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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中心的专业课实验方式研究与实践

———以医学图像处理实验为例

李振伟，杨晓利，胡志刚，张丰收，宋卫东

（河南科技大学 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河南 洛阳４７１００３）

摘　要：　实验是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实验效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实验
积极性。在实验教学中贯彻以学生为中心，不仅指在实验进行过程中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而且在实验

前（如实验内容的设计和实验材料／设备的准备）和实验后（如实验成绩的评定和实验报告（论文）的批
改）都可以让学生参与进来。《医学图像处理》实验教学的改革实践表明，以学生为中心的实验方式能

激发学生的实验兴趣，充分调动其实验积极性，从而提高实验效果。

关键词：　以学生为中心；实验类型；实验方式；实验项目设计；实验成绩评定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４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４－１１－０８
基金项目：　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２０１４］－ＪＫＧＨＣ－００８４）；河南科技大学实验技术开发基金项目

（ＳＹ１２１３００９）；河南科技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计划项目（２０１３Ｙ－０６４）
作者简介：　李振伟（１９７８－），男，河南临颍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医学图像处理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Ｅｍａｉｌ：ｌｚｗｃｓｕ＠１２６．ｃｏｍ。

　　１９５２年，著名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在哈佛
大学教育学院举办了一次主题为“课堂教学如何

影响人的行为”的学术研讨会，首次提出了“以学

生为中心”的观点，主张教育应以学习者为中心，

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和潜能的发挥，

使他们能够愉快地、创造性地学习和工作。１９９７
年，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教育新领域”研讨会上，

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的两位教授提出：“宇宙观从地

心说向日心说的转变曾经导致了一场科学革命，

而教育观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

的转变将给工程教育带来同样巨大的冲击。”１９９８
年１０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世界
高等教育大会”上通过的宣言中指出：“在当今日

新月异的世界，高等教育显然需要‘以学生为中

心’的新视角和新模式。”宣言还要求各个国家和

高等学校的决策者“把学生及其需要作为关心的

重点；把学生视为教育改革主要的和负责的参与

者，包括参与教育重大问题讨论、评估、课程及其

内容改革，制订政策与院校管理等等”。“以学生

为中心”首次见诸联合国机构的正式文件，从此这

一提法逐渐成为权威性的术语和全世界越来越多

教育工作者的共识。

在我国，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和素质教育的

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得到了越来越

多高等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但是，如何把“以学生为中心”这种教育理念有效

地应用在实验教学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和探索。本文首先分析了理工科专业课实验的类

型及存在的问题，接着以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医

学图像处理为例，详细阐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实

验方式的设计和实现，最后通过对比研究，对“以

学生为中心”的实验方式的效果进行了评估。

　　一、理工科专业课主要实验类型

及存在问题

理工科专业课的实验大致可以分为 ５种类
型：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研究探

索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对大多数学校大多数专

业来说，前三种类型的实验一般在课堂内进行，所

有学生都要参加，而后两种一般通过开放性实验

平台供感兴趣的学有余力的学生来选择。表１给
出了各种类型实验的特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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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种类型实验特征对比

实验类型 实验方法 实验结果 实验对象 开设方式

验证性实验 确定 已知 所有学生 课内

综合性实验 确定 已知 所有学生 课内

设计性实验 未确定 未知 所有学生 课内或课外

研究探索性实验 未确定 未知 感兴趣学生 课外

创新性实验 未确定 未知 感兴趣学生 课外

　　验证性实验是实验教学中一种传统的、常见
的验证基本原理和训练基本方法、技能的实验。

通过验证性实验训练，要求学生了解、理解并能够

应用实验对应的某个概念、基本原理或者知识点，

掌握基本实验方法和技能［１］。验证性实验由于结

果具有可预见性，且实验过程中方法和手段基本

不变，所以往往给人呆板无趣、缺乏探索性和挑战

性的印象，从而导致学生实验兴趣不高［２］。综合

性实验通过专业知识的综合，加强学生对专业知

识内在联系的理解和掌握，让学生能够较系统地

经历从选题、方案论证、设计、系统实现，到最后的

总结报告等全过程的各个环节，以培养学生的工

程实践能力和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设计性实验

一般是以小组形式进行，学生提出自己具有新意

的设计方案，并与教师一起研讨，确定可行性，最

终实施解决。学生要完成搜集资料、设计方案、选

择设备和材料以及组织实验系统，确定实验步骤

和测试数据及分析、报告、总结等步骤。使学生在

实验中得到锻炼提高，培养协作的团队精神，也可

以增强学生对自己的认识［３］。研究探索性实验和

创新性实验主要面向学有余力的学生，可通过大

学生研究训练计划（ＳＲＴＰ）、挑战杯和课程设计等
形式在课外进行，也可通过让学生参与实验指导

教师主持的实验设备改造项目和实验技术开发基

金项目等方式进行。

验证性、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构成了大多数

理工科专业课课堂内实验教学的主体，这三种类

型的实验各有所长，应根据课程的性质和特点或

有所侧重，或互相补充。然而，在实际中，很多专

业课的实验仍以验证性为主，而忽视了专业课更

应侧重于学生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这一基

本要求，从而导致了学生实验积极性不高、实验效

果不理想等问题。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实验，要最大程度地提升

实验教学效果，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实验积极性。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以学生为中心”应贯穿于实验教学的全过程，这

不仅指在实验进行过程中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而且在实验前和实验后都应坚持“以学生为中

心”。换句话说，在实验教学设计、实验教学方法

和实验教学手段以及实验考核方式等方面都要突

出学生的中心地位［４］。

　　二、以学生为中心的医学图像处

理实验教学尝试

《医学图像处理》是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一门

主干课程，旨在培养学生运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对医学影像进行不同层次处理的能力，实践性强

是该课程的一个主要特点。该课程总学时为４０
学时，实验学时为１２学时，最多能够设置６个实
验项目。

１．实验项目的设计与实验的准备
相对于《医学图像处理》广泛而丰富的内容来

说，１２学时的实验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为了在这
有限的实验学时内取得最好的实验效果，一方面

对６个实验项目进行了认真的设计以求最大限度
地发挥学生在实验中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把

实验的预习、准备和设计、实验的总结和实验报告

（论文）的撰写以及答辩放在了课外进行。

根据教学大纲，《医学图像处理》的主要内容

包括医学图像基础知识、医学图像增强、医学图像

恢复、医学图像压缩、医学图像分割及应用等，其

中增强和分割是重点。基于此，设计了１个验证
性实验“认识医学图像”，让学生了解常见的医学

图像以及医学图像处理软件的功能和基本操作方

法；设计了 “医学图像增强”、“医学图像分割”和

“医学图像压缩”３个综合性实验，让学生对所学
的医学图像增强方法、分割方法和压缩方法进行

综合应用与对比实验，以此加深对这些图像处理

方法的理解和掌握；此外，还设计了２个基于 ＰＢ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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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５，６］的设计性实验“改
善一幅医学图像的视觉效果”和“细胞检测与计

数”，前者让学生自己设计和选择合适的方法和工

具对一幅不清晰的医学图像进行处理，使其变得

更清晰，并采用客观的评价方法对处理前和处理

后的图像进行对比（如图１所示）；后者则是让学
生设计一套方法检测出一幅图像中的红细胞和白

细胞并对它们各自的数目进行统计。

图１　基于ＰＢＬ的“改善一幅医学图像的
视觉效果”实验教学模型

实验项目的设计主要由实验指导教师来完

成，而实验前的准备工作则应由学生来进行。对

于验证性和综合性实验，要求学生实验前认真预

习实验指导书，理解实验原理，明确实验要求，熟

悉实验内容及步骤，写好实验预习报告［７］，同时还

要自己安装实验所需的相关软件；对于设计性实

验，实验原理和实验步骤并未确定，所以需要学生

通过文献调研和分组讨论等形式自己设计出初步

的实验方案。

２．实验的实施与指导
传统实验课的一般流程是：指导教师讲解实

验原理和要求，时间一般为１５－２０分钟；学生开
始进行实验，同时指导教师进行个别指导，直至实

验结束。在这种实验方式中，学生的中心地位没

有得到体现，实验效果自然也就难以保证。

在《医学图像处理》实验中，实验的准备工作

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已在实验前完成，所以上实

验课时指导教师无需再详细讲解，而只需通过随

机提问的形式简要回顾一下实验原理和要求，这

样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在进行指导

时，指导教师应避免直接告诉学生该怎么做，而是

要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去分析、去发现、去思考、去

解决，从而拓宽学生的思路，激发学生的思维［８］。

为了调动学生实验积极性，在实验中还引入了“互

动式”、“分组讨论式”和“参与式”等方法［９］，通过

多种形式的提问、学生对共性问题进行分组讨论

和优秀学生参与实验指导等方式以突出学生在实

验中的中心地位。在实验课结束之前，留出５－１０
分钟的时间由指导教师或部分学生对实验进行点

评和总结。实践证明这要比实验课开始时指导教

师的讲解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３．实验成绩的考核
实验考核是实验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和步

骤。为了充分体现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的主体地

位，调动学生开展实验的积极性，我们在《医学图

像处理》实验中进行了两方面的改革尝试：一是不

同的实验类型采取不同的考核方式（见表２），二
是让学生参与部分实验成绩的评定。

表２　医学图像处理实验项目及考核方式

实验名称 类型 考核方式 考核人

认识医学图像 验证性 实验准备＋实验过程＋实验报告 指导教师＋学生

医学图像增强 综合性 实验准备＋实验过程＋实验论文（或答辩） 指导教师＋学生

医学图像分割 综合性 实验准备＋实验过程＋实验论文（或答辩） 指导教师＋学生

医学图像压缩 综合性 实验准备＋实验过程＋实验论文（或答辩） 指导教师＋学生

改善一幅医学图像的视觉效果 设计性 实验准备＋实验过程＋实验论文（或答辩） 指导教师＋学生

细胞检测与计数 设计性 实验准备＋实验过程＋实验论文（或答辩） 指导教师＋学生

　　实验考核不同于理论考核，实验考核更应注
重学生技能和工程意识的培养，在注重结果的同

时，更注重中间过程［１０］。验证性、综合性和设计

性等三种类型实验的考核内容都由实验前、实验

中和实验后三部分组成。不同之处在于，实验类

型不同，各部分的侧重点和权重不同。对于验证

性实验，实验前主要考察学生的实验准备情况，比

如实验所需软件（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ＭＡＴＬＡＢ、ＶｉｓｕａｌＣ＋
＋、ｅＦｉｌｍ等）的安装以及相关图像素材的准备；综
合性实验由于涉及知识点较多，所以实验前主要

考察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预习情况以及相关资料

的收集整理情况；对于设计性实验，实验前主要考

察学生实验思路与实验方法的设计情况。实验中

考核学生实验过程的安排合理与否、团队合作能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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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实验习惯、实验数据记录、创新设计能力等。

实验后的考核可以以传统的实验报告（验证性实

验）形式进行，还可以采用答辩的形式或实验论文

（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的形式进行［１１］。在这一

过程中，选择一些学生作为答辩评委参与答辩成

绩的评定或评阅部分实验报告（实验论文）是一个

不错的尝试。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实验前期的准备、实验的

设计与实施，以及实验后期的总结与成绩考核（见

表３），都尽可能地让学生参与进来，最大限度地
调动学生的实验积极性，以充分保障学生在实验

中的主体地位。

表３　医学图像处理实验中学生中心地位的体现

实验前 实验中 实验后

（１）安装实验所需软件，配置相关
软件开发环境

（２）选择实验图像素材；
（３）选择或设计实验题目；
…

（１）独立制定实验方案；
（２）学生指导学生；
（３）分组讨论解决实验中的难题；
…

（１）作为答辩评委参与设计性实
验成绩评定；

（２）互相批改实验报告或实验
论文；

（３）讨论实验的收获与体会；
…

三、效果对比与评估

为了对以学生为中心的实验方式的效果进行

评估，本文从实验完成情况、实验报告（论文）质

量、学生实验满意度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对比评价。

为便于对比与分析，各项均量化成百分制。

实验完成情况考察学生是否能在规定的时间

内完成实验项目并达到预期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

反映了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实验完成

情况得分＝规定时间内完成实验人数／参加实验人
数×１００。例如，某次实验有３０人参加，在实验结束
时，有２４名同学完成了实验项目并达到了预期结
果，那么实验完成情况得分为２４／３０×１００＝８０分。
当一门课程的所有实验结束后，将每次实验的完成

情况得分进行平均得到该门课程的实验完成情况

得分。实验报告（论文）质量得分根据学生实验报

告（论文）的平均得分进行量化（百分制），即首先计

算出每一学生实验报告（论文）的平均得分（实验报

告总成绩／实验次数），然后将所有学生实验报告
（论文）的平均得分累加后除以学生人数作为实验

报告（论文）质量的量化得分。为克服不同评分人

之间的评分偏差，实验报告（论文）由同一教师按照

相同的评分标准进行评分。学生实验满意度采用

问卷调查的方式，由学生对整个实验（包括实验内

容、实验方式、教师指导情况、实验后的收获等）的

满意情况进行无记名打分（百分制），根据收回有效

问卷的打分情况求平均值作为学生实验满意度。

最后，取上述三项得分的加权平均值作为综合得分，

即综合得分 ＝实验完成情况 ×３０％ ＋实验报告质
量×３０％＋学生实验满意度×４０％。

表４给出了同一课程不同年级分别采用传统
实验方式（注：为便于区别，本文中把以学生为中

心的实验方式之外的其他所有实验方式统称为传

统实验方式）和以学生为中心的实验方式的对比

情况。其中，２００９级采用传统实验方式，２０１０级
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实验方式，实验指导教师相

同。从中可以看出２０１０级的实验完成情况、实验
报告质量、学生实验满意度分别较２００９级提高了
１３分、１２分和 ９分，综合得分由 ７８分提升至
８９分。

表４　同一课程（医学图像处理）
不同年级实验效果对比

评估项目
２００９级（９３人）
传统实验方式

２０１０级（９６人）
以学生为中心

的实验方式

实验完成情况 ７２ ８５
实验报告质量 ７８ ９０
学生实验满意度 ８２ ９１
综合得分 ７８ ８９

　　“以学生为中心”的实验方式的本质在于学生
是实验的主体，提高学生的实验积极性是提高实

验效果的重要途径。在实验教学的具体实践中，

“以学生为中心”就是要在实验的各个环节充分发

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时时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医学图像处理几年来的实验教学实践证明，“以学

生为中心”的实验方式有助于提高实验效果，从而

提高学生的实验满意度。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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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技术

及其成果逐渐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科

学技术如同一把双刃剑，从正反两个方向深刻地

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及人类的伦理及道

德层面。在享受科学技术的正面影响所带来的种

种福祉的同时，我们应当时刻警惕其负面影响所

埋藏的隐患。

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社会及环境方面；二是伦理道德方面。在社会环

境方面，人类过分迷信科技的力量，征服自然的同

时也带来诸多的恶果，如生态问题、人口问题、资

源问题等等。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

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１］。我们在利用科

技改变自然的时候，应当时刻怀着对自然的敬畏。

在伦理道德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克隆技术和

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它们在人类疾病治疗和人类

智力体力延伸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正面价值的同

时，却不可避免的引发一系列伦理道德的担忧，如

克隆人会改变现有人伦关系，遗传进化紊乱等一

系列问题；机器人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们担忧“将

来掌控世界的，是人类，还是机器人”，虽然有著名

的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的约束，但是随着神经

网络、深度学习和遗传算法的深入研究，以及人工

智能技术的进步，这种简单的数学约束恐怕很难

限制机器人智能化发展，并超出人类的掌控。

此外，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种涉及网

络安全的事件层出不穷，小到个人信息的泄露，如

银行账号的窃取；大到国际争端，如棱镜门事件。

总之，科学技术在人与社会、伦理道德方面已

经产生诸多的负面影响，它们的存在对我们整个

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因此我们迫切的

需要深入思考造成这些不利影响的原因，从而尽

力克服负面影响充分发挥正面作用，使科学技术

更加健康有效地造福人类社会［２］。

　　二、科学技术负面影响产生的原

因及解决措施

（一）科学技术负面影响产生原因

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产生原因很多，归结起来

主要有两方面：社会政治经济方面以及人文文化方

面［３］。科学技术本身如同各种客观事物一样，并无

善恶好坏之分，但是当它掌握在不同的人手中，才

产生了不同的价值，正是不同的人性以及人的不同

的社会性造就了科学技术的不同影响。

１．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制约
现代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

这些负面影响总是同私利、贪婪和不良的社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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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过

程中对自然的无度索取造成了近百年来世界环境

的极度恶化；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使

得各种极端势力有了更多的空间，他们可以利用

更多的高科技武装，为人类安全埋下了隐患；一些

人自私自利、贪得无厌，他们可以利用新技术降低

造价成本，产生了大量的无良商贩。

马克思认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种尺

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

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

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得尺度来

建造。”［４］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要构建和谐社会、实

现“中国梦”，我们更应该坚定不移的贯彻马克思

主义，坚持科学发展观。

２．人文文化的缺乏
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人文关怀的缺失，使得

人们急功近利、目光短浅，而这种急功近利、目光

短浅的危害在科技进步的大背景下得到放大。人

文关怀的缺失，其本质是价值的模糊和缺失，人文

文化思想的核心，是强调人的价值，我们要树立正

确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自

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要与

大自然的生态生产力相适应、共产主义追求的是

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等观点；还

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历史条件下，建设生态文

明是落实人文关怀的需要。要在这些前提下评价

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着重发展能节约资源、改善

环境、提高大自然的生态生产力的科学技术，高扬

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５］。

（二）解决方法

科学技术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我们要辩证的

看待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树立科学发展观，加强

伦理道德教育，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起正确的

科学技术价值取向。这是整个社会的职责，更是

广大教育工作者应当贯彻的精神。

１．树立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

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的全

面发展。它是指导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依

据。也是我们正确看待科学技术的根据。

２．辩证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
掌握自然辩证法，以整体思维方式重新开始

对自然界进行综合的整体的探索，理智地控制人

类自身的行为，恢复人与自然亲密的和谐关系，在

高度丰富的物质基础上，进入更高层次的精神境

界，实现新的“天人和谐”［６］。

３．加强科学伦理教育
科学的发展牵涉到许多伦理道德问题，加强

科技工作者的伦理道德教育，将是规范并指导其

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手段。

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要及时放弃以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的单

调的经济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树立正确的

生态观，利用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来造福整个人

类。对于危害环境，利用高科技手段犯罪等行为，

应当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严厉打击。

５．加强科学技术价值取向教育
我们不仅应当从以上几个方面加强社会宣

传，更为重要的是在各级教育体系中强化科学技

术价值取向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科学技术

价值取向教育关系到我们未来科技发展的取向问

题，也是重中之重。大学作为科学技术的原生地

之一，大学中的科学技术价值取向教育也应当成

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三、在教学实践中落实科学技术

价值取向教育

作为高科技人才的主要培养机构，大学无疑

要成为培养科技人员正确把握科学技术价值取向

的能力，尽力减弱乃至消除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

主要场所。作为一线教师，更要努力在自己的教

学实践当中贯彻落实这一目标。由于该目标的属

性属于思想政治范畴，但同时又以科学技术为研

究对象，因此，应当从思想政治教育以及专业课教

育两方面入手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科学技术价值

取向教育，此外，教师还要开展科学技术价值取向

相关研究工作，不断的对该项教育进行理论指导。

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科学技术价值取向的培养方

式如图１所示。
（一）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课体系作为公共课，贯穿于整个高

等教育过程，其核心包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

展观教育，这些系统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

对于我们进一步实施科学技术价值取向教育提供

·７·



河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图１　正确的科学技术价值取向培养方式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应当在课堂上进行

理论教育的同时，引入科技发展的相关实例，借助

多媒体手段，包括图像、视频、音频等多种渠道，向

学生展现科技成果的社会效应。在课堂中还可采

取交互讨论模式［７］，如在课堂上和课后就科学技

术的正面负面效应进行广泛的讨论，在讨论和争

辩的过程中教师要注意正确引导，从而形成正确

的辩证看待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度，避免形成片面

的技术悲观主义与技术乐观主义［８］。

此外，在现有课程体系之下，应当借助答疑、

专题讲座以及学术报告的形式，进行专门的科学

技术伦理道德教育，有条件的学校也可以开设科

学技术伦理道德课程以及科学技术价值取向课

程，形成长效教育机制。

（二）专业课教育

除了系统的思想政治及伦理道德教育之外，

在学生的专业课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因材施教”，

也是培养学生正确把握科学技术价值取向能力的

有效渠道。

１．加强专业知识教学
要想透彻的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影响的

本质原因，对科学技术原理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

科学技术原理的理解要求我们强化专业知识的

教学。

例如对于网络技术，人们熟知各种木马、黑客

攻击、隐私窃取等等表面的现象，其背后隐藏的技

术原理则是程序设计过称中存在的系统漏洞、代

码不符合安全规范等等诸多技术因素，了解了这

些技术因素，我们会发现这些隐患还会引起安全

信息泄露、内存溢出、系统瘫痪等一系列其他形形

色色的问题。学生在深入掌握这些技术原理的同

时，就会敲响警钟，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利用所

学知识去避免和解决这类问题，形成正确的运用

科学技术的价值观。

又如，神经网络是信号处理课程的一个重要

分支，也是机器学习和设计智能系统的重要方法，

其原理十分晦涩，我们通过精心的教学设计，让学

生充分掌握其原理，会使学生认识到，虽然人性化

的能够思维甚至挑战人类的机器离我们还很遥

远，但是其理论基础已经具备，不再仅仅是科学幻

想。进而在潜意识中，埋下危机意识和科学伦理

的种子。

２．注重实例分析
生活化的实例往往比枯燥的理论更能打动人

心。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通过专

业知识使学生理解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原理，还

要通过鲜活的实例告诉学生技术的利与弊。针对

不同的专业课程，增加实例教学课时就是一种有

效的手段。

例如网络发展为生活带来的各种便利，丰富

的流媒体为生活带来的缤纷色彩，抗生素为患者

带来的治愈福音；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网络犯

罪造成的倾家荡产，抗生素滥用制造的超级细菌

等等。这些内容都可以引入到我们的课堂当中，

作为网络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等专业课程的实例

教学补充。

通过种种实例，学生能够切身感受到科学技

术带来的双重作用，能够辩证的看待科学技术的

影响，趋利避害，最大限度的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

作用，克服科学技术负面影响。

３．借助影视媒体
从理性的假设到感性的回归是强化认同感的

的有效手段。对于科学技术的负面价值，一些理

性的假设，可以将其负面效应显化，增强直观感

受，有助于对正确科学技术价值取向的认同。其

中非常典型的手段莫过于通过科幻影视作品向学

生传达正确的科学技术价值，这也是学生乐于接

受的手段。

我们可以精心选择相关的影视作品推荐给学

生，甚至可以以作业的形式派发给学生，并要求以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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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形式分析影视中所展现的技术背后的社会

伦理乃至心理层面的思考，如果课时允许的话，不

妨将这些思考带入到课堂中同学生共同探讨。

例如讲述虚拟网络世界的《黑客帝国》、机器

人终结人类的《终结者》、利用基因技术潜伏外星

种族的《阿凡达》等等，他们在呈现尖端的科学技

术的同时，诠释并放大了其背后的负面影响，启发

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伦理效应的深层次

思考。

（三）开展科学技术价值取向相关研究

大学具有其独特优势开展科学技术价值取向

相关研究，一方面具备思想政治专业的教研人员，

同时也拥有各专业个层次的人才队伍，从而可以

有效地整合各学科专业，形成跨学科的研究队伍，

针对不同领域的科学技术深入探究，发现其可能

隐含的负面影响，形成系统化的指导意见，归纳于

思想政治教育中去，成为大学乃至社会科学技术

价值取向教育的依据之一。

我们要正确对待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正视

其负面价值，通过有效合理的手段，减弱并消除其

负面影响。同时要强调大学思想教育体系的完

善，开展相关研究，将科学技术价值取向教育贯穿

于思想教育及专业教育中去，使学生树立正确的

科学技术价值取向，成长为科技领域的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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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是要培养基础理论扎
实、知识面宽、实际能力强、个人素质高的专业人

才，生物医学工程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又实践性

很强的学科，尤其要强调和突出动手能力和创新

素质的培养。生产实习作为本专业教学过程中重

要的综合性实践教学，是完成本科人才培养计划、

实现培养目标的一个重要环节［１］。我院生物医学

工程专业的生产实习通常安排在大三的理论课程

完成之后，通过生产实习，学生将所学的专业基础

理论、知识和技能应用于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等

实际中去，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提高动手能力和

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加实际工作能力和专业

技能，并了解本专业的社会需求，增强工作责任

感，同时丰富社会阅历，以便将来毕业后很快地适

应社会。因此，我院充分重视生产实习这一实践

环节，加强并积极推进生产实习教学改革。

一、生产实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能接纳大量人数的校外实习基地较少
实习基地一般是指具有一定规模并相对稳定

的高等学校学生参加校内外实习和社会实践活

动、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场所；实习基地的建设直

接关系到实习教学的质量，对于培养学生的实践

技能、创新意识、创业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２］。然而，校外实习受到的制约因素和遇到的

问题较多，除了要满足生产实习内容和质量的要

求外，还要考虑交通、食宿、安全等诸多相关问题。

对于企业来说，首要任务是生产，而参加生产实习

的本科生由于专业理论知识还不够巩固，又缺乏

实践经验，到企业进行实习时很难给企业提供帮

助，反而会给企业带来生产和管理上的不便。因

此，联系能够接纳较多学生实习的校外基地较为

困难。

２．分散实习效果不佳
分散生产实习是由于学校无法提供足够的实

习基地而采取的一种方法，学生通过自己的家属

等社会力量，自行选择实习地点以及企业指导人

员。由于是学生自己找的实习单位，没有学校的

指导老师带领，因此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学生自己

选择的实习地点可能不符合专业培养方向，实习

内容与专业知识关系不大，无法做到理论联系实

际；学生的具体实习过程难以控制，是否认真进行

了实习无法有效判断；分散实习基本上属于学生

自学，在实习过程中得不到学校和企业的实际指

导，实习的教学效果较差。

３．不能与学生就业实际挂钩
高校近些年扩招，学生人数急剧增加，致使校

外实习基地资源更为短缺，难以满足培养学生社

会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以及提高综合素质的需求。

学生在生产实习中，除了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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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应该在工作中掌握与就业、职业道德等相关

的知识。但由于部分学生对生产实习的积极性不

够高，导致对实习教学毫不重视，缺乏认真的工作

态度；有些学生在生产实习中缺少团队精神和协

作意识，以自己为中心，缺少交流沟通意识；有些

学生缺少纪律意识，认为只是实习而不严格遵守

单位的工作纪律。这些不负责任的表现说明许多

学生对这个教学环节能给自己的就业带来什么好

的影响不够了解，因此以往的生产实习并没有与

就业实际联系起来，没能起到增强职业能力、促进

学生就业的作用。

二、提高生产实习的质量措施

１．增强校企合作，大力发展校外实习基地
为了提高生产实习质量，尽量减少学生的分

散实习，我院以增强校企合作的方式，大力发展校

外实习基地。实习基地的容量不大，就需要多开

拓新的校外基地。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具有多学科

交叉的特点，我院本专业的学生在大三之前所学

的理论知识涉及到电子、医学、生物、工程等各方

面的知识，而毕业后的主要就业方向为医疗设备

的设计、生产、维修与销售，医院各科室的设备操

作及维修等。因此在确定校外实习基地时，以医

院和医疗设备生产公司为主要目标。医院拥有大

量的医疗仪器与设备，方便学生在各个科室进行

了解和学习。医疗设备公司具有多个部门：生产、

研发、质检、市场、售后等，学生可对医疗仪器从研

发到销售的整个过程进行直观、深入地了解和学

习，真正地把在学校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

当中，对大四的专业课学习会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在学院的努力下，我们与南阳迈松、安阳翔宇、郑

州华南医电、漯河曙光、洛阳康立等多个省内医疗

器械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成立了稳定的

校外实习基地。

校外基地能否充分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基地

的建设，学校与企业本着互惠互利、深入合作的原

则来开展这项工作。首先校外实习基地要实行挂

牌制度，签订合作协议书，保障学校和企业的长期

合作关系。其次，学校可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

持，定期派出技术过硬、工程经验丰富的老师去实

习企业做技术指导；定期为企业研发等部门的员

工制订培训计划，讲授培训课程。企业也可派出

优秀的技术人员或人力资源专家为学生做技术讲

座或就业指导。第三，建立校企联合科研小组，学

校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既可密切校企关系，完

善生产实习基地，提高学生的实习效果，又可以体

现高校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使企业认可大学生

的生产实习活动。最后校企联合设立专项经费，

解决实习基地中需要完善的设备、仪器，保障和不

断更新教学条件。通过设立专项经费，鼓励学校

和企业双方开展科研申报、科技创新、发表论文、

申请专利等活动。同时企业也可在学校设立助学

金，既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也提高了企

业的知名度，对企业宣传、招聘等工作起到良好的

促进作用。

２．精心安排实习计划，全面加强生产实习
管理

第一，指导老师在离校前要进行实习动员，使

学生明确实习目的、内容、地点、时间、注意事项及

实习成绩的评定方法，强调实习纪律，并进行安全

教育。除保障整个外出实习的安全外，也使学生

认识到生产实习是提高综合素质、锻炼个人能力

的必要过程，对将来的就业有很大的帮助，提高生

产实习的积极性。第二，与实习单位保持良好沟

通，实习前两周，指导老师把实习学生所学过的课

程、做过的实践活动以及每个学生的简历发送给

实习单位。实习单位与指导老师根据学生特点与

单位情况制订详细的实习计划并严格执行，尽量

增加学生自己动手实践的环节。第三，实习过程

中指导老师要坚持每天点名、每天记录，并督促学

生记录下自己当天的实习工作，互相之间交流遇

到的问题。第四，做好实习总结，争取精益求精。

在生产实习结束前，指导老师、学生与实习单位的

相关人员召开实习总结交流会，总结生产实习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获取的经验以及学生的收获等，

增强校企之间的联系，也为下一次能够更好地生

产实习做准备。

３．开展职业道德培训，实习与就业相结合
在当今更加重视人才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

能力的社会形势下，提高生产实习的质量和成效，

尽快适应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具有更加重要的实

践意义。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时，往往要求学生

具备一定的实际工作经历和实际生产经验，而大

学生工作经验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主要途径是在

实习基地的实习和锻炼［３］。

我们在安排实习基地时，会根据学生的家庭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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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与实习单位的距离来优先选择实习地点，

例如南阳籍的学生会优先选择南阳的医疗设备公

司。除为了方便学生的旅途来回之外，也考虑到

大学生就业时，除了想去大城市之外，家庭所在地

找工作的可能性较大。在实习开始前两周，指导

老师汇总学生的简历发送给实习单位，实习单位

可以根据各个学生的不同情况来安排具体的实习

计划。而在实习过程中，学生对单位了解的同时，

单位也可对学生各方面的素质进行考察，在实习

结束时双方很可能产生就业意向。

为了加强学生的就业能力，在生产实习期间，

邀请公司的领导与先进员工对学生进行职业素养

的培训。培养学生要有爱岗敬业、正直负责、吃苦

耐劳、团结合作、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职业道德。

指导老师与学生之间经常交流，每天听一听学生

的经历和想法，时刻掌握学生的实习情况，对他们

的表现及心理进行分析，及时发现学生在生产实

习中出现的问题，保证实习的最佳效果。

三、结语

本文分析总结了我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生产

实习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校企合作建立实习基

地、严格规划实习过程、教学结合就业指导等几个

方面提出了改进生产实习方式，提高生产实习教

学质量的办法。生产实习作为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重要的综合性实践教学，只有不断提高其教学质

量，让学生从中掌握专业技能、提高就业能力，才

能真正实现本科人才培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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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我校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所开设的《微机化医

学仪器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是以介绍单片机嵌

入式系统在医学仪器开发中的应用为主要内容的

一门重要专业课。基于专业特点及课程主要内容

的特点，《微机化医学仪器原理与接口技术》开展

双语教学是必要的。我校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培养

的对象是以医学仪器的维护、维修、研发为目的，

鉴于目前市场上的高端医学仪器多为欧美进口产

品，要想提高学生未来在就业以及工作中的适应

能力，在提高专业素质的同时英语水平的提高也

是一种助力［１］。其次，该课程的主要讲解内容是

基于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开发的应用技术，具有软

件与硬件紧密结合的特点，授课与学习时不应仅

局限于教材，还需要阅读大量相关的英文版电子

芯片技术手册及电路资料，并且单片机嵌入式系

统的开发语言也以 Ｃ语言为主，查阅资料和编程
时对英语也都提出了一定要求。

综上所述，在《微机化医学仪器原理与接口技

术》课程中开展中英文双语教学，在完成课程教学

的同时不仅可以教会学生利用英语这种工具去了

解和掌握本专业的一些国际前沿动向，还能初步

培养学生具备与国外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语言

和信息等方面交流的能力［２，３］。

二、双语教学方法探索

１．依据教学内容对中英文比例动态调整
双语教学并不是全部使用英语来进行教学，

而是在教学内容传授给学生的同时还要提高其利

用专业英语的能力。对于我国目前的英语教学现

状，作为非英语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如果单纯采用

英语教学模式，教学结果多不尽人意，因此，我们

这门课程采用的双语教学模式是双语结合，两者

比例动态调整。初始的英文比例设定为 ４０～
５０％，根据教学过程中的摸索以及与学生的反馈
结果，逐步提高比例值，最终不超过７０～８０％，从
而达到双语教学的目的［４］。

《微机化医学仪器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以单

片机原理为基础，介绍其在医学仪器中的应用，因

此双语教学中所涉及的英语单词主要涵盖单片机

技术、仪器及一些医学专业的词汇，其中以医学类

的专业英语词汇最为复杂。在课程教学中，涉及

到单片机、仪器等的教学内容时，可以提高纯英语

授课的比例，而在涉及到医学仪器等方面的内容

时，则可以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及时调整中英文

比例。以这种方式避免学生在听课过程中的因过

多的挫败感而引发的畏难、厌学情绪，最大程度在

实施双语教学的情况下优化教学效果。

另外，该课程的软、硬件知识紧密结合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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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动态调整中英文比例的依据。对于单片机嵌

