有刚性，其保障主要来自于“外部立法”和

“内部建章”，外部立法使评议会、教授会职权明确

化，内部章程使其职权进一步落实，再加上当时高

等教育领域共享“教授治校”理念，这些因素共同

作用，使民国时期大学内部治理，较合教育规律。

公立学校如是，私立与教会大学则更类同西方大

学治理内部建制。民国时期，大学内部行政权力、

学术权力的制衡与保障，让两种权力有序运行，让

教育家办学、教授治校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可能，

所以也自然难以存在当前国内大学盛行的“行政

化”倾向。民国时期，大学校长因政府干预过度，

挂冠而去；教师因理念不合，离职他就，成为佳话，

“学术独立”、“教授治校”几为常态。

民国期间，大学外部与内部治理，更为符合高

等教育规律，使教师倾心学术与人才培养，校长行

政人员克守服务本职，如此大学生态，使当时在物

质匮乏、战争连年的环境下，高等教育得到了较快

发展。研究者无需“厚古薄今”，只应说，无论是自

觉还是不自觉，民国时期大学事实存在的治理框

架，并非一无瑕疵，但它促进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

的较快发展，而且这也能够给当下我国大学治理

的改进提供些许启示。首先，自觉构建政府治理

大学的合理权力边界。当前中国发展进入到了向

改革要红利的时期，简政放权是改革的重要趋势

与举措，这一点对高等教育领域同样适用。现有

的常态是，政府部门通过干部任命、编制供给、财

政配置、招生控制、职称评聘、课题发放等等方式，

对高校实施微观治理。这种方式的思想基础属于

科学管理一路。科学管理通过物质激励、动作时

间规范等方式，在工业生产中至今有效，能够带来

效率、效益的提升。但是大学非工厂，大学是研究

高深学问之地，在一定程度上科研创新是一种闲

暇的“副产品”，科学管理的方式强行规划，难有成

效；大学是人才培养之所，人才成长有其自身不同

于工业产品形成的规律，难用整齐划一的方式批

量生产。政府治理大学过多干涉大学内部，则会

导致大学难成特色，难按教育规律办学。而对大

学的行政干部身份供给则是导致“大学行政化”的

根源之一。大学行政干部决定资源配置，导致教

授、博士无心安静治学育人。民国时期政府治理

大学的权力边界，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给

我们的启示是，政府从宏观治理大学，简政放权，

激发大学自身的创造性，使大学百花齐放，特色发

展成为可能。其次，大学内部治理制衡行政权力，

保障学术权力。当前“大学行政化”的根源在于政

府对学校进行行政干部身份供给，以及大学内部

行政权力制衡不到位。大学内部行政干部与政府

行政官员身份脱钩，是化解“大学行政化”的必须。

行政服务人员由于具有干部身份，高高在上，而且

显性与隐性待遇高于教学科研人员，特别是在资

源配置上的决定权，使干部身份成为了大学教师

入职后的向往所在，“官大则学问好”成为国内高

校一道奇景。如此则大学成为了官场，科研教学

则不是大学教师的目的，只是其行政升迁的工具。

从民国时期大学内部治理得到启发，保障学术权

力，制衡行政权力，让行政回归服务，是改善当前

国内大学生态的关键。当大学教学科研人员地位

崇高，行政人员尽职服务，学术权力保障有力，行

政权力运行合理，则中国大学内部治理就会重回

本原生态，高等教育创新育人，回应时代吁求才更

具可能性。当前大学纷纷制订章程，企图规范权

力，但在当前环境下，外部立法更为重要，没有外

部强制，诸多大学章程作用将难彰显，原因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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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内部固定利益集团早已定型，自我革命，有违

人性。通过外部立法，用《大学法》划出政府治理

大学的权力边界，并强制制衡大学内部行政权力，

保障学术权力，将能促进我国大学更好发展，为迈

向高等教育强国夯实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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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科硕士研究生学习焦虑的调查研究

———基于Ｙ大学整个硕士群体

周俊瑜

（云南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昆明 ６５００００）

摘　要：　为更好地了解女性文科硕士研究生的学习焦虑状况，本研究以Ｙ大学整个硕士群体为研究对象，
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了解其学习焦虑的表现及其差异，从而分析出女性文科硕士研究生的学习

焦虑程度。研究结果如下：（１）不同性别的硕士研究生在学习焦虑的情绪和行为维度及其子维度上的差
异显著；（２）不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在学习焦虑的认知和情绪维度及其子维度上的差异显著；（３）不同
专业类别的硕士研究生在学习焦虑的认知和行为维度及其子维度上的差异显著；（４）不同专业类别的女
硕士研究生在学习焦虑三个维度及其子维度的差异显著；（５）不同年级的文科女硕士研究生在学习焦虑
三个维度及其子维度的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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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改革，高校硕

士研究生的招收数量逐年增长。自１９９９年高校
扩招政策的推行以来，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成为

一个庞大的群体。根据教育部硕士研究生招生统

计数据，２０１２年，研究生招生５８．９７万人，比上年
增加２．９５万人，增长５．２７％，其中，硕士生招生
５２．１３万人。在学研究生１７１．９８万人，比上年增
加 ７．４０万人，增长 ４．５０％。其中，在学硕士生
１４３．６０万人。毕业的研究生４８．６５万人，比上年
增加５．６５万人，增长１３．１３％。其中，毕业硕士生
４３．４７万人［１］。