入式系统的硬件部分知识，侧重于单片机的硬件

结构及接口原理，这部分内容概念性的文字描述

比较多，知识点琐碎，如果英文比例过高，就会增

加学生接受的难度，形成障碍。而讲解到软件编

程部分时，单片机的汇编指令系统都是用英语标

记的助记符，这也为我们开展双语教学提供了便

利。在讲解指令特点和使用方法时，可以直接用

英文语句讲解及注释，很自然让将学生带入英语

环境，并且有助于将指令和其用法相结合。例如，

汇编语言中的ＤＪＮＺ指令，如果只讲解其中文含义
“减一不为零转移”，是很枯燥的，不便于学生记

忆。但是换一种方法，如果用“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ａｎｄＪｕｍｐ
ｉｆＮｏｔＺｅｒｏ”描述，就从根本揭示了该指令的含义，
对于这种词汇简单，意思表达明了的说明方式，学

生也是乐于接受的。

２．利用多媒体辅助手段
双语教学课程的信息量相对于一般课程更

大，并且侧重于英文讲授和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因

此利用多媒体手段可以很好地提高课堂效率。

《微机化医学仪器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的基

础内容“单片机的结构及原理”，因内容抽象、琐

碎，不便于学生理解和记忆；而在指令、编程及应

用部分，则体现出较强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因此，

在讲授过程中需要前后联系，在课件制作时就要

具有良好的交互性，这对课件制作也提出了较高

要求。根据这种特点，我们制作了一套集文字、动

画、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于一体的课件。经过一

段时间的使用，以及学生的反馈，该课件初步达到

了我们的预期效果，比起传统的文字、图片式的课

件，学生更乐于接受这种多形式的课件。

３、采取国内外教师合作编写教材
专业课双语教学实施过程中，教材的好坏也

至关重要。国内单片机嵌入式系统的双语教材有

两种：国内学者编写的英文教材、国内学者译著的

教材和国外原版教材。原版教材的优势在于良好

的英语语言环境，但是由于国内外知识体系结构

的差异，原版教材的知识点多且分散重点不够突

出［５］。国内的编著和译著教材虽然能弥补原版教

材的缺点，但由于英文表达的准确性可能造成信

息表达不完整甚至出现导向性错误。因此适合该

课程双语教学的教材应具有原版教材的优势同时

又能体现国内教学实际情况，采取国内外教师合

作编写不失为一种双赢的方式。

三、双语教学效果

专业课程实施双语教学，除了提高学生的专

业英语能力，更多的还是注重学生学到实用的专

业知识，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引发学生自觉学习的

兴趣。在该门课程实施双语教学前，该课程的及

格率为８５％，专业英语及格率为９０％；而实施双
语教学后，该课程的及格率为９２％，专业英语及格
率为９８％。由此可见，实施双语教学后，不但提高
了学生的英语学习能力，对于专业课的学习兴趣

及效果也有明显提高。

在该门课程的课程设计过程中，提供给学生

的很多参考资料及技术手册都是英文版的，这也

是对双语教学效果的一种考量。经过调查，在经

过双语教学后，７５％的学生认为可以通读原版英
文资料；１８％的学生认为在阅读英文版资料时存
在困难，但经过与老师、同学讨论后可以解决这些

问题；只有７％的学生非常抵触阅读英文文献。相
比该课程实施双语教学前，同学们对英文原版文

献的接受程度有大幅提升。

专业课开展双语教学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大

趋势，也是培养高水平外语能力与较强专业知识

兼备的综合型人才的重要途径。我们从《微机化

医学仪器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开始探索在生物

医学工程专业多门专业课中普及双语教学模式，

期间遇到的各种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实

践，期待着我们的这种双语教学能逐渐走向成熟，

全面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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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生物化学与生物化学检验》

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

左艳君，杨 冉，侯海燕

（河南科技大学 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０３）

摘　要：　为适应检验医学飞速发展的需要，河南科技大学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通过转变教育观念，在《临床
生物化学与生物化学检验》课程的设置、教学内容和方式、实验等方面进行了教学改革。结果表明：学生

反映良好，提高了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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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检验学是一门多学科融合的综合性学
科，随着现代生物检测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自动化

分析仪器的普及，该学科涉及知识的范围越来越

广泛，应用领域不断扩大。《临床生物化学与生物

化学检验》是医学检验专业的主要课程，它是生物

化学、临床医学及多种现代实验检测技术交叉渗

透的产物，该课程主要研究人体基础代谢和临床

发病机制的相关性［１］。为了适应新时期医药卫生

事业的发展，把学生培养成高素质的检验人才，在

该课程的教学实践中，结合我院的培养方案以及

临床对医学检验人才的要求，进行了一系列有关

的教学模式、内容和方法的教学改革。

一、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１．教材和教学设计
学院组织医学检验专业老师，经过多次讨论，

选用全国统编的高质量教材作为学生用书。在本

课程的教学中，在讲授基础知识的同时，适时引入

国内外的最新检测方法和新的发展动向。为了拓

宽检验专业学生的学习思路，在日常的学习中，采

取“一线两点”的模式，即以临床常见疾病及其生

化检验指标为主线，以生化机制和生化检验技术

为两个基本点，将人体基础代谢和临床发病机制

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系统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

添加启发式、互动式教学环节，通过病例讨论，促

进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引导学生

通过自主性学习建立正确的逻辑思维能力，促进

学生在学习中的个性发展。现在，根据我院的实

际情况，以我们积累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以国内外

的先进的教育理念为指导，修订了适合我院本专

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部分校内使用教材。在该课程

的教学管理中，学院推行主讲教师负责制，以增强

教师的使命感。

２．多媒体辅助教学
临床生物化学与生物化学检验引入时下流行

的多媒体辅助教学，利用图片、动画、录像、影视片

断等将专业知识可视化、形象化，以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增强课堂教学的直观性和感染力，提高教

学效果。多媒体辅助教学以丰富的感观形式应用

于课堂教学中，把该课程精髓的、深奥的内容深入

浅出的呈现出来，有助于学生对抽象概念的理解

和检测方法的掌握，增强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

和应用。在讲授基础知识的同时，随着新知识的

不断引入，现有教学大纲所安排的课时必然与教

学内容产生冲突，而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引入，可以

有效地缓解有限教学时间和不断增加教学内容之

间的矛盾。多媒体辅助授课的基础是多媒体教学

课件的制作，该课程课件的制作集生物化学教学

团队的集体智慧于一身，采用主讲教师负责制，力

求做到文字简洁、准确，重点突出，图像清晰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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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花俏，达到便于学生理解记忆的课堂效果。

通过多媒体技术对文字、声音、图像、动画等

信息元素的综合处理，将主要教学内容以不同字

体、不同颜色、不同线条、不同图形等形式传递给

学生；通过多媒体技术将各种精密、先进仪器如大

型生化自动分析仪、电解质测定仪和血气分析仪

等的原理、构造、操作、注意事项及保养方法等用

动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学生能直观地观察到先

进的实验仪器和诊断技术，提高了本门课程的教

学效果和同学们的学习兴趣。

３．加强督导，提高教学质量
我院医学检验专业有教师１０名，其中教授１

名，副教授 ３名，针对我院青年教师比较多的特
点，院领导成立了教学督导组，不定期的对青年教

师课堂教学进行督导，发现问题后及时和任课教

师进行沟通，指正缺点，实时传授教学经验，而且

组织年轻教师参加学校每年一度的名师讲课观

摩。在《临床生物化学与生物化学检验》课程的教

学过程中，我们任课教师秉承学院的教学宗旨，在

学院教学督导组的帮助下，教学水平有了大幅度

提升，教学质量得以提高，任课教师在学生评教中

学生认可度较高。

另外，生化教研室的青年教师通过不断地学

习，更新和完善自身的知识储备，提升专业素养，

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在理论课讲授过

程中，精通专业知识；在实践课程中，熟悉实验操

作，动手能力强，是一支具有前瞻性、理论性、操作

性的“双师型”师资队伍，有利于培养学生创造性

思维和科研能力［３］。

二 、实验内容和方法的改革

《临床生物化学与生物化学检验》是一门集实

践性、技术性、应用性于一身的课程，该课程实验

教学学时占到总学时的５０％左右，在实验操作过
程中，需加强基本功训练，培养良好工作习惯，进

而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３］，因此，我们对该课程实

验教学的不足和应对方法进行了探讨。

１．开展实验技能考核，提高学生素质
改变以往实验考核模式，即由实验教师统一

根据实验作业成绩考核学生的被动考核教学模

式。在实验课程全部结束后，按实验小组为单位

进行实验技能考试，技能考核成绩记为学生实验

成绩的４０％（实验课成绩占学生该门课程总成绩

的２０％，其他成绩由带教教师根据平时成绩、实验
内容作业、实验操作考核等综合给出）。具体考核

方法是每组学生随机进行一个实验内容的全部操

作，包括实验器材、材料的准备，自行设计实验方

法、步骤，然后在教师审核后自行配置试剂进行实

验。由带教教师交叉考核每组学生的每一步操

作，分析实验结果，进行打分。技能考核模式极大

地增加了学生的兴趣、团队协作精神，使得每位学

生都能积极主动地投入。

实验课程由原来的验证性实验逐步向综合

性、设计性实验模式转变，引导学生独立查阅文

献，设计并实施具体实验方案，实验完成后，通过

分析实验结果，进而总结成败原因，撰写实验报

告，提出进一步的改进方案。通过增加综合性、设

计性实验，锻炼了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是一次很有益的尝试。

２．依据自身实际情况，编写实验指导书
实验教学是临床生物化学与生物化学检验课

程改革的重点，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编写并出版了

生物化学检验实验教材，以便更好地立足自身，开

展实验教学。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本着实事

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科研作风，通过最基本的实验

操作和技能，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和初步从

事科研的能力，从而实现理论知识和实践环节的

结合。

目前，对于四年制的检验专业本科生的培养，

国内大多数院校尚处于摸索阶段。在新的学制

下，我们如何才能在时间少、教学任务重的情况下

保证甚至提高学生对临床生物化学与检验的学习

效果，这是我们的追求目标。以上教学改革方法

的实施，提高了我院《临床生物化学与生物化学检

验》课的教学质量，不仅使学生更好地掌握了理论

知识，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使学

生练就了扎实的实验操作技能，培养了严谨的工

作作风，为学生能够胜任将来的学习和工作，成为

一名合格的检验工作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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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综合考核推动高校素质教育改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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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技大学 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０３）

摘　要：　本文分析了当前高等教育考核方式集中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必要性，并结合专业课教学实践对教
学考核方式进行了改革，以适应高等教育培养未来国际人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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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在不断提速，国家之间

的竞争已经主要表现为人才素质的竞争，谁能抢

占教育的高端，就能疾步先行，占据国家竞争的有

利位置，才能使民族立于生存之地。高等教育对

于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起到发动机的作用，我国

的高等教育如何才能承担起这样的重任，这确实

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付出更多的思考和努力。高

等教育从来就是一个抽象和变化的概念，在高等

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

的教育目标和规范，随着近代社会数字化时代的

来临，其内涵和外延也必然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发

展。高等教育由最初只是面向贵族传输高深学问

培养统治阶级的专有教育，发展到目前面向大众

的推广知识和服务社会的普及教育，使高等教育

越来越回归了社会和生产，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发

展和进步的主要力量。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

教育指导方针也历经变革，１９９８年我国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我国高

等教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培养适合生产发展需要

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高

等教育的发展必然是要同社会的政治、经济、科

技、文化发展状况相协调的。我国作为发展中国

家，目前面临的首要长期任务是尽快提高我国的

工业和科技水平，提升国际竞争力，因而我们目前

的高等教育尤其要重视科学技术教育，努力培养

具有创新思想，开拓精神的人才，这是我国目前人

才需求的集中反映，也是我们能否迎接未来挑战

的迫切需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了全面实施

素质教育，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

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要求，为我国目

前教育工作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基调。我国目

前的高等教育需要提升质量，需要因材施教，这

就需要我们要增加非课堂化和多样化的教学考

核内容，努力提高素质教育的比重，实现人才培

养与社会需求和个人发展的一致性，实现个人优

化知识结构和提高能力素质的一致性，具备未来

社会要求的创新能力和协作精神，保证人才培养

的质量要求。

二、考试制度存在的问题

考试作为学生学习的指挥棒，在大学并没有

减退，很多时候学生还强化了这种应对考试的学

习能力。考试制度改革是深化素质教育改革的一

个关键环节。传统考试制度的弊端非常多，个人

总结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１．考试的负面效应
考试的直接目的是提供选拔和淘汰，给学生

造成大范围的心理杀伤，实际上经过无数次考试

的选拔和打击，留下来具有正向心理能量的学生

已经不多了，为考而学，考完作废，考的身心俱疲，

未来的需要和发展已经无心考虑。标准答案是抵

触创新的，这种教考制度固有的硬伤是不可能培

养出适合我们未来需要的具备创造力的高素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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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严格的流水线生产的是一模一样的标准螺

丝钉。我们国家目前需要的是未来能够引领社会

的高端人才，是能够创新和创造财富的国际灵魂，

我们现在不缺勤勤恳恳的打工者，这是我们国家

高教改革目标反复重申的内容。

２．考试的局限性
目前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随着网络时代的

来临，我们越来越需要人才的多元性和更强的创

造力，传统考试能以一纸内容或几道片面僵化的

试题，就完成对学生的综合鉴定，实在是以万能

膏药贻害社会。欧洲小国芬兰的教育水平在全

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各国教育界人士纷纷到芬兰

取经。在芬兰前１２年学生假期多、上课时数少、
没有补习、没有排名次、没有考试，但是在一种教

育的测试行为 ＰＩＳＡ类测试中，远远领先于其他
国家，芬兰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源自于芬兰的

教育不相信考试，为了在瞬息万变的世界经济体

系中立足，芬兰彻底检讨了教育制度，废除了等

级，也废除标准化的校内和校外统一考试。尼葛

洛庞帝说：“没有竞争，学生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靠人才的创新

能力取胜。

３．考试对教师教学的影响
传统的考试制度严重颠倒了考试为教学服务

的主次关系，教师在执行考试的安排过程中，一方

面要兼顾政策，出题需要按较低标准来控制及格

率，还要考虑期末要集中考试复习，学生的巨大压

力，此外学生还必须要有考试及格来保证毕业、就

业等等，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制约，已经使我们作

为教学核心的教师无从选择，我们最终只能选择

走上为考而教的歧途，虽然是我们实际来主持考

试，可是我们也迷茫于为何而考，考试何为？

三、考核方式改革的思考

传统考试方式是应试教育的延续，是和我们

高教的宗旨相背离的，对高等教育的教学目的也

会形成负面的冲击，因此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环

节，考核手段的科学性和评价体系的规范性，应该

列入我们深入改革的内容。我国的高校历经长期

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复杂和稳定的体制结构，所

以我们目前最好采取渐进地改良措施，但是眼睛

要放在未来。我们可以适当改革考核成绩的组

成，例如增加专业素质考核的内容和列项，力求使

每个学生都感到自己有所长，有价值，自己有能力

在这条求学路上走下去；我们还可以增加和延长

有效考核的环节，例如使随堂考核贯穿教学的全

过程，分散学生集中突击应付终考的压力；此外提

升命题质量，采取开闭卷结合的方式，甚至有必要

对学生的最终综合成绩实施保密措施等等，这些

改良措施会使我们的课程考核更有效地反映学生

的知识掌握情况、专业素质和能力，更有效减轻学

生的学习压力和负面心理效应，提升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也利于我们教学工作者给学生的未来提

供更准确的指导和定位。总之，由于高等教育有

其自身特定的目的、任务、特点和需要，这就要求

我们要适应特定的教学规律，依据不同时期的不

同要求，借助目前国家教育部大力推动教育改革

的政策走向，因势利导，不断推进教学考核相关环

节的改良，以使我们的高等教育实现最优化的人

才培养目标。

四、专业课程综合考核实践

我目前承担的《医学影像技术》课程是一门偏

经验的专业课，学生如果能理论结合实践就能达

到较好的学习效果。由于局限于我们目前的实际

教学组织形式，我们有必要分散考试的压力效应，

有效地开展专业能力考核的拓展，这样才可以在

较大程度上有利于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这门专

业课程具有涉及知识面宽、偏应用前沿技术、内容

更新发展快等特点，如果采用传统的考试考查方

法，出题的内容局限，对学生实际能起到的督促学

习的效果非常有限，而且无法兼顾基础和专业素

质培养两方面的要求；此外专业课作为大三以后

的课程，学生们面对着考研和就业的压力，已经不

愿花太多精力对课程进行全面掌握，应试教育的

惯性使他们形成依赖于考前突击来对付考试，只

求过关的疲倦心理，考试对学习起到的是心理压

制作用；我们知道专业分工的多样化奠定了高校

需要完成培养多样化专需人才的基本职能，不同

的专需培养，必然要求有不同的目标、规格、内容

和质量，通识教育和一刀切的考试，是不能包办所

有教学需要的，也是和我们高教的本质目标相背

离的。因而比对考虑相关因素，我们采取了基础

知识考核和能力素质要求两方面结合的综合考查

方式，来有效加强考核在教育效果提升中起到的

作用。我们在实践中试行了一些渐进的改革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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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并且达到了一些综合的推进效果：

１．学生登台讲课
我们知道对于学生来说，他自己通过努力得

到的，远比教师塞给他的要掌握的扎实，所以在实

际教学中，对于内容并列零散的章节（例如磁共振

成像脉冲序列），我们穿插了让学生准备幻灯片并

登台讲课的教学，这个环节作为考核内容的一部

分，一方面利于学生对本节内容的深刻理解，也锻

炼了学生相应的搜查资料和自学能力，学生有了

登台讲课的体验，既锻炼了个人的综合素质，也体

会到我们作为教师的辛苦，更能有效增进师生情

感和认知。

２．大作业考核
在课程末期，我们要求学生完成一次大作业，

“对影像设备使用的前沿技术做一简单调研”。这

一项列入我们考核的内容，这是立足于该专业课

程的特点，在学生对课程基本内容掌握的前提下，

着眼于提升有益于学生未来发展的专业能力和科

研素质，学生通过一定的努力能够有所收获，培养

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地提高

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效果。

３．随堂教学考核
我们穿插了其他的与对应章节内容配套的的

随堂教学考核内容，在期末考核总分值中提高这

部分随堂考核的分值比例，这样也综合减少了集

中考试对学生造成的不良心理压力，减少有形竞

争的束缚，使考试不仅能督促学生对基础知识的

掌握，也培养和提升了其相应的能力和素质，减少

学业压力，提高学习的兴趣和活力，以提升学生未

来的竞争力，这样较好的符合高教对专需人才素

质培养的要求。

这些考核方式的有益结合也有利于教师较好

地了解学生的实际发展水平和特点，以后能更合

理地确定和调整教学内容的重点，这有益于我们

这门课程后期教学内容和方式的不断发展完善，

可以跟进技术进步不断调整更合理的教学方向以

满足专业课程教学的特点。

五、结语

在信息海量发布和传输的今天，偏于记忆和

复述等的传统应试教育手段，已经无法很好地完

成教学评估和教学督促的作用，已经滞后于时代

发展的需要，和我们当前的教改目标实际上是严

重背离的。我们当前教育更多的重心应该是教会

学生学习如何思考，让他们能顺应个性的成长，提

升创造力的培养，实施全面素质教育，这是我国经

济和科技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也才能让青少

年成为身心健康和学有所长的人，让他们明天能

够更好地跟上和参与到复杂的国际竞争中去，这

应该作为我们目前教育考核环节改革需要立足的

实际出发点。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实施素质教育，

提升学生能力，这需要我们教学人员从方方面面

努力。作为一线的教师，我们可以先从推进考核

制度的渐进改革开始，这是我们目前力所能及可

以展开的一部分工作，完善和丰富考核的内容和

标准，提升其正向引导作用，以点带面，推进我们

整体教学改革的调整和教学目标的对位，最终能

带来全面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教学目标的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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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院信息系统》是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本文针对当前该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
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实习教学几个方面阐述了《医院信息系统》课程教学的改革实践，为高等院校培养

医院信息化人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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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４８１２３４４０＠ｑｑ．ｃｏｍ。

　　美国的ＭｏｒｒｉｓＣｏｌｌｅｎ教授于１９８８年曾著文为
医院信息系统作了如下定义：利用电子计算机和

通讯设备，为医院所属各部门提供对病人诊疗信

息和行政管理信息的收集、存储、处理、提取和数

据交换的能力，并满足所有授权用户的功能需

求［１］。随着医学水平、医疗技术与设备的不断提

高与完善，医院已成为信息量最大、最复杂、管理

最难的单位之一。为适应我国现代医疗发展的新

趋势，各种医院管理信息系统和临床信息系统正

在普及，医院信息系统已成为现代化医院建设中

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与支撑环境。《医院信息系

统》（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ＨＩＳ）是生物医学
工程专业的一门特色专业课程。本课程既可以培

养学生的医院信息系统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可使

学生掌握数字化医院信息系统的系统结构、功能

设计、信息传输标准、业务流程、数据结构等相关

技术。

　　一、当前《医院信息系统》课程教

学存在的问题

医学信息学是涵盖医学信息采集、数据编码、

数据传输与存储、数据处理、信息获取、专家系统

等众多概念和范畴的集医学、信息学和管理学于

一体的新兴交叉学科［２］。而医院信息系统是医学

信息学在医药领域的重要应用之一。

传统的《医院信息系统》课程教学存在定位模

糊不清的问题，把培养学生信息技术应用及系统

设计的能力作为该课程的培养目标，进而在教学

中按照一般的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对待，忽

略了医院信息系统是医学信息学在医药领域的重

要应用这一特色。

另外，与一般信息系统相比，医院信息系统设

计除了需要按照医院各科室业务的主要特点设计

各分系统流程，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医学信

息传输标准的应用。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后者往

往由于比较抽象而不够重视，这一点在教材中也

有所反应，当然在近年出版的文献中后者正成为

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医学信息传输标准是医学

信息实现传输及存储的主要工具，忽略了这一点，

同样会掩盖医院信息系统的专业课特色。

二、教学内容及方法改革

《医院信息系统》课程内容丰富、技术含量高、

结构复杂、学科知识交叉点多，不能像语言设计类

课程那样使学生在程序设计过程中获得成就

感［３］。因此，为调动学生积极性、促进学生积极思

考、培养不同层次的医院信息系统建设人才，需要

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

１．课堂教学
《医院信息系统》教学培养目标应该以社会需

求为导向，使培养的学生能真正在医院信息化建

设中发挥作用。结合专业情况和社会发展需求情

况，可以把课堂讲授内容设定为：医学信息学基

础、医院信息化建设概述、医学信息的编码与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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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医院管理信息系统、临床信息系统、区域卫

生信息化建设、信息系统的安全与运行管理、远程

医疗发展及趋势等。当然，单纯的理论讲解，容易

使学生对所学知识感觉枯燥无味和产生疲惫感。

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进而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作者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需

要，尽可能多的采用图表讲解和案例教学法来解

决这一问题。采用图表讲解，可以对某一事件有

一个整体的认识，比如可以对分系统的结构和功

能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和认识。运用典型案例，引

导学生进入特定事件现场，深入分析系统相关功

能模块，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性学习，提高学生

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典型案例的分

析，使课堂教学内容得到丰富，培养学生实际应用

的意识，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

２．实验教学
现代教育改革的核心是使学生变被动型学习

为主动型学习，《医院信息系统》课是一门实践性

很强的课程。简单的将实验教学作为课堂教学的

补充，将导致实验内容连贯性和实践性差，不利于

学生对实践技能的掌握。同时，传统的实验教学，

往往过度依赖演示性、验证性实验，缺少实训内

容，造成学生学习兴趣低，最终导致学生实际动手

能力较差。因此，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

高实际动手能力，有必要设计合理的实验教学体

系。根据课程内容，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实际

应用需求出发，依托学院ＨＩＳ实验室，把实验分为
两部分，即仿真模拟实验和系统开发实验。第一

部分实验过程中，让学生操作“门诊挂号”、“收

费”、“医生、护士工作站”、“电子病历”、“图像存

储与传输系统”等医院信息系统各组成模块，熟悉

其功能和流程，掌握各模块间的联系和实际操作。

第二部分实验，主要采用小组性实验教学模式，以

项目小组形式完成部分模块的开发任务，小组成

员既要独立完成部分任务又要协调配合完成整个

项目任务，最后提交规范的开发文档。

３．实习教学
医院实习是实践性教学的重要环节［４］。通过

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环节的培养，形成学生能够

带着问题去，再把在医院实习中新发现的问题带

回来的良性循环。通过医院实习，使学生熟悉医

院的实际业务流程，加深理解课堂上的系统理论，

明确医院信息系统与一般管理信息系统的区别与

联系，达到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的目的。

三、结语

在高等院校开展《医院信息系统》课程教学是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课程改革的一部分，也是医院

信息化建设人才需求的体现。信息技术、计算机

技术和医学技术的融合给生命科学带来了新的发

展契机和巨大推动力，也给今天从事生命科学的

学生们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和挑战。选择合适的教

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以利于复合型、创新型人

才的培养，是当前每一位从事医学信息学的教育

工作者所面临的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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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遗传学实验》是生物类及相关专业的必修课。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本文
分析了《遗传学实验》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实验课程的教学优化方法及遗传学实验中创新能力的培

养模式。

关键词：　遗传实验；创新能力；教学优化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４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４－１０－２７
作者简介：　高双成（１９７６－），男，山西夏县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Ｅｍａｉｌ：ｇｓｃｚｍｌ＠１６３．ｃｏｍ

　　实验是教学中的实践性环节，对学生素质和
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关系到学生动手能力、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意识和综合素质的训练

与培养。

一、《遗传学实验》中存在的问题

１．实验步骤及进行过程完全模仿跟踪
这种完全依赖性实验过程不利于学生发掘自

己的自主创造性，走上工作岗位后，遇事找书、找

资料、只改一下实验材料，缺少因材料属性而调整

规程，因而其结果无重复性，缺少可信度。

２．学生对已有实验方案缺乏自主意识
一切依赖教师编写的实验指导书，学生误认

为一切有据可依，心中有底，可以不做实验，到时

参考其他或同组同学实验结果凑一点数字，写个

实验报告，甚至就把其他人的报告抄一遍。从客

观上说，滋长了学生的懒惰和不踏实的作风，不能

激励和督促学生的自主学习精神。

３．模仿已有实验规程，难以培育顶风冒险
精神

已有的教学讲义或《指导》都是老师精心根据

自己所做的实验设计而成，百分百的成功率，因

此，学生存在侥幸的成功心理，马虎了事，缺少仔

细、踏实的心态，操作不严密，从而治学轻浮，对于

相当多的学生难以培育顶风冒险精神。

４．模仿讲义或《指导》进行操作，难以使学生
发挥个性、培养独创精神

在通晓实验原理的基础上，自己根据材料的

特性，选择仪器和试剂，有利于学生自己动脑筋，

把握好实验过程，注意交叉点转换环节的处理，使

学生懂得怎样做才能有效避免不应出现的问题。

二、《遗传学实验》的教学优化

现有遗传学实验指导书往往只注意到对学生

进行按规程操作的指导，而忽视了对学生进行自

我设计实验方案的引导，使相当部分学生注意了

动手，忽视了动脑的构思“过程”。为了实现学生

个性化培养模式与柔性的培养方式的统一，优化

遗传学实验教学很有必要。

１．重视教师指导
实验教学过程是教师通过传教、指导、演示等

方式指导学生学习的过程。学生是通过阅读、听

讲、实验、操作、分析、处理和归纳，掌握知识和技

能，形成初步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

生掌握和应用知识，要经过由不知到知，由知转化

到用的转变过程。这两个转变是在老师的指导下

进行的。这种转变，要靠学生的积极思维，这是内

因；另一方面还要为学生创造转化的外部条

件———教师的指导作用，这是外因。教师的指导

作用的核心在于把注意力集中到积极诱导学生在

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积极引导，大胆思维、

积极实践［１］。

２．实验前充分准备
在实习、实验、课程设计的开始阶段，就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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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意义、目的、任务、要求方法及进度，对学生

要作简要的介绍，使学生有所遵循，目标明确，心

中有数。然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熟悉实习、

实验设备，熟悉实习和实验或课程设计的内容和

步骤，提出问题，积极引导，严格训练，适时启发，

认真指导。这样提高了学生思维逻辑性，使学生

动脑筋，避免学生走弯路。

３．鼓励学生质疑、教师及时释疑
在设计试验过程中，学生会碰到曾经学过或

学而不甚解的内容，要鼓励学生质疑和提问，教师

要及时的释疑和解答，提高学生理论分析能力。

当实践过程进入到理论阶段，有的学生被纷繁的

环节所困扰，理不出头绪；有的被一些表面现象所

迷惑，抓不住本质；更多的学生不善于把丰富的感

性知识上升为理论知识。这时教师通过指导，帮

助学生弄清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最终

得出正确的结论。

４．鼓励学生自我设计
以往实验绝大多数模仿、套用他人方法，形成

依葫芦画瓢的教学方法。因此我们要鼓励学生运

用基本原理进行过程的自我设计。这样做一方面

增强了教师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综合

性、创造性思维。

５．引导学生参加科研实验
各种实习、试验设计都是在校大学生必不可

少的实践性教学环节，但目前都还基本属于“继承

性学习范畴”。要改变这种现状，教师就需要在课

程学习允许的情况下，引导和吸收大学生，尤其是

学习成绩较好的高年级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

加科技活动或参加教师的科研工作，这是全面培

养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好形式［２］。

三、创新能力培养方法

我们所提倡的遗传学实验教学创新，不是革

除传统的由浅入深、由易到难、有普及到“高雅”的

循序渐进，而是在强化基础训练的基础上，优化教

学的“过程”，使学生通过基本原理的学习，熟悉所

做实验内容中相关知识，围绕某个实验所需完成

的任务，自己将实验的各个环节有机地融合起来，

形成一个系统的过程，使该实验有条不紊地完成；

革除的是那种只看而不分析，只听而不消化，只求

引导而无思维的教条式教学过程。

建立遗传学实验中创新能力的培养模式需从

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１．改变原有实验指导书的结构框架，形成新
的思维体系

无规矩不成方圆，要达到实验目的，必须要有

合适的实验指导书。实验指导书虽然明确规定每

项实验目的、操作方法与步骤，并要求学生写出实

验报告，但是没有通过经典实验的剖析，达到学生

能进行自主性的设计实验过程和方案的目的。这

样易使部分学生养成执意的依赖性，不去认真地

消化和理解基本概念，盲目地去进行实验操作，而

并未弄懂实验的真谛。因此遗传学课程的创新既

需要教师的启发和引导式的灌输，又有靠学生自

己钻研而挤 “出”的成果。

２．启发式实验教学，不提供实验的具体过程
和结果

“ｅｄｕｃａｔｅ”（教育）的本意就是“将人的潜力给
诱发出来”。如果只有教师的侃侃而谈，而无学生

的畅所欲言，这种教学是失败的。因此，教师应当

通过讲解经典实验原理，剖析实验的难点从而引

导学生抒发己见，提出问题，当在要点基本明确

时，立即停止讨论，留待学生自己完善。这样就可

使学生克服依赖、等待的消极思想，而换来积极进

取的耀眼火光。

３．鼓励开拓与创造
一切科学发明、发现源于对实践（或实验）中

现象的好奇。时代要求创新，创新就是在好奇诱

导下的创造［３］。只要有创见就值得鼓励。如果在

别人创造的基础上加以重复或整理，就不是创造。

在实验教学中认真鼓励学生精细地观察，耐心地

寻味实验中出现的各类奇异现象。牛顿观察苹果

掉下来的现象，得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其他人就没

有必要论证梨子、桔子、葡萄等也会掉下来，不搞

鹦鹉学舌。在基础性实验中，同样地也有设计性

实验，这不仅是消化基本理论，增强动脑能力，而

且是从另一角度激励学生懂得怎样才是原始

创新。

４．激励善于观察，敢于质疑，学会发现和提出
问题

科学上的独创，贵在质疑。爱因斯坦曾论述：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要提出问题，就要学会发现问题。要发现问题就

要善于观察，敢于质疑［４］。观察和质疑是建立在

实验的基础上。里歇（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ｏｂｅｒｔＲｉｃｈｅｔ）最初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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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过敏是与免疫现象相反的个别的反常。后来

他深思这种现象究竟是个别的、偶然发生的，还是

有规律地出现的，于是他反复地进行试验，终于发

现了过敏反应，并对其形成机理进行研究，１９１３
年他因发现过敏反应而获诺贝尔医学奖。通常，

大学生都有强烈好奇心、广泛的兴趣、旺盛的求知

欲望和敏捷的洞察力，这是发现问题的基础，教师

应该鼓励他们动手、提问、辩论、发表他们的见解，

形成独立自主的创新意识。

参考文献：

［１］陈霞．大学生创新教育思考［Ｊ］．中国青年研究，２００３
（１１）：８５－８７．

［２］郭文安．浅论创新教育其及其特点［Ｊ］．中国教育学
刊，２０００（１）：９－１２．

［３］朱继洲．创新教育与创业教育［Ｊ］．大学教育科学，
２００４（２）：７０－７２．

［４］安石，王超．知识经济时代高校素质教育趋势分析
［Ｍ］．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２００１．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ＧＡＯＳ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Ｂｉｎ，ＷＡＮＧＬｉｎｓｈｅｎｇ，ＭＡＺｈａｎｑｉａｎｇ，ＳＨＩＧｕｏ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ｕｏｙａｎｇ４７１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ｒｏｌｅｓｉｎｓｈａｐ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ｓｐｉｒｉ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ｏｂｅ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ｖｅｃｏｕｒｓｅ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ｍａｊｏｒｉｎｇｉｎｂｉｏｌｏｇｙ．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ｆｕｒｔｈｅ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ｔｈｉ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ｄｆｉｎａｌｌｙａｔｔｅｍｐｔｓ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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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上接第２０页）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Ｒｏｕ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ＬＩＵＷｅｉ，ＨＵＺｈｉｇａ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

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ｕｏｙａｎｇ４７１００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ｒｏｕ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ｗｈｉｃｈａｉｍｓｔｏ
ｔｒａｉｎｆｕ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ｌｅｎｔｓ，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ａｌｓｏ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ｈｉｓ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ｈｉｓｏｗｎｃｌａ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ｆｏｒｍ；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５２·



高等教育研究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ｏ．２．２０１４
ＴｏｔａｌＮｏ．５１

案例教学法在高校工商管理教学

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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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商管理作为应用性比较强的专业，用人单位对于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较高，除了进行专门的实
践课程培养之外，采用案例教学法，利用课堂教学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也非常重要。实践中应用案例教学

法在教学案例来源、课堂教学组织、师生适应能力、学习效果评价等方面存在着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

题，本文分别进行了分析，认为必须重视案例库建设、缩小教学班级规模、提升教师教学水平、重视学生

实践能力培养、建立多元评价体系等采取措施进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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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对于加强内部
管理重要性的认识日益深入，再加上许多民营企

业在发展壮大之后对于管理规范化要求的强化，

企业对于工商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保持持续增

长，对于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实践能力也越来

越重视。但是长期以来，高校对于学生的培养目

标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培养出大量“半成品”的

毕业生，不能真正符合企业对于工商管理专业学

生的需求。

工商管理作为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不仅

要求学生有扎实的基础知识，更要求学生有着较

强的实践能力，这就对工商管理教学工作提出了

新的要求。随着高校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各个

高校普遍设置了业务实习、课程设计、阶段论文、

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但是作为

学生在高校学习的主要方式———课堂教学，也应

该成为工商管理专业学生提高实践能力的重要途

径之一。

一、案例教学法概述

案例教学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

代，苏格拉底与学生的“问答式”教学法可以看作

是案例教学的雏形。在西方大学教育中，案例教

学法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成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

段，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规范［１］。１８７０年美国
朗德尔教授出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时，在法律

教育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并大力推广。到２０世纪
初，现代案例教学法被哈佛大学商学院用于管理

教学上，用来教授业务实践中的重要思想、技能及

内在原理。据统计，美国５００家最大财团的决策
经理中，三分之二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而哈佛

商学院最为人称道的特色便是“案例教学”。正是

由于哈佛商学院对案例教学法的成功运用，培养

出了大批杰出的工商界成功人士，使得案例教学

成为一种风靡全球、被认为是代表未来教育方向

的成功教育模式。通过案例教学，让学生在模拟

商业环境中充当管理者和决策者，帮助学生树立

自信，增强独立思考的能力，并学会与他人协同

工作［２］。

案例教学法作为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摒弃了

以教师讲授理论为中心，学生只能被动接受这种

传统的封闭型的教学模式，通过引导学生围绕案

例进行思考与讨论，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

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学生通过运用所学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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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理基本理论，对相关工商管理案例进行分析，

既培养了学生思考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

也能够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在很大程

度上克服了传统教学的弊端。

案例教学的方法已历经百年，不仅遍及美国，

也被美国以外的许多国家所接受，成为现代工商

管理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

对课堂讲授、案例研究、研讨会等九种教学方法进

行研究，分别在知识传授、分析力培养、态度转变、

提高人际技巧、接受度和知识保留力等六个方面

对各国专家做了广泛调查，结果发现案例研究的

教学方法综合效果名列第一［３］。

案例教学法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由中美大连国
际合作项目引入中国，从最初不被理解到逐渐被

接受，案例教学对我国高校工商管理教育思想和

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起了重要的启发和推动作

用。但目前在国内各商学院中，案例教学远非主

流，其教学效果也并不令人满意［４］。

　　二、案例教学法应用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

１．教学案例来源不理想
对于我国高校来说，工商管理专业是在我国

进入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开设，而案例教学在工

商管理教学中的应用就更晚了。对于高校来说，

采用案例教学法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案例来源问

题。以哈佛大学商学院为例，有８０％的课程通过
案例讲解，一年有３０％案例被更新。而这一切的
实现，是以其庞大的案例库与强大的案例编写队

伍为基础的。

对于工商管理专业教学来说，对于案例的要

求一方面要与教学目的紧密相关，内容新颖富于

启发；另一方面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具有本土

特征贴近现实。而在我国教学实践中，案例往往

于来源以下几个途径：（１）国外相关企业管理案
例；（２）国内编写的企业管理案例教材；（３）教师
自己制作的案例。而这几种来源的案例在实践中

应用的效果均不是十分理想。

２．课堂教学规模大
国外大学实施案例教学时，一般情况下学生

人数控制在２０人左右，这样保证每一节课上每个
学生都能够参与到整个案例教学中来。而这样的

情景在我国现有绝大多数大学中，只能是奢望。

一方面随着高校的扩招，各个大学的教学资

源普遍紧张，教室规模与班级规模不断扩大，基本

上没有小班上课，以合班上课为主，以笔者为例，

上课时学生少则７０－８０人，多则超过１５０人。这
样一种上课人数，使得案例的课堂讨论环节受到

极大限制，学生不可能有充分的讨论与发言时间。

另一方面，高校承担课程教学的教师资源也

比较紧张。在许多高校，担任行政职务的教师、教

授很少给本科生上课，教学任务就压在年轻教师

与职称较低的教师身上，往往每周少则２０－３０课
时，多则达到４０－５０课时。而这些教师在繁重的
教学任务之余，还承担着极大的科研压力。加上

目前高校以科研为导向的业绩评审，教师既难以

有动力、同时也难以有精力制作优秀的案例，并积

极投身到教学中。

３．师生适应能力弱
目前中国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教育理

念的落后。包括高校教师在内，相当大比例的教

师缺乏现代教学理念，缺乏现代教育学素养，仍然

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与手段上课。而在这种教育

理念下培养的学生，长期接受的是填鸭式教学，缺

乏主动解决问题、思考问题的积极性，而这些恰恰

是实施案例教学最需要的品质。

案例教学之所以在欧美商学院中普遍应用并

取得良好的效果，主要是它将理论与实际进行了

很好的结合，而这对教师与学生都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欧美商学院的教师基本上都有从事过商业

活动的经历，许多人都在公司兼职，甚至创办了公

司；而在我国高校的教师基本上很少有过类似经

历，虽然学历很高，但基本上是从学校到学校，从

理论到理论，难以给学生以实践指导。

而我国的学生从小就不太重视实践能力的培

养，在应试教育氛围下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连生活

自理能力都很差，更不要说与日常生活距离较远

的企业实战运作了。而能够给学生提供深入考察

的企业很少，许多企业不愿意接收学生前去实习，

而接收学生实习的企业也将实习的学生看作是额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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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负担，学生难以有机会深入到企业管理实践

中，对于企业管理活动缺乏感性认识，案例分析与

研究也就难免会无法深入，流于表面。

３．学习效果评价方式单一
案例教学法之所以在欧美大学商学院成功运

用，还在于案例分析讨论环节的表现将直接决定

学生的最终成绩，因此学生对于案例分析与讨论

从不敢掉以轻心，总是大量查阅资料，从多方位多

角度进行系统分析和思考，在课下认真准备。网

络上流行着哈佛大学图书馆凌晨４点半灯火通明
的图片，而我国大学的学风日下，已是不争的事

实，这不得不值得我们深思。

要想按照欧美商学院对于学生的评价方法，

以课堂表现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对学生进行学习效

果评价，在中国高校中应用面临着一些难题。首

先现有教学方式必须实行以小班上课为主，而教

师教学工作量也成倍增加；其次是由于本科教学

评估的导向作用，教师往往倾向于使用结构化的

试卷进行测验，评价标准相对统一，而案例分析则

更多地评价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过程，并不

要求分析结果的一致性。

三、解决方案与对策

１．重视案例库建设
要高度重视教学案例库的建设，建议采用教

学团队共同参与，认真编写与改造案例。随着中

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涌现出一大批优秀

的卓越企业，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同时，也有大量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提供了失败的教训。

教师可以对每年本土典型与热点企业管理案例改

写与改造，也可以搜集各种资源，尤其是互联网资

源，对其进行加工就可以用于课堂教学。除此以

外，还可以采用国内外著名大学的企业管理案例

库、获奖案例等。通过采用这些案例，一方面解决

了案例质量问题，另一方面也解决了案例更新问

题。但是在应用中还要求教师进行相应的改造，

以使其适应教学需要。同时还可以采用案例编写

大赛等方式，鼓励学生自己编写案例。在案例编

写过程中，也锻炼了学生运用工商管理知识归纳

问题、总结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让学生通过对

这些案例的分析，学会将零散的经验总结成系统

地认识，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学会运用理论指导

实践。

２．缩小教学班级规模
随着高校大规模扩张告一段落，教育部启动

了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２０１１计
划”。这就标志着高校今后的发展，要从外延的扩

张转变为内涵的提高，高校教学与教师资源紧张

的现象将有所缓解。今后高校教学的重心将转移

到提高质量上来，一方面要稳定在校生规模，另一

方面要增加专职教师队伍，通过这两方面的努力，

缩小教学班规模，逐步提高教学质量。

３．提升教师教学水平
高校在引进人才时，要认识到不同学科专业

的特点。对于工商管理、企业管理等实践性较强

的专业，要更加注重教师的管理实践能力与水平，

另外还可以通过聘请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兼职

教师，鼓励现有教师队伍到企业兼职，加深教师对

企业管理实践的认识，鼓励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等

多种措施，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与能力。

４．重视学生实践能力
高校的培养目标要与企业用人需求相对接，

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课程改革、重视

实践实习教学、在课时安排上增加实践性教学环

节等措施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鼓励学生深入企

业进行实践调研，加深对于企业管理活动的认识，

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与管理能力。

５．建立多元评价体系
目前高校教学中最常使用的评价手段是结构

化的测验考试，教师主要根据课程考试结果对学

生学习成绩进行量化分析，由于教学中忽略了学

生的素质和能力的培养，高分低能就是这种教学

评价的弊端，成为中国大学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障

碍之一，因此需要建立多元评价体系。

多元评价指采用多种手段，在非结构化的情

境中评价教学效果的多种评价方法组合。多元评

价源于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同时，建构主义

学习观也对多元教学评价有深远影响。多元教学

评价的独特内涵可在以下几方面得到体现：首先，

多元评价更关注个体成长的评价，多元评价十分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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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被评价者的个人成长；其次，突出学生的评价

主体地位，学生主动参与多元评价；最后，多元评

价融教学与评价于一体［５］。

四、结束语

工商管理作为应用性比较强的专业，用人单

位对于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较高，除了进行专门

的实践课程培养之外，采用案例教学法，利用课堂

教学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也非常重要。虽然我国引

入案例教学法并在很多高校进行推广应用，但是

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

一步进行总结分析，找出较好的解决措施，同时注

重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评价等方

面的改革与创新，提高我国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

造就一大批适应时代与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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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好之、乐之

———思修课教学创新初探

闫利春

（河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洛阳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　孔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思想对今天的思修课改革仍有借鉴意义。所谓
“知之”、“好之”、“乐之”不仅是针对学习者而言，而且还对知识的传授者提出了要求。具体到思修课的

改革，“知之”的内涵要求教师由对学生的想当然认识转向切实地认知，“好之”的内涵则要求教师在“知

之”的基础上由对知识的灌输转向与学生一起对知识的探寻，“乐之”的内涵则要求老师把学生拥有智

慧作为教学的目的。综合三者而论，大学思修课的改革应朝着实现“课堂教育”与“生活教育”有机融合

的方向推进。

关键词：　知之；好之；乐之；思修课改革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５－１８
作者简介：　闫利春（１９８３－），男，河南信阳人，讲师，目前主要从事古代德育研究。Ｅｍａｉｌ：ｙｌｃｘ．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ａ．ｃｏｍ。

　　孔子曾用“知之”、“好之”、“乐之”区分教与
学的三种不同层级，指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乐之者。”所谓“知之”，是指以单纯传递

与获取知识为目的的学习，学生作为被动的接受

者对知识的把握仅仅处于识见状态。所谓“好

之”，是指所学内容是学生的兴趣所在，学习者由

对知识的被动接受转化为一种初步的爱好。所谓

“乐之”，是指对学生而言，学习不再是一种知识的

被动接受活动，也不仅仅是一时的兴趣使然，而是

说学习是学生发自内心的以之为乐的过程。就学

习效果而言，“知之”由于其绝对的被动特征显然

是不值得提倡的。“好之”是兴趣之学，然而兴趣

是有可能转变的，仅凭兴趣未必会有持久的学习

动力，但兴趣作为最好的老师必然能开启知识殿

堂的大门。“乐之”不仅指出学习是一种内心的愉

悦体验，而且还要求学习主体对所学内容的切实

践行，它是一种乐学乐行，知行合一的学习历程。

在大学公共理论课中，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课（简称思修课），顾名思义，是要培养学生

成为一名有独立思想、高尚道德、遵纪守法的现代

公民。而问题是，目前的思修课教育仍然存在着

课堂上教与学分离、生活中知与行脱节的困惑，这

种有教无学、有知无行的现象必须引起思修课教

育工作者的深刻反思：一方面反思我们以往教学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探寻我们教学改革

的门径。孔子关于“知之”、“好之”、“乐之”的思

想对我们的思修课改革仍有借鉴意义。

　　一、知之：由对学生的想当然认识

转向切实认知

任何形式的教育都是以受教主体为中心的，

都是为受教主体服务的，思修课教学当然也概莫

能外。因此，对受教主体的切实认知是达到教育

目的的先决条件。而在对学生的认知上，我们经

常听到这样的声音：现在的学生……，我们当年上

学时……，诸如此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呢？

直接原因无外乎两点。一是出自教师自己的主观

想象，教师想当然地认为现在的学生就是处于某

种状态之中，未经调查就把某种想当然的标签贴

在学生身上。二是，教师通过对某一类同龄人的

认识，如通过对自己或亲戚朋友家的孩子的认识

而形成对现在学生群体的当下判断。之所以发出

这种声音的根本原因是教师与学生形成的代沟以

及教师由于经年累月的从事相关教学而形成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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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成习的认识。由这种代沟所形成的习惯性认识

在教学上的体现当然是几乎不变的教案与一成不

变的教学方法。试问：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

如何能够从容应对思想、行为时刻处于不断蜕变

中的青年学生群体？

就实际情况而言，思修课的上课时间一般是

大学一年级时期，其学习主体就是刚入校的新生。

这样一个学习主体呈现出来的既有相同的特征，

又有相异的方面。其相同性表现在：一般带有中

学时代的学习习惯及生活习惯；尚未受过大学教

育的浸染，普遍对大学生活充满设想与憧憬；未来

四年或三年的时光都将面临同样的学习生活环

境，感受同样的时代脉搏，等等。其相异性表现

在：他们来自五湖四海，生活习惯存在差异；他们

既有来自城市的，又有来自农村的，也有偏远山村

的，他们的家庭环境、教育环境以及所处的社会环

境各有不同；他们对自己的认识以及对自己的期

许同样不是整齐划一的；他们对大学教育、当下社

会、所处时代有不同的感知能力和不同的认识，等

等。面对这样一个共同性与差异性并存，而差异

性明显大于共同性的学生群体，我们又如何能够

采取一刀切的模式来达到教学目的？因此，要想

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达到教育的目的，切实地、

深入地了解学生主体是不可或缺的。

通过如实地把握学生内心世界及生活动态而

采取相应地教学方法以期收到应有的教育目的，

这意味着在我们的教学中，不再是老师要求学生

怎么做，而是学生要求老师怎么做。即学生不会

满意于我们做一个只会想当然的完成教学任务的

教书匠，而是要求我们做一个能够切实地传道、授

业、解惑的“师者”。作为老师，如何做到这一点

呢？其中两方面是必须的：

一方面，向学生学习，研究学生群体。思修课

教学的目的是为了使教育内容入学生之耳、入学

生之脑、入学生之心，以至于形成基本的素质，落

实于日用常行之间。而如何做到入耳、入脑、入心

呢？这就需要老师了解学生的所喜所好，即从实

际情况出发，以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把理论知识

融会其中。因此，要想让学生对知识有起码的“知

之”，教师必须对学生有“知之”。

另一方面，更新知识，积淀经验。理论是灰色

的，生命之树长青。教师如果要想从容应对学生

之流的流淌与变化，那么自身必须是拥有源头活

水的一汪清泉。教师的知识储备不仅限于书本知

识，而且还应包括生活知识与人生经验。处处留

心皆学问，面对这样一个鲜活的学习群体，仅凭闭

门造车，囿于理论，苦思冥想无异于划地为限，作

茧自缚。因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如果教师

要想在课堂教学中如行云流水，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如沐春风，那么教师对每一届的学生的了解就

不能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知之”，而是要时时

“知之”。

　　二、好之：由对知识的灌输转向对

知识的探寻

切实地了解学生主体，是为了更好地找到所

授知识与学生的契合点。作为新入校的大学生，

首要任务是获取知识，其次才是在获取知识的过

程中形成素质，养成习惯，思修课在此过程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独立思考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

的，没有知识的思想无异于没有奠基的空中楼阁，

看似美妙，其实虚幻。因此，在“知之”、“好之”、

“乐之”的三层面上，我们只是不提倡对知识的追

求止步在“知之”层面上，并不是彻底否定“知之”

的意义。事实上，这三种层面并不是彼此排斥的，

而是循序渐进的。因此，在思修课的教学实践中，

教师对学生的“知之”是为了更好的让学生“知

之”，在让学生“知之”的基础上，探索如何让学生

“好之”，以至于让学生“乐之”。

归根结底，把大学新生从以往填鸭式的对知

识的被动吸收转变为对知识的主动汲取与追求是

思修课的任务之一。因此，如何激发学生的求知

兴趣及探究精神是思修课老师所必须思考的。在

大学新生领悟力与接受力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如

果采取一味讲解的灌输方式，即使不会引起学生

反感的情况，也会出现一些学生能够接受，一些学

生无从接受的现象。那么如何做到使学生根据自

身的情况循序渐进地接受所学内容呢？我们可以

从孔子与苏格拉底着两位大思想家身上获取相应

的启示。

关于孔子的启发式教育，我们可以从弟子问

孝的典故中略见一斑。《论语·为政》载：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

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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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

之以礼。”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

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

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孝道在人世间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作为实践

意义的“尽孝”却由于种种条件性的限制而有因人

而异的表现。孟懿子是鲁国的大夫，他具备“尽

孝”的各种条件，但在孔子看来，当具备了尽孝的

条件时，在表达尽孝之心时应该以礼而行，而任何

违礼的行为都是不孝的，例如以对待国君的礼节

来侍奉双亲，其实会置双亲于不义之地。尽孝之

心是无穷尽的，而尽孝之行为则是有分殊的。对

于子游与子夏的提问，孔子的回答同样是因人而

异的。这是因为，在孔子看来，“子游能养或失于

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

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１］在孔子的思想

中，知必能行，行必兼知，因此，他在教育学生的过

程中，注重因材施教，尤其针对学生的实际践行能

力而或启发鼓励，或警醒鞭策。从根本上而言，思

修课是为了让学生通过学习改变错误的行为方式

以成就学生的品格人生。因此，充分了解学生的

践行能力，因人而异地帮助学生克服自身存在的

可能性障碍，扬其所长，补其所短也是思修课教育

的应有之义。充分了解学生的践行能力，教师量

力施教，学生因力而行，如此一来，学生既不会因

为超负荷的实践产生排斥心理，也不会因为实践

中的过于轻松而怀疑、轻视知识。只有在因人而

异、相得益彰的情况下，学生才有可能从对知识的

被动接受转为兴趣之学、爱好之学，即由“知之”升

进为“好之”。

关于苏格拉底的故事大致如下：

苏格拉底在法庭的走廊里遇到游叙弗伦，彼

此言明来意之后，游氏表示自己对敬神和慢神的

知识十分有把握。苏格拉底试图向他讨教虔敬与

亵慢的性质如何，二者究竟是什么。游氏毫不迟

疑地答道：“虔敬就是做我此刻所做的事，不虔敬

就是不做我此刻所做的事。”苏氏对此答案表示不

满。他说问的是虔敬是什么，要的是对虔敬的界

说，并不要求列举一两件虔敬的实例。游氏进一

步说，虔敬是神所喜欢的事或物，不虔敬是神所不

喜欢的事或物。对此界说，苏氏指出，神喜与不

喜，这些都是虔敬与不虔敬的赋性，并非其本质。

游氏再进一步说，虔敬是正当的事之一部分。苏

氏也进一步问，虔敬是正当的事的哪一部分？游

氏经过一番补充说明指出：“正当的事之事神的部

分是虔敬。”苏格拉底就此分析了“事”的概念，指

出“事”分为事上与事下两种，人对神如果属于以

下事上的话，那么游氏所谓的虔敬就是奴仆对主

人的那种服侍。在这种意义上，游氏不能回答人

为神做了什么事，成就了什么事功。因此，他只能

说虔敬是关于祈祷和献祭的知识。苏格拉底进而

指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虔敬就是人和神交易

的知识。面对苏格拉底孜孜不倦的追问，游氏难

以回答，最终借故离开。

这场讨论无果而终，但是它的意义与价值“不

在于此问题本身所讨论的结果，倒在于讨论此问

题所指示的用思和立言的方法，读着应当由此着

眼。”［２］这里所指示的方法即是辩证法，即引导学

生如何在思考过程中，如何从大问题中找小问题，

再由小问题中找更小的问题，如剥笋皮，一层一层

地剥，以达到最里的笋尖。至于立言方面所指的

方法：第一步，告诉学生一两个实例不足以构成界

说，第二步，告诉学生界说的性质如何，第三步叫

人如何下界说，即怎样用、如何用辩证法寻求一个

事物的本质。在思修课堂上，我们经常会遇到学

生面对问题不知如何去思考、分析的状况，原因在

于一方面学生没有掌握有力的运思方法，另一方

面老师没有做到剥茧抽丝、循序渐进的引导学生

去思考。同时，我们还会看到，在学生的发言及写

作中，感想多于论证，这与思修课培养学生独立思

考的目的尚有距离，原因在于在大一新生的观念

中，课堂上积极发言是一种态度的表示，他们尚未

形成言必有据，言必周延的思考习惯。“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要想让学生成为有思想的人，必

须先让学生爱思考，要想让学生爱思考，必须有引

导学生爱思考的方法。苏格拉底的用思与立言的

方法不仅离我们的课堂不遥远，反而应当贯彻于

我们的教学之中。

三、乐之：让知识成为智慧

孔子的启发式教育是基于“能行”的因材施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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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是着眼于“善思”的引导式

教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孔子的

语境中，“学”本身就蕴含着对所学知识的践行的

意思。然而，“能行”而不“善思”，则容易胶柱鼓

瑟，难于通变；“善思”而不“能行”，则难免远离生

活世界，难见真知，无法深远。从根本上而言，无

论是“能行”，还是“善思”，都是对知识的践行，对

知识的思索。但是，正如庄子所说的那样，“吾生

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人的

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的海洋浩瀚无边，在现代社

会更是如此，人就算穷尽有限的一生，也无法追随

知识变更的脚步，一味的追索，反而会陷入无边的

烟海中不知所从。在当今这个评论、意见满天飞

的网络时代，大学生已被抛入人云亦云，无所适从

的被思考泥淖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固然承

认知识的重要性，但我们更提倡学生能够通过知

识的学习而超越知识实现智慧。我们在教育学生

知识就是力量的同时，应该让学生更加清晰地认

识到真正撑起人生大厦的力量是能够运转知识的

智慧。“学海无涯苦作舟”是指掌握知识、上下求

索要经历一段寒彻骨的苦旅，但拥有人生的大智

慧则是知识的涅?。知识的积累过程是苦的，但

智慧的获得是乐的。在这个意义上，思修课的改

革与创新就应该围绕如何把学生培养成为掌握知

识、拥有智慧的独立主体来展开。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知识、主体、智慧三者的

关系，就会发现知识是外在于人之主体的，而智慧

则既内在于主体之内又外显于主体之外，成为主

体通达外界的桥梁。智慧的外显，就是行。所谓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正是强调主

体应该通过知与行的有机结合而获得智慧。当前

的思修课教育，在解决知的问题上已经积累了丰

厚的经验，但是在由知转行的问题上，却存在着亟

待突破的瓶颈。这主要由主客两方面的原因造成

的。客观上讲，无论思修课教师如何注重知行合

一，都是在“课堂教育”这个特定的空间内进行的，

即目前的思修课教师尚不具备充分的条件引领学

生由“课堂教育”走向“生活教育”。主观上讲，学

生自身对由知向行的转变缺乏持久的动力。即在

实践领域中，大多数学生不能将课堂上一时的兴

趣所在升格成内在之乐，从而在生活中养成常思

常行的习惯与韧性。因此，如何将“课堂教育”与

“生活教育”有机的结合起来，是思修课改革的一

项长期任务。

就目前的大学生的生活、学习模式来看，单纯

地依托思修课教师来完成“课堂教育”与“生活教

育”结合的任务，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思修课教师

在充分地完成“课堂教育”的同时，是不能同样充

分地走进学生的生活世界的。因此，学生的“生活

教育”任务是需要学生的生活老师来完成的，即应

该由负责学生生活的专职辅导员来完成。但是，

在分工如此明晰的情况下，在各司其职，各谋其政

的规则下，“课堂教育”与“生活教育”仍然会陷入

两张皮的困境。因此，要想实现“课堂教育”与

“生活教育”的有机融合，思修课教师与学生生活

辅导员的交流与互动是一个重要环节。就目前的

情况来看，这个环节的打通尚不能寄希望于思修

课教师与学生生活辅导员的自发结合，而只能通

过相关平台创造相应的环境让二者通过制度约束

的结合而达到自觉的结合。这种结合，不是对传

统思修课教育模式及辅导员制度的否定，而是通

过更好的制度建设实现双方资源的有效整合。而

通过制度创新来为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

发展提供保障也是党的十八大制度思想体现在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环境建设上的应有

之义。［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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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高新技术的日益数学化，数学建模在各

学科领域的作用日显重要，数学建模的思想和方

法已渗透并应用于科学、技术、工程、经济、管理及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工程技术、通讯、航天、微

电子、自动化等高新技术领域，以及计量经济学、

数学生态学和数学地质学等新兴的学科领

域［１－３］，数学建模成为架于数学理性探索与实际

应用之间的桥梁，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４－５］。

近年来，数学建模教育及其竞赛活动发展异常迅

速，为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和

方向，开展数学建模教学与实践活动，是对研究

生进行创新教育、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有效途

径，将有助于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有助于提高研究生的科学研究素养。

　　二、研究生《数学模型》课程的教

学现状分析

《数学模型》作为一门课程进入研究生教育最

早始于１９９３年的东南大学博士生课程中。随后，
南航、南理工、中南大学、解放军理工大学、中国矿

大、重庆大学、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解放军装甲

兵工程学院、华中科大、电子科技大学、大连理工、

中国地质大学、南昌大学等一批理工科及军队院

校都开设研究生《数学建模》课程。２００４年全国
研究生数学建模举办首届竞赛，来自２４个省 ８４

所高校及中国科学院的约 １４４０名研究生（含 ６０
名博士生）参加，到２０１４年第十一届“华为杯”全
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有来自全国３１个省、市、
区的３７１所高校和全国各研究院所在内的 ４９００
队一万多名研究生参赛。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活

动已于２００６年被列为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创新计
划项目之一。近年来，对于在研究生中是否需要

开设《数学建模》课程，是否可能开设数学建模方

面的课程这一问题的认识正在被各高校研究生教

育教学中研究和实践着，许多研究生培养单位将

其列为学位课程和选修课程。

多年来数学模型教学以及参加全国研究生数

学建模竞赛的实践表明：在研究生中开设《数学建

模》课程反映普遍比较好，是切实可行的，特别是

２００６年初教育部研究生司批准东南大学的申请，
将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创新能力培养改革和举办

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列入研究生创新教育计

划项目，各类研究生培养单位把研究数学建模课程

的教学目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以及

教材、师资等一系列的课程建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

程。具体到我校，近年来《数学模型》课程一直是工

科专业的学位课和选修课，授课４０学时，重点讲述
数学建模的基本方法（初等模型、微分方程模型、优

化模型、网络图模型、统计模型、系统评价模型），数

字建模常用软件，数学建模中的数据处理和研究生

数学建模竞赛专题等四大方面内容。我校作为一

所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学研究型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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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研究生招生学科类别多、规模逐年扩大，整体

而言在校研究生的数学基础不算太扎实，多样化和

差异化比较显著，从近年来参加研究生数学建模竞

赛情况来看也不很乐观，每年参加全国研究生数学

建模竞赛也仅２－６队，队数较少，并且我们一些研
究生提交的的数学建模论文质量还不太高，竞赛的

成绩不理想，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进行教学改革和

课程建设管理，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提高参赛

成绩，为学校赢得荣誉。

　　三、研究生数学模型课程的教学

发展趋势及对策

目前，研究生《数学模型》课程建设呈现出蓬

勃发展的趋势，《数学模型》课程不断得到强化，并

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生青睐。应将数学建模的基

本思想、方法和相关理论融入相关学科、专业合理

地予以讲述，保证研究生更多地接触实际建模案

例，提高数学建模在各学科的应用，提高我校研究

生培养质量和社会竞争力。另一方面，全国研究

生数学建模竞赛逐年受到培养单位的重视，研究

生数学建模竞赛规模逐渐扩大，参加的单位和参

赛队数逐年攀升，竞赛获奖的学生普遍受到用人

单位的青睐。我校的研究生管理部门及其它相关

单位已经把《数学模型》课程提到了重要的位置，

十分重视《数学模型》课程建设，前期已经进行了

一些投入，今后应进一步提升到一个较高层次。

针对上述主要问题和发展趋势，希望以《数学

模型》课程为载体，分类别研究课程教学内容，以

改革教学方式、方法为切入点，以提高科研创新能

力为突破口，以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为目标，研讨

新形势下研究生教育中进行创新教育问题。具体

来说，我们将采取一下对策：

１．加强建模知识培训
希望开设全校研究生《数学建模》公选课、短

期培训课程、网络课堂和专题讲座，从数学建模知

识结构上，重点讲述数理统计、最优化、图论、微分

方法、神经网络、层次分析、模糊数学等建模知

识［５－７］；提高研究生的数学素养，培养研究生明确

的数量观念，敏锐地观察事物数量方面变化，提高

收集处理信息的方法技能，从中探索出规律，培养

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

２．加强计算机应用能力
从计算机方面讲述计算机程序软件的使用及

计算机编程等方面的知识，使研究生掌握常用软

件的使用方法，如；Ｍａｔｌａｂ，Ｌｉｎｇｏ，ＳＰＳＳ等，结合实
际问题建立模型，运用数学软件处理数据，解决问

题。同时，通过开设讲座介绍数学建模最新知识、

方法在相关专业、学科方向上的最新应用，提升研

究生运用数学方法进行数据处理的技能，培养研

究生的科研意识。

３．教学方式多样化
从教学方式上，采用理论讲授、上机实训、专

业建模、论文撰写及讲评、网络课堂、专题讲座、校

内竞赛、“短课程”、短期培训等多样形式，充分发

挥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积极性，弥补在有限教

学时间内无法全部讲授本课程知识点的缺憾，通

过这些形式拓宽研究生的学习时间、空间和学习

方法、方式，进一步开阔数学建模以及研究方向方

面的知识面，完善各学科专业及研究方向的相应

知识结构。特别是在论文撰写方面，讲述论文的

写作方法、格式要领等，提高其科研写作能力。

４．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在教学方法上，通过集体研讨、参加短期培

训、参加全国竞赛、举办专题讲座等多种方式，提

高和改进教学效果，完善学生学科方向的知识结

构，提升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

和技能；吸纳研究生参加学校数学建模比赛，健全

研究生参加全国竞赛的选拔机制，以检验研究生

能力的提升程度。通过竞赛培养研究生科研创

新、团结协作的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一方面，提高研究生运

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架构本学科理

论与实际问题的桥梁。另一方面，提高研究生的

逻辑思维、抽象能力，使他们由表及里、有条不紊

地解决头绪纷繁的实际工程问题，从而提高其科

研工作能力。同时，培养研究生认真细致、一丝不

苟的严谨学风和习惯，以及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改革，为研究生开展科研创新

教育提供有效途径和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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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阐述了高校工科专业在专用机床上开设综合性实验的意义、技术要点，认为该实验效果好、有
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结合河南科技大学轴承设计与制造专业的具体实验教学实践，总结了教学经

验，对工科实验教学有诸多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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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设专业课程综合性实验的

意义

高等学校工科“专业课程”许多都具有较强的

工业领域针对性，如轴承设计与制造专业（方向）

就是面向滚动轴承工业的，是以培养轴承工业（行

业）所需专业技术人才为目标的［１］。由于滚动轴

承是机械产品的基础件，需求量很大，所以滚动轴

承生产具有规模大、专业化的特点，故其加工机床

大多为专用机床，加工效率高、加工质量好。为使

轴承专业的学生学习专业课时能与生产实际相结

合、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提高办学水平，在轴承

专用机床上开设综合性实验是较为理想的安排，

是十分必要的。

专用机床加工针对性强，机床设计意图与加

工工艺要求有明显的对应性，加工易于观察和讲

解，应用验证更直接。如轴承套圈外圆磨床、端面

磨床、滚道磨床等，一看就知道适合加工什么工件

什么表面，工艺布局一目了然。

专用机床的“专用”体现在：针对工件的尺寸

规格、结构形状在安装工件、控制加工质量、提高

加工效率等方面给予了较合理的、科学的、对应的

设置安排。如轴承制造中套圈的车削、磨削、超精

所用的机床专用性都很突出。

针对专用机床加工开设实验适合在多方面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目的性显而易见的地方多。如

我们在轴承套圈端面磨削所用的专用磨床

Ｍ７４７５Ｂ上开设实验，可以运用到的知识有工件定
位原理、加工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机床工艺调整

技术、切削与磨削原理、砂轮修整技术、加工误差

统计分析、时间定额计算、工件尺寸控制方法以及

轴承套圈几何测量技术等。这些都可以通过观

察、对照讲解，启发运用所学知识，而且对深化所

学知识、切实理解掌握知识大有帮助。

专用机床上的许多装置在通用机床上看不

到，在教科书中也无介绍，易于引起实验学生更多

地关注，再在实验指导教师的启发讲解下，尤其对

不完善或不尽合理的地方可能还会引导出一些创

新思维。在实验教学中，的确在这些地方学生提

出的问题最多，讨论的时间也最长。

　　二、在专用机床上开设综合性实

验的技术要点

（一）要清楚专用机床组成和各部分的功用

开设综合性实验的前提，要认真读懂机床的

使用说明书，对机械部件、液压系统、电气系统作

全面的了解，尤其是对说明书上的特别提醒要给

予重视。如开动机床前对各摩擦副要进行润滑，

在Ｍ７４７５Ｂ机床上每次都要移出机床工作台，先
冲洗台面（定位面）、安装套圈，再给套圈上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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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夹紧工件）、工作台复位，才能进行加工等。若