研究生的扩招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受到了

高等教育，提高了个人的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提

升了个人的社会竞争力和创造力。但是，繁重的

学习和科研压力以及多重的社会压力给研究生的

学习和心理带来诸多的新问题，包括心理问题，焦

虑问题，自杀问题等。比如，课题研究，对于研究

生来说，课题研究成果、论文发表数量是研究生必

须完成的硬指标。大多数研究生，尤其是理工科

的学生，被分配了繁重的科研任务及助研工作。

因而，研究生被迫投入大量额外的时间从事这些

工作，极大地减少了课余休闲的时间。而且，高校

对研究生毕业发表论文的要求进一步加重了研究

生的压力负担。同时，严酷的就业形势也给研究

生带来巨大的压力。因此，在沉重的学业和严峻

的社会形势下，很多研究生出现了焦虑、烦躁、抑

郁等心理和生理的问题，甚至引发自杀。而文科

女硕士研究生由于特殊的生理条件和对未来工作

的担忧，以及社会和企业对她们的认可度等因素，

都会使得她们出现更大的心理压力，在学习和生

活中更易出现焦虑。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生

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

焦虑问题是教育学和心理学共同关注的热点

问题，也是影响硕士研究生生活、学习、工作等方

面的重要问题。学习焦虑是研究生学习过程遇到

的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是迫切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国内外学者把焦虑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对考试

焦虑方面的研究上，尤其是我国学者。１９８５年，杨
立能、孙仲贤的研究认为，测验情境下的焦虑水平

与人格无显著相关，但在考试情境下，焦虑水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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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显著相关［２］。１９８７年，宋维真、张瑶对人格
与考试焦虑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认为具

有焦虑特点的学生在考试中体现出较高的焦虑水

平，有焦虑反应的学生虽然在焦虑水平存在一定

的差异，但能反应相似的人格特点［３］。我国学者

将考试焦虑的研究主体集中在中学生身上，对大

学生以及本科以上学历学生的考试焦虑的研究相

对薄弱。国内以大学生为主体的考试焦虑研究开

始于姚利民在１９９６年的大学生考试焦虑的测验
研究［４］。本世纪初，以大学生为研究主体开展学

习焦虑研究逐渐成为热点。２００２年，罗增让研究
了不同认知对大学生考试焦虑产生的影响［５］。张

静进一步探讨了大学生考试焦虑的影响因素和应

对策略［６］。但是，对于研究生学习焦虑的研究，学

者们更多的是从理论方面进行原因探讨和对策分

析，如罗婷婷［７］主要从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对研

究生焦虑现象的原因进行了论述，认为社会和个

人因素在研究生的学习焦虑产生过程起到重要的

影响。李瑾（２０１１）［８］认为造成研究生焦虑的原因
主要包括研究生学习过程中明确人生价值观的缺

乏和自我独立意识的缺失，从而造成身份的迷茫。

现实的困难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在焦虑的产生中起

到重要作用。董雪（２００６）［９］提出应对研究生焦虑
着重于个人策略和学校组织策略两方面。个人策

略包括正确认识焦虑，掌握正确的应对焦虑的方

式，有效控制焦虑，参加社会实践及坚持体育锻

炼。学校组织策略包括强调强化研究生导师和研

究生德育教师的育人功能，加强心理健康知识培

训及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研究生的学习条件和生活

环境，帮助研究生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

目前对于有关考试焦虑，大学生的外语学习

焦虑，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婚恋心理和择业心理等

问题，以及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和心理压力的应

对策略的研究较为系统，但是，针对硕士研究生整

体学习焦虑的研究较为薄弱，尤其以女性文科硕

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更少，深入挖掘女性

文科硕士研究生学习焦虑的细分维度和学习焦虑

的具体表现的研究更少见报道。因此，深入挖掘

学习焦虑的维度和探讨硕士研究生产生学习焦虑

的原因显得极为重要。基于此，本研究详细调查

了Ｙ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学习焦虑问题，由
此分析出女性文科硕士研究生这一特殊的群体，

揭示产生学习焦虑的原因和规律，为分析和解决

研究生学习焦虑问题提供有效的数据。具体研究

目的如下：

在Ｙ大学整个硕士研究生群体基础之上，重
点以文科女性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从教育学

和心理学视角探讨硕士研究生在面对学习压力时

出现的学习焦虑问题。从而探讨女性文科硕士研

究生学习焦虑的问题。硕士研究生作为一个承上

启下的高学历知识群体，他们的教育发展被高校

和社会广泛关注。然而，研究生的学习焦虑问题，

尤其是女性文科硕士研究生这一特殊的研究生群

体的学习焦虑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研究生整体教

育质量。因此，本研究通过调查和访谈 Ｙ大学整
个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群体的学习焦虑问题，探讨

不同维度学习焦虑的表现，包括不同性别、不同年

级、不同年龄和不同硕士类别的学术型硕士研究

生的学习焦虑现状问题及差异，从而深入挖掘出

文科女硕士的焦虑问题，以及文科女硕士在不同

年级、不同年龄的焦虑差异问题，旨在为高校研究

生心理健康教育和管理工作提供数据支持和参考

对策，提高其工作的针对性。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 Ｙ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为母群
体，包括不同硕士类别，不同年级，不同年龄，不同