工作台面不进行冲洗、忘记给套圈上磁，则会导致

加工质量不合格和出现加工事故，故开设实验必

须按机床操作规程进行。

（二）要搞清专用机床都有哪些运动、各运动

的功用和控制方式

熟悉专用机床是非常重要的，应将机床的运

动功能和控制方式与学生所学的知识相结合，让

学生在实验中特别关注这些特点，通过分析，发现

问题。如Ｍ７４７５Ｂ机床的砂轮有回转运动和轴向
进给运动；工件有随机床工作台的回转运动、上下

料时的左右直线运动；此外还有砂轮修整器的摆

动运动等。其中砂轮回转运动是机床的主运动，

为保证磨削速度到达３５ｍ／ｓ以上，砂轮需高速旋
转，砂轮电机功率最大，带来的较大噪音常会惊吓

参加实验的同学，该主运动机床设有过载保护、急

停等控制装置。砂轮的轴向运动是加工进给运

动，可通过手轮手动控制来实现加工中的进给（操

作经验将影响加工效率和质量），调整时也可快进

和快退（由快速电机控制）；且当夹紧工件的磁吸

力变得过小时砂轮会自动快速后退（上升，以防工

件夹紧不牢而出现意外）。机床工作台的转动即

工件的加工运动（公转），可手动选择快、慢、停三

档，由专门的电机传动系统控制，对加工质量、加

工效率和成本等有影响；此外工作台的左右直线

运动，是专门为工件上下料服务的，要与磨削液的

开关、防护板的放置等动作协调好，否则影响正常

加工并占用较多的辅助时间。而砂轮修整的摆动

运动是在砂轮工作面出现钝化的情况下，由人工

手动操作摆杆直接控制修整刀具的，有摆动快、慢

和有从砂轮中心向外修整、从砂轮外周向中心修

整的不同操作技术，直接会影响到砂轮的锋利性

和砂轮耐用度。各种运动、操作的不同组合安排

正是开展综合性实验的多方案设置、多方面知识

得以应用的场合和机会。

（三）将专用机床与通用机床进行对比

这种对比是给参加实验的学生以认知、启迪

的重要方面，这对“专用性”的实际意义理解很重

要。通过与学生已了解的通用机床对比，有利于

综合运用多方面知识从多角度理解专用机床不同

之处的“专用性”，从而掌握所学知识的应用，并可

能会对机床的改进创新带来启迪。如专用机床

Ｍ７４７５Ｂ与通用平面磨床相比，普通平面磨床是尺
寸较小的矩形工作台（磁吸盘）定位夹紧；利用砂

轮的外圆面切入磨削，磨削面小；进给运动复杂，

有工作台的水平横向往复运动、纵向间歇运动和

垂直调整运动，且往复运动速度大小、方向的变化

易产生振动；磨削后还需在另外的退磁机上进行

工件退磁；其磨削加工质量和生产率等均不及专

用磨床。因为专用磨床是尺寸较大的圆形工作台

定位夹紧，一次可以安装更多的套圈；圆形工作台

连续匀速回转，运动平稳；专用磨床是利用砂轮横

端面进行磨削，磨削面大，同时能与多个工件接

触，且砂轮直径大，磨削时工作台无需径向移动砂

轮即可覆盖整个磨削区域，磨削效率高，加工精度

一致性好；而且磨削后工件在工作台上即可自动

完成即时退磁，无需取下工件再来退磁等。这些

地方都可以看到，关键是指导教师要引导、指点到

位，让同学们自行去比较，自己去寻找“专用性”的

理由。

三、实验教学指导总结

（一）关于专用机床开设实验的准备

１．专用机床和检测仪器的准备
指导教师首先要全面系统地熟悉、掌握专用

机床和相关测量仪器，要完整地参加机床的操作

培训，这对采用机械加工设备安全开展实验是十

分必要的，对切实指导好综合性实验也是重要的。

实验前要通过调试排除或控制可能的各种影响因

素来确保届时设备、仪器的正常使用，对此要做过

细的工作［１］。如在我们准备实验的试加工中，曾

由于原有磨削液的失效，导致磨削后机床工作台

面和工件很快出现明显的锈斑，后经购买磨削液

添加剂，重新配置磨削液，全部更换了原先的磨削

液，才解决了锈斑问题；在实验加工最初还由于机

床工作台面不够平整，而产生套圈定位不稳，磨削

后工件尺寸分散过大的问题，后来利用磨床自身

的砂轮修磨了机床工作台面解决了问题；在实验

中还出现由于机床动力线接的不规范（线径太细

了），致使实验试加工中突然烧断电源线，接线后

又发现所有运动都是反向运动，原来又把线接反

了，等等。这些说明，在专用机床开设实验的前期

准备工作是重要的，必须做到位。

２．实验加工工件的制备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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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专用机床都具有专用针对性和加工效率

高的特点，尤其轴承零件的加工机床大多适合批

量加工，故需要较多的实验用工件，为与实际生产

相结合、体现设备的专用性，就要用真实的工

件———套圈，这样实验工件就要来自轴承生产厂

家；而教学上的加工实验不是一次性的，是要分组

多次进行的，工件则要多次的、在不同调整参数下

进行反复加工，故必须向厂家购买或索要实验工

件（用后无法归还），这项准备工作需要提前更多

的时间［１］。

３．实验学生事先要有准备
应对实验内容大面上有了解，对实验所用到

的知识范围有心理准备。这对顺利开展综合性实

验并取得好效果是十分必要的，任课教师应事先

做好实验的布置工作［２］。如我们开设的“套圈端

面磨削加工误差的统计分析实验”，就要事先告知

学生，是在专用机床 Ｍ７４７５Ｂ上进行综合性加工
实验，要完成套圈的定位夹紧、多参数变化的加工

操作、磨削后要进行尺寸测量统计、实验数据处

理、实验结论分析等工作，主要会用到切削与磨削

原理、机械制造工艺学、轴承测试技术等课程的知

识等。

（二）“专用性”的特点指导要到位

对于参加实验的学生未接触过的专用机床，

仅从外观上看是很难了解其专用性的，指导教师

现场面对机床的指点、讲解和具体操作是必要的。

比如对专用机床 Ｍ７４７５Ｂ，针对轴承内套圈
６３０７Ｅ／０２的调整就有尺寸调整（试切法）和角度
调整（预调法），调整好后即可加工一批工件；在此

专用性还体现在对一批套圈的上磁、退磁，砂轮的

定量修整等技术上。若指导教师不作讲解和不作

实际操作演示，学生是很难观察到或不易理解的。

教学实践表明，许多方面是不能通过简单地口头

启发就能让学生理解、注意到的，而借助实物机

床、现场加工条件来讲明问题，会给学生留下深刻

的印象，很有助于形成概念和相关知识的掌握。

（三）启发学生与通用机床进行对比

采用“对比法”进行教学早已被证明是行之有

效的方法，它会使学生在不经意中、在轻松的条件

下就学到了知识，还能引发学生对新的、未知的地

方更多地兴趣，积极主动地进行讨论、提问，这对

在专用机床上开设综合性实验很有意义［２］。比如

专用磨床 Ｍ７４７５Ｂ与通用平面磨床 Ｍ７１３２相比，
从加工质量的角度对比，专用磨床工件可保持运

动平稳，砂轮可保持磨削速度不变，砂轮磨削面可

覆盖到整盘工件使磨削量均匀一致，磨削质量（磨

削精度和表面质量）有保障；而普通磨床，工作台

往复运动易振动，磨削速度会随砂轮直径减小而

减小，磨削区域小尺寸分散性大，磨削质量易受不

利影响，可能还有残磁问题。再从加工效率的角

度对比，专用磨床操作简单占用辅助时间短，同时

加工套圈数量多（加工基本时间重合率高），一批

工件连续加工无中断，加工后即时退磁无退磁时

间，故加工效率高；而普通磨床，操作环节多占用

辅助时间长，同时加工套圈数量不多，工件往复运

动加工有空行程，加工后还有单独的退磁时间，故

加工效率不高。通过对比不难说明问题、明晰概

念和积极主动地运用所学知识讨论合理性。

四、结束语

教学实践表明，在专用机床上开设综合性实

验，比在普通机床上更有意义，能扑捉到的信息更

多，综合运用的知识更广，它有利于与所学专业知

识相结合，有利于深化所学知识，有利于实验教学

指导的明确、到位，也有利于借助更多机会引发创

新思考和启迪创新思维。可以肯定地说，在专用

机床上开设综合性实验是十分合适的，是受学生

欢迎的，是能够提高学生培养质量的。我们相信，

随着实验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在专用机床上开

设综合性实验会更加成熟、完善；随着实验硬件

（主要是机床）条件的完备，在专用机床上开设综

合性实验会越来越多，实验教学的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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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大学生

英语教学改革探索

———以河南科技大学为例

邵　珊，张昭君，吴玉花
（河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　 大学英语是实施“卓越工程师培养教育计划”培养国际化工程人才强有力的工具之一。但大学英
语教育弊端渐显，课程改革迫在眉睫。本文以河南科技大学卓越班为研究点，阐述实施中的“卓越工程

师培养计划”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的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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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国家教育部启动了“卓越工程师培养
计划”，该计划对促进高等教育面向社会需求培养

人才，全面提高工程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具有十分

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英语作为国际交流的通

用语言，在许多国际场合中充当沟通的媒介，国际

社会对英语的要求也日渐趋于严格。如今英语已

经成为我国的第二大语言，因此，培养具有较强的

国际交流能力的卓越工程师是大学英语教学责无

旁贷的工作。作为教育部公布的“卓越工程师培

养计划”高等院校中的第二批学科院校之一，河

南科技大学自２０１２年９月起正式启动卓越工程
师计划，首批试行“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１２０
名学生主要来自机电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车辆与动力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２０１４年９月，“卓越工程师”遴选的范围进一步扩
大，将法学专业包含其中。迄今为止，基于“卓越

工程师培养计划”下的大学英语教育已经在“卓越

班”中实践了两年，教学虽初现成效，但也弊端初

显，改革之路仍然任重道远。优则扬，劣则改。经

过将近两年的调研，我们提出以下“卓越工程师”

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方案，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

国际化人才。

　　一、我校卓越班英语教育存在的

问题

（一）教材有待改进

“卓越班”的英语教材本应是与其专业相结合

的，但使用中的“卓越班”教材仍然沿用普通本科

班或英语专业的教材。可见，卓越班教材缺乏方

向性，未考虑到“卓越班”的特殊性，未能与卓越工

程师课程相配合，由此导致卓越工程师的培养过

程中往往事倍功半。教师与教研组对教材的使用

一锤定音，缺乏灵活性，进一步影响了人才培养的

效率。其次，教材过于陈旧，内容早已过时。如使

用中的《英美概况》和《英语视听教程》等教材出

版时间大都在十几年前，被学生戏称为“文物”。

书本上所罗列的例子、事件与现实严重脱节，以至

于学生要在百度查询方知其义。２１世纪的大学课
堂竟然仍用着上世纪９０年代的教材，如同上课手
持ｉｐｈｏｎｅ５ｓ的同学来讨论“大哥大”将会如何引领
一个新的通讯时代，这显然不能培养出具有工程

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卓越工程师。

（二）学习缺乏自主性

大学英语的课堂本应是提供相互练习口语、

交流国内外时事、学习西方文化礼仪的平台，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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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情感交流、人际交往、思想共鸣的场所。根据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大学英语教学应完成

从 “以教师为中心，单纯传授语言知识和技能的

教学模式”，向 “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培养语言运

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教学模式”转变。然而，

由于过分追求卷面成绩以及四六级、托福、雅思通

过率等，大学的课堂依旧延续“老师授课、学生听

课”的模式。这一模式单一死板、枯燥无味，课堂

中缺乏师生互动，导致学生缺乏学习的自主性与

创新性，极其不利于卓越工程师形成自我学习、持

续学习的良好习惯。

（三）日常实践问题突出

开展日常实践是对知识的运用与巩固的必要

手段。实践的目的在于让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得到

最大化的应用，并使知识在实践中得以升华。虽然

学校针对“卓越班”开设了专有的口语、写作等实践

课程，但是由于课程时间短暂、资源有限等原因，使

得实践像“蜻蜓点水”般效果并不显著。调查中，我

们发现，实践中主要存在的问题还有：缺乏有效的

英语训练环境，纯英环境难以贯穿整个训练过程。

缺乏专业性的训练指导，导致学生自主训练过程中

出现的错误难以得到纠正；实践中难以将自身的专

业知识与英语相配合运用，与卓越工程师语言与知

识相关性运用的标准要求相距甚远。

（四）市场需求被忽视

培养卓越工程师的最终目的在于把人才投放

于市场。我校的车辆与动力工程学院联合吉利培

养卓越工程师，公司总经理强调了英语作为国际

性语言对工作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指出企业最

需要的是既懂得专业知识又有出色的专业英语知

识的人才。麦肯锡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跨国公司

可雇用的达到其质量标准的工程师数量与各国求

职人数的比例，中国仅为１０％。［１］这说明中国毕业
的大学生难以胜任国际化公司的工作。“卓越班”

培养出的学生普遍有过硬的专业水平，但英语却欠

缺火候，以至于学生在求职路上屡屡碰壁。同时，

未来的卓越工程师还出现了所学知识与岗位需要

不相符的现象，在走出校园后还需要接受岗位外的

英语培训，阻碍了个人的职业发展。

　　二、基于我校卓越班现状的改革

方案

（一）选择专业性、先进性教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大学英语教学之

“器”即为教材。因此，选择与“卓越工程师培养

计划”相适应的大学英语教材是进行大学英语教

学改革的关键。

卓越工程师的英语教学应突出其专业性特

点，培养的工程师应该了解并熟悉相关工程领域

对英语的各种需求并运用其行业化英语对外进行

工程技术的交流与沟通。“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

属于一个新的教育培养概念，国内无先例，国外无

借鉴。培养卓越工程师这一特殊性决定“卓越班”

的教材使用不能单纯地停留在借用英语专业或大

学英语通用书上。培养卓越工程师必须要有一套

与之相适应的教材来支撑，既要配合卓越工程师

本专业的学习又要发掘英语作为语言背后所涵盖

的丰富内涵。同时，教材最广泛的受众是“卓越工

程师”学生，不应该仅由老师或者教研组单方面来

决定，更应该是对 “卓越班”往届和在读学生的

调研后，根据实际数据共同确定所需要使用的

教材。

卓越工程师的英语教学应突出其时代性特

点。２１世纪的大学生处于一个信息更新极快的时
代，每天都接受着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中最新

的消息。对于所选择的教材应该具有时效性。堪

为经典的老一套教材难以满足学生对知识的猎奇

心理，陈旧教材的使用更多的是在弥补学生的知

识断裂层，而这一项任务并不是英语这门学科所

要承担的范围。培养“卓越工程师”是要培养对社

会具有极高敏感度的人才。因此，与时俱进的教

材必须涵盖现今社会与身边热点才能够帮助学生

获取最新资讯，有效地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

（二）培养自主型、创新型学生

大学英语课堂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及创新能力。自主学习既是一种学习态

度，又是一种学习能力。态度是一种对自己的学

习做出决策的责任，而能力则是对学习过程的决

策和反思。［２］对此，“卓越班”的大学英语教学应

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把课堂交由学

生主导，发散学生思维，培养卓越工程师应有的自

主能力和创新能力。

学生主导的课堂由于不同学生对事件的看

法、课文的理解及自身的信仰等的不同必然会呈

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样的局面有利于培养学

生独立思考问题、明确表达自己观点等技能。在

计算机快速发展及广泛普及的今天，搜寻资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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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媒体制作课件等可下放到学生身上。课堂教

学可适当选用模拟学术报告、现场演讲、项目介绍

等形式，积极引导学生利用网络、多媒体等高新技

术展现学习成果。在加深学生对知识的感知的同

时增强其所需要的职场竞争能力。在“卓越工程

师培养计划”下，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课堂是重中之

重的一环，需要师生的共同合作才能达到“所学必

有所用”的效果。

（三）开展国际化、专业化实践

创造不出国的英语语言环境，全面提高未来

卓越工程师的英语综合水平及参与国际事务的能

力，实现大学英语教育的国际化专业化标准。“这

里的国际化不是指英语教学本身的国际化，而是

指卓越工程师的培养过程要努力达到国际标准。”

庄起敏教授提出要真正实现卓越工程师的“国际

化”培养，英语则是基础。［３］对此，我们建议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其一，要创造国际化标准的英语语言环境。

中国学生学习英语，虽然发音、语法等都能掌握，

但却难以达到国际水平。因此，应在培养卓越工

程师的教学中要对传统的口语、商务交际及对外

交流等课程进行相应的改革。实现国际化标准的

重要手段和途径之一是将英语作为卓越班授课语

言和实践语言，从而在课内与课外打造出全英的

语言环境。同时，在学生的实践中应配备一定的

教师资源，为学生进行英语实践提供相应的专业

指导，包括纠正错误及制定规则等，强化日常实践

的质量。

其二，英语实训要与专业知识相结合。《教育

部关于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

见》［４］指出：“要积极推进卓越工程师计划学生的

国际化培养；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国际交流，拓展

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学生跨文化交流、合作能力

和参与国际竞争能力；培养熟悉外国文化、法律和

标准的国际化工程师”。这就是要将“卓越班”的

英语实训和本专业课程相结合。培养“卓越工程

师”不是培养专业的英语人才，而是培养精通英语

的科学技术人才，所以所有实训的本源应回归到

其专业本身。在训练中要积极与其专业教师相互

沟通，对专业相关知识进行英语的表达与运用。

在基于专业知识体系下展开英语实践活动更要注

重保证数量与质量的统一，才能为卓越工程师真

正服务到社会上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关注动态化、市场化需求

卓越工程师的教育必须实行产学结合，向社

会开放，向市场开放。现今所处的时代是市场经

济主导下的时代，市场需求的瞬息万变决定着我

们需要具备随时应对变化的能力。《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和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明确阐明，“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是要

培养一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素

质人才。基于“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下的大

学英语改革也必须以社会发展、市场需求为借鉴，

使得未来的卓越工程师是适合社会需求的，能为

社会发展而服务的人才而不是闭门造车的“书呆

子”。因此，在教学改革中必须要考虑当下的市场

需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对教学内容进行灵活适

度的调整。比如市场需要精通商务英语信函的卓

越工程师，我们就应该考虑增加课程或者提供学

习机会让这一批卓越工程师接触到这方面的知

识。学院相对应地协助学生在一些外企或旅游景

点等英语资源相对丰富的地方进行相关实习。高

校与企业进行“强强联合”，以“行业指导，校企合

作”为原则，培养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卓越工

程师。如此一来，便可让未来的卓越工程师在毕

业后走出校园走进企业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适应

企业要求，防止其跌入“毕业即失业”的圈子中。

三、结语

随着２１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中国以高昂
的姿态全面进军国际市场。培养素质高、创新能

力强、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人才不仅仅是中国走

创新型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更是中国立

足国际市场的迫切需求。由此应运而生的“卓越

工程师培养计划”让高校承担起了培养卓越人才

的重任。英语是大学教育中的重点学科之一，也是

中国与世界接轨不可或缺的语言工具。如今，我校

结合“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

一套成效显著的大学英语教育改革方案，但在实践

中仍然突显出很多的不足。基于“卓越工程师培养

计划下的大学英语改革”是一个持之以恒、坚持不

懈的教学科研过程，它需要每一位老师、学生在教

学或学习中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在这样一个周

而复始、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我们将继续在“卓越工

程师”英语教学改革的道路上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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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工程专业英语的教学改革探索及发展构想

高嘉屿，张延萍，尹卫平，杨九霞

（河南科技大学 化工与制药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　以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新一轮的改革核心思想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为目标，我们对我校化工
与制药学院制药工程专业的专业英语教学进行了改革探索。在原有基础上，我们在教师个人素质的培

养、教学资料的选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课外活动课堂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革新，以此来拓展和全面提

高学生的专业素质、语言能力、自我学习和国际化交往能力，使其在今后工作或深造中更具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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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英语作为国际第一的通用性语言，在发挥其

沟通交流等传统功能的同时，更作为一种文化、科

技、信息和知识的载体而在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

以及人类的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关键

作用。学生英语水平和能力的教育和培养，已是

我国新世纪高等教育体系改革中一个重要的研究

方向。尤其是对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而言，英语尤

其是专业科目英语的技能，不仅代表其文化素质

的基本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其在未来择

业、深造、专业发展等方面的综合潜力。尽管如

此，我国大学英语教育长期以来偏重于基础英语，

对学生综合英语能力的提高，尤其是专业领域层

次的英语口语和书面表达能力缺乏针对性的教育

手段。造成了现阶段我们学生读得明白，听得含

糊，写不专业，尤其是讲不清楚的现状。因此，我

国大学英语教学新一轮的改革已明确提出大学英

语的目标是培养学生不仅具有大学层次的阅读能

力，还要具有较高层次的学以致用的能力。新的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

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

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

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加其自主学习能力，提

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

流的需要［１］。在此背景下，在大学英语课程的基

础上，如何能够使非英语专业的学生真正掌握英

语，提高学习能力，使其成为毕业后或深造中进行

国际交流（包括口头和书面两个方面）、获取先进

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发表工作科研成果的有效工

具［２］，已成大学专业英语教学中重要的研究课题。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结合我校化工与制药学院制

药工程专业的专业英语教学经验，总结归纳了进

行专业英语教学的心得体会，并对未来该专业课

程的发展提出了构想。

二、课堂教学的改革

１．教师个人素质的培养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对教学

质量的高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显而易见，

教师的专业知识及英语水平高，对学生进行专业

英语教学取得的效果就会好。但除了专业技能等

基本要求外，教师仪表、教学态度、教学理念和语

言能力等教师个人素质也对教学起到了很大的影

响。有研究表明，教师个人素质每提高１％，学生
对于英语课程的兴趣和满意度也会以接近１％的
数值正比例的增加。而其中又以教学态度和教学

理念最为关键［３］。考虑到学科的特殊性，传统的

专业英语课堂教学比较枯燥，学生融入感差，学习

提不起兴趣。但如果任课教师能够用自己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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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正能量感染学生，以丰富的知识和与时俱进的

内容打动同学，就可以对教学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在任课教师的选拔上，应以那些有过英语“实

战”经验，即出国学习或进修经历的人员为主。同

时，也要尽量给没有此类经历的教师提供出国进

修的机会，提高他们实际应用外语的能力，这样才

能夯实我们的专业英语教学基础，提高整体教学

师资水平［４］。

２．教学资料的选用
目前，我国国内公开发行的，可供理工科制药

工程专业学生学习的专业英语教材只有一本，是

由大学英语专业阅读教材编委会组织编写，化学

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制药工程专业英语》。该教材

是根据《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高等学校

本科用）的专业阅读部分的要求编写的，包括有课

文及阅读材料５０余篇，所有文章均选自制药工程
相关原版英文教科书、专著、大型参考书或是专业

期刊，并且每篇课文均配有单词表、词组表、阅读

理解练习和词汇练习，并作了必要的注释，既方便

课堂教学又便于学生自学［５］。因此是现阶段大学

本科制药工程专业英语教材的首选。但是，该教

材的文章大部分来源于国外８０年代末及９０年代
以来的出版物，虽然对本学科经典理论内容介绍

较为全面，但对工艺方法及技术革新部分的介绍

则相对的较为滞后。所以在实际教学中，应补充

国外最新的相关文献和原版教材章节对制药工程

专业中的新型技术及研发工艺加以介绍，使学生

能够从原汁原味的英文中学习专业技术知识，领

会专业写作方法，提高学习英语应用英语的积

极性。

３．教学方法的改革
传统的专业英语课堂教学，主要以课文阅读

理解的讲授为主，多为逐字逐句的翻译讲解，较为

枯燥单调，学生参与度差，学习积极性不高。为了

改进此类弊端，我们在过去四个学期制药工程专

业１０级和１１级的专业英语教学中，对传统的教
学方法进行了改革。尝试在讲授式教学的基础

上，增加学生领讲，小组讨论和模拟面试等内容丰

富教学方法。其中，学生领讲是在每次讲授的专

业文章中选取一段，交由一名自愿的同学来准备。

在下次课上，由该同学代替老师上台讲授，讲解结

束后台下的同学可自由提问，最后由老师总结补

充。小组讨论为不定期举行，将全班同学（７０人

左右）分为１０个小组，老师选取１０个专业相关问
题，分别交给每个小组进行英文讨论，时间为４５
分钟，讨论结束后，每组选取代表将自己组内的讨

论结果在全班进行汇报，并接受其他小组同学的

提问质疑，最后由老师对所有问题进行归纳总结，

并讲评每组表现。模拟面试是针对学生未来考研

或是应聘工作英语面试环节所涉及的特殊内容，

每学年度举行一次，面试中老师会准备相关的专

业英语问题，并根据同学的回答开展相应的对话，

从而综合评估同学临场组织应用英语的能力。以

上几种对课堂教学方法的改进在试验班级中受到

了同学们的广泛欢迎，从同学的反馈和综合考试

结果显示，课堂改革使同学们充分参与到了教学

活动中来，激发了学习热情，并提高了成绩。

４．教学内容的多样化
专业英语教学是内容和语言的有机结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即在
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习得语言，所以教学内容

的丰富和多样性也是教学成功的一个重要决定因

素［６］。在以教材为基础教学内容的同时，我们扩

充了词根词汇突破和专业英语讲座两个教学内

容。词汇是语言的基础，美国各大学研究生考试

的入学审查委员会都很注重词汇能力，如 ＴＯＥＦＬ
和ＧＲＥ考试中，词汇都占了很大的比重，而如何
快速大量的提高词汇量是所有中国学生所面临的

问题。在专业英语中，专业词汇的辨识尤其是一

切的基础。就像我们汉字都是由偏旁部首所构成

的，英语词汇其实也来源于它们的词根，这些词根

要么来源于希腊语和拉丁语，要么来源于法语、意

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等。例如，ｏｎｙｍ／ｏｎｏｍａｔｏ这个
词根，来源于希腊语，意为 ｗｏｒｄ，即“词”这个意
思，由此可以快速掌握 ａｃｒｏｎｙｍ（首字母缩略词），
ｈｏｍｏｎｙｍ（同音异义词），ｏｎｏｍａｔｏｐｏｅｉａ（拟声词），
ｓｙｎｏｎｙｍ（同义词）等一系列生僻词汇。再比如，拉
丁词根ｉｎｔｅｒ，意为ｂｅｔｗｅｅｎ，即为“在…之间”，由此
可联 想 到 的 词 汇 包 括 ｉｎｔｅｒｌｕｄｅ（插 曲），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中间人），ｉｎｔ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休息时间），
ｉｎｔｅｒｃｅｄｅ（仲裁），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中途截取），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
（贯穿），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调停），ｉｎｔｅｒｌｉｎｅａｒ（写或印在行
间），ｉｎｔｅｒｕｒｂａｎ（城镇间）等。由此可见，如何掌握
词根是快速大量掌握单词的捷径，因此我们在专

业英语教学中以课文中出现的单词词根为基础补

充了大量词根教学内容，力求最大限度的扩充同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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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单词量［７］。除此之外，作为学生专业发展最

重要的一环之一，专业英文写作是我们尝试扩充

的另一个教学内容。与平时的英语写作不同，专

业英语有其独特的语言特征和格式要求，例如：１）
客观性，少主观色彩；２）重视逻辑关系，前因后果
的传承十分重要；３）句子多用被动语态，动词非谓
语形式，非人称代词和动作概念的抽象名词的使

用等等问题［８］。因此，在学生进入专业学习和入

职工作的前期培训中，开始逐渐训练培养他们这

方面的能力，也是我们这门课改革探索的重点。

在过去两个学年中，每个学期我们要求每位同学

至少上交２５０字以上一篇专业英语论文，从文章
质量的提高程度来看，此项教学内容对专业学生

的能力培养是显而易见的。

５．专家讲座
利用我院国际合作的优势，我们邀请国家外

专局高端专家项目特聘的英国东伦敦大学 Ｏｌｉｖｉａ
Ｃｏｒｃｏｒａｎ教授为本专业１２级的学生进行了两次制
药工程专业英语讲座。Ｃｏｒｃｏｒａｎ教授同时兼任国
际著名英文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的副
主编，英语为其母语。通过她的讲座，同学们不仅

对英国人的说话方式、语速、语感和语调有了直观

的体验和感受，而且对本专业国际前沿知识和专

业英文文章写作技巧也有了崭新的认识。除此之

外，在讲座后的提问环节，很多同学主动与

Ｃｏｒｃｏｒａｎ教授进行了互动交流，对英国的人文环
境、大学教育以及自然风光名胜等进行了咨询提

问，利用这两次宝贵的机会锻炼了口语技能，可以

说是受益匪浅。将来，我们计划利用年度高端外

国专家项目，持续聘请英美专家来我院工作，从而

使每届学生都能够得到与以英语为母语的本专业

专家“零距离”接触的机会，进而提高其对专业英

语的认识，激发学习热情。

三、课外活动的开展

１．英语活动课堂
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之上，开设制药工程专业

英语课外活动课堂，在课外营造英语学习交流环

境，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活动课堂通常每周举办

一次，活动时间为四个小时，活动内容包括：热门

话题讨论，专业知识拓展，影视原声赏析和舞台剧

表演等。其中，热门话题讨论每周选取一个时下

热门的话题，以英语角的形式同学们就该问题进

行自由交流。例如，最近一次交流的内容就是

“ＥｂｏｌａａｎｄＶｉｒｕｓＶａｃｃｉｎ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埃博拉和
病毒疫苗的研发），同学们对该问题十分感兴趣，

从本专业的角度，对病毒的流行、防治、新药研发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仅锻炼了专业英语技能，也

拓展了专业知识。对于专业知识的拓展，我们还

设有固定的内容，譬如定期选取国际专业学术期

刊中本专业最新的研究成果论文，交给同学进行

品读。在要求同学正确理解文章大意的基础上，

能够对本专业的最新理论研究，工艺技术和发展

应用有一定的了解，掌握相关词汇，积攒知识储

备。影视原声赏析是最受同学们欢迎的单元，我

们定期选取英美优秀的带有制药医药相关知识的

影视节目，例如《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Ｇｒｅｙ＇ｓＡｎａｔｏｍｙ》、
《Ｄｅｘｔｅｒ》等，组织同学一起赏析。在观赏影片节
目的同时，我们会对节目内容加以剖析，指出其中

涉及的医药学知识和技术那些为合理科学的，那

些为虚构的，还有那些是正在发展的方向等等。

在观影结束后，同学们会根据观感写出影评或剧

评。这一单元极大的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很

多同学甚至在观影后主动查阅相关知识，再回来与

老师讨论，也促进了任课教师本身业务素质的发

展。除此之外，我们还计划设计安排舞台剧表演内

容，每学年一次，计划组织英语口语较好并对表演

有兴趣的同学来进行小剧场形式的排练演出。主

要内容还是以制药工程专业英语为主，例如制药企

业生产车间安全规程情景剧，或ＧＭＰ标准（药品生
产质量管理规范）执行短剧等。通过以上这些课外

专业英语活动内容，同学们将会在时间和深度上更

多的参与到专业英语的学习中来，培养了学习的主

动性，同时提高了自我学习的技能。

２．英语论文书写
英语论文的书写是专业培养的重要环节，同

时也是衡量学生，尤其是有志于将来从事科学研

究的学生学术能力的最重要指标之一。但是，写

作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并且缓慢的过程，不可

能仅凭课堂上的短期培训就立竿见影，一蹴而就

的取得成功。所以，课后的大量持续性练习就显

得尤为重要。在课程开课伊始，我们就鼓励学生

尝试专业英文文章的写作。通常，学术性的专业

文 章 可 分 为，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ｅｔｈｏ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等几部分，各部分写作形式略
有区别，难度各异。对于刚接触专业英语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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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我们指导他们分部分的进行练习，由易到

难，从最简单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和 Ｍｅｔｈｏｄ开始，接下来
是 Ｒｅｓｕｌｔｓ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最 后 练 习 写 作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写作内容以他们在专业实验课程进行
的实验内容为主，对部分已经参与到实验室研究，

如ＳＲＴＰ项目的同学，则以研究项目内容为基础进
行写作。通过上交的作业可以看出，经过一年半

专业英语课程不断地练习，同学的专业英语书写

水平提高显著，已有部分优秀的同学可以参与到

课题组的英文文章投稿中来。

３．Ｓｋｙｐｅ网络交流
网络技术的发展普及已使现在的国际交流越

来越方便快捷，也为英语学习创造了前所未有的

便利条件。通过本院与英国东伦敦大学健康、运

动与生命科学院的长期联合合作项目，本专业学

生可以通过Ｓｋｙｐｅ网络聊天工具定期的与英方课
题组成员就实验进展相关话题进行业务讨论和研

究，在提升学术水平的同时也提高了的专业英语

能力。不仅如此，这种长期的交流沟通，也使两个

学院的学生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开拓了

学生的国际视野，对其个人综合素质的提高起到

了极大的帮助。

四、总结

制药工程专业英语课的教学改革打破了传统

的单一课程教学模式，使学生的参与感增强，学习

兴趣提高，也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学习专业知识和

技术，同学们普遍反映学习效果良好。随着我国

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各个行业与国际对接的提速，

坚持将专业英语的教学改革进行下去，将有助于

全面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语言能力、自我学习和

国际化交往能力，使其在今后工作或深造中更具

竞争力，同时改革本身也可以不断督促本专业任

课老师自我学习，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增强师资队

伍的整体水平，可谓是一举两得，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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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教学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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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加强师资培训、精选病例、改进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等方面探讨了《生理学》基本理论与临
床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采用这一模式可以加深学生对生理学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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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合格的、高素质的
医学人才。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绝大多数要成为

从事医疗实践、治病救人的医生。随着医学科学

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医学工作者认识到基础医学

与临床相结合是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攻克医

学难关的唯一途径［１］。但在我们现有的医学教育

模式中，前三年是基础课程的学习，后两年是临床

学科学习、见习及实习，这样的模式虽然系统性

强，但各学科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使基础学科和

临床学科相脱节。

《生理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课，其理

论与临床医学密切相关，医学中疾病的发病机制、

临床表现、诊断、治疗无不以生理学原理为基础，

但课本中和临床相联系的例子却很少，学生在学

习生理学时感到抽象、枯燥、不易理解，降低了对

生理学学习的兴趣。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加深对基础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培养学生综

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从２００８年起，我们进行了将
临床病例引入生理学教学，促使生理学与临床相

结合的教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加强师资培训

教师在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教师的水平与

素质直接决定着教学活动的效果。要使生理学与

临床相结合取得成效，首先要提高教师本身的教

学理念和教学水平，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

基础理论知识，还要有一定的临床知识。虽然基

础课教师大多毕业于医学院校，对临床有一定的

了解，但毕竟不是在职的医生，因此教师要不断更

新和拓宽知识面，平时注意搜集相关的临床病例，

熟悉临床知识，还要紧紧跟踪临床医学新进展，提

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同时，为避免不同教师对问

题的理解有所偏差，教研室要坚持集体备课制度，

请临床大夫作指导，对所引入的临床案例反复讨

论、修改，使其进一步完善。此外，鼓励年轻教师

到外校进修学习，学习外校先进的教学经验，开阔

眼界，使教师的整体素质进一步得到提高。

二、精选病例

将临床病例引入生理学教学是促使生理学与

临床相结合的较好模式［２，３］，既可以帮助学生掌握

生理学概念、机制、功能及调控，又能培养学生用

所学生理学知识去解释临床问题，提高综合应用

能力。但由于学生在学习生理学时还处于低年级

阶段，药理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等科目还没有

学习，对医学的了解比较少，因此在选择临床病例

时要根据生理学教学内容对病例有所取舍，要使

病例反应的内容与讲授的生理学知识联系密切，

难易程度合适，与教学内容无关的病情细节应忽

略，避免涉及面过大、过于复杂。选择的病例类型

主要分为两类：引导性病例与探讨性病例。引导

性病例是较简单的案例，它紧扣所讲章节的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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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内容，可作为生理学与临床结合的切入点，使学

生认识到生理学不再只是枯燥、抽象的理论，体会

到生理学的应用价值，可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探讨性病例是较复杂、综合性的案例，这类病

例可以把不同章节的内容综合起来，帮助学生将

生理知识横向贯通，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

能力。比如在教学过程中选择的病例有：选择重

症肌无力病例讲解骨骼肌神经－肌接头兴奋的传
递及影响因素；选择血友病、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讲

解生理性止血、凝血过程；选择新生儿溶血病介绍

ＲＨ血型意义等；选择常见的高血压病讲解动脉血
压的形成及影响因素；选择肾小球肾炎讲解肾小

球滤过功能；选择甲亢、糖尿病、柯兴式综合症讲

解甲状腺激素、胰岛素、糖皮质激素的作用。

三、应用多种教学方法

要达到巧妙地把临床病例引入教学，收到良

好的教学效果，教师不仅要选择适当的病例，还要

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及学生的反应，选择合适的

教学方法。

１．采用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教学［４］具有文本、图形、声音、动画等

多种媒体集成的特点，能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听

觉，使教学生动、形象、直观，给学生留下深刻印

象。在引入临床病例时，教师将临床图片、视频展

现给学生，然后根据病例进行引导性提问，既活跃

了课堂的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又加深了

学生的记忆。比如，讲解基底神经节功能时播放

帕金森病、亨廷顿舞蹈症视频，使得学生对这两种

疾病的发病症状有了直观的认识，从而进一步加

深理解黑质－纹状体投射系统。
２．传统教学法与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相

结合

可以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引入引导性病例。传

统的教学法是以课堂授课为基础的教学，此种教

学方法传授的信息量大，可系统、有把握的完成教

师预定的目标，生理学由于内容多而学时相对较

少，教师少而学生人数相对较多，因此传统教学法

依然是现阶段生理学教学的主要教学方法。在应

用传统教学法教学时可以紧扣所讲生理学知识穿

插引导性病例，比如，在讲解血液凝固的三个基本

步骤时，联系血友病的发病机制；在讲解心肌电生

理特性兴奋性时联系早搏的发病机制，等等。授

课中穿插临床病例，主要以教师引导为主，可结合

对学生的提问、启发，将学生的求知欲调动起来，

目的是为了引导学生理解此部分知识在临床中的

应用，加深对授课内容的理解、运用，培养学生应

用知识的能力。

可采用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ＢＬ）引入探讨性病例，这类案例
的引入通常安排在每章节结束后。ＰＢＬ教学形式
是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在教师的带动下，围绕某一

具体病例进行讨论的学习过程。例如，在讲完循

环、呼吸、泌尿系统后，引入综合讨论题：外伤导致

腹内大失血时，机体的整体功能活动会发生哪些

改变？在引入这类探讨性病例时，要提前把病例

发给学生，同时提出问题，让学生课下进行准备，

查阅资料，上课时按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然后推

举代表发言，其他同学作补充、修改，最后老师进

行总结。此种教学法通过讨论的形式，能极大地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在

教师的引导下进行分析、综合应用，可以把生理学

不同章节、不同系统的知识有机地结合以来，使生

理学的知识作为一个知识体系被学生掌握。

传统教学法与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相结

合，可充分发挥每种教学方法的优势，取长补短。

但应注意教学中引入临床病例要有目的、有针对

性，同时要把握联系的度，切不可一味联系临床而

忽视了教学目的，冲淡了重点内容。

四、改进考核内容

常规的考试方式主要包括理论课卷面考试与

实验课考试（包括实验报告、平时成绩）两部分，理

论课考试主要以考察知识为主，能反映学生对生

理学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但不能反映对知识的

运用能力，有些学生靠死记硬背，也能拿个中等成

绩甚至高分。随着将临床病例引入教学，我们在

考试内容、题型方面相应进行了改变，增加了一些

能反映学生应用知识能力的考题，比如颈动脉窦

－主动脉弓压力感受性反射是教学的重点和难
点，同时也是考试中出现频率较高的部分，以前考

试时这样出题：试述颈动脉窦 －主动脉弓压力感
受性反射的过程及意义，现在改为：当人体从蹲位

突然站立时机体如何维持血压的相对稳定？通过

考题形式的变化，以此帮助学生克服死记硬背的

习惯，重视自身能力的培养，体现学生综合运用知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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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能力，避免高分低能现象。

五、重视教学效果的反馈

在教学过程中，随时听取听课老师及学生的

反馈意见，以便针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

采取调整措施，使教学改革取得良好的效果。实

行教学改革后，对学生进行了不记名的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９５％的学生赞成这种教学模式，认为此
种方式激发了学习兴趣，提高了分析、应用能力，

８６％的学生认为加深了对生理知识的理解与记
忆，９２％的学生希望在教学中增加临床病例。任
课教师也体会到实行教学改革后，课堂气氛明显

活跃，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师生之间的交

流也增加了，以前下课时总是老师问学生“有什么

问题吗？”现在下课后经常是学生围住老师问问

题，直到要上下节课了才离开。

总之，生理学与临床相结合是医学发展的必

然趋势，可以使学生早期接触临床，增加了学生学

习的兴趣和主动性，活跃了课堂气氛，更重要的是

提高了运用知识的能力，培养了学生今后面对复

杂多变的临床问题时的分析推理能力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但这种模式毕竟是一种新的尝试，在实

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随之改变，比如学

时的分配、教学内容的变更，考核方式的改革等都

需要在教学中进一步改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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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目标管理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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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地方高校目标管理呈现出五大新变化：由统一式目标管理向分类目标管理转变，由年度
目标管理向年度目标与任期目标相结合的目标管理转变，由常规目标管理向重点目标管理转变，由强制

性目标管理向诱导性目标管理转变，由以院系为主的目标管理向职能部门与院系目标任务捆绑相结合

的目标管理转变。

关键词：　地方高等学校；院系；行政部门；目标管理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７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４－１０－１２
基金项目：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２０１３ＢＪＹ０２７）
作者简介：　田虎伟（１９６９－），男，河南淅川人，教育学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原理

研究。Ｅｍａｉｌ：ｈｕｗｅｉ＠１２６．ｃｏｍ。

　　据教育部发布的２０１３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
统计公报显示，截止２０１３年底，我国有６６８所地
方普通公立本科院校，占到普通本科院校（不含独

立学院２９２所）８７８所的７６．１％。地方高校承担
着为区域培养人才以及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

务的重任。由于历史传统、办学理念、投资体制、

管理体制、人力资源、学科基础等方面的差异，使

得地方高校与中央部属院校相比，在管理水平上

提升的空间更大，为此许多地方高校把实施目标

管理作为提升管理效能、深化校内体制改革的重

要抓手。

然而，地方高校在实施目标管理过程中有着

自己的特殊矛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处理以

下三种关系：一是地方党委政府对地方大学提出

的目标任务与大学自身管理制度及评价标准的关

系；二是地方大学自身的定位及其所确立的战略

规划、阶段性目标与其约束、激励机制之间的关

系；三是高校内部的学校与学院之间的责、权、利

等关系。由于各地方高校在处理这三对主要矛盾

时的态度与思路不同，以及各自在目标制定、目标

分解、目标考核及其结果运用等方面做法各异，导

致各地方高校目标管理实施成效差异很大，甚至

极个别高校最终放弃了目标管理；但更多的地方

高校选择了持续改进，从而使得目前地方高校目

标管理呈现出一些新变化。

　　一、由统一式目标管理向分类目

标管理转变

为加快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和《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文件精神，国家教育部在２０１３年１１月颁布
的《教育部关于深化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的意

见》（教技［２０１３］３号）中明确提出：“深化高校科
技评价改革的目标是，根据不同类型的科技活动

特点，建立导向明确、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分类评价

标准和开放评价方法”［１］。根据不同学科的属性、

特点，针对科技活动人员、创新团队、平台基地、科

研项目等不同对象，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

术转移、成果转化等不同工作特点，分别建立科学

合理、各有侧重的评价标准体系，已经成为国家关

于高校科技评价改革的基本要求。由统一式目标

管理走向分类目标管理，正在成为地方高校目标

管理的一种新趋势。

长江大学是湖北省属高校中规模最大、学科

门类较全的综合性大学。该校是国内较早进行院

系目标管理的高校之一。长江大学在２００４年开
始启动院系目标管理时，全校按照统一的指标体

系，分年度进行目标任务的制定与考核，属于大一

统的管理。但是随着学院独立性增强，原有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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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管理体系难以体现学科差异，也与鼓励学

院自主特色发展等不相适应。为此，该校陆续在

院系年度目标管理方案中做了如下调整；第一，目

标管理指标体系体现学科差异。根据学科性质不

同，该校实行文科与理工农之间纵向经费按照１：５
的标准计算；横向经费不列入关键指标，不考核

（地质类石油类学院横向经费很多，其他学院则很

少）。第二，学校目标管理考核实施单项奖励，奖

励具体数额是各个单位在册人数乘以人均单项奖

励标准。第三，目标管理考核实施同行评议、同类

评议。２０１３年，该校再次对现行的目标管理指标
体系进行重大调整，由原来一把尺子、一个指标体

系度量所有学院的目标管理改为按照六大学科群

制定指标，考核实施同行评议、同类评议和分学科

群评优。

浙江工业大学是浙江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

该校于２００９年初开始对学院（部）实施任期目标
责任制。该校在实施目标责任制伊始就非常注重

根据校内各单位在完成学校总体目标任务中的作

用不同，制定相应的考核办法，实施分类考核，分

类奖励，向完成学校目标任务贡献大的单位和学

院倾斜。例如，学院作为考评对象，被区分为综合

职能学院和部分职能学院，进行不同指标体系的

考核；在对学校科研工作进行年度考核时，学院被

分成理工科类学院和人文社科类学院，分别进行

考核等。在２０１２年实施的新目标管理方案中，把
学校机关党政群部门区分成目标任务直接相关的

部门（教务处、科研院等）和目标任务间接相关的

部门（除直接相关部门和发展规划处外）进行考

评。对于直属单位，组织年度和任期综合工作

评优。

　　二、由年度目标管理向年度目标

与任期目标相结合的目标管

理转变

当前我国地方高校的中层干部（处级）大多为

３年一个任期。３年对于高校的发展来说，属于中
长期发展的一个阶段，阶段也需要一个目标（短期

目标）。阶段目标是学校中长期发展目标的组成

部分，也是实现学校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前提与基

础。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任期届满，要进行任期

考核。这符合高校内部管理规律，也符合科学研

究与学科发展规律，能够为教师们提供一个比较

宽松的科研环境。年度考核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进

度检查与评估上。毕永竹、陶静茹认为：“年度考

核与任期考核在操作层面的区别是指标的设计与

考核结果的使用。指标设计上，年度考核要求简

单，只需大致勾勒出关键指标的完成情况；任期考

核综合性强，指标涵盖面要广，要能真实有效地反

映出任期的工作实绩。在考核结果的使用上，年

度考核也给予一定的奖惩，但这主要是激励作用，

奖惩的比例与幅度不应太大；任期考核的使用要

与制定任期目标时确定的标准一致，并在下一年

度的聘任中作为重要的聘用依据”［２］。因此高校

目标管理应为年度目标与任期目标相结合的目标

管理，以任期目标管理为主。

董泽芳、张继平提出应认真研究目标管理的

考核周期问题，提出短周期考核（１－３年考核 １
次与长周期（５年及以上考核 １次）考核各有利
弊。“从原理上来说，考核频率越高，则考核效果

越好，但在实际设计中，既要考虑考核成本、考核

制度的实用性与适用性，又要在客观上符合结果

性目标与行为性目标自身周期的特点。对于结果

性目标，要采用低频率的考核周期。对于行为性

目标，则宜采用高频率考核周期”［３］。

国家教育部在《教育部关于深化高等学校科

技评价改革的意见》（教技［２０１３］３号）中提出：
“建立长效评价机制，避免频繁评价。根据科技活

动类型、学科特征，结合人事聘用合同、项目过程

的要求，适当延长评价周期，注重评价实效。科技

活动人员的评价周期原则上不少于３年，对青年
科技人员实施聘期评价，创新团队和平台基地的

评价原则上不少于５年，根据绩效情况可减少、减
免评价”［１］。

然而，我国许多地方高校实施的是年度目标

管理，每年年初定目标，年底考核检查，每年各种

报表、总结汇报材料繁多，工作量大，各部门怨声

载道，有些院校实施目标管理效果并不理想。长

江大学在２００４年启动院系年度目标管理之初，按
照全校统一的指标体系，分年度进行目标任务的

制定与考核。但２０１３年７月，据该校负责院系年
度目标管理工作的大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

义武教授介绍，该校院系年度目标管理实施１０年
来，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考虑到高校的教

学科研等主要工作都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因此，

实施院系年度目标管理周期太短，即使实施３年１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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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任期目标考核，周期也有点短，最好能转变为５
年一个周期，当然也可追踪年度进展，进行年度考

核。由年度目标管理向年度目标与任期目标相结

合的目标管理转变，既符合高教规律，也是高校目

标管理发展的一个趋势。

浙江工业大学于２００９年初开始对学院（部）实
施任期目标责任制。该校实施目标责任制的基本

原则之一就是“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

２０１２年初，在该校完成首轮学院（部）任期目标责任
制期满考核工作之后，修订出台了《浙江工业大学

关于实施目标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浙江工业大学

目标责任制考评实施办法》等系列文件，进一步完

善了目标责任制的目标体系和考评体系，并与学校

机关各部门和学院（部）签订了任期目标责任书，全

面启动了学校第二轮任期目标责任制。该校实施

任期目标责任制５年来，综合办学实力由武书连
２００９中国大学排行榜的第７５位，２０１２年上升到第
７１位，２０１４年又飙升至６５位，５年上升了１０位次，
显著地提高了学校的综合办学实力。

　　三、由常规目标管理向重点目标

管理转变

源于企业的目标管理的核心思想包括：①组
织的目的和任务必须转化为目标，企业的各项工

作必须以企业的目标为导向；②管理人员的目标
应强调协作和集体的成就，在每个管理人员的目

标中应该明确规定他在实现公司各个业务领域的

目标中应有的贡献；③企业高层对管理人员和员
工必须通过目标进行领导，目标的实现过程则由

其自我控制；④对管理层和员工进行考核和奖惩
也必须依据目标［４］。

我国许多高校在实施目标管理之初，都在努

力把学校所有工作都企图转化为目标。教学工

作、科研工作、学科建设、人事工作、学生管理、招

生就业、后勤管理、财务基建、对外交流、党建工

作、宣传统战、工会工作、安全保卫等都纳入目标

管理范畴，这样就造成了高校目标管理中的目标

体系非常庞杂、具体指标数量更多。这些目标都

要经过年初目标制定、年中检查、年终总结等，统

计、总结、考评等工作量甚大。由于主次不分、重

点不明，学院与管理、服务部门关系处理欠妥当、

资源配置不到位等，导致有些地方高校实施目标

管理的效果并不理想，甚至有些院校中途放弃实

施目标管理。

“以重大突破性目标为主，与重要基础性目标

相结合”是浙江工业大学实施目标责任制的基本

原则之一。根据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确立的总体

发展目标和主要发展指标，该校将阶段的发展目

标（２０１２．６－２０１５．６）分解为重大突破性目标和基
础性目标。该校的重大突破性目标包括：国家重

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

家工程实验室或国家工程技术中心，教育部人文

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引进或培育成功两院院士，国

家科学技术一等奖，国家９７３、８６３计划首席专家
等１０项。重要基础性目标包括：研本比，生师比，
国家级教育教学成果奖，专任教师，国家级教学名

师，“长江学者”、国家“千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者等理工科与人文社科类高端人才，教

育部创新团队，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一级学

科排名进入全国前２０％，国家科技贰等奖，教育部
人文社科奖等２０项内容。其他项目都不纳入学
校层面的目标管理范围。

河南科技大学在新颁布的《河南科技大学行

政工作目标管理实施办法》（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中，
也只确定了１２项重大突破性目标和２５项关键性
目标由学校检查、考核，其他工作均由职能部门纳

入常规管理工作中。这一做法抓住了学校发展中

面临的主要矛盾，突出了学校未来三年的重点工作

目标，也减轻了学院的负担；同时这一做法还彻底

改变了该校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初次实施行政工作目标
管理时的传统：对教学学院的目标设置包括本科教

学、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研究生教育、招生与就业

工作、学生教育与管理、师资队伍建设、安全工作、

其他管理工作等九大一级指标８９个二级指标。

　　四、由强制性目标管理向诱导性

目标管理转变

浙江工业大学成功实施目标责任制的经验证

明，学校一些重大、重要发展目标任务的落实必须

以相应的资源配置作为支撑，资源配置既包括任

务分解伊始的人、财、物等资源适度向承担重大、

重要目标任务的单位和个人的适度倾斜和集中，

也包括对完成任务后的奖励。即目标与资源配置

挂钩，吸引相关单位积极认领目标，实现了由强制

性目标管理向诱导性目标管理转变。

例如，在《浙江工业大学目标责任制考评实施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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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明确规定：“岗位资源与目标任务、绩效相挂

钩。学校根据重要目标任务设置高级岗位，将学

科和平台类岗位设置中的６、７级岗的５０％岗位用
于目标责任类高级岗位的设置，通过统筹分配、直

接核拨、自主申领等形式，将岗位资源配置到相应

的二级目标责任单位。”“岗位资源奖罚。学校根

据目标任务直接下达的高级岗位津贴，在任期结

束时没有完成相应任务的二级责任单位，学校作

为培育性投入，不扣减相关二级责任单位的经费，

但考评分按规定扣减；对于自主申领的目标任务，

在任期结束时没有完成相应任务的二级责任单

位，学校将从该单位的学院理财经费中扣取投入

该单位相应目标责任类高级岗位三年津贴总额的

５０％，同时按规定扣减目标任务考评分。”“人才引
进、用房、平台建设经费等资源进行倾斜配置。相

关资源向学校目标责任单位和目标任务优先倾

斜。建立与目标任务相关的高端人才引进绿色通

道和快速反应机制。用房资源和平台建设经费，

突出重点，优先保障目标任务的需要。”

　　五、由以院系目标管理为主向职

能部门与院系目标任务捆绑

的目标管理转变

大学是学科与事业单位组成的矩阵［５］。高等

学校的种种活动都是学者围绕学科、大学和学院

等学术组织来进行的。学院是高校的基本构成单

元，也是学科的具体组织表现形式。学院相对于

高校中其它部门而言，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独立

性。当今高校之间的竞争，从表面上是高校综合

实力的较量，但其核心是高校间若干学科建设水

平之间的较量，亦即学院之间的较量。因此，许多

地方高校目标管理的对象主要是院系，对机关职

能部门不实行目标管理。这样做的弊端在于，如

果机关职能部门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则会影响到

学院的发展。

浙江工业大学在２０１２年实施的新一轮的目
标管理中，把学校重大突破性目标设置有一级和

二级责任单位。一级责任单位是学校相关业务职

能部门（如教务处、研究生院、科研院、社科院），二

级责任单位是承担该项任务的学院；学院任务能

否完成与业务职能部门能否完成任务直接挂钩，

相应目标任务完成后学校给予的奖励业务部门和

学院都有份。这样就把职能部门与学院目标任务

捆绑起来，使他们结成目标任务共同体、利益共同

体，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这两者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学校发展重大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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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发展路径探析

———基于教育生态学视域

赵　磊ａ，朱　泓ｂ

（ａ．高等教育研究中心；ｂ．教务处，大连理工大学，辽宁 大连１１６０２４）

摘　要：　建设具有区域特色的高水平大学有利于避免我国高校之同质化发展，形成多样化的大学格局，充
分利用地方优势资源，提升高校的综合实力，促进教育公平。基于教育生态理论，探讨区域高水平大学

之关键特征，结合社会需求，从关联性、适应性、共生性与平衡性对地方性高水平大学与区域发展之关系

进行生态分析，是探讨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生态发展路径之现实依据。本文构建了区域特色高水平大

学发展路径的分析框架，认为地方性大学需要在不否定学术自治、学术自由与大学理想之前提下，充分

利用区域优势资源，实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中的改革，以期探索出一条独具区域特色的

高水平大学建设之路。

关键词：　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发展路径；教育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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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治理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ｌｅｉｚｈｌ１９８４＠１２６．ｃｏｍ。

　　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区域经济
发展对地方性大学，尤其是高水平大学之建设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区域布局上看，我国高等教

育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东、中、西之教育形式与内

容千差万别，不可能更没有必要寻求全国性的均

衡发展。为此，为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区域化改

革，充分发挥地方性高水平大学对区域发展的作

用，避免全国高校的同质化发展，形成多样化的大

学格局，提升高校的办学水平与综合实力，促进教

育公平，充分利用区域优异的教育资源，将地方部

分重点院校建成具有区域特色的高水平大学势在

必行。

高等教育系统是一个为教育主体（行政主体、

院校机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等）之行为所引领，

以教育资源之补给与更新为内部实力基础，不断

与教育环境进行物质流、信息流和能量流之交换

的复合生态系统，在发展过程中追求与周围环境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和谐共生。而区域高水

平大学在其所生存的区域中扮演着特定的角色，

既是资源的吸纳者，又是提供者，在与区域之互动

过程中，得以生存和发展。为此，探讨区域特色高

水平大学的建设与发展，需要考虑其与所在区域

各生态因子的互动关系，以便获知其发展的现实

依据，从而确定其在与区域的协同共生中之生存

与发展策略。本文基于教育生态学理论，在明晰

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之关键特征的前提下，结合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从关联性、适应性、共生性与

平衡性四方面对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与区域发展

之关系进行生态性分析，进而探讨其发展路径及

需坚守的原则。

一、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内涵解析

关于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已有学者从不同

视角进行界定，但称谓不一（如地方性高水平大

学，区域特色研究型大学），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

杨林、刘念才将区域特色的评价标准定义为“国

家、省部级科研基地中具有区域特色的不少于 ５
个，或国家、省部级科研基地中具有区域特色的比

例不低于５０％”［１］。张立彬将地方性高水平大学
的本质诠释为“区域特色、全国一流”［２］。还有学

者提出了区域特色研究型大学的概念，认为应是

“区域内办学实力强、办学水平高，区域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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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高水平大学”［３］。本文所提出的区域特色

高水平大学与上述提法趋于一致，并从生态位视

角分析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之关键特征。

在生态学中，生态位是一个重要概念，是指在

某一生态系统中，每一个物种或种群在与周围环

境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地位与功能。它

是“态”与“势”两种属性的整合。其中，“态”是物

种的生存状态，是其在过去生长发育、学习以及与

环境相互作用积累的结果；“势”是指物种对环境

的现实支配力或影响力［４］。“大学是遗传和环境

的产物”［５］，作为区域生态系统中组织，具有自身

的生态位。仿照生态位的概念，我们认为作为高

等教育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生态单元，区域特色高

水平大学的生态位应是地方重点大学以拥有的资

源为条件，与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因子长期的

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在本区域内相对稳定且不可

替代的地位行为方式与功能作用，包括宏观（大学

与外在环境之间互动）、中观（高校之间互动）和

微观（内部要素之间协同）三个层次。本文仅基于

宏观层次的生态位视角，探讨区域特色高水平大

学之关键特征。

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在其所属地区具有合适

的生态位。首先，“高等教育系统是在一定的生态

区域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相对独立而又基本稳定的

高等教育实体”［６］。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亦属于

这种社会文化实体，即位于某一特定区域的地方

性重点大学，客观存在，相对独立，基本稳定，与区

域社会、经济、文化和谐共生。其次，在办学上，结

合区域特色与内部实力，形成区别于其他大学或

其他类型高校的、富有个性的办学理念与价值追

求，拥有自身的校园文化、资源管理方式、教育性

质、教学组织形式、学科与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及

招生优势，这是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的“态”。再

次，能够肩负起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的

历史使命，同时在这三方面兼具区域特色与区域

优势，成为所在区域内部地方性大学中的佼佼者，

能对推动区域的发展做出突出甚至不可或缺的贡

献，这应是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的“势”。此外，学

校的“态”与“势”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一定的动

态性，会随着区域社会的发展与高校之间激烈的

竞争发生变化。一言以蔽之，区域特色高水平大

学应是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且在特定区域内

办学实力一流的地方性大学。

　　二、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与区域

发展之关系

基于生态学视角，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可被理

解为大学根据自身内部条件及生态位的认识与把

握，通过自身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不断选择、扩展

和跃迁自身生态位，并努力实现与周围生态因子

协同发展之动态过程。为此，分析区域特色高水

平大学之发展路径，前提是考察其所处的生态环

境以及影响其成长与发展的生态因子，从而找到

大学自身与外在环境发生关联的行为方式。本文

以高等教育生态理论为基础，从关联性、适应性、

共生性与平衡性四个视角探讨区域特色高水平大

学与区域发展之关系。

１．关联性
在成长与发展过程中，大学不断地与所处的

区域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子进行物质、信息

与能量的交换，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首先，区域社会为大学提供发展的基础，促进大学

特色之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区域经济为大学建

设提供了人、才、物等必要条件，相关政策、法令规

定并影响着大学的办学宗旨，区域文化制约了高

等教育主体的观念，为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

极为丰富而又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资源。并且，

市场经济的多样性、政策法令的特殊性与地方文

化的差异性造就了各区域大学教育形式的多元

化、办学层次的多极化与教育内容的多样化，为高

校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提

供了多种选择，对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形成区域特

色，建设高水平的大学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其

次，大学为区域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区

域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服务与文化的传承需要不

同类型与层次的人才，归根到底还是通过高等教

育进行培养。建设区域特色的高水平大学或大学

群有利于为地方建设输送优秀的管理人员、科研

人员、技术人员与其他类型的人才，推动区域的

发展。

２．适应性
大学实施高等教育的过程实质上是适应环境

的过程。区域的变化引致大学发展之“平衡到不

平衡”，大学通过改变环境或调整内部结构来实现

一种新的平衡，这就是大学对外部生态环境的适

应性。例如为迎合区域经济之发展，建设创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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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省份），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应对金融危

机的挑战已成为目前我国社会之需求，处理这些

问题的核心在于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２］。这势

必导致区域人才结构的变革，培养创新人才将成

为所有问题之根本，少量区域高水平大学必须主

动肩负起历史使命，突出教学与科研的创新性，优

化学科建设，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作为办学目标。

此外，大学的发展对区域特色形成亦具有一定的

连带效应。哈佛前任校长德里克·博克认为“无

论是在城市还是乡镇，大学的文化，反世俗成规的

生活方式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常常成为刺激

周边社区的载体，同时也是他们赖以骄傲的源

泉”［７］。我国大学城的建设促进了周边城区的开

发、产业结构的调整、居民观念的更新，有利于形

成尊重知识的城市环境与社区氛围，有利于文化

的传承与创新。

３．共生性
既然经济发展、制度政策与社会需求能够对

大学的办学目标、内在功能、价值取向和发展路径

产生影响，那么，大学建设必然要考虑区域需求，

逐渐形成对二者都十分有利的共生关系，即区域

社会与高水平大学之间应是互为动力，和谐共生

的。一方面，区域经济之发展（如产业结构的调

整）为高校的教育教学，专业开设提出了新依据；

政府教育经费的减少促使大学积极地与当地企业

的合作，进一步加深了大学的办学特色，拓宽了研

究视域；科技革命把高等教育系统推向科技研发

之前沿阵地，作为当地科技创新之主力军，区域特

色高水平大学自然要承担至关重要的科研任务；

本土文化的引入为大学教育教学中的文化传承注

入了新元素，有利于特色学科的建设。另一方面，

高深学问的传播及其影响使得大学在涉及生活的

同时拥抱社会，从而转变为区域发展所需的人力

资本、科研成果与文化资源的供给者。例如广西

大学根据区域特色建设了亚热带生物技术等六个

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的特色学科群，“水

牛体细胞克隆技术”等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为地

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技

支撑［８］。

４．平衡性
区域社会之经济、政治、文化可被看作是高等

教育系统的服务对象，促进区域发展是高等教育

系统存在目的之一。我国东、中、西的差异性较

大，每个地域都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

与政治、经济基础，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离散性，

高等教育之特征也因此千差万别。另外，不同的

历史背景、功能定位与办学目标导致了大学内部

专业设置与学科建设的不一致。为此，从整体上，

实现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平衡，高校发展水平平

衡，找到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之平衡点是十分困

难的。但在特定的区域生态系统中，大学完全有

机会结合内部系统与区域特色，发现自身的优势，

充分利用当地教育资源，寻求学校内部专业与学

科建设之平衡点，优势学科与其他学科之平衡点，

探索建设与发展的适宜结构，走高水平、特色发展

之路。在此意义上，该生态平衡观既打破了过去

“整齐划一”的僵局，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

展，同时又能使高校发挥自身优势为所属区域的

经济建设、政策制定与文化传承服务，实现二者之

双赢。

总之，从关联性、适应性、共生性和平衡性的

视角，对大学与区域经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分

析，既是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生态建设之现实依

据，又可被理解为高校区域生态位之形成机理，有

助于从外部生态影响因子角度，探析其发展路径。

　　三、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发展路

径的分析框架

既然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是具有明显的地域

文化特点且在所属区域内办学实力一流的地方性

大学，那么其办学目标可以且应为“地域特色，区

域一流”。一般来说，“组织战略选择是为了发挥

组织内部各种资源、能力以及文化等优势来适应

外部环境的变化，以获得持续发展的竞争优

势”［９］。为此，基于生态学视域，结合大学与区域

社会关系之生态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大学成长

与发展的实质是大学不断地吸纳外部资源并影响

外部因子的过程。一方面，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与社会服务嵌入在特定的区域环境中，从而

获得生存与发展必需的环境资源（地理环境、物质

资源、教育导向、文化素材等）；另一方面，大学通

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使得区域社会

产生各种变化，促进地方政策、制度之运筹，为所

属地区的产业特色与文化特色注入新活力和新动

力。简言之，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

这通过大学的三个职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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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整合形成了大学的办学特色，同时也影响区

域社会的发展。基于此，在职能层面，本文构建了

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发展路径的分析框架（见图

１），概括为 Ｅ—ＴＲＳ—Ｃ—Ｆ＆Ｏ框架。其中，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代表区域生态环境，Ｔ（Ｔａｌｅｎｔ）代表
人才培养，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代表科研研究，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代表社会服务，Ｃ（Ｃｏｒｅ）代表 ＴＲＳ三者的
整合情况，Ｆ（Ｆｅａｔｕｒｅ）代表办学特色，Ｏ（Ｏｂｊｅｃｔｓ）
代表办学目标。

图１　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发展路径分析框架

从图１可以看出，对于地方特色院校，区域的
独特环境是影响其生态位的外部基础，大学的成

长、发展以及职责的履行必须充分考虑相关的生

态因子，并吸纳教育资源以作为发展命脉。另外，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是大学生态建设

与区域社会的互动中不可避免的行为方式，其行

为效果以大学之内在逻辑进行有机整合，形成并

加深办学特色，优化教育目标，从而以最优的人才

与科研成果输出作用于区域生态环境。为此，探

讨如何从职能层次实现大学与区域之互动是建设

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应选择的有效路径。

１．人才培养方面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首要职能。作为促进

区域社会发展人才输送的源动力，区域特色高水

平大学应从培养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

组织与方法等环节注入区域特色。在办学上，充

分考虑地域哲学、区域文化与教育教学的关系，以

科学家要有哲学观，文学家、哲学家要有科学观为

人才培养理念和师资队伍建设理念，日益形成区

域教育教学特色。在目标定位上，充分加强优势、

重点学科的建设，将培养创新拔尖人才作为这些

学科的人才培养目标；要以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依据，人才培养的规格、类型和层次在符合学校

的教学理念、价值取向和办学特色的同时要适应

产业结构的类型和技术结构的变化，把握产业结

构的调整顺序，对未来区域主导产业进行合理预

测，以定位生产各环节所需的人才类型。在课程

设置上，建设技能满足区域发展需求，又能将专业

课程与通识课程有效整合的弹性化知识课程体

系，开设适应区域产业分工与技术结构的专业课

程以及具有区域经济和文化特色的通识课程。在

教学组织与方法上，加强学校、政府与企业之间协

同创新，构建产、学、研特色平台，有效地利用地方

性教育资源，实现教学与资源的充分整合。

２．科学研究方面
科学研究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能，也是建设

高水平大学的基础，创新的核心。学科建设则是

科研建设的基础和前提，为此首先要立足区域社

会与本校实际，重视国家、区域重点学科、特色学

科、交叉学科与新兴学科的建设；组建对区域经

济、文化、社会与科技进行研究的高端科学队伍；

申请能体现区域特色的研究项目与课题，如区域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域技术

创新等相关课题，努力追求能在未来创造出突出

贡献和成果的大项目或大课题，并结合区域实际

进行充分的论证；建立严密的科研立项保障机制，

包括资金、人才、设备等，允许失败；坚持从地方实

际出发，加强学校、政府与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

建立地方性科研基地，采用各种有效措施鼓励多

样化的协同创新，促进具有区域特色研究成果的

转化与应用；创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

三位一体的创新体系，提升学校整体的创新能力，

使自身日益具备能承接和解决国家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的能力，这是区域特色高水平

大学与其他层次类型大学的本质区别［２］。

３．社会服务方面
社会服务是高等教育必须履行的责任。１９６３

年，加州大学总校长克拉克．克尔将与周围环境的
和谐相处作为美国大学多元化的成功的一个重要

原因，即“它在维护、传播和研究永恒真理方面的

作用简直是无与伦比的；在探索新知识方面的能

力是无与伦比的；在服务先进文明社会的众多领

域方面所做的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１０］。为此，

大学不仅要培养和创造人才资源与科技资源，更

要将其有效地应用于社会。首先，大学需要树立

起高度的服务意识，因为“如果大学拥有大量的为

社会服务的知识，但是缺乏把这些知识用于实践

的决心和责任感，那么公众就会认为大学是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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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因此就不会再为大学提供