性别等的所有硕士研究生。通过对比进一步分析

出文科女硕士研究生在学习焦虑方面的不同现状

及其差异。

Ｙ大学是该省排名第一的大学，学校对研究
生的学习和科研要求也较高，相应的学生对自我

的要求会更高一些，会有更多的学习焦虑。Ｙ大
学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人数较多，相对于专业

硕士，他们会面对更多的学习和科研任务，并且对

学术研究的深入性和价值性要求更高。调查中，

确实发现很多硕士研究生面对科研任务时，产生

了学习焦虑，他们更多地表现在情绪和行为上，其

中以情绪不适为主。尤其是女性文科硕士研究

生，她们的学习焦虑水平要高于男生，她们对自己

的科研任务和未来更显担忧。

（二）研究工具

自制Ｙ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习焦虑调查
问卷。本问卷主要是在参考焦虑量表和卡特尔人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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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问卷（１６ＰＦ）以及ＳＣＬ－９０量表的基础上，从认
知、情绪和行为子维度出发，自制了硕士研究生的

焦虑量表，又细分为：学习焦虑的基本情况，学习

焦虑的具体表现，学习焦虑的原因，学习焦虑的对

策，一般学习焦虑症状，严重学习焦虑症状，一般

学习焦虑情绪，严重学习焦虑情绪八个子维度。

本问卷对Ｙ大学在校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进行
了随机抽样调查。调查时到硕士研究生宿舍和学

校图书馆发放问卷，在预调查时，发放３０份问卷，
以检验问卷的信效度；正式问卷共发放６３８份，有
效问卷５９０份（有效回收率９２．５％），其中女硕士
研究生３１３名，有效问卷２９３份（有效回收率９３．
６％），男硕士研究生３２５名，有效问卷２９７份（有
效回收率９１．４％）。问卷采用了分半信度分析，
结果发现：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８２３，分半信度部
分１的值为０．７９８，部分２的值为０．８２８，说明该问
卷的可信度较好。问卷采用结构效度来检验，结

果发现：三个维度之间均保持０．３９０－０．６７４的正
相关，而三个维度与总问卷的相关在０．７－０．９之
间，也说明了总体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

（三）数据分析

使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１８．０对数据进行维度分
析、差异分析等，最后得出结论。

被调查学生的基本情况如表１和表２，其中男
女硕士研究生人数比例相当，文理硕士研究生人

数比例也相当。因此，适合对文科女硕士研究生

的调查状况进行差异分析。

表１　被试基本情况统计

人口学变量 类别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２９７ ５０．３％

女 ２９３ ４９．７％

年级

研一 （２０１３级） ３０７ ５２．０％

研二 （２０１２级） １７３ ２９．３％

研三 （２０１１级） １１０ １８．６％

硕士类别

理工类 ２７３ ４６％
文史类 ２９７ ５０％

武警国防生 １１ ２．１％
艺术类 ９ １．９％

民族
汉 ５１７ ８７．６％

少数民族 ７３ １２．４％

生源地
云南省 １７６ ２９．８％
外省（国） ４１４ ７０．２％

表２　被试基本情况统计（年龄分布）

　年级
年龄　 ２０１３级 ２０１２级 ２０１１级 总数

２０ ０ １ ０ １
２１ １ ０ ０ １
２２ １２ ０ ０ １２
２３ ７８ ５ ０ ８３
２４ １２９ ５３ ５ １８７
２５ ６３ ６４ ２９ １５６
２６ ２０ ３３ ３７ ９０
２７ ４ ９ ２９ ４２
２８ ０ ４ ９ １３
２９ ０ ２ ０ ２
３０ ０ １ ０ １
３６ ０ １ ０ １
３８ ０ ０ １ １
总数 ３０７ １７３ １１０ ５９０

　　表 ２详细地列出了不同年级的年龄分布情
况，这样的划分有利于真正考察出年级和年龄这

两个因素对学习焦虑的交互作用。

三、研究结果

（一）Ｙ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习焦虑各维度的一
般特征

将Ｙ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习焦虑的各维度均分
计算出来，并进一步做描述性统计，见表３。

表３　Ｙ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习焦虑的一般特征

各维

度

项目

数

最小

值

最大

值

平均

值
方差

认知维度均分 ３７ １．３２ ４．０５ ２．９３ ０．３６２
情绪维度均分 １５ １．００ ５．００ ３．０９ ０．６７４
行为维度均分 １２ １．１７ ５．００ ３．７１ ０．７５６
基本情况均分 １０ １．００ ４．２０ ２．６９ ０．４７２
具体表现均分 １２ １．３３ ４．５８ ３．１０ ０．５３３
原因均分 ７ １．１４ ５．００ ３．２１ ０．６４３
对策均分 ８ １．２５ ５．００ ２．７２ ０．６１２

一般情绪均分 ８ １．００ ５．００ ２．９４ ０．７０７
严重情绪均分 ７ １．００ ５．００ ３．２７ ０．７７２
一般症状均分 ５ １．２０ ５．００ ３．３８ ０．８１６
严重症状均分 ７ １．１４ ５．００ ３．９４ ０．８２６