经费了”［１１］。另外，需要根据本地的经济、政治与

文化需求，组建（长期或临时的）服务团队为地方

政府、企业或学校服务，例如师范大学在校内选拔

教育技术和课程与教学论方面的专家学者与当地

教育学院合作，参与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技术能力

培训，既能促进中小学教师的信息素养与信息化

教学设计能力的提升，又可与教师交流经验，获得

教师教育研究与师范生培养的第一手资料。

　　四、建设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需

要坚守的原则

按照生态学遗传性和变异性的原则，大学也具

有遗传性和变异性。一方面，长期以来，大学保持

了特有的传统，如传统学科与校园文化，在一定程

度上形成了特色的学术理想、学术自治与学术自

由。例如，很多高水平大学都保持在本区域甚至在

国内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传统学科，而且一直在本校

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周围环

境的变化，大学必须不断地发展与更新，实现“基因

重组”或“杂交”。为此，对于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

而言，需要通过三大社会责任之履行与三大职能的

整合，突出办学特色，达到办学目标，实现与区域经

济、政治、文化、科技与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协同与

融合，但是在此过程中，大学坚决不能否定自身的

学术自治、学术自由与学术信仰，不能沦为政府政

策制定、企业生产或城市建设的工具，同时要进行

大学的“基因重组”，迎合区域特色需求，发展与创

新，才能以优秀的人才资源与科技资源推动区域社

会的进步，以区域社会之特色促进自身的发展，实

现二者在生态建设中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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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地方本科高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国外应用技术大学的特点和优势，并从制度、人才
培养目标、教学、产学研四个角度讨论了如何更好的促进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以期为我国高等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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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ｘｉｄａｄｏｎｇｐｅｎｇ＠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１９９３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出台后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井喷期，由此产生一大批地方

本科院校。１９８１年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 ７０４
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截止２０１３年我国共有普
通高等学校１７９２所，其中部属院校１２４所，地方
所属以及地方共建院校１７２１所。由此看出地方
高等教育已经占据我国高等教育的９０％以上，成
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中坚力量［１］。

一、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

由近几年的报道可以看出，大学生就业难和

企业用工荒的两极分化现象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

间。２０１１年的大学生初次就业率全国平均仅为
７５％左右［２］。下文笔者就地方本科高校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

１．办学定位趋同，盲目按照惯性思维发展
许多地方本科高校的发展定位太高，偏离了

地方高校的本质工作———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培养人才。众多地方本科高校的发展规划大多是

把发展的目标定位为综合性大学或者研究型大

学，但是这类高校由于历史原因其师资力量和教

学资源均在一定时期内无法达到综合性大学或者

研究型大学的要求。

２．学科专业无特色，与地方产业结构脱节
地方本科高校一般都是基于当地的历史发展

而成立的。但很多地方高校却不以为荣，反而认

为地名、地域标志影响大学的全面化、国际化，在

对外交流上不够大气，争相更改具有地方特色的

校名为某科技大学、某理工大学等，导致地方本科

高校办学的地方性、区域性特征不明显。在具体

的教育内容上，由于这类高校普遍存在因科研实

力、教学资源不足而不能满足较深层次的教育需

求，转而设置大量的文、经、管等专业，主要因为这

类专业对教师的要求较低，且不需要大量的硬性

资源的投入。根据近三年本科院校招生专业数量

的统计分析，法学、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艺术

设计、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和汉语言文学专

业招生人数众多，但在毕业生难就业的专业排名

中这几个专业长期靠前。

３．人才培养“重理论、轻实践”，人才培养体系
不完善

地方本科高校在国家层次的教学评估中存在

一刀切的问题。由于评估标准的硬性规定导致很

多地方本科高校均把基础性的科研型人才例如研

究生、博士等作为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教学设

计以理论研究为主，在实践上缺乏引导。造成的

结果是地方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既无法做

到综合性大学那样本硕博的培养系统，也无法突

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４．科学研究“重科学、轻技术”，服务地方经济
发展能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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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办学定位的同质化，地方本科高校在科

研上的追求达到登峰造极。教职工发表 ＳＣＩ、ＥＩ、
ＩＳＴＰ等论文的数量成为学校衡量个人优秀与否的
唯一标准。很多地方院校对教职工刊发一篇核心

期刊论文即给予大量奖励，殊不知很多发表的核

心论文影响因子低，文献引用率低，更谈不上应用

于实际、服务于生产力。这都使得地方本科高校

的发展进入恶性循环，本该好好的为地方经济发

展做出贡献的大学却成为封闭的象牙塔，并由此

产生“搞科研的不管技术，搞技术的不参与科研”

的两分离现象。

５．师资队伍“重学历、轻能力”，教师专业实践
能力低

地方高校在师资队伍建设上普遍存在重学

历、重理论水平、重出身的现象，对教师是否为

“９８５”或“２１１”院校毕业和是否出国学习以及是
否发表核心论文最为看重，忽视教师将理论转换

为技术、将技术转换为现实生产力的专业实践能

力，也不过问其出国学习的学校层次和核心期刊

的影响因子等，几乎全部要求博士且出身名校。

整体上教师积累较少，很多刚毕业的博士即使水

平很高实践能力也存在不足。这些都势必影响高

校的可持续发展。

６．办学经费短缺，实践教学硬件条件明显
不足

地方政府对本地高校经费支持不足。一方面

是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另一方面是由于地方

高校的基础较差，科研经费来源单一。另外，目前

的地方本科高校的错误定位也导致培养的学生无

法和市场有效对接，高校也难以吸引市场上的资

金。直接影响着学校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

７．产学研合作教育不深入，企业参与合作育
人缺乏必要保障

现行高校管理体制客观上使地方本科高校没

有或失去了行业背景。地方高校的错误发展目标

也和企业尤其是当地企业的需求背道而驰，导致

地方高等教育无法对地方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同时，地方本科高校科研的整体实力相对薄弱，应

用性科研力量不强，也缺乏相关的应用型专业的

实践基地以及实验设备等，导致产学研合作教育

没有广泛得到双方的认同，直接影响着高校人才

培养的质量［３］。

综上所述，地方本科高校的发展还存在一系

列的问题。高等教育服务经济服务市场需求的属

性尚未得到完全实现。地方普通本科教育急需要

转型为培养能满足当地企事业单位需求的高级应

用型人才，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提升国家竞争力

中的重要作用。

二、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特点及优势

应用型高校在欧洲已经有着一定的发展历史

和较为成熟的经验。从现有的实践总结来看，主

要有以下的基本特征［４］。

１．办学定位于为本地经济社会服务
欧洲各国应用型大学的学生培养目标均是突

出应用和实践的要求，在理论上要求具备良好理

论知识和文化基础，在实际操作上要求能解决一

定职业领域的实践问题。专业设置上具有显著的

应用性特色和职业导向。这样大学培养的学生直

接面向经济社会生活，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例

如，德国大量的机械类、精工类人才使得德国人的

严谨在制造业上闻名于世界，这些人才均由其本

国的应用型大学培养。

２．灵活学制满足各类学习者的需求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是实行和国际接轨的全

日制教育，在企业方面认同度较高。应用型大学

由于其人才培养目标的特殊要求，一般不会强制

学生的学习时间，而是允许学生自主安排学习时

间，重要的是学会，而不是要求学生什么时间学

习，该学什么。应用类大学能充分发挥优势，在专

业教育上不放松，在实践上不放松，以实际应用为

主，对不同学习程度的同学要求不同，真正做到因

地制宜的教育。

３．招生上注重生源来源多样化
欧洲应用型大学的统一特点是学生来源多样

化。我国的应用类高等院校较少，在当前体制下

基本上只能招收高考统一考试的学生。如果全部

转为应用型高校，则可以考虑扩大招生生源，如职

业高中的对口生源，以及中等职业教育的进一步

深造生源甚至可以包括专升本的生源。在文理上

兼顾，有计划的加强基础较差学生的补习，加强基

础好的学生的实践标准。真正做到各类不同教育

环境的学生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学习。

４．人才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应用型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学生应是多

样化、个性鲜明的，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的。地方应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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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型高校培养模式通常采用理论学习与实践实习

并重的方式，其学制设置、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师

资配备和毕业考核等方面都紧扣这一目的。这类

院校一般会设置大量的实践性和案例课，强调学

生的参与性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考试以及

毕业论文上注重更多的应用型的考虑，是否能解

决实际问题，可以是一项工程改进，也可能是一项

试验新方案，基本上告别闭卷考试这种落后的考

试形式。

在师资聘请上，该类院校的显著特点是“双师

型”人才较多，兼职教授多，兼职工程师多。教授

负责校内的基础课程和基础研究，校外的企业工

程师等负责实践环节的教学。这样学生才能在实

践活动中得到一线工程师的指导，以及到校外的

对口单位从事实际工作或实用研究，以了解实际

工作中的最新问题和动态，更新和扩充知识。

５．办学经费多来源于政府机构和企业
我国的高等教育经费基本上来源于国家支

持。综合性的大学经费支持较多，省属或者地方

共建的本科高校的经费来源上和转型前并没有太

大的区别。转型为应用型高校在经费来源上一般

除了政府的投入，也会有不同的企业进行投资。

企业一般愿意和这类高校进行科研合作，投资新

建研发中心，学生可以在中心实践，中心的成果输

出既可以指导企业发展，又可以带动学校科研的

发展。在欧美由企业捐赠的经费占到大学办学经

费很大一部分，目前中国这方面的现象还不多见。

６．研究侧重于应用性研发创新
应用型高校的定位决定了该类高校并不是大

而全，而是小而美，侧重于应用型的研发创新带动

经济发展，开展应用性研究是应用型高校的一项

重要使命。我国相关的本科高校应该瞄准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积极参与地方政府、企业和组织

共同设立研发项目，与当地产业部门密切协作，在

提升毕业生的实践能力水平的同时为区域发展做

出有力的贡献。

　　三、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如何有效

转型的思考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转型发展必须基于区域

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立足于职业教育和实践技

术教育，整体转型为应用技术型高校。下文从院

校管理制度、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质量以及产学研

的结合等来阐述如何促进地方普通本科高校顺利

转型为应用技术类新型高等教育院校。

１．从高校内部管理制度的创新上促进转型
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完善学校领导体制。高

校党政关系是高等学校中十分重要的关系。高校

的国家属性，地方支持特色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和

政府行政上的管理。在高校转型中更是需要学校

领导齐心协力谋发展。转型后的高校主要是培养

应用性高级人才，学校应该吸收部分非领导职务

的教授、工程师等进入管理委员会，从制度上保证

行政和学术权力的合理运用，这样针对转型中出

现的问题学校可以做出更全面的科学决策。

转变职能部门职能，改革行政管理方式。高

等院校一般行政职能部门是学校行政权力的实施

主体。不彻底转变行政职能部门的职能和工作方

式，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转型为应用技术类高

校。应用技术类院校的主角是学生，人才培养目

标的不同就需要学校的职能部门做出改革。职能

部门必须彻底转为服务性部门，服务于广大学生

和教职员工，才能帮助学校更好的完成转型。

完善高校内部治理，提升管理水平。在地方

高校的转型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

盾，高校的内部管理水平继续提升，不仅仅需要面

对转型后的学生培养问题，还要面对转型后和企

业对接的问题，更是需要学校主动出击帮助学生

提供更好的师资、更好的实践平台以及更好的就

业。在具体操作上应成立以教师为主体的学术委

员会、教学工作委员会；涉及学生的事项，决策时

应充分考虑学生代表的意见。这样的治理安排，

既有利于保证“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落实，也有

利于高校整体管理水平的提升。

２．从人才培养目标与方案的改革上促进转型
２１世纪是人才竞争的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

和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技术技能型人才逐渐成

为企事业单位的中坚力量。社会分工的细化也产

生更多或是热门或是冷门的新专业。这些都体现

在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上。转型为应用

型高校则必须把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作为己任，

做到紧跟市场需求，结合自己特色和区域估计发

展需要，重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

首先，转型后的人才培养层次属于本科，该类高校

的大学生毕业时必须比较系统地掌握所学专业的

基础理论、基本知识，熟悉其专业要求的基本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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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其次，在培养类型上为应用

型，必须能在工作岗位上解决一定的实际问题。因

此，地方高校转型中应突出对应用性人才的培养，

而不是之前的教学型高校的要求。应用型人才目

标要求更多的是理论扎实、掌握一门专业知识、具

有技术创新意识以及独立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复

合型人才。应用型本科人才的要求比研究型人才

的要求更高，因为他需要消化吸收已有的成熟理论

并进行创新，而且实践要求高，必须在毕业设计等

考试中得到检验。所以，我们认为，地方本科高校

转型后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区别于研究型大学。其

主要特点是“基础好、实践能力强、重应用”。

３．从教学质量与管理的提升上促进转型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必须在教学管理上针

对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革，以此来适应转型后人

才培养目标的改变。

第一课程体系与内容：在课程内容上精选学科

基础课程及核心理论，在专业课上强调经典和实用

性。同时增加课程设计和专业实践内容，控制好基

础理论课程和实践操作课程的时间安排。做到既

不耽误理论的学习又注重加强实践环节的教学。

第二实践教学体系：需要加强对相关专业的

企业需求岗位能力的研究，探索对应的提高方法，

体现出学生能力培养层次性与渐进性的特点。尤

其是在课外兴趣小组的指导上，鼓励学生自行探

索相关科研项目，安排专门教师负责相关项目的

指导。

第三教学方式：在应用型高校的新要求下鼓

励教师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和教学手段。更多的

教学是在课外，教师是一个组织者、协助者、评价

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学生才是课上和课下的主角。

教学方式上借助信息化的工具来实施案例教学、

情境模拟法教学，在实践课程上更多指导学生亲

自上手操作，而不是一味的传授理论知识。教师

更重要的角色是纠错者。积极引导学生进行自

主、合作、探究式学习，当学生遇到困难时需要教

师去引导解决，逐步培养学生的独自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第四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应用型高校的转型

前期容易遇到的困难是学生并不认可学校的转

型，容易误解为自己降格为技校生。首先需要对

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改变学生的观念，尤其是就业

的观念。其次需要请专业的职业规划教师结合本

校的就业、企业对接实际情况向学生汇报相关事

宜，让学生做到心中有数，应用型人才是显著不同

于中等教育的，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应用型高校的另

外一个显著的不同地方是课程考试与毕业论文设

计。转型后的高校应该更多引进不同的考核方

式，不仅仅是学历教育，更重要的要求学生在毕业

设计上学习到新的知识，提升实践水平。例如工

业工程的设计上要求做出技术创新设计方案而不

是纯粹文字汇报，广告学等专业更是必须做出出

色的广告设计才能合格毕业。针对不同的专业的

不同要求提出量身定做的毕业论文要求，通过整

个论文及设计的独立完成来进一步检验学生的能

力是否符合人才的培养目标。

４．从产学研的紧密结合上促进转型
以企业对人才需求为导向设置专业。转型后

高校的专业设置必须做到差异化才能在竞争中处

于不败之地。一般地方高校本身都是颇具特色和

在个别行业、专业等方面具有优势的，尽量把握好

自己的优势，同时结合区域经济发展中企业的用

人需要进行专业设置。例如郑州科技学院在发展

中就利用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在升本后突出其优

势学科机械工程、电气自动化、土木工程等专业的

设置和招生，吸引大量的高分考生报考。在需求

上以郑州本地的企业的岗位需求为主，立足郑州

辐射周边。目前郑州科技学院发展态势良好，在

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邀请企业人士参与制订培养方案。应用型高

校在人才培养方案上要更多的考虑到企业的用人

实际，因此，很多特殊专业由校企联办，优势更明

显。培养方案上企业更有发言权，例如计算机信

息与科学专业，在很多应用型高校的校企合作办

学中是主导专业，这是由该专业的特殊属性决定

的。计算机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按部就班的培养

很可能学生毕业时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要求。

要想占据先机就必须紧跟市场的发展来按需培

养。同时企业也可以提供实践基地和实习岗位，

由学校组织教师和专家对这些企业进行评估，促

进高校与企业的联合。

校企合作构建“双师型”师资队伍。目前，一

般的教学型高校的教师全职居多，教授居多。学

校排斥一线的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喜欢追逐名

誉院士，喜欢聘请著名人士来做临时教授。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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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型高校的发展同样可以追求“名人效应”，只是

名人效应的内涵不同，这里的名人指的是名技工。

实践教育需要更多的一线的技术员工和工程师来

指导学生操作。因此，转型为应用型大学的高校

不仅仅要多聘请“双师型”人才，更多的是鼓励本

校教职工去企业学习弥补实践知识缺乏的短板，

同时大量聘请各个行业的高级技术人员来校兼职

任教，提升学生的具体业务水平，掌握相关理论，

提高教学质量。

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应用技术类高校从专业

设置到人才培养目标均是根据市场需要进行设

置，尽量做到毕业生毕业就可以为企业所用。企

业在地方普通高校转型过程中将发挥巨大的影响

力。他们是学校转型的原因之一，虽然不是全程

参与，但是他们和高校一样都是区域经济的贡献

者。实训基地的建设必须符合专业教学需要，也

是符合实际用人需要的。校企联合必是双赢。因

此，相关院校应该大力引进不同行业内的龙头企

业来校设立研发平台、实训中心，不仅仅是宣传更

是提前招聘。同时在校企合作上也必须适应专业

的不同需求，例如酒店管理等专业，需要参与到大

型酒店的各个岗位实习才能进一步提高实践能

力。总之，产学研的结合才能使学校的专业教学

与生产、管理服务有机结合。

四、结语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除

了需要高校自身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和政府在宏

观上的统筹管理和指导。一是服务与引领并重

（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将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纳入本

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规划，加快政府管理

体制改革，在政策层面和经费方面积极服务于高

校转型的同时又不缺乏必要的引导）。二是简政

放权，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给予学校在专业设

置、人才引进等方面较大的自由）。三是形成科学

的社会评价监督机制（首先，在舆论方面多宣传应

用型高校的优点和特点，努力改变社会上应用性

人才就是蓝领，地位较低的认识误区，宣扬应用与

研究并重的理念。其次，制定地方本科高校转型

发展的标准和考核机制，杜绝出现地方本科高校

“一窝蜂”似的转型和发展不持续的短视行

为）［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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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时期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模式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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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价值取向决定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活动的内容，是事关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活
动走向的关键问题。本文分析了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观的转变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活动产生

的影响，借鉴西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模式选择的启示，提出如何协调多元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价值取

向，开展适切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活动，并对如何健全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做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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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问题自上个世纪８０
年代以来一直受到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各国政府、

高校、社会组织，包括学生及其家庭成员广泛参与

其中，促进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活动的大繁荣，同

时也引来各方面的争议。因为人们在探讨高校教

学质量保障内容时，总会涉及三个问题：什么是高

等教育质量？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因素有哪些？

以及，如何测量高等教育质量？而这三个问题涉

及对教育本质的理解、高等教育价值观、不同利益

群体的需求以及对教育质量的评价等诸多问题，

因而，在不同时期，各国、各高校在高等教育质量

保障活动的开展都不尽相同。在我国步入高等教

育大众化阶段后，如何协调多元的高等教育质量

保障价值取向，开展适切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活

动，构建合理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成为目前

我国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高本科人才培

养质量的关键问题。

一、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价值观

可以说，高等教育及其价值观是高等教育质

量保障内容、方法及其构建方式的逻辑起点。从

精英到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高等教育

价值观的争论，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于高等教育

质量保障的观点。首先，当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不

再只是那些“出身好或天赋好或两者兼备的人的

特权”，质量的概念也由“卓越”、“精英”的代名词

转变成为“消费者对它的满意程度”，从而，“质量

不再是一种标准，而变成了一个相对的概念。”也

就是说，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系统内质量标准的

多样化，使得不同主体对于质量及其标准的设定

因不同目的和不同需求而异。其次，大众化时期

的高校“走出象牙塔”，尽管“大学自治”和“学术

自由”的理念仍旧保留，但质量标准的制定者主要

是学生和政府，前者代表个体的各种需要，后者则

是社会各领域需求的集中反映者［１］。更重要的

是，由于学校的类型、层次以及学生的程度、对教

育的需求等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高等教育的质

量及其标准也不再明确和唯一。

从而，反映到人们对于质量的评估以及对于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观点变化上，到大众甚至普

及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并不是“无须向外界

证明”，相反地，它要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求，甚至

像其它行业一样面临着校外各界的审核与监督。

因此，从时代的发展要求来看，开展高等教育质量

保障活动对于任何一个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

阶段的国家而言都成为必要与必然。

截止２０１３年底，我国共有普通高校２４９１所，
其中本科院校 １１７０所［２］。在这些大学中，既有

“若干所争创世界一流”的大学“９８５”、“２１１”工程
高校、部委属院校、省属重点本科院校，也有省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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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本科高校，还有民办学校、专业学历办学机构

等等。从所承担的学历教育层次来看，既有研究

生教育（含博士生教育和硕士生教育），也有本科

教育和专科教育。从其办学的目标和定位来说，

既有研究型大学，也有应用型本科院校和大量职

业技术院校。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我们不能

以某一种质量观来衡量所有高校，而要分门别类

地有针对性地区别对待［３］。区别对待的方法就是

坚持多样化的质量观，执行不同类别的质量标准。

特别是对定位不同，办学目标不同的高校，我们不

能用简单划一的质量标准来衡量教育质量的高低

优劣。

　　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价值取向

的争论及其调和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价值取向决定高等教育

质量活动保障什么，即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内容的

问题。包括高等教育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对高等

教育质量保障价值取向存在较多分歧。目前，关

于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价值取向的认识与争论，

大致有以下三种流派［４］：

１．工具性的质量保障理论
工具性的质量保障理论将高等教育看作是有

输入和输出“产品”的生产过程，毕业生作为产品

推向社会劳动力市场，教育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是

按其符合社会需要的程度、生产效率等来评价的，

“好的产出就是高质量”。再如，人们把关注焦点

放在“学生入学时的水平与毕业时的成就之差”的

“附加值”上，关注教育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当全

面质量管理（ＴＱＭ）引入到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中来
以后，人们更注重过程质量的管理，即对学校所有

教育教学活动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管理，而不是

只关注输入、输出质量。

２．交流性质量保障理论
交流性质量保障理论反映了“为知识而知识，

为学术而学术”的价值观念，认为学术界自身的活

动就是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自我说明，反对用绩效

来判定教育教学质量。认为高等教育质量是其分

内之事，对来自高校外部的任何评价都坚决拒绝，

主张采取同行评判，学术专家才是高等教育质量

的首席法官，不容许外界“说三道四”。

３．学生发展理论
它主张高质量教学的标准必须符合学生的需

要。也就是说，在衡量高校教学质量目标是否达

成时，学生的发展应处于核心地位。教育成就的

获得者不是教师或者学校，而是学生，高等教育应

首先尊重“人性”，教育教学活动的根本出发点与

归宿———学生，才是衡量高等学校教学质量的主

要依据。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内容争论的根本原因在于

高等教育观的不同，以及高等教育不同利益群体

的客观存在。交流性质量保障理论是一种“学术

取向”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它既不强调教育满

足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不强调满足学生

个人的职业发展需要，而是把探索和传递高深学

问作为基本使命，把理智活动设定为社会的根本

利益。然而，当高等教育在国家、地方、企业发展

战略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

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不能

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５］，高等教育逐渐被纳入交

换体系，象牙塔中的自由探索就不再那么自由了，

它要反映不同利益群体对高等教育的愿望与诉

求：院校和教师作为服务提供者应该致力于提供

满意的服务，社会希望其成员具有良好的素质，学

生需要畅销的技能，并希望以更少的时间、成本和

努力获得这些技能，收到预期回报，工具性的质量

保障理论就反映了市场机制对高等教育价值观的

影响。学生发展理论实际上是现代人文主义、理

论主义价值观在高等教育领域回归的产物，它从

“人性”出发，强调人（学生）的发展才是高等教育

质量保障的核心［６］。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由于不同利益群

体的关注点有所不同与倚重，“高等教育质量观”

很难达成一致，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价值取向也

趋于调和，呈现出社会与个人价值取向的统合，并

侧重于学生的个体价值上，即对高等教育质量的

管理与控制成为政府、学校、社会的共同责任，同

时符合以学生为代表的个体需求。因为如果离

开了学术取向的质量保障，高等教育就会被市场

牵着走，从而降低大学的高等教育本质的内涵；

而如果离开了市场取向的质量保障，高等教育只

坚守自己的标准，与时代要求不一致，保守而缺

乏生机与活力，最终失去公众和社会的支持，失

去良好的发展机遇；而离开了学生需求的质量保

障，丧失的则是最可贵的对社会和个人的引导

功能［４］。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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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模式

选择的启示

１．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相匹配的质量
保障模式

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模

式的选择与构建都是以其各自的高等教育宏观管

理体制为出发点并与之匹配的。欧洲大陆国家的

管理体制属于中央集权型，荷兰、法国、德国等国

均以政府严格控制为特点，大学的自主权较小；英

国的高等教育素以“教授治校”而闻名，尽管近年

来将工商界中的 ＢＳ５７５０和 ＩＳＯ质量保障模式引
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活动中，但其本质上仍是学

术团体自治与政府管理相结合的模式；美国是市场

导向的，对高校的质量评估不由中央政府来进行，

鉴定机构是非官方的，但结果又得到官方及社会的

支持与认可，具有权威性，并成为决策的重要依据，

这是与其地方分权的管理体制相匹配的［７］。因而，

我国的教育质量保障模式构建既要跟踪国际先进

潮流与成功经验，同时又要从本国、本校的具体情

况出发，紧密结合本国宏观管理体制和各所高校的

办学实际，结合国际经验与本国传统和实际，构建

适合相应国情、校情的教育质量保障模式。

２．主要利益群体的力量分配与均衡
伯顿·克拉克（ＢｕｒｔｏｎＣｌａｒｋ）在其《高等教育

系统）（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一书中，分析了影响
高等教育系统的三种主要力量：学术界、政府力量

与市场力量［８］，它们同时也是高等教育三个主要

的利益群体。英国的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对教学质

量的评判主要是学术团体分内之事，不容外界干

预。英国政府对本国高等教育的管理基本上以市

场为导向，让高等教育在自由市场上生存、竞争。

但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在国际高等教育改革
影响下，政府逐步加强了对高等教育干预的力度，

花大力气在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上，实质

是改造其“纯粹”的高等教育市场导向，而代之以

“可控的”市场导向政策，反映在英国高等教育质

量保障模式的选择与构建上，就是反映政府与公

众对高等教育的要求。美国的情况与英国类似，

政府近年来也极力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干预力

度，建立州立高等教育评估组织，以法律形式对鉴

定机构提出要求。而欧洲大陆国家却与英美恰恰

相反，政府逐步放宽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增强高校

的独立性与自主权，以外部力量为主导，同时倡导

高校的自治［９］。以上各国都在朝着政府、社会与高

校三者间的平衡点进行着改革，这表明，要建立起

适合于这个时代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需要政

府宏观调控、社会有效监督、高校自我质量保障三

方力量的共同作用，更要实现三方力量的平衡。

３．持续完善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与雄厚
的评估资源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受到了西方各国政府的高

度重视。一方面他们格外重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他们不仅在机构设置、人员配

备、制度建设、经费支持方面都各有独特的一面。

另一方面，机构改革和发展上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使得他们在高等教育质量方面稳步提升，质量保

障机制的运行和管理方面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各

国以不同的形式为本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与质

量保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的物力，这是使其规模

巨大、工作繁杂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得以实施的

基础性条件。

从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机构运作来看，各

国运作方式有所不同，但有以下几个共同特

点［１０］：①从机构的设置上，独立设置受政府指派
或高校委托的委员会、中介机构、审核认证组织、

行业专家团体开展质量评估工作；②履行职能上
多受国家级领导的委托和指派；③从行政管理上
多由教育部（署）大臣行政官员兼任或直接管理；

④经费拨付上通常专款专用，行使项目效果跟踪，
同时接受社会捐赠和监督；⑤人员配备方面，有专
职、兼职管理人员之分，在审核认证业务指导上有

的也受董事会、委员会指导；⑥有的还根据院校评
估审核和专业认证的不同性质与规模进行配备专

家、审核员、信息员、专职秘书和兼职秘书。信息

公开也分有条件的公开、部分公开和结论公布等。

正是凭着持续完善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

系，雄厚的评估资源，以及行之有效的运行管理机

制，西方各国在质量保障机制的运行和管理方面

日益进步，在高等教育质量方面稳步提升，

　　四、大众化时期我国高等教育质

量保障模式的构建与发展

展望

１．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模式的构建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初步构建了政府、社会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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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校多方参与，以各种质量管理和评估评价为

核心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第一，顶层设计、

制度创新。新时期确立的“五位一体”高校本科教

学评估制度，即“以学校自我评估为基础，以院校

评估、专业认证及评估、国际评估和教学基本状态

数据常态监测为主要内容，政府、学校、专门机构

和社会多元评价相结合”的教育评估制度，以评

价、监督、保障和提高高校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

是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１１］，是对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高校教学评估工

作的顶层设计，是重要的制度创新。第二，以外促

内、重在内部。政府通过国家法律规定、经费保

障、政策指导以及建立定期的评估制度等方式来

实现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管理监控。但落足点还在

于“以评促建”，引导并鼓励高校依照其办学思路

和人才培养目标建立质量标准，促使各个学校构

建并逐步完善其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形成不断提

高教学质量的长效机制。在外部的推动下，绝大

多数高校都在原有教学质量检查和评估措施基础

上，建立了内部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积极开展

“自评自建”，并取得了不俗的成效。第三，以生为

本，社会参与。一方面，“以生为本”的质量标准理

论，即将学生对学习效果和社会对毕业生使用效

果的两个满意度做为高校教学质量的根本标准，

从根本上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本位、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这一新形势下高校质量评价的核心理念

和根本目标；另一方面，社会评估机构的参与初步

构成了多方参与的评估体系，补充完善了我国高

等教育评估的内容。

２．发展展望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

化教育阶段，并初步构建起由高校、社会和政府机

构共同参与的多元质量保障模式。但是，我国的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还处于不成熟的发展阶段，展

望今后的发展，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在走向大众化时代的我国高等教育，面对社

会多样化的需要，面对我国地区经济、文化和高等

教育发展基础的极大不平衡性，面对学生兴趣、爱

好、特长和学习基础的差异性，我们须进一步加强

对多样化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建立一套分层次、

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评价指标体系。在评

价与评估过程中，要注重高等学校办学特色，鼓励

高校自主定位，办出属于自己的“一流”水平。

对于高校，它们是高等教育质量内部保障的

主体，要主动根据社会需要、学生发展和知识发展

的要求对自身的教育教学质量进行监控和自我评

价，不断调适高校内部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

制，使学校处于不断优化和完善的良性运行过程。

具体而言，高校应从加强教学管理制度建设、构建

并完善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建立健全科学合理

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等三个方面来构建教学质量

内部保障体系 ，形成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长效

机制。

最后，还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教育中

介组织（中介机构、新闻媒体、学术团体）积极参与

高等教育质量评价，逐步形成一种校外相关机构

共同监督高等教育质量的氛围，在竞争中形成几

个水平高、信誉好的机构，发挥它们的作用，对高

校进行监督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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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规模扩大与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高等教育机构正从以往的知识的共同体逐渐转化

为知识的经营体［１］。学生成为高等学校提供的各

种教育服务（学习环境、生活环境、办学理念、社

会声誉、师资队伍等）的消费者。大量研究表明，

学生满意度指标与学生的学业成就密切相关。学

生满意度不仅成为衡量院校影响力的指标之一，

也成为反映高校教学顺应社会需求程度以及教学

质量的重要标尺。

一、大学生学习投入与满意度

（一）大学生学习性投入

１．学习投入理论
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市场化，大学生学

习与发展逐渐成为高教研究的重要议题。从上世

纪３０年代就有学者开始对学生参与的概念进行
初步研究，并逐步提出了许多概念框架和测量模

式，这其中主要包括泰勒的“任务时间性”（Ｔｉｍｅ
ｏｎｔａｓｋ）、佩斯的“努力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ｅｆｆｏｒｔ，
１９６０－１９７０ｓ）、阿斯汀的“学生涉入”（Ｓｔｕｄｅｎ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１９８４）、丁托的“学习和社交整合”
（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７，１９９３）、“本
科教育良好实践七原则”（Ｇｏｏ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ｉｎ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Ｇａｍｓｏｎ，
１９８７）等，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印第安纳大学的乔
治·库（Ｄ．ＧｅｏｒｇｅＫｕｈ）教授等人正式提出“学生

参与度”（Ｓｔｕｄｅｎｔ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的概念［１］。Ｋｕｈ认
为学生参与度具有双重核心特征：首先强调学生

在学习和其他教育活动中付出的时间和努力程

度；其次是大学如何分配资源、组织课程，如何提

供其他学习机会和服务，从而加深学生参与度，最

终促进理想的教育产出。学生参与度理论不仅强

调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要取决于学生自

身的努力程度，即学生投入到有效学习中所花的

时间和精力，同时也强调高校要创造良好的教育

环境和条件激励学生的这种参与程度，采用有效

的措施吸引学生参与到各项教育活动中。［３］

２．全美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
全美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简称“ＮＳＳＥ调查”）以学生
学习性投入理论为基础，主要考查学生在校期间

有效的学习投入和个人收获、满意度及毕业成就

等。自美国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启动ＮＳＳＥ调查以来，截
止２０１４年，美国、加拿大、香港、台湾等地区参加
该项调查的大学数量已增加到１５７４所，参与调查
的学生超过４．５百万。ＮＳＳＥ调查及研究结果被
广泛运用于评价大学教育的过程性质量、回应社

会问责、开展院校研究，并为教育教学工作改进提

供实证依据。［４］

（二）高等教育满意度测量

当高等教育被定义为服务产业之后，学生满

意度就成为反映学生对于高校学习经历和高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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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价值的主观体会和认知的多维性概念，是一种

期望与实际感受互动下的结果。

美国最早开始学生满意度的测量。有自１９６７
年开始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新生满意

度调查”，主要从师生关系、课程与教学方法、学生

生活、学生支持体系、教学设备以及对于总体学习

经历的评价六个方面系统考察学生的院校满意

度；１９９３年，劳瑞斯里克那（ＬａｕｒｉｅＡ．Ｓｃｈｒｅｉｎｅｒ）
和斯蒂芬妮朱丽叶特（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Ｌ．Ｊｕｉｌｌｅｒａｔ）研发
的美国大学生满意度量表（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ＮｏｅｌＬｅｖｉｔｚ），覆盖了学术指导成效、校园
氛围、校园对学生支持服务、对学生个体的关注、

教学成效、招生和资助成效、学术支持、学生活动

中心作用、服务卓越性。英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大

学生满意度调查（Ｎ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ｕｒｖｅｙ）涉
及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与反馈、学术支持、组织与管

理、学习资源、个人发展、学生社团和整体满意度。

我国高等教育在该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尚处于

起步和探索阶段，有学者借鉴美国及其他国家成

熟的测量工具展开分析；也有学者开始探索高校

学生满意度本土化测量工具的研发，主要考查的

是教师教学、教学管理、学生工作、学校环境、教学

条件与利用、学校社会声誉。

（三）中国大学生学习投入调查与满意度

１．中国大学生学习投入调查
我国高校最近几年才开始关注学生学习过程

和学习效果的评价，并借鉴国外的调查工具展开大

规模的调查。北京大学于２００８年基于自主研发的
量表开始开展“首都高校学生发展调查”。厦门大

学于２０１０年通过自主设计调查量表开展了“国家
大学生学习情况调查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于２００７年将“全美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引进我
国，汉化后在取得良好信效度的前提下，在国内组

织相关高校开展了“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

究（ＣＣＳ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ｅｌｅｎｔＳｕｒｖｅｙ）”。
从２００９年至今，我国先后有１１３所院校参与

清华大学组织的“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

究”，其中“９８５工程”院校１５所，“２１１工程”院校
２６所，地方本科院校６１所（包括６所独立本科，５
所民办院校），高职高专院校１１所，大学生有效数
据总量超过３０万。
２．学习投入调查与满意度
随着我国学情调查的开展，满意度的考查逐

渐成为研究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家大学生

学习情况调查”和“首都高校学生发展调查”中

已有满意度的相关成果。史秋衡老师构建了大

学生学习满意度测评各种逻辑模型［５］。文静、史

秋衡的研究表明对满意度有重要影响的因子是

教学引导、学校环境、图书馆资源和住宿餐饮［６］。

鲍威老师基于“首都高校学生发展调查”的研究

发现院校满意度受到学生个体特质、院校组织禀

赋、院校教学环境三个要素的影响［７，８］。在“中

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的进行与完善过

程中，满意度题项也越来越多，但关于满意度的

研究成果比较少，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大学生学

习与发展追踪研究”调查数据考查学习投入因素

对满意度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和分析

（一）样本

本研究基于河南科技大学２０１２年学情调查问
卷数据。该问卷共发放１４００份，回收、清理和剔除
不合格数据后剩余为１３３７份有效数据，其中一年
级３９９份，二年级３９７份，三年级３７７份，四年级１６４
份；男生的比率为５８５％，女生为４１５％；９８５％为
汉族，非独生子女８２１％，独生子女１７９％，农业户
口为７５９％，非农业户口为２４１％。

（二）因素确定

１初始模型
满意度是个多维的概念，受到院校特征、学生

学习背景、院校教学与管理等多因素的影响。前

人研究表明学习投入过程指标对学生的满意度存

在正相关［５－８］。基于以上的研究，本文假设学习

投入过程指标主动学习、生师关系和学校支持三

个因素与学生满意度存在正相关，构建了初始模

型，如图１。

图１　学习投入对满意度影响的初始模型

２．各构成要素解释
在不同的调查中生师互动、主动学习和学校

支持包含大量的题项，考查的内容非常丰富，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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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内涵。本文调查数据基于 ＣＣＳＳ，因此选取 部分通用性的题项，具体的变量内涵见表１。
表１　各变量内涵和分值算法

潜变量 观测变量 题项 评分方法

主动学习

主动参与课堂学习 ４
反思并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评价 １
本学年你的阅读量 ３
本学年你的写作量 ３
你的学习动力如何 １

４点变量（１００，６６７，３３３，
到０）

生师互动

与任课老师的关系 ４
与辅导员的关系 ３
与行政人员的关系 １

７点变量（１００，８３．３，６６．７，
５０，３３．３，１６．７，０）

学校支持

为你学业提供支持与帮助 １
帮助你应对人际关系和情感问题 １
帮助你应对经济问题 １

４点变量（１００，６６７，３３３，
到０）

满意度

大学给予你的学业指导 １
你在这所大学的就读经历 １
如果重新选择你还会选择这所大学吗 １

７点变量（１００，８３３，６６７，
５０，３３３，１６７，０）

　　在表１中，若观测变量是由若干调查题项组
成，则其值为所有题项的平均值。其中主动参与

课堂学习包括主动提问、作报告、完成老师布置的

任务和同学讨论完成作业；阅读量包含指定的教

材或参考书、学术论文、非指定的书籍（拓宽知识

面或休息）；写作量包含长篇、中篇和短篇；与任课

老师关系包含学习得到老师及时反馈、和老师讨

论分数和作业、参与老师课题和老师讨论职业规

划和价值观；与辅导员关系包括和辅导员讨论职

业规划和价值观、需要时能找到他们。

（三）构建模型

１模型拟合度
本研究利用ｓｐｓｓ２２和ＡＭＯＳ２２软件包对调查

数据以及初始模型进行分析。利用极大似然估计

法，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调试、识别、检验，最终得

到主要评价指标如表２所示。拟合后的模型中，
所有路径系数均达显著（ｐ＜０００１），说明该模型
假设中所有的路径均成立，该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表２　模型拟合度指标及拟合情况

指标 ＲＭＳＥＡ ＲＭＲ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ＰＧＦＩ ＮＦＩ ＩＦＩ ＰＮＦＩ ＲＦＩ ＴＬＩ ＣＦＩ ＰＣＦＩ
标准 ＜００５良好 越小越好 ＞０９ ＞０８ ＞０５ ＞０９ ＞０９ ＞０５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５０
实际值 ００４１ ００８５ ０９８ ０９６ ０６５ ０９６ ０９７ ０７４ ０９５ ０９６ ０９７ ０６５

图２　学习投入过程影响满意度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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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路径系数
图２展示的是主动学习、生师互动和学校支

持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及这三者对

满意度的影响路径系数。路径分析的路径系数一

般以标准化的回归系数作为直接效果值，标准化

的间接效果值等于路径系数值相乘，总效果值等

于直接效果值加间接效果值，具体指标见表３。
表３　各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系数

直接

影响

间接

影响１
间接

影响２
间接

影响合计

影响

合计

生师互动 ０３５ ０１９ ０１１ ０３ ０６５
主动学习 ０３７ ０１８ ０１２ ０３ ０６７
学校支持 ０２２ ０１８ ０２ ０３２ ０５４

　　（四）结果分析
１综合分析
从图２和表３可以看出：首先，生师互动、主

动学习和学校支持三因素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

和互相作用的。其次在对满意度的影响上，主动

学习、生师互动和学校支持都对满意度起到正向

的影响作用，其中主动学习和生师互动对满意度

的影响作用较大；再者，就满意度构成因素来看，

学业指导满意度和就读经历满意度在满意度中占

重要比重。

２生师互动
从表４可以看出，在生师互动中，辅导员对生

师互动的关系影响最大。辅导员在学校和学生相

处时间最多，大可影响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小

到日常琐事对学生进行指导帮助，和学生息息相

关，其潜移默化的作用存在于整个大学生活，甚至

其传播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对学生形成终生的影

响。作为高校的辅导员对学生的培养负有重要的

责任，多和学生沟通交流，是提高学生满意度的重

要途径。

表４　生师互动各因素构成系数

任课老师 辅导员 行政人员

生师互动 ０７８ ０８４ ０７８

　　作为学校的任课老师和行政人员在生师互
动中也占有重要的作用，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激

增和教育投入的增加，学生作为消费者对高校的

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这种意义来说，行政人

员就是高校服务的前台体现，特别是教务处、学

生处等和学生接触较多的单位，更应该提高服务

质量。

３主动学习
从表５看出，在主动学习的各项观察变量中，

学习动力的影响比重远远高于其他的影响因素，

因此，调动学生的学习动力才是最重要的任务，是

提高学生满意度的重要途径。

表５　主动学习各因素构成系数

主动提问反思学习 阅读量 写作量 学习动力

主动学习 ０４２ ０３８ ０３７ ０１５ ０６９

　　４学校支持
学校支持考察的是学校从学业、人际关系和经

济上为学生提供支持和帮助情况。从表６可以看
出，学生对学校诉求帮助和支持最多的是情感和人

际关系问题。其次才是学业指导和经济问题。在

我国现有的国情下，学生大学前的经历是以学习为

主，社会、学校、家长对学生的要求只有一项任务就

是学习。到大学以后，作为社会属性的人的社会性

才体现出来，特别是大学生处于青春期，思想激荡、

感情多变，价值观正在形成中，又首次离开家长的

呵护去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情感问题，因此，在情

感和人际关系上需要学校提供更多的帮助与支持。

学业作为学生的重要任务也占有较大比重。

表６　学校支持各因素构成系数

人际关系 学业指导 经济问题

学校支持 ０８４ ０７１ ０５５

三、建议

在高等教育规模激增和高等教育投入增加的

情况下，提高学生的满意度成为学校生存发展的

重要途径。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学校应从以

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心理学和社会学在各个领域证明，主动性和

满意度是高度相关的。同样的条件下，积极的人

生态度和自发性是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要调动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不仅仅是任课老师的责任，各

级学生管理部门都要发挥作用。如学校设立相应

的激励和奖励机制；邀请成功人士开展各类讲座，

树立起成功的榜样；开设心理学讲座，使得学生了

解心理和行为规律，学会自我激励和行为控制，养

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提高自我管理的能力。

（二）重视辅导员工作，提高辅导员工作的有

效性

受社会大环境以及高校发展思路和理念的影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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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高校领导对教学的重视程度普遍高于对辅导

员工作的重视程度，虽然认为辅导员工作不可或

缺，但没有充分认识到辅导员工作的重要性。对

辅导员工作的教育性和思想性认识不足，对辅导

员工作有效性的认同度不高。

正因为辅导员工作的重要性，要求辅导员本

人具有正确的人生价值导向、先进的教育理念和

较高的职业素养。学校要加强辅导员队伍的建

设，提高辅导员工作有效性。

（三）构建学生情感和人际关系帮助体系

关于大学生人际关系和情感问题的研究多见

于心理健康和生师关系的范畴。如：大学生人际关

系现状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有显著的影响，大学生

人际关系的困扰是其心理障碍与心理疾病最重要

的起因［９］。大学生人际关系危机的调查分析及对

策［１０］一文调查了人际关系的危机，但怎样应对危机

没有提出建设性意见。作为高校没有从学校层面

这样的高度认识到学生人际关系和情感对学生幸

福感、学业成就、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对学生的满意

度和忠诚度起到重要的作用。应对措施也不仅仅

是开设几场心理讲座，设置心理辅导中心这样简

单，而是要未雨绸缪的建立起多层次、多方位和多

种形式的情感和人际关系服务帮助体系。

四、结语

高等教育市场化和大众化趋势呼唤大学生满

意度的测量，需要高教研究人员以学生满意度为

终极测评指标，了解教育过程各指标在教育过程

中的作用和机制，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收获，有

针对性改进教育效果、提高教育质量，进而推动我

国本科教学评估范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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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省际高等教育均衡发展问题与对策

———基于河南省与全国的比较

张学军

（河南科技大学 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　六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但省际高等教育存在发展不均衡问题。本文以
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状况为参照，不仅从高等学校总数、高水平高等学校数量、部属院校数量对省际间

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现象进行了分析，而且从公共财政投入数量的视角，深入分析了我国省际高等教育

发展不均衡的内在直接原因，并提出了国家要对高等教育进行合理布局，各级政府要增加对高等教育的

投入，建立经济增长与高等教育共同发展的联动机制、建立多渠道高等教育经费筹措机制、加强监管避

免无效的资金投入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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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及省际不

均衡状况概述

进入２１世纪以后，在各种政策因素的影响下，
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由于种种原

因，省际间高等教育的发展存在明显不均衡。这表

现在，北上广等直辖城市及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

地区，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较快、水平较高，而在中西

部经济落后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较慢，水平较低。

这种不均衡不仅体现在高等学校的绝对数量和相

对数量上，而且体现在高等教育的办学水平上。

（一）高等学校总数快速增长

建国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平稳

扩张到快速膨胀的转变。这一个过程基本上可以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建国初期到二十

世纪末。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高等学校
的数量只有区区２０５所。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到
改革开放前夕的 １９８０年，高校数量增加到 ６７５
所。又过了大约 ２０年，数量增加到扩招前 １９９８
年的１０２２所，五十年间大约翻了５倍。１９９９年我

国实行了高校扩招政策以后，公立、私立（民办）高

校均获得迅速发展，短短十三年间，高等学校的总

数快速翻了一番还多，到２０１２年，高等学校的数
量就达到了２４４２所。其中，民办高校增加到７０６
所，地方普通高校１６２３所，中央部属高校１１３所
（见图１）。

图１　１９４９－２０１２我国高等学校数量变化
数据来源：各相关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二）省际高等学校数量分布不均衡

虽然扩招后我国高等学校的总数已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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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但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省际高等学校数量

分布极不均衡，省际间高等学校的数量和每百万

人拥有的高校数量的差距也非常大（见表 １）。
２０１２年，拥有高等学校数量最多的是江苏省，达
１５３所，最低是西藏自治区，只有６所，数量上相差

约２５倍，极差达到了 １４７所，方差是 ４７１５３．４２。
河南作为我国的人口大省，高等学校的数量有１２０
所，虽然总数远远超过均值（７２所），但由于各省
份之间人口的巨大差异，这难以准确反映高等教

育均衡发展的真正情况。

表１　２０１２年全国各省（区、市）高校总数和每百
万人高校数比较（单位：所）

省份
高校

总数

总数

排序

每百万人

高校数

人均

排序
省份

高校

总数

总数

排序

每百万人

高校数

人均

排序

北京 ８９ ４．２８４ 最高 湖北 １２２ ２．１０３
天津 ５５ ３．８７６ 湖南 １２１ １．８１５
河北 １１３ １．５４４ 广东 １３７ １．２８８
山西 ７５ ２．０６９ 广西 ７０ １．４８９
内蒙古 ４８ １．９２ 海南 １７ １．９１
辽宁 １１２ ２．５４１ 重庆 ６０ ２．０２９
吉林 ５７ ２．０６４ 四川 ９９ １．２２１ 最低

黑龙江 ７９ ２．０５２ 贵州 ４９ １．４０１
上海 ６７ ２．８０３ 云南 ６６ １．４１１
江苏 １５３ 最高 １．９２４ 西藏 ６ 最低 １．９４２
浙江 １０２ １．８５５ 陕西 ９１ ２．４１５
安徽 １１８ １．９６３ 甘肃 ４２ １．６２３
福建 ８６ ２．２８５ 青海 ９ １．５６４
江西 ８８ １．９４６ 宁夏 １６ ２．４６２
山东 １３６ １．３９９ 新疆 ３９ １．７４
河南 １２０ １．２７１

　　数据来源：各相关年度《中国统计年鉴》每百万人高校数经计算所得。

　　另一能反映省际高等学校数量分布不均衡真
实情况的数字应该是人均高校数。我们选择每百

万人口拥有的高校数为人均指标。从这一指标上

来看，每百万人高等学校数最高的是北京，４．２８４
所，最低的是四川，只有１．２２１所，最高的北京是
最低的四川的３．５倍。而河南由于人口较多，每
百万人高等学校数只有１．２７１，排在全国倒数第二
位。需要注意的是，每百万人口拥有的高校数这

一人均指标的极差是３．０６３。
（三）省际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差

异大

１．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省际分布差异
评价一个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不仅要看数量，

也要看办学水平。在我国，最早是以重点大学、非

重点大学来区分高校办学水平。２０世纪初，我国
在高等教育领域实施了“２１１工程”和“９８５工
程”，国家拿出专项资金推动国内高校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能够进入这两大工程的高校应该可以称

得上是高水平大学。

从数量上看，省际高等教育办学水平差异十分

显著（见表２）。北京、江苏和上海占据前三甲，分别
为２６所、１１所、１０所。而有１４个省份，２１１高校只
有１所。人均上看，每千万人２１１高校数量居前列
的是北京、上海和西藏，分别有１２．５７、４．２、３．２５所。
以西藏这样在全国相对落后的高等教育水平，能居

前三的主要原因，是该自治区人少。因为其也只有

１所２１１高校，而拥有２１１高校总数排名全国第四
的陕西，虽然拥有８所２１１高校，但每千万人２１１高
校数量还是排在了西藏和天津之后；与其他省份比

较而言，每千万人２１１高校数量最少的是河南。虽
然河南跟其他１３个省区都是只有一所２１１大学，但
是，由于河南的总人口在全国排名第二（在广东之

后），所以人均值只能排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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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２年全国各省份２１１高校数量比较（单位：所）

省份
２１１高校
总数

每千万人

２１１高校数量 省份
２１１高校
总数

每千万人

２１１高校数量
北京 ２６ １２．５６５ 福建 ２ ０．５３４
江苏 １１ １．３８９ 西藏 １ ３．２５１
上海 １０ ４．２０１ 青海 １ １．７４５
陕西 ８ ２．１３２ 宁夏 １ １．５４５
湖北 ７ １．２１１ 海南 １ １．１２８
四川 ５ ０．６１９ 内蒙古 １ ０．４０２
天津 ４ ２．８３１ 甘肃 １ ０．３８８
黑龙江 ４ １．０４３ 贵州 １ ０．２８７
辽宁 ４ ０．９１１ 山西 １ ０．２７７
湖南 ４ ０．６０３ 江西 １ ０．２２２
广东 ４ ０．３７８ 云南 １ ０．２１５
吉林 ３ １．０９１ 广西 １ ０．２１４
安徽 ３ ０．５０１ 浙江 １ ０．１８３
山东 ３ ０．３１ 河北 １ ０．１３７
新疆 ２ ０．８９６ 河南 １ ０．１０６
重庆 ２ ０．６７９

　　　　数据来源：２０１３年《中国统计年鉴》。

　　２．部属高校数量省际分布的差异
我国高等学校可按照隶属关系划分为部委所

属院校和地方所属院校。部委所属院校由国家相

关部委投入和管理，全国招生、全国分配（扩招

前），其办学经费多来自于所属部委。由于经费相

对充裕，其办学基本条件和师资配备相对比较好，

办学水平也较高。地方所属院校由所在省级政府

投入，招生主要面向本地生源。地方高校的办学

实力相对较弱。随着扩招后部属高校“地方化”的

日益严重（江苏、上海等地的部属院校当地生源比

例一度超６０％），部属高校在不同省份的分布的
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对不同省份高

等教育的投入差异，加剧了省际间高等教育发展

的不均衡。

由于建国后对前苏联高等学校设置的模仿等

原因，我国高校扩招前的１９９９年，中央部属高校
曾达到２６３所，一度占到全部高校总数的 ２６％。

为进一步理顺高等教育管理体系，配合扩招政策

的实施，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２日，教育部、国家计委、财
政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

学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的实施意见》，进行高校

管理体制的调整，大部分中央部属高校转交地方

政府管理或者实施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之后逐

步形成了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

政府统筹管理为主的新体制。到２０１２年，中央部
属高校减少到１１３所，占比也下降到５％。同时期
地方高校数量获得大幅度增加。

就部委所属高校而言，省际间的差距主要来

自各省份拥有部委所属高校数量上的不同（见表

３）。其中，北京最多，有３５所，排名第二位的江苏
只有１０所，第三位的上海也只有９所。而河南、
宁夏只有１所，山西、广西、内蒙古、海南、贵州、青
海、江西、新疆、云南、西藏等十个地区连１所部属
高校都没有。

表３　２０１２年中央部委所属１１３所高校在各省份的分布（单位：所）

省份 部属高校数 省份 部属高校数 省份 部属高校数

北京 ３５ 广东 ４ 重庆 ２
江苏 １０ 河北 ４ 浙江 ２
上海 ９ 天津 ３ 甘肃 ２
湖北 ８ 黑龙江 ３ 福建 ２
四川 ６ 山东 ３ 安徽 ２
陕西 ６ 湖南 ３ 宁夏 １
辽宁 ５ 吉林 ２ 河南 １

　　　　　数据来源：新东方网ｈｔｔｐ：／／ｋａｏｙａｎ．ｘｄｆ．ｃｎ／２０１３０８／９６３２３１５．ｈｔｍｌ，查询时间２０１４．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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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基于公共财政投入视角的我

国省际高等教育均衡发展

问题

依据经济学的观点，高等教育兼具公共产品

和私人产品的属性，其发展所需经费来源不仅应

该来自家庭为接受高等教育所支付的学费，而且

也需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

公共财政投入机制的不断完善，我国已逐步形成

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管理、以省为主

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省级政府在拥有更多高等

教育管理权限的同时，也必须承担起高等教育经

费投入的财政责任。省级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

入的多少，一方面取决于各省级财政所拥有的财

力的大小，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省级地方政府对高

等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即是不是愿意投入。

如果说，上述因历史上行政（政策）的原因所

造成的省际间高等学校总数、高水平高校数量、部

属高校数量分布的差距等可以直观看到的不平

衡，是造成省际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的原因之一，

那么还有一些不太能直观看到的原因，如各省之

间针对高等学校公共财政的投入，也是造成省际

间高等教育差异的重要原因。鲁佩涛、陶双宾［１］

（２０１３）抽选教育经费中的教育事业费拨款、工资
福利支出、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个人部分等指标及

相应的数据，对我国各省份和分地区的教育经费

配置情况进行比较后发现，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拨

款的总体配置和人均配置是直接决定各地区的教

育经费配置水平的两大因素。尤其是人均教育经

费配置水平的高低是反映地区教育经费水平的最

重要指标。

就地方高校来讲，由于省际经济发展的不平

衡，再加上各省份主管教育的官员在教育理念等

方面的不同，地方高校经费的省际差距较大。由

于目前地方普通高校数量占全国高校总数的９５％
左右，所以，这一类高校教育公共财政投入经费的

差异，是省际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起因。

根据资料，衡量省际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不平

衡的指标包含两大类维度，一是绝对指标，如高等

教育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普通高校预算内教育

经费、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另一是相对

指标，如普通高校预算内教育经费占 ＧＤＰ的比
重、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教育经费占总的预算内

教育经费比重等。

考虑到选取指标的科学性、代表性、可比性以

及数据的可得性，下文将高等学校预算内教育经

费看作衡量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投入大小的主要指

标，从总体数量、生均经费（绝对指标）以及高等教

育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地方财政支出及地方 ＧＤＰ
的比例、预算内高等教育经费占该省（区、市）总预

算内教育经费的比例（相对指标）两方面分别进行

分析。

文中数据的主要来源是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也有个别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和教育部网站所公

布的统计数据，以及新东方网、新浪网等非官方的

相对可信的数据。考虑到高校扩招政策的实行是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所

以本文选取数据的时间节点是自 １９９９年至
２０１２年。

指标具体说明如下：（１）“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是指国民收入分配中用于教育方面的开支。

其主要包括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

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校办

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等；［２］（２）
“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是指“中央、地方各级财

政或上级主管部门在年度内安排，并计划拨到教

育部门和其他部门主办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事

业单位，列入国家预算支出科目的教育经费，包括

教育事业拨款、科研经费拨款、基建拨款和其他经

费拨款”；［３］（３）“地方财政支出”是地方政权为行
使其职能，对筹集的财政资金进行有计划的分配

使用的总称。主要包括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

改造资金、科技三项费用、流动资金、农林水利气

象等部门事业费、工业交通等部门的事业费、支援

农村生产支出、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抚恤和社会

救济费、行政管理费、公检法司支出。

本文选择衡量省际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的指

标包括绝对值极差、相对值极差、标准差、差（变）

异系数等。其中，极差（也称全距）是指标的最大

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距，即最大值减最小值后所

得之数据。标准差是方差的算术平方根，即计算

各省份某项高等教育财政指标方差的算术平方

根，用以衡量地方高等教育财政区域发展的绝对

差异。差异系数是标准差与平均数的比值，即用

某项高等教育财政指标的标准差除以该指标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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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用以衡量区域地方高等教育财政发展水平

的相对差异。

（一）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财政性经费投

入及与全国的比较

如前所述，我国省际高等教育的发展依赖于

省级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我国高等教育自

１９９９年扩招以来取得了快速发展，这与省级地方
政府不断增加的投入密不可分。而省际高等教育

数量和水平上存在的差距，也主要来自于省级政

府的公共财政投入的不同。具体数据见表４。
表４　省际地方普通高校财政性经费投入差距（单位：万元）

年份
全国

总经费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极差 极差率

变异

系数
河南

最高

差值

１９９９ ２１６３３８１．３ １６７７４９．３ ７９９１．１ ４６３９１．４ １５９７５８．２ ２１．０ ０．６７ １１８０５６．４ ４９６９２．９
２０００ ２７７１２１０．６ ２４１１９２．９ ８４５０．９ ６０９１５．０ ２３２７４２．０ ２８．５ ０．６８ １２６５０４．９ １１４６８８．０
２００１ ３５６７８３０．３ ２９１７７８．７ ９１９８．２ ７２１７１．６ ２８２５８０．５ ３１．７ ０．６５ １３９３５０．３ １５２４２８．４
２００２ ４１２６０７８．３ ３９６３４３．０ １４８１４．１ ９１２８０．９ ３８１５２８．９ ２６．８ ０．６９ １９７７７９．６ １９８５６３．４
２００３ ４６９４８３２．３ ５１２８５５．９ １９１１１．０ １１１４６８．７ ４９３７４４．９ ２６．８ ０．７４ ２２４６５６．９ ２８８１９９．０
２００４ ５７５４０５３．０ ５５６６７７．６ １９５６５．２ １３８７１３．３ ５３７１１２．４ ２８．５ ０．７５ ２５８２９２．０ ２９８３８５．６
２００５ ６６４９６１３．０ ７０４１５３．２ ２７２４１．３ １６２０４７．４ ６７６９１１．９ ２５．８ ０．７６ ３１７０９６．８ ３８７０５６．４
２００６ ７９９５９２６．９ ８１７２９９．９ ３４５５１．８ １９４６０４．４ ７８２７４８．１ ２３．７ ０．７５ ３６９３８０．９ ４４７９１９．０
２００７ １０００４５７１．５ ９９５７４１．４ ４４５２２．５ ２３３１２９．５ ９５１２１８．９ ２２．４ ０．７２ ４２２５７３．９ ５７３１６７．５
２００８ １２９２７４４６．６ １４１４８３２．３ ５５８１７．４ ３０５３０５．３ １３５９０１４．９ ２５．３ ０．７３ ５５２０６７．８ ８６２７６４．５
２００９ １３９７５６２８．８ １４３０４４７．６ ５４７３５．０ ３１７４９８．２ １３７５７１２．６ ２６．１ ０．７０ ６３１３２０．２ ７９９１２７．４
２０１０ １７８８３７７２．９ １４９４８５３．３ ６９５７４．７ ３６１０９３．２ １４２５２７８．６ ２１．５ ０．６２ ８２３２３６．２ ６７１６１７．１
２０１１ ２６１９１１００．５ １８４５４８２．８ １０７７２３．４ ４５４８７４．８ １７３７７５９．４ １７．１ ０．５４ １３８６１６７．０ ４５９３１５．４

　　数据来源：根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计算整理所得。

　　显然，自１９９９年以来，全国３１个省级地方政
府对本地区普通高等学校财政性经费投入的总量

不断上升，从２１６３３８１．３万元增长到２６１９１１００．５
万元，增长了约１１．１倍。从各省份每年度的数据
来看，无论是年度的最大值还是最小值，平均大约

每年都能增长２５％。从河南的情况来看，基本保
持与全国其他省份相同的增长趋势。普通高校财

政性经费收入从１１８０５６．４增长到１３８６１６７．０，增
长了约１１．７倍。

从横向比较来看，十余年间，各省份普通高校

财政性经费收入的标准差由 ４６３９１．４元增加到
４５４８７４．８元，增长了８８０．５％；极差由１５９７５８．２元
增加到１７３７７５９．４元，增长了９８７．７％；说明随着
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各省份经济总量的差距也

越来越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水平的差距也越来

越大。极差率由 ２１．０增加到 ２００１年的最高值
３１．７，随后又逐步回落到１７．１；变异系数由０．６７
增加到２００５年的最高值０．７６，最后回落到０．５４
（见表１）。虽然河南普通高校财政性经费投入的
发展跟全国其他省份类似，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年度与相应年度的其他

省份最高值相比，其差距经历了由低到高再到低

的变化，即从 ４９６９２．９万元，增加到 ２００８年的
８６２７６４．５，达到了最高点，之后又逐步回落到２０１１
年的４５９３１５．４万元。

（二）河南省高等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ＧＤＰ的比例及与全国的比较
经济发展是高等教育等各项事业发展的基

础。各省份高等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ＧＤＰ的
比重反映了高等教育经费占 ＧＤＰ的比例，另一方
面也代表各省级政府对省属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投

入的努力程度。

从表５可以看出，在全国范围内，高等教育财
政性教育经费占ＧＤＰ的比例逐年上升，从１９９９年
占比０．２４％上升到２０１１年的０．５５％。表明当区
域经济发展后，各地政府均把地方高等教育的发

展作为重要投入方向，逐步加大地方经济发展对

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同期河南高等教

育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ＧＤＰ的比例也存在同样的
趋势，从１９９９年占比０．２６％上升到 ０．５１％。期
间虽有个别年份的小幅波动，但整体趋势没有

变化。

但是河南与全国相比，在平均差值上，河南差

距不大，２０００年时只有０．０３％，之后上升到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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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最高值 ０．１％，随后的几年，逐渐下降到 ０．
０４％。在与其他省份最高值的比较上，从１９９９年
差值０．５０％上升到２００５年的１．３９％，随后经过
小幅波动后，２０１１年还是停留在１．２６％这一比较
高的水平上。表明有些省份高等教育财政性教育

经费占 ＧＤＰ的比例增长很快，而河南相对比较
落后。

表５　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财政性教育
经费占地方ＧＤＰ的比重及与全国的比较（单位：％）

年份 全国平均 最高 河南 平均差值 最高差值

１９９９ ０．２４ ０．７６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５０
２０００ ０．２８ ０．８０ ０．２５ ０．０３ ０．５５
２００１ ０．３３ ０．７７ ０．２５ ０．０８ ０．５２
２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８９ ０．３３ ０．０２ ０．５６
２００３ ０．３５ １．０１ ０．３３ ０．０２ ０．６８
２００４ ０．３６ ０．８９ ０．３０ ０．０６ ０．５９
２００５ ０．３６ １．６９ ０．３０ ０．０６ １．３９
２００６ ０．３７ １．３３ ０．３０ ０．０７ １．０３
２００７ ０．３７ １．５５ ０．２８ ０．０９ １．２７
２００８ ０．４１ １．４９ ０．３１ ０．１０ １．１９
２００９ ０．４１ １．２４ ０．３２ ０．０８ ０．９２
２０１０ ０．４５ １．３７ ０．３６ ０．０９ １．０１
２０１１ ０．５５ １．７８ ０．５１ ０．０４ １．２６

　　数据来源：根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
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所得。

（三）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经费投

入及与全国的比较

尽管公共财政性经费投入在考察分析区域高

等教育发展经费总投入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察

指标，但是由于各省份所拥有的高校总数不同，在

校大学生的总数也不同，总量的大小并不能准确

代表能够用于每个在校大学生的培养经费。因

此，运用生均预算内经费投入作为指标，考察各省

份教育经费是否能够满足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需要

的情况十分必要。具体数据见表６。
表６　河南省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
经费支出与全国的比较（单位：元）

年份 全国 最高 河南 全国差值 最高差值

１９９９ ８９１４．９ １８４８７．８ ７８３８．９ １０７６．０ １０６４８．９
２０００ ８６２５．７ ２２１６５．３ ５２３５．１ ３３９０．６ １６９３０．２
２００１ ７７９３．４ １８９６７．１ ３６２０．０ ４１７３．５ １５３４７．２
２００２ ７０２１．１ １９９８２．９ ４１８１．６ ２８３９．５ １５８０１．４
２００３ ６５２２．５ ２１１０２．０ ４２０１．４ ２３２１．１ １６９００．６
２００４ ６２２０．６ １７２５６．０ ３６８１．９ ２５３８．７ １３５７４．２

年份 全国 最高 河南 全国差值 最高差值

２００５ ５９４０．８ ２７０６４．１ ３８９８．３ ２０４２．５ ２３１６５．７
２００６ ６３９５．４ ２１１９５．３ ４５７５．０ １８２０．４ １６６２０．３
２００７ ６９６３．４ １９６１２．６ ４１２８．９ ２８３４．５ １５４８３．６
２００８ ８２４１．６ １９７６７．７ ４２４３．１ ３９９８．４ １５５２４．５
２００９ ９０３５．３ ２３２３２．５ ４３１６．８ ４７１８．５ １８９１５．７
２０１０ １０１４４．３２７９６５．３ ４３４６．９ ５７９７．４ ２３６１８．４
２０１１ １４４４２．２３７１２０．８ ８８４０．２ ５６０２．０ ２８２８０．６

数据来源：根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
育经费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数据显示，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我国地方普通高校
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变化经历两个阶段，其

中，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地方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
经费支出从８９１４．９元下降到５９４０．８元，达到极
小值，随后的 ６年间不断增加，到 ２０１１年达到
１４４４２．２元。

同期河南省普通高校的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

经历了先升后降、再升再降的波动过程，总体波动

幅度不大，稳中有升。如前所述，这一时期是全国

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期，河南省政府对生均教育经

费的投入保持了相对稳定，客观上能够保证高等

教育的发展质量。但如果考虑到通胀因素，其教

育经费的绝对量仍旧较低。

从河南省与全国及其他省份的横向比较来

看，河南省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与

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从１９９９年的１０７６．０元，
到２００１年的 ４１７３．５元，又下降到 ２００６年的
１８２０．４元，最后又逐渐上升到５６０２．０元。最高差
值从１９９９年的１０６４８．９元，到２００１年的２８２８０．６
元，期间虽有波动，但从总体上看，河南与全国的

均值，与各省份最高值的差距，有逐渐拉大的

趋势。

（四）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教育经费占

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

全国范围来说，自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１１年的十余
年间，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

的比重一直维持在２％到３％左右，最高年份２００７
年也仅仅只是３．２％。数据还显示，省际间普通高
等学校预算内教育经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差

距较大，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１１年间，年度占比最高的省
份曾达到５．１４％，几乎是当年国家均值的２倍。

虽然这一时期，河南省的情况与全国的趋势

基本保持一致，也是在２％到３％左右徘徊，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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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３．１８％出现在２０１１年。但河南省普通高校预
算内教育经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与相应年份