　　由表３可以看出，硕士研究生在学习焦虑三
个维度的平均得分依次是行为维度＞情绪维度 ＞
认知维度。而学习焦虑子维度的平均得分依次是

严重学习焦虑症状＞一般学习焦虑症状 ＞严重学
习焦虑情绪＞学习焦虑的原因＞学习焦虑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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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一般学习焦虑情绪＞学习焦虑的对策 ＞学
习焦虑的基本情况。由此可以推断出Ｙ大学硕士
研究生的学习焦虑更多的体现在行为和情绪上，

而在认知方面的焦虑相对较小。

（二）Ｙ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习焦虑的差异分析
１．不同性别的硕士研究生在学习焦虑各维度
间的差异分析

以硕士研究生的性别为自变量，学习焦虑三

个子维度及八个细分子维度为因变量，进行独立

样本Ｔ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性别的硕士研究
生在学习焦虑的情绪维度均分方面具有显著差异

（Ｔ＝２．５９７，Ｐ＝０．０１）；其次是在学习焦虑的行为
维度均分方面的差异，Ｔ检验值为 ２．１３５，ｐ＜０．
０５，也达到了显著的差异水平；而认知维度均分方
面却没有明显的差异。数据表明男女硕士研究生

面对学习焦虑在情绪和行为上有较大的不同，但

是在对焦虑的认知上却没有明显的差异。在学习

焦虑情感维度方面，男硕士研究生的学习焦虑显

著大于女硕士研究生，而在学习焦虑的行为维度

方面，则是女硕士研究生更突出。总体上，男生在

学习时更容易出现情绪性焦虑，而女生则更易出

现学习焦虑行为化。具体结果见表４：
表４　不同性别的硕士研究生在学习焦虑各维度间的差异分析

性别 男 女

三维度＋八子维度均分 Ｍ±ＳＤ Ｍ±ＳＤ
Ｔ Ｐ

认知维度均分 ２．９２±０．３９ ２．９４±０．３３ ０．８３４ ０．４０４

学习焦虑的情绪维度均分 ３．１６±０．７０ ３．０２±０．６４ ２．５９７ ０．０１０

学习焦虑的行为维度均分 ３．６４±０．８３ ３．７７±０．６６ ２．１３５ ０．０３３

认知１认知的基本情况均分 ２．６５±０．４９ ２．７３±０．４５ ２．０９６ ０．０３６

认知２认知的具体表现均分 ３．１０±０．５６ ３．１０±０．５０ ０．０７１ ０．９４３

认知３学习焦虑的原因均分 ３．２３±０．７１ ３．１９±０．５７ ０．６１４ ０．５４０

认知４学习焦虑的对策均分 ２．６９±０．６１ ２．７４±０．６１ ０．９２４ ０．３５６

情绪１一般焦虑情绪均分 ３．０６±０．７３ ２．８２±０．６６ ４．２１６ ０．０００

情绪２严重焦虑情绪均分 ３．３８±０．８０ ３．２５±０．７４ ２．２８４ ０．０２９

行为１一般焦虑生理症状均 ３．３６±０．８７ ３．５３±０．７６ ２．１２０ ０．０３３

行为２严重焦虑生理症状均 ３．８４±０．９０ ４．０４±０．７４ ３．６９１ ０．００３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２．不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在学习焦虑各维度
间的差异分析

将硕士研究生的年级作为自变量，学习焦虑３
个子维度及８个细分子维度作为因变量做单因素
方差分析，发现在认知和情绪两个维度上存在显

著的年级差异，相对应的认知情绪的细分子维度

（除学习焦虑原因方面）和情绪维度的细分子维度

均在不同的年级间存在显著差异，而学习焦虑的

行为维度和其对应的细分子维度在三个年级间的

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总之，Ｙ大学 ２０１１级、
２０１２级和２０１３级三个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在学习
焦虑的认知维度和行为维度存在显著差异，而行

为维度及其子维度在不同年级间的差异没有达到

显著水平。见表５：
表５　不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在学习焦虑各维度间的差异分析

年级 ２０１３级（研一） ２０１２级（研二） ２０１１级（研三）

三维度＋八子维度均分 Ｍ±ＳＤ Ｍ±ＳＤ Ｍ±ＳＤ
Ｆ Ｓｉｇ

认知维度均分 ２．８９±０．３７ ２．９７±０．３５ ２．９７±０．３５ ３．７４０ ０．０２４
学习焦虑的情绪维度均分 ３．０４±０．６５ ３．１７±０．６６ ３．２９±０．７４ ５．９０６ ０．００３
学习焦虑的行为维度均分 ３．７１±０．７９ ３．７０±０．６６ ３．７１±０．７９ ０．００２ ０．９９８
认知１认知的基本情况均分 ２．６２±０．４８ ２．８１±０．４６ ２．７２±０．４５ ３．７５０ ０．０２３
认知２认知的具体表现均分 ３．０６±０．５３ ３．１３±０．５１ ３．２１±０．５７ ２．９１１ ０．０４６
认知３学习焦虑的原因均分 ３．１８±０．６１ ３．２３±０．６７ ３．２８±０．７０ ２．２３９ ０．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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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级 ２０１３级（研一） ２０１２级（研二） ２０１１级（研三）

三维度＋八子维度均分 Ｍ±ＳＤ Ｍ±ＳＤ Ｍ±ＳＤ
Ｆ Ｓｉｇ

认知４学习焦虑的对策均分 ２．６１±０．６１ ２．７８±０．６４ ２．６９±０．５７ ２．９４５ ０．０４１
情绪１一般焦虑情绪均分 ２．８７±０．６８ ２．９８±０．７０ ３．１９±０．７６ ８．５６４ ０．０００
情绪２严重焦虑情绪均分 ３．２３±０．７７ ３．３１±０．７５ ３．４１±０．８１ ２．８３９ ０．０４８
行为１一般焦虑生理症状均 ３．３７±０．８４ ３．３４±０．７３ ３．４６±０．８７ ０．７６７ ０．４６５
行为２严重焦虑生理症状均 ３．９５±０．８５ ３．９６±０．７８ ３．８８±０．８３ ０．３８１ ０．６８３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３．不同硕士类别的研究生在学习焦虑各维度
间的差异分析

将硕士研究生的年级作为自变量，学习焦虑３
个子维度及８个细分子维度作为因变量做单因素
方差分析，调查出不同类别的硕士在认知维度和

行为维度方面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文史类的

学习焦虑的认知维度和行为维度均分最高，依次

是理工类，艺术类，武警国防生的最低），而在学习

焦虑的情绪维度方面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具体

分析：认知维度对应的认知的基本情况，认知的具

体表现以及学习焦虑的对策在不同硕士类别间的

得分均分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在学习焦虑的原因

方面的差异却没有达到显著的水平；行为维度对

应的一般焦虑生理症状在不同的硕士类别间的差

异达到了显著水平，而严重焦虑生理症状在不同

的硕士类别间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学习焦虑的

情绪维度及其子维度在硕士类别方面不存在显著

的差异。如表６所示：
表６　不同硕士类别的研究生在学习焦虑各维度间的差异分析

硕士类别 理工类 文史类 国防生 艺术类

三维度＋八子维度均分 Ｍ±ＳＤ Ｍ±ＳＤ Ｍ±ＳＤ Ｍ±ＳＤ
Ｆ Ｓｉｇ

认知维度均分 ２．８８±０．３６ ２．９８±０．３５ ２．５８±０．３５ ２．７０±０．５６ ３．２１７ ０．０２２
学习焦虑的情绪维度均分 ３．０８±０．６６ ３．１２±０．６８ ３．０５±０．７３ ２．８２±０．６９ ０．７０１ ０．５５２
学习焦虑的行为维度均分 ３．７９±０．７５ ３．９１±０．７６ ３．４３±０．９１ ３．６１±０．５３ ２．８９１ ０．０４３
认知１认知的基本情况均分 ２．６９±０．４５ ２．７６±０．４９ ２．４３±０．３９ ２．５４±０．７６ ２．７１８ ０．０４９
认知２认知的具体表现均分 ３．０６±０．５４ ３．１６±０．５２ ２．６８±０．６１ ２．８９±０．５０ ４．３６５ ０．００５
认知３学习焦虑的原因均分 ３．１５±０．６５ ３．２７±０．６４ ３．１０±０．５５ ３．１３±０．７０ １．９９０ ０．１１４
认知４学习焦虑的对策均分 ２．６７±０．６０ ２．７９±０．６２ ２．３３±０．４１ ２．５６±０．６２ ３．７７７ ０．０１１
情绪１一般焦虑情绪均分 ２．９２±０．７２ ２．９６±０．７０ ３．０５±０．６３ ２．７８±０．９０ ０．４２３ ０．７３７
情绪２严重焦虑情绪均分 ３．２５±０．７４ ３．３０±０．７９ ３．０６±０．９４ ２．８７±０．８３ １．２０３ ０．３０８
行为１一般焦虑生理症状均 ３．３４±０．８１ ３．４２±０．７４ ３．１３±０．９１ ３．４９±０．８２ ２．９７７ ０．０３９
行为２严重焦虑生理症状均 ３．８７±０．８２ ４．０１±０．８２ ３．６５±０．９８ ４．２５±０．５５ ２．２３７ ０．０８３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４．不同年龄的硕士研究生在学习焦虑各维度
间的差异分析

由于本研究中调
#

对象的年龄分布较广，为

方便研究将被试年龄与年级做交叉因子分析，总

体上把年龄分为三大组：２０１１级年龄组，２０１２级
年龄组，２０１３级年龄组。再以各年级组的年龄段
作为自变量，学习焦虑总问卷和各个维度及其子

维度得分为因变量，对各组的均分分别进行单因

素方差分析，发现总体差异不显著，而学习焦虑的

三个维度的差异也没有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３１５，
Ｐ＝０．２６０，Ｐ＝０．４５８）。但为了避免因年龄划分对

数据差异的影响和进一
$

深入探讨，分别在每个

细分子维度上对各组做了两两均数比较。分析结

果是：三个年级不同年龄段在认知的基本情况、认

知的具体表现、学习焦虑的原因、一般学习焦虑情

绪、严重学习焦虑情绪、一般学习焦虑生理症状及

严重学习焦虑生理症状这几个方面的的差异没有

达到显著水平；只有在学习焦虑的对策均分方面

的差异较为显著（Ｆ＝２．３８５，Ｐ＝０．０１６）。
从以上结果可以得出，只有认知维度里面的

学习焦虑的对策均分差异显著，其他子维度的差

异均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因此，不能拒绝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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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总体上，Ｙ大学不同年龄的硕士研究生在学习
焦虑的各维度上的差异不显著。如表７所示：

表７　不同年龄的硕士研究生在学习
焦虑各维度间的差异分析

三维度＋八子维度均分 Ｆ Ｓｉｇ

认知维度均分 １．１７０ ０．３１５
学习焦虑的情绪维度均分 １．２６３ ０．２６０
学习焦虑的行为维度均分 ０．９７１ ０．４５８
认知１认知的基本情况均分 ０．６７５ ０．７１４
认知２认知的具体表现均分 ０．８９９ ０．５１７
认知３学习焦虑的原因均分 ０．５２６ ０．８３７
认知４学习焦虑的对策均分 ２．３８５ ０．０１６
情绪１一般焦虑情绪均分 １．１１４ ０．３５１
情绪２严重焦虑情绪均分 １．４２３ ０．１８４

行为１一般焦虑生理症状均分 ０．９９０ ０．４４３
行为２严重焦虑生理症状均分 １．０６２ ０．３８８

注：ｐ＜０．０５

５．女性文科硕士研究生的学习焦虑差异分析
在女硕士研究生学习焦虑程度总体上高于男

硕士研究生的基础上，进一步以女硕士研究生和

不同硕士类别这两个大的自变量做多因素方差分

析，发现文科类女硕士研究生在学习焦虑的认知

维度、情绪维度和行为维度方面的差异达到显著

水平（Ｐ＝０．０４９，Ｐ＝０．０１７，Ｐ＝０．０３１），而这三个
维度对应的子维度，除了认知的基本情况和严重

学习焦虑生理症状外（Ｐ＞０．０５），其它子维度方面
均达到了显著差异，如表８所示。

具体分析：在学习焦虑的认知维度、情绪维度

和行为维度方面以及它们的子维度（包括学习焦

虑的具体表现方面、学习焦虑的原因方面、一般学

习焦虑情绪表现、较严重学习焦虑情绪表现以及

一般学习焦虑生理症状）方面，文史类女硕士研究

生的学习焦虑都要明显高于理工类的女硕士研究

生，最后是艺术类的女硕士研究生；而在学习焦虑

的对策方面，理工类女硕士研究生的均分要高于

文科类女硕士研究生，而学习焦虑程度最低的依

然是艺术类女硕士研究生。总体而言，女性文科硕

士研究生的学习焦虑程度最大，可能是因为她们对

未来的前途更加担忧，而且导师的指导相对少，文

科需要掌握的知识更为丰富，而理科更需要专攻，

文科在解决难题时，在速度上可能要低于理工类学

生，所以这与之前的预想———理工类的硕士研究生

的学习焦虑程度要高于文科类学生相反。

表８　不同硕士类别的女硕士研究生的学习焦虑差异分析

在各维度差异分析
女硕士研究生

文史类 理工类 艺术类
Ｆ ｓｉｇ

认知维度 ２．９８±０．３５ ２．９０±０．３２ ２．８１±０．２５ ２．７９３ ０．０４９

情绪维度 ３．２０±０．７３ ３．０７±０．６９ ２．９６±０．７１ ３．４７６ ０．０１７

行为维度 ３．８２±０．７６ ３．６９±０．７３ ３．５１±０．８７ ３．０２７ ０．０３１

基本情况 ２．６８±０．４５ ２．７６±０．４９ ２．４３±０．３９ ２．６１８ ０．０５７

具体表现 ３．１６±０．５２ ３．０６±０．５４ ２．６８±０．６１ ３．３２５ ０．０２３

原因 ３．２７±０．６３ ３．１４±０．６５ ３．０７±０．５５ ２．９３０ ０．０４３

对策 ２．６８±０．６０ ２．７９±０．６２ ２．３３±０．４１ ２．８０７ ０．０４８

一般情绪 ２．９７±０．７２ ２．８９±０．７０ ３．０５±０．６２ ３．４２３ ０．０１９

严重情绪 ３．２５±０．７５ ３．１４±０．６９ ３．０６±０．９１ ３．５０３ ０．０１５

一般症状 ３．４３±０．８１ ３．２４±０．７２ ３．１３±０．８４ ３．９７７ ０．００９

严重症状 ３．９３±０．７２ ４．０１±０．８２ ３．６５±０．９４ ２．２３７ ０．０８３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结论：不同类别的女性硕士研究生在认知维
度、情绪维度和行为维度及其子维度（除认知的基

本情况和严重学习焦虑生理症状方面外）的差异达

到了显著水平。

在以上研究生的基础上，进一步以女性文科硕

士研究生和不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这两个大的自

变量做多因素方差分析，得到以下结论：不同年级

的文科女硕士研究生在学习焦虑的认知维度、情绪

维度和行为维度以及它们的子维度上（除了学习焦

虑的基本情况外ｐ＞０．０５）的差异到达了显著水平。
如表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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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不同年级的女性文科硕士研究生的学习焦虑差异分析

在各维度差异分析
女性文科硕士研究生

研一 研二 研三
Ｆ ｓｉｇ

认知维度 ２．８９±０．３０ ３．０４±０．３２ ３．１６±０．４２ ２．８２０ ０．０４７
情绪维度 ３．０１±０．６５ ３．２６±０．５９ ３．４２±０．９２ ３．１６８ ０．０２６
行为维度 ３．２２±０．７２ ３．３９±０．６７ ３．５６±０．８９ ２．９８４ ０．０４１
基本情况 ２．６４±０．４３ ２．８１±０．４５ ２．９６±０．３５ ２．４６６ ０．０６５
具体表现 ３．１０±０．４７ ３．２６±０．５５ ３．４４±０．６３ ３．３５７ ０．０２１
原因 ３．１７±０．５３ ３．２５±０．６２ ３．３８±０．７７ ２．８９０ ０．０４５
对策 ２．６１±０．５７ ２．７４±０．６３ ２．８６±０．６７ ２．８１９ ０．０４７

一般情绪 ２．８０±０．６３ ２．９９±０．６１ ３．１７±０．９８ ３．１０３ ０．０２９
严重情绪 ３．２９±０．７８ ３．４０±０．７１ ３．７１±０．９０ ３．２１７ ０．０２５
一般症状 ３．３７±０．８１ ３．５９±０．７４ ３．４８±０．９１ ２．９７５ ０．０４２
严重症状 ３．２５±０．６７ ３．３６±０．７１ ３．６１±０．８５ ２．８０９ ０．０４８

　　注：ｐ＜０．０５

　　具体分析：在学习焦虑的三个维度和八个子维
度方面，研一女性文科硕士研究生的学习焦虑均分

都小于研二和研三的；在学习焦虑的三个维度和八

个子维度方面（除了一般学习焦虑症状外），研三的

女性文科硕士研究生在学习焦虑方面的均分要显

著高于研二的；研二只有在一般学习焦虑症状方面

的均分高于研三的。总体上，研三的学习焦虑程度

大于研二、研一的学生，可能是因为研三的学生即

将面临就业，时间匆匆而过，却发现学到的知识与

历经的时间不相符，很多地方还有待提升，所以会

产生较多的学习焦虑。另外，研三的学生面临毕业

论文的撰写和答辩，这对其来说是一项重要且艰巨

的考验。他们要想为自己的研究生生活交上一份

满意的答卷，就必须尽心竭力地完成其毕业设计并

出色地完成答辩，所以总体而言，研三学生的学习

焦虑更为明显；研二的硕士研究生，要开始独自科

研（实验或论文）的道路，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科研

成果，并且承担导师的课题任务，所以学习焦虑程

度高于研一；研一的学生刚到学校，大部分是学习

课堂内容，或是阅读专业书籍，科研任务较少，所以

学习焦虑程度小于研三和研二的学生。结论：不同

年级的女性文科硕士研究生在认知维度、情绪维度

和行为维度及其子维度（除认知的基本情况外）的

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

Ｙ大学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类别的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总体来说在学习焦虑上表现了

显著的区别，但这属于一般水平的学习焦虑，值在

正常范围内浮动，然而其他因素造成的学习焦虑不

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对

多因素间的影响进行交叉分析，发现除了不同年

级、不同性别和不同专业类别的交叉存在显著差

异，其它因素所产生的学习焦虑均不存在显著差

异。然而，调查过程中发现存在一些个别不同于群

体数字的个案，这些个案是实证研究的良好补充，

因此不容忽视。个案所反应出的问题比数字化的

交叉分析更有影响力，其特殊性和针对性值得相关

研究者的注意，可以为高校教师和学生管理人员应

对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习焦虑问题的参考案例。

据相关研究显示，大部分学生出现的学习焦虑

症状都是一般性的，有１％到５％的学生的学习焦虑
症状属于病理性学习焦虑。我们总结的病理性学

习焦虑是指：学生在缺乏充分根据的前提下，对学

习问题经常或持续地产生恐惧、精神紧张、沮丧等

情绪，常伴有胸闷、口干、呼吸困难、出汗等症状，并

产生不合理的自我认知，认为问题复杂到无法解

决，从而求助于他人。这是一种病理状态，它区别

于正常范围，不利于学习、生活的正常进行。我们

在访谈中就遇到一位出现病理性学习焦虑问题的

女性文科硕士研究生。以下是部分访谈和治疗

过程。

她的个人陈述是：最近一个多月，感觉极其不

适应，认为自己速度太慢，学习能力太差，不如别

人，心情烦躁，紧张不安，入睡困难且易早醒，白天

精神状态不好，难以集中精神学习，食欲下降。

我们观察到的是：她衣着干净整洁，举止得体，

说话有礼貌。但涉及到她的学习情况，就满脸沮丧

和焦急，语速变快且激动。

通过对她的朋友的访谈及相关的评估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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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确定她出现了病理性学习焦虑症状。属于一

般心理问题。她出现学习焦虑的原因包括社会性

因素（社会压力和家庭教育方式）和自我的心理因

素（不合理认知、不良情绪和行为等），所以采取了

认知行为疗法，改变她自身的不合理认知，并引导

其进行反思，重塑认知、情绪和行为，达到学习焦虑

问题的解决。

最后，这个女硕士研究生心情比之前平静了，

学习时注意力不集中、担忧、紧张、入睡困难、食欲

下降等症状基本消除。自身干扰因素减轻，能静下

心来写论文，做科研，学习生活一切正常。

这些需要教师、学生双方的共同努力。同时，

高校也应为这种心理治疗方式提供更多的技术和

资金支持。若联合社会各界的力量，则更有利于解

决硕士研究生出现的一般或特殊的学习焦虑问题。

该案例补充了不同性别、不同年级和不同专业

类别的硕士研究生的一般性学习焦虑的差异问题，

对于多因素交叉研究的不足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

用，并为高校教师应对较为严重的学习焦虑问题提

供了更具针对性的建议。从而可以看出某些女性

文科硕士研究生，如来自农村的，非独生子女并在

家中排行靠后的，性格内向的，人际关系处理不好

的，对科研活动无所适从的，父母年老的并对自己

的学习要求非常严格的，所有人眼里的“好孩子”，

她们在面对学习压力时，承受能力更小，更易出现

学习焦虑。她们的学习焦虑呈现出不同于中学生

和大学生的新特点，即面对科研任务所产生的极度

不适应。如果不加重视或是不及早处理，将会出现

更多、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如自杀或是

杀人，最后发生类似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的砍

人案。

四、讨论与结论

（一）不同性别：学习焦虑的情绪和行为维度及

其子维度差异显著

研究显示，Ｙ大学不同性别的硕士研究生在学
习焦虑的情绪维度和行为维度及其子维度的差异

达到显著水平，而在学习焦虑的认知维度及其方面

子维度的差异不显著。其中在学习焦虑情感维度

方面，Ｙ大学男硕士研究生的学习焦虑显著大于女
硕士研究生，而在学习焦虑的行为维度方面，则是

女硕士研究生更突出。究其原因可能是男生在出

现学习焦虑时更不愿向他人倾诉，更倾向于自我的

调整，通常能较短时间内处理焦虑问题，所以男生

会出现更多情绪上的不适；而女生出现学习焦虑

时，虽然会倾向于诉说，但是恢复时间长，因此更容

易转化为失眠等行为上的不适。

（二）不同年级：学习焦虑的认知和情绪维度及

其子维度差异显著

研究结果发现，Ｙ大学２０１１级、２０１２级和２０１３
级三个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在学习焦虑的认知维度

和行为维度及其子维度存在显著差异，而行为维度

及其子维度在不同年级间的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

平。在认知和情绪维度方面，研三的硕士研究生的

学习焦虑水平均高于研二和研一的，学习焦虑水平

最低的是研一学生，可能是因为研三面临毕业论文

的撰写和答辩，以及在找工作过程中发现自己在学

习方面的不足，出现更多的学习焦虑。

（三）不同硕士类别：认知和行为维度及其子维

度差异显著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类别的硕士在认知维度和

行为维度及其子维度方面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

而在学习焦虑的情绪维度及其子维度方面却不存

在显著的差异。其中文史类的学习焦虑的认知维

度和行为维度均分最高，依次是理工类，艺术类，武

警国防生的学习焦虑水平最低。文史类的显著高

于理工类，可能是因为她们对未来的前途更加担

忧，而且导师的指导相对少，也需要掌握极为丰富

的知识，所以学习焦虑更明显。

（四）不同硕士类别的女硕士研究生：在学习焦

虑三个维度及其子维度差异显著

研究结果发现，文科类女硕士研究生在学习焦

虑的认知维度、情绪维度和行为维度及其子维度

（除认知的基本情况和严重学习焦虑生理症状方面

外）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总体上，女性文科硕

士研究生的学习焦虑程度最大，这一现象提示：高

校对女性文科硕士研究生给予的关注不够，导师应

该给予更多的指导，在心理层面拉近彼此的距离。

另外女性文科硕士研究生要对自己的角色有正确

的认知，要调整自己，而不是盲目地与理工科的学

生对比，找准自己的定位，掌握心理健康的知识，营

造轻松的学习氛围，发展自己，提升自己的核心竞

争力。

（五）不同年级的文科女硕士研究生：在学习焦

虑三个维度及其子维度差异显著

本研究显示，不同年级的文科女硕士研究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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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焦虑的认知维度、情绪维度和行为维度以及它

们的子维度上（除了学习焦虑的基本情况外）的差

异到达了显著水平。这一点提示：学校要为应届毕

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尽量做到高校信息的资

源共享，学院要对研三的学生给予更多就业前的心

理指导，导师要加强对研三学生毕业论文的关注和

指导，而研三学生自己要静下心来，一步一步把事

情做好，在最后一年也不忘记给自己充电，比如在

ＭＯＯＣ上自学相关知识和技能，知识的丰富会带来
信心的提升，也会在毕业论文和找工作方面都得心

应手，研一、研二学生也要在当下做好准备，经营自

己，充实自己，以免在毕业前后悔。

（六）进一步做个案分析，发现统计分析的群体

数字下掩盖的特殊问题

个别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病理性学习焦虑

是存在的，访谈中，多因素交叉在一起的学术型硕

士研究生在面对较重的科研任务时，因为自身的不

合理认知，会产生极度的不适和更严重的心理问

题。这一补充案例为高校教师提供了更有针对性

的治疗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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