的最高值的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从１９９９年的
０．３８％到 ２００６年的 ２．２８％，之后就逐渐下降至
２０１１年的１．８０％，说明河南省政府对高等教育的
投入，与国内一些省份相比，增长还是比较慢；河

南省普通高校预算内教育经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

比重与全国平均值的差距波动较大，１９９９年，平均
差距还只是 －０．７４％，说明河南省的高等教育投
入还是比较多的。随后差距逐步缩小，到２００６年
与全国的平均值相等。之后就开始落后于全国的

平均水平。到 ２０１０年，这一差距重新变成负数
值。其中２００７年达到 ０．９７％的最高值。（见表
７）

表７　河南省普通高校预算内教育经费占地方

财政支出的比重及与全国的比较（单位：％）

年份 全国平均 最高 河南 平均差值最高差值

１９９９ ２．３０ ３．４２ ３．０４ －０．７４ ０．３８
２０００ ２．５３ ４．０１ ２．８０ －０．２７ １．２２
２００１ ２．５１ ３．８０ ２．７０ －０．１８ １．１１
２００２ ２．６０ ４．３０ ３．１２ －０．５２ １．１８
２００３ ２．６２ ４．４９ ３．１０ －０．４８ １．３８
２００４ ２．６８ ５．１４ ２．９０ －０．２２ ２．２５
２００５ ２．５４ ４．４３ ２．８２ －０．２７ １．６１
２００６ ２．５４ ４．８２ ２．５４ ０．００ ２．２８
２００７ ３．２０ ４．１６ ２．２３ ０．９７ １．９３
２００８ ２．５３ ４．０８ ２．３６ ０．１８ １．７２
２００９ ２．１９ ４．１９ ２．１３ ０．０６ ２．０６
２０１０ ２．２７ ３．９０ ２．３４ －０．０６ １．５７
２０１１ ２．６６ ４．９７ ３．１８ －０．５１ １．８０

数据来源：根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

育经费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所得。

（五）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教育经费占

总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比重及与全国的

比较

高等学校预算内教育经费占总预算内教育经

费的比重有重要的意义，它代表着，相对于中等和

初等教育，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相对重视程度（见表

８）。
表８　河南省普通高校预算内教育经费占总

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比重及与全国的比较（单位：％）

年份 全国平均 最高 河南 平均差值最高差值

１９９９ １５．７８ ３５．４３ ２０．９６ －５．１８ １４．４８

年份 全国平均 最高 河南 平均差值最高差值

２０００ １７．３３ ３１．１７ １５．５７ １．７６ １５．６
２００１ １６．１５ ３０．７５ ６．０２ １０．１２ ２４．７２
２００２ １５．６５ ３１．６３ １３．６１ ２．０３ １８．０２
２００３ １５．８ ３４．７１ １４．７９ １．０１ １９．９２
２００４ １５．９２ ３７．８ １４．１３ １．７９ ２３．６７
２００５ １５．８７ ３７．５６ １５．０１ ０．８６ ２２．５５
２００６ １５．２２ ４６．８７ １６．６ －１．３８ ３０．２７
２００７ １４．０９ ５５．７ １６．８４ －２．７５ ３８．８６
２００８ １４．６４ ４３．５８ １１．１４ ３．５ ３２．４４
２００９ １３．７１ ４６．１３ １０．４２ ３．２８ ３５．７１
２０１０ １３．９８ ２２．６１ １２．３１ １．５７ １０．３０
２０１１ １６．０８ ３０．５９ １５．３６ ０．７２ １５．２３

数据来源：根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
育经费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所得。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全国的平均值一直围绕着
１６％上下徘徊，最高达到了１７．３３％（２０００年），最
低则仅有１３．７１％（２００９年）。而这一时期，河南
省普通高校预算内教育经费占总预算内教育经费

的比重存在较大波动，最低只有 ６．０２％（２００１
年），而最高则有２０．９６％。同时，从总的趋势来
看，也有下降的趋势，从１９９９年的２０．９６％，降低
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５．３６％。

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教育经费占总预

算内教育经费的比重与全国最高值的差距从１９９９
年的１４．４８％一直扩大到２００９年的３５．７１％。其
中２００７年达到 ３８．８６％的最高值。随后慢慢回
落，这一差值又回归到１５．２３％。

三、结论和启示

（一）研究结论

经过６０多年的努力，尤其是１９９９年我国实
行高校扩招政策之后，我国高等教育无论在数量

还是在质量上均较快发展。但省际间高等教育存

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不均衡。这与各省份对高等

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财政投入有重要关系。

从总量上看，自１９９９年以来各省份针对普通
高等学校的财政性经费投入逐年增多，同时省际

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而同期河南省保持了与全

国其他省份相同的增长趋势，实现了高等教育财

政投入与经济发展的基本同步。但是各年度与其

他省份相应年度的最高值相比，其差距经历了由

低到高再到低的变化。表明其增长的幅度与其他

省份并不同步。２００８年之后的几年增长幅度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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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这一时期，河南省与全国其他
省份一样，高等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ＧＤＰ的比
例逐年上升，表明政府越来越认识到，高等教育对

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横向来看，相比其他省份，

河南省高等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ＧＤＰ的比例
增长速度落后于一些发达省份。

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经费投入比较研究

的结果表明，１９９９－２０１１这一全国高等教育快速
发展时期，我国地方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

费支出存在小幅波动变化，而河南省政府对生均

教育经费的投入保持了相对稳定，但其教育经费

的绝对量仍旧较低。并且与全国总体差距在逐渐

扩大。

自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１１年的十余年间，河南省普
通高等学校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

直维持在２％到３％左右，与全国保持一致，但一
般高于均值。但与国内某些占比较大的省份相

比，河南省普通高校预算内教育经费增长速度较

慢，与全国平均值的差距波动较大。

在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教育经费占总预算内

教育经费的比重方面，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全国平均值
一直围绕着１６％上下徘徊，但河南省的波动较大，
最低只有６．０２％（２００１年），而最高则有２０．９６％，
且与全国最高值的差距也比较大。

（二）研究启示

１．国家要合理进行高等教育的布局
进入２１世纪，我国高等教育不仅在数量上，

而且在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高等教育的

数量和质量分布极不均衡。一些原本是各省份的

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

集中了全国主要的和重要的高等学校。这种状况

不利于中西部地区和一些中小城市经济发展过程

中对高水平人才的迫切需求。

从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可以看出，省际高等教

育的均衡发展离不开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合理布

局。为实现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政府可以根据

区域人口数量和产业发展重点，按照一定的比例，

合理规划和布局高等学校的数量分布，尤其是要

合理布局高水平大学的分布，以充分发挥高等教

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河南省目前每万

人拥有高校的总数比较低，且只有１所２１１工程
重点建设高校，随着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不断深入，

这种状况将越来越成为河南省经济发展的阻碍。

２．各级政府要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高等教育是典型的空间外溢性准公共产品，

当地方政府因其经济不发达而不能保证本地居民

享受与其他地区同等的、最低水准的公共服务时，

高一级的政府有责任帮助这些经济不发达的地方

政府。河南省是我国的人口大省、粮食生产大省、

劳动力输出大省，其高等教育的发展关系着整个

国家经济的发展，因此，各级政府在高等教育投资

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国家有关部委及河南

省政府，应从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在兼顾全国和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同时，应提高对加快河南省

高等教育发展的认识，加大对河南高等教育的投

入和支持力度，使得河南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再受

资金不足的束缚。

３．建立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共同发展的联动
机制

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发展高等教育的物质

基础，一省的经济总量和财政支出能力对高等教

育财政预算内投入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省域经

济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对高等教

育投入的水平。东中西部地区的区域间经济发展

的不协调也是高等教育发展不够均衡的主要原

因。因此，国家也应当采取措施，一方面要加快区

域经济发展，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二

是要建立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共同发展的联动机

制，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

４．尽快建立多渠道高等教育经费筹措机制
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充足的经费投

入。目前，经费不足成为制约河南高等教育发展

的瓶颈，但仅依靠省级财政对高等教育的单一渠

道投入，显然不能满足河南省学子对高等教育的

强大需求。高校扩招和省级财力有限的矛盾以及

学杂费不断攀升与家庭负担过大的矛盾相当突

出。《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规划（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中提出“多渠道增加高等教育投入，健全并完善高

等教育发展的保障机制，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多

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的制度，拓宽筹措教育经

费的渠道，增加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应充分

发挥市场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尽快建立起

政府拨款与学校自筹、个人和企业捐赠等相结合

的多元化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的机制，疏通社会投

入高等教育的顺畅渠道，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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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高等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

５．加强监管，避免无效的资金投入
为提高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省级政府

应建立政府外部监管与高校内部约束相结合的经

费使用监督机制，对高等学校办学经费的使用情

况、债务情况、办学规模等方面进行有效监督，避

免无效的资金投入，防止高校办学经费的浪费。

除此以外，在高校的运行管理上，政府应加强宏观

调控，在高校基建规模控制，债务责任划分，高校

内部治理等方面建立严密的规章制度，避免办学

成本的无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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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实施科技创新政策的问题研究

李保元，魏德印，马凤晨，曹 毅

（河南科技大学 工程训练中心，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　科技创新已经是当前高等院校的一项重要工作，正确的科技创新政策能够有效促进高校的科技创
新工作。但是，目前高校在科技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导致科技创新工作不能得到最大限度

的发展。本文通过对高等学校科技创新政策实施问题的研究，试图找出改善此项工作的办法和策略，为

高等学校和政府今后制订科技创新政策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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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２１世纪，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
力，科技创新能力是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的重要

标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社会和政

府对高等学校的期望越来越高，高等学校不仅仅

要承担培养人才的重担，还要承担起科技创新的

重要任务。地方高校作为我国科技创新队伍中的

一支重要力量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助

推作用［１］。然而，当今科技创新政策在高等学校

的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

制约高等学校科技创新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

要对高等学校科技创新政策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

应当采取的对应策略进行研究。

　　一、高等学校实施科技创新政策

中存在的问题

作为集知识创新、生产、传播和应用为一体的

高等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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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高等学校是科

技创新的主体，也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完善的科技创新政策对高等学校科技创新有着全

面的促进作用。当前在高等学校科技政策实施中

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管理部门和高校教师的认识问题

科研人员作为一个具有高层次科学文化素养

的群体，在物质相对满足时比较重视内在自我心

灵和外部社会活动的感受，有追求学术成绩和自

我实现的需要［３］。因此，高等学校的科研管理部

门对科技创新工作者要关心和理解，积极创造条

件来保证他们实际工作中的需要，更要研究和关

注他们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而激发科技创新工作

的内在动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性。长期以来，

高等学校对科技创新的管理存在认识上的不足，

认为搞科研是教师的事，科研带来的“名”和“利”

都是教师的。因而对项目负责人实行“谁申报，谁

负责”，项目负责人从项目构思和项目申报、项目

开展和项目经费使用、一直到最后项目结项，期间

都是由项目负责人来组织完成。作为管理部门，

只是代表高校对课题进行担保和经费管理，这种

认识上的缺失造成了管理部门对科研项目的具体

实施没有真正尽到管理职能。再者，一般高等学

校科研项目管理办法中经常以入校科研经费多

少、科研项目数量、科研项目级别和层次以及科研

奖励的级别数量等来评价科技创新的研究水平，

“重申报，轻研究”，许多高校的管理部门常常存在

攻关行为，用资金奖励、配套经费等方式刺激教师

申报项目。最后，高校对科研项目进展过程缺乏

有效的监管措施，在科研项目进行过程中，教师往

往会采用各种急功近利的方式，把科研创新经费

当成个人“小金库”，缺少法律意识，把科研经费占

为已有的现象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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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政策上的问题

科研项目通常以经费形式来体现，上级政府

管理部门对科研经费进行宏观控制，高等学校对

科研经费的使用严格把关。课题结项时管理部门

要对课题经费的使用进行审计，对不合乎要求的

经费支出要由高等学校承担责任。这就造成了高

等学校对教师科研项目经费的使用管制过于严

格，制订复杂繁琐的报销程序。在具体实施时严

格要求报销发票和程序合乎规定，而对具体使用

方向不去监管，因而造成各种不规范行为经常发

生。一方面，上级经费划拨部门无视科技创新工

作的发展规律和科技创新性质，没有具体分析科

技创新经费的使用特征。在申报项目之前，申报

人就被要求对具体的经费使用方向进行预算和分

配，最后严格按照预算分配方案进行审计。科学

研究过程不同于一般的生产工艺流程，没有明显

的阶段性和生产工艺标准参数可对照、考核及调

控，没有明显的可视性和可控性，一些不可控因

素会影响项目研究的进度［３］，因此在具体研究过

程中存在种种不可控的经费支出，而在这种管理

模式下，只能先编造预算，再拼凑经费支出凭据。

另一方面，高等学校的科研管理部门和经费管理

部门往往不是一个部门，没有有效的协作机制和

信息传输机制，也会造成实际工作中经费使用的

无序，进而造成高等学校科技创新工作无法顺利

开展。

（三）科技创新评价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如何对高等学校教师的科技创新进行评价一

直是高等学校面临的一个难题。只有在符合高校

科研规律时才能正确、客观地评价、衡量科研工

作，才能使评估结果符合实际、可信度高，才能使

评估起到奖优促劣、推动科研工作发展的作用［４］。

现在的普遍做法是把教师的评价与高等学校的三

大任务结合起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

通过教师的三大任务完成情况来具体量化考核教

师，并且和职称、岗位聘任直接联系起来。科技创

新作为高等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评价时就量

化表现为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和数量、科研获奖

级别和数量等等。而没有真正把握科技创新的核

心是能否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种考核机

制和评价指标不能对科技创新进行正确的引导和

评价，从而导致教师在科技创新研究过程中重视

论文发表，忽视科技创新应有的本意，形成大量的

科研成本投入浪费，却没有相应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

二、高等学校实施科技创新政策的改

进措施

对于高等学校科技创新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

题，我们应该从以下两方面来加强和改进。

（一）改进管理部门的管理意识和方法

１．制定科技创新管理的规章制度
高校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建立需要政府用立

法程序和手段来建立和健全，要做到有法可依。

由于国情的特殊，行政部门往往掌控较大的权力，

而具体参与科研过程的研究者则掌控较少的决策

与掌控权，学术权力的缺失导致在高校科研项目

评审过程中，往往是基于关系而非科研项目的优

劣［５］。因而，需要依法制定相关政策，要对高等学

校科技创新工作的责、权、利合理分配，同时集中

整合高校科技创新内外部资源，解决高校科技创

新管理政策体系面临的问题。主要要抓住两个层

面：首先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机能，进一步健

全高校科技创新政策，针对各级政府对高等学校

科技创新项目的需求，做到统一协调，同时相互配

合和补充；继而充分调动高等学校的积极性，制定

相应的配套而健全的科技创新政策，各管理部门

之间，要充分考虑与上级政策的衔接和配合，提高

政策协调性。

２．优化具体管理细节并加强监管力度
高校科研管理体制是否科学完善，关系到科

研工作的效率和科学发展，影响到科研资源整合、

科研项目进度、科研成果质量等多个方面，直接影

响着高校的科研水平［６］。高等学校的科技创新政

策制定部门要逐步加强对上级政策的吸收和消

化，在优化具体管理细节方面进行改进，提高科

技创新工作的监管力度和运行效率，注重实施效

果。首先，要对高等学校科技创新政策实施过程

中存在问题仔细研究和分析，结合上级科技创新

相关政策的要求，对高校科技创新政策进行改

革，既要适应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又要符

合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要求，要进一步规范高校科

技创新政策的运行，在人员方面、基建方面和公

用经费方面明确科技创新经费分配比例结构，实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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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经费的专人负责制度，从而实现高校管理者对

科技创新政策的支持与监督。第二，高等学校管

理部门应通过加强财务审计和检查等的防范措

施，研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明确科技创新管理

部门、财务部门和审计部门在科技创新管理工作

中的关系，进一步促使科技创新政策的科学运

行。第三，对高等学校内部科技创新中的腐败问

题也要加强防控。

３．重新构建合理的评价体系和指标
加强高校科技创新评价指标政策指导进而建

立多元评价标准，在高校科技创新评价方法中要

明确制定“量”和“质”并重的评价指标体系。逐

步建立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评价体系和评价指标，

实现多样化和综合化，从而保证评价体系的科学

性和公正性。用科学的评价体系和机制来引导教

师的科技创新活动，只有准确制定科技创新评价

体系和指标，才能更好地发挥科技创新评价效能，

防止出现片面追求“量”而忽视“质”的现象。

（二）改正教师在科技创新工作中的认识误区

１．高校教师要强化科技创新工作中的法律
意识

我国高等学校在科研项目上普遍实行课题制

管理模式，致使在高校科技创新领域形成了以下

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课题负责人直接负责经

费的支配使用，由于部门的监管不到位，导致了经

费乱支滥用的现象；另一方面促生了权力寻租现

象，人们总把这类问题视为教师进行学术活动时

产生的“次生问题”，认为只是科研道德和学术

风气方面的行为不端，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

相当严重的违法现象。这两方面的认识成为高

等学校科技创新项目经费使用中的违法和腐败

滋生存在的重要诱因。作为科技创新活动的主

要参与者，高校教师要强化自己的法律意识，自

觉把个人行为纳入廉政建设范畴，加强廉政建

设，从思想根源上根除腐败意图，增强自身的防

腐拒变能力。

２．认真执行科技创新工作的经费管理制度
管理的规范必须有健全的和科学的制度作

为保证，完善的制度是确保经费监督制度化、规

范化和经常化的前提。人都有私欲，仅仅靠科研

项目负责人的自律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制度

制约的话，私欲膨胀便没有止境，就会滋生腐

败［７］。高校教师要认真学习政府和高校的科技

创新政策，学习相关的财务制度，从而保证科技

创新项目经费使用和支出符合相关制度要求，逐

步消除钻空子和找漏洞的心理，树立正确的认

识。高等教育是一个为人师表的阳光事业，教师

要做到认真执行科技创新工作的经费管理制度，

主动接受监督。

３．正确对待科技创新工作的审计和监督
制度和文化氛围的建设是营造良好的科技创

新工作环境的要求，也是遏制科技创新领域各类

腐败和寻租活动的重要措施。管理部门和项目承

担单位都要按规定实施信息公开，接受监督，调动

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让资金在阳光下运行［８］。

高校教师应该用正确的态度对待科技创新工作的

审计和监督，主动接受相应的审计和监督工作。

在科技创新项目进展中，项目负责人要主动向主

管部门进行汇报和沟通，对科技创新项目进展、科

研经费使用及研究成果进行汇报，积极营造良好

的科技创新文化与道德建设环境，为我国创新型

国家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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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专项身体素质练习与足球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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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河南科技大学车辆学院２０１３级５３名足球选项班男生为研究对象，测量了学生的专项素质指标
和足球技能指标，运用一元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这些指标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多球快速传接、运

球折返跑、原地头顶球三项身体素质训练能有效提高足球技能学习成效。

关键词：　专项素质；足球技能；学习成效；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０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４－１１－０３
基金项目：　河南科技大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２０１３－０７９）
作者简介：　倪宏竹（１９７８－），男，江苏泰兴人，教育学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校足球教学研究。

Ｅｍａｉｌ：ｌｉｔｎｈｚ＠１６３．ｃｏｍ。

　　足球是世界上开展最广泛、最受人们喜爱、
影响最大的体育运动项目，被称为世界“第一运

动”。与此同时，足球选项课作为高校体育教育

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对于满足学生生理、心理

需要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保证足球选项

课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至关重要。

２００４年，全国普通高校学科课程改革对主干
课程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贯彻新的课程要

求的同时，笔者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发现，足球课

程由于自身技术动作难度大，身体素质要求高，学

生实际的掌握情况往往不尽人意。本文通过研究

普通高等学校足球选项课学生专项身体素质在足

球教学中的作用，探讨学生身体素质与足球技能

学习成效的内在联系，揭示提高足球技能学习的

内核因素。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河南科技大学车辆学院５３名２０１３级足球
选项班男生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测量

法及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由同一位任课教师采

用相同教学模式，对他们进行１６周共计３２学时
的足球专选课程教学。教学结束后，按照足球选

项课教学大纲评分要求，统—进行技能测试，计算

足球综合技能得分。同时按照专家问卷确定的足

球专项素质指标进行身体素质测试，计算各专项

素质得分。

二、结果与分析

（一）足球专项身体素质指标的确定

１．测试指标的确定
通过专家访问调查、查阅文献资料，初步确定

了与足球技能综合成绩相关的专项身体素质测试

指标，包括大力射门、原地跳起头顶球、１０米折返
跑、变向运球、运球过障碍物、抛实心球、８００米变
速跑、转身快速传接球和小步快速跑共９项测试
指标（见表１）。

表１　９项测试指标一览表

序号 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４ Ｓ５ Ｓ６ Ｓ７ Ｓ８ Ｓ９

指标
大力

射门

原地

头顶球

１０米折
返跑

变向

运球

运球过

障碍物

抛实

心球

８００米
变速跑

转身快速

传接球

小步

快速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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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专项身体素质指标的确定
通常身体素质测试指标越多，反映的信息量

就越大，但是过多的测试指标会增加分析问题的

难度，从而影响其在实际中的运用和指向［１］。此

外，因为各项身体测试指标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

相关性，从而导致身体测试指标之间信息出现重

复，这就要求所测指标既能较准确地反映项目特

点，又不能太多，更不能重复。因此本研究对９个
测试指标进行了聚类分析，又结合每一组类别中

各项指标与技能综合成绩的相关程度来确定最终

每类指标中的代表性指标，建立起决定足球专项

技能测试成绩的 ５项专项身体素质指标（见表
２）。

表２　９项测试指标聚类分析结果

分类 指标 相关系数 典型指标 代表素质

１ Ｓ４Ｓ８ ０．４４１０．４４２ Ｓ８ 柔韧素质

２ Ｓ２Ｓ６ ０．５８９０．７４６ Ｓ２ 腰腹力量

３ Ｓ５ ０．６６ Ｓ５ 灵敏素质

４ Ｓ３Ｓ７ ０．７５２０．８７４ Ｓ７ 下肢耐力

５ Ｓ１Ｓ９ ０．６６２０．４４３ Ｓ１ 下肢爆发力

　　（二）专项身体素质对足球技能测试成绩的影
响评价

１．各专项身体素质指标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的建立与评价

反映两个变量之间密切程度的指标称为相关

系数，常用ｒ表示，当 ｒ＝０时表示不存在线性相
关；当０＜｜ｒ｜≤０．３时为微弱相关；当０．３＜｜ｒ｜≤
０．５时，为低度相关；当０．５＜｜ｒ｜≤０．８时，为显著
相关；当０．８＜｜ｒ｜＜ｌ时，为高度相关；当｜ｒ｜＝ｌ
时，为完全线性相关［２］。为了精确地表达这种关

系，课题组将技能测试成绩与各专项身体素质建

立起数学模型。以每项身体素质成绩指标为自变

量，以相应的足球技能成绩指标 Ｙ为因变量进行
各自的一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３和表４。

从表３来看，转身快速传接球练习的相关系
数ｒ为０．４４２，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低。建立的
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中，Ｆ值为 ０．１２１，Ｓｉｇ为
０７３３，达不到显著性水平，表明该回归方程预测
结果的准确性相对较低。８００米变速跑、原地头顶
球、运球过障碍物、大力射门这几项专项素质回归

方程的显著性检验中Ｓｉｇ都小于０．０５，说明用这几
项身体素质建立的回归方程效果显著，能够较准

确地用回归方程预测综合技能成绩得分。

表３　回归方程对总体模拟程度检验表

专项素质 ｒ Ｆ Ｓｉｇ
８００米变速跑 ０．８７４ ８．５０６ ０．００５
原地头顶球 ０．７４６ ５．９１３ ０．０１５
运球过障碍物 ０．６５ ３．２５５ ０．０４５
大力射门 ０．６６２ ４．１７６ ０．０４３

转身快速传接球 ０．４４２ ０．１２１ ０．７３３

表４　各专项素质成绩与综合技能成绩回归分析

专项素质与技能成绩 一元回归方程 预测变量ｔ值 预测变量ｐ值

８００米变速跑（ｘ）与技能成绩（ｙ） 非标准化：Ｙ＝２５．８８４＋０．３０９Ｘ
标准化：Ｙ＝２５．８８４＋０．３７８Ｘ ２．９１７ ０．００５

原地头顶球练习（ｘ）与技能成绩（ｙ） 非标准化：Ｙ＝２４．３２３＋０．１０２Ｘ
标准化：Ｙ＝２４．３２３＋０．３２３Ｘ ２．４３４ ０．０１５

运球过障碍物（ｘ）与技能成绩（ｙ） 非标准化：Ｙ＝２６．２４８＋０．０２７Ｘ
标准化：Ｙ＝２６．２４８＋０．２４５Ｘ １．８０７ ０．０４５

大力射门（ｘ）与技能成绩（ｙ） 非标准化：Ｙ＝２６．５８８＋０．１３９Ｘ
标准化：Ｙ＝２６．２５８＋０．２７６Ｘ ２．０４８ ０．０４３

转身快速传接球练习（ｘ）
与技能成绩（ｙ）

非标准化：Ｙ＝２６．３２５＋０．０４２Ｘ
标准化：Ｙ＝２６．３２５＋０．１２６Ｘ ０．３４９ ０．７３３

　　２．专项指标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的建立与
评价

良好的足球技能是建立在出众的身体素质上

的。用其中的一种素质建立的回归方程难免会显

单一和不准确。为了提高预测的精度和综合性，

课题组在建立的素质指标成绩数据库中，以确定

的５项足球专项身体素质成绩为自变量，以相应
的综合技能成绩为因变量，选择剔除法，进行逐步

多元回归分析。本实验回归分析过程中共建立了

３个模型，模型 ｌ是 ５个自变量全部进入回归方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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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模型２是剔除转身快速传接球练习后的回归
方程；模型３是剔除转身快速传接球练习、大力射
门后的回归方程。按照体育统计学原理，３个模
型的方差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但是只有模型 ３
的回归方程系数达到了显著性水平。据此，课题

组得到模型３的两个回归方程：ａ．非标准化回归
方程：Ｙ＝２１．７８＋０．０１８Ｘ１＋０．２５３Ｘ２＋Ｏ．０６９Ｘ３；
ｂ．标准化多元回归方程：Ｙ＝２１．７８＋０．１６３Ｘ１＋
０．３０９Ｘ２＋０．２１７Ｘ３。其中 Ｙ为足球技能总成绩，
Ｘｌ为运球过障碍物时间，Ｘ２为 ８００米变速跑时
间，Ｘ３为原地头顶球次数。

从回归方程看，决定学生足球公共选项课技

能成绩的专项素质主要有运球过障碍物时间、８００
米变速跑时间、原地头顶球次数。从理论分析来

看，普通高校足球选项课足球技能考试项目由颠

球、运球过障碍物、定位踢远、运球过杆射门组成，

颠球成绩的好坏取决于灵巧、柔韧、协调和感觉器

官的功能。定位踢远成绩的好坏取决于下肢的肌

肉爆发力、关节、韧带的力量；运球过障碍物，要求

的是下肢、腰腹肌肉群的力量及灵活性和柔韧性。

运球过杆射门是个综合连贯练习，既需要身体快

速的移动协调灵敏性，也需要下肢力量的爆发

力［３］。运球过障碍物，８００米变速跑时间，原地头
顶球这３项专项身体素质基本能够满足公体足球
技能学习的需要，在日常教学中，只要重点抓好这

３项身体素质的练习，就能为学生的足球选项课
程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结论

决定普通高校足球选项课程足球专项技能测

试成绩的５项专项身体素质指标，分别为８００米
变速跑、原地头顶球、运球过障碍物、大力射门、转

身快速传接球。

通过对学生身体素质与足球专项测试成绩相

关分析得出，专项身体素质与足球技能总成绩的

相关系数依次是：８００米变速跑（ｒ＝０．８７４），原地
头顶球（ｒ＝０．７４６），大力射门（ｒ＝０．６６２），运球过
障碍物（ｒ＝０．６５），转身快速传接球（ｒ＝０．４４２）。
可见，下肢耐力、腰腹力量与公共足球专选课技能

成绩相关性较大，是上课练习中发展的重点，其次

是爆发力和柔韧性。

足球技能成绩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表明，转

身快速传接球、８００米变速跑、原地头顶球练习是
决定足球技能测试成绩的关键，也表明在日常教

学中要重点练习这３项身体素质，才能更快地提
高技能测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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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高校大学生的主体是９０后，他们由于自身年龄、成长环境及时代的发展等原因，与以往的大
学生在思想、心理及行为能力上有所不同。本文从新形势下大学生的性格特征出发，探析目前高校在大

学生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管理创新的着力点，以促进和提升高校大学生管理和培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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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的来临，社会对
人才需求量增大，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也逐渐提高，

从而给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

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环境市场化，社会因素复杂

化，新形势下９０后学生思想多元化等问题都伴随
教育改革的深入而浮出水面。辅导员作为高校学

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组织者、实施者和

指导者也同时面临新的挑战。

一、新形势下大学生的性格特征

目前，９０后是高校大学生的主体。随着经济
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的生活条件

更加优越，其性格特征较之以往大学生有较大的

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１．思想特征　
９０后学生的思想状况具有明显的二重性。思

想独立却缺乏信仰，敢于质疑和创新，却有偏差性

的反叛意识，乐于张扬个性却崇尚自我主义。主

要表现在：他们更倾向于“实践出真理”，习惯独立

思考，对待各种事物、现象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看

法，对于知识的获得他们更倾向于通过争论辩驳

的方式来获取；同时在网络信息化背景下，学生获

得知识更为快捷和丰富，因此他们与老师进行交

流更具有自信［１］。但与此同时，他们在思想上的

自我性导致其中部分人缺乏信仰，坚持己见，并且

对于事物的看法过于片面，过于强调自我为中心，

集体观念淡薄，缺乏责任担当意识。比如学校相

关政策的出台，一旦学生认为自身权益受到影响，

就会采用集体起哄闹事等偏差的方式以宣泄

不满。

２．心理特征　
大学生心理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

先，自信但又脆弱。一方面他们喜好自我表现，大

部分都有一技之长，个性张扬，在行为举止之间流

露出一种对自我能力毫不怀疑的气质；另一方面

由于他们大部分为独生子女，生活环境的优越和

家长的溺爱使得他们的成长道路上没有荆棘，因

此一旦受挫就会想法极端，甚至因一些小事就会

有自杀自虐的倾向［２］。其次，感情丰富但又敏感。

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大学生思想相对开放，更容

易表达内心感情，对于友情、爱情有自己独立的观

点和想法，但同时他们处理感情问题时较为敏感，

一些细节和无意间的行为就会促使他们产生相关

的联想和感情波动，进而容易产生焦虑和抑郁等

心理问题。

３．行为能力特征　
在大学生行为能力上，首先他们对待学习是

积极向上的，接受新鲜事物能力强，对于自己感兴

趣的课程学习的很快，同时缺乏坚持进取的精神。

对于自己不感兴趣的课程学习态度较差。其次他

们注重对自身素质的提升，参与活动积极性强但

带有明显的功利取向，他们参与各类活动或者积

极入党的动机大多与就业、评奖评优等相关，没有

关联的活动就不愿参加，张扬个人主义导致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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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能力较差，这种带有明显功利主义的大学生

活并不利于学生的健康发展。

二、高校大学生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各高校虽然针对新形势下主体的变化

对学生管理工作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但依

旧存在问题，未能切实满足学生对于管理工作上

的需求，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思想政治教育难以深入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在校期间所受

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各高校的思想政治教

育内容主要包括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诚

信教育、廉洁教育等方面，针对思想教育主要通过

开展班会、讲座、辩论等多种活动形式进行，旨在

让学生在参与活动期间体会学习思想教育内容。

然而，由于大学生的思想独立性和价值观的功利

性，大部分学生将思想教育活动看作是能够给自

己评奖评优、好就业的工具和手段，从而忽视了活

动的内容，使得思想教育效果甚微；其次，部分学

生在参与活动时认为思想教育过于走形式而内容

并未突出，让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漠视甚至

反感的心理，从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难以真正取

得实效。

２．学生管理方式方法单一
虽然他们的心理特征较为明显，但内心想法

千差万别，如今高校一直在扩招，学生规模的扩大

使得辅导员的管理难度加大，造成日常管理模式

愈加趋向于标准化、单一化，创新方式难以突破；

其次，遇到问题学生，进行谈心、交流还屡教不改，

辅导员等工作者就难以把握，缺乏耐心，未能用有

效的创新的方法与学生沟通。再加上辅导员未能

及时适应新时期学生特点，管理方式未加改进，也

会导致管理沟通效果不明显。

３未能切实体会学生需求
根据辅导员与学生人数 １：２００比例配置规

定，我校基本上按一个年级（约３００多人）对应一
位辅导员编制进行管理。辅导员不仅承担着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日常事务管理的任务，还承

担了许多非本职工作，整天忙碌于应付大量的事

务性工作。从入学教育到毕业手续的办理，从课

堂到宿舍，从卫生检查到安全巡视。从关注大学

生精神压力的疏导到激发学生的成长成才，从学

生个人问题的解决到班团集体建设等。辅导员根

据不同对象扮演不同的角色，需要身心上的极大

投入，过多的角色占据了辅导员很多的精力，整天

疲于完成繁冗的事务，没有认识到学生管理工作

的学术性和职业性，没把辅导员工作当作科学去

研究。弱化了本职工作的实效和职业化程度。由

于学生管理工作较为繁琐，强度压力较大，加上学

生的个性突出往往让辅导员措手不及。这种按照

人数标准化管理模式难以满足学生的需求。时代

背景和主体在变化，辅导员对于时代变化不一定

能及时了解，造成难以理解学生新时代的观点和

想法，让工作开展更为难；同时工作管理方法单

一，学生的反叛意识造成许多学生当面一套背后

一套，使辅导员更加不能切实体会到学生的真实

想法，未能解决实际问题。

　　三、新形势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

创新的举措

观念对于教育，就是灵魂，没有思想观念的教

育就是没有灵魂的教育。作为高校学生教育的管

理者必须要树立现代的、先进的教育管理理念，制

定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创新性策略，做到因

地制宜、因时而动，才能推动现代学生教育管理工

作的发展。

１．实现自我管理模式
面对新时期的大学生，学生工作管理者应当

解放思想，以学生为本。可以利用现代大学生具

有强烈的参与意识，个性思想独立的特点采用大

学生自我管理模式，而管理者充当指导者的角

色［３］。提出自我管理制度模式主要有以下基础和

理由：一是大学生具备了自我管理的基础，他们的

生理发展和心理发展已经基本成熟，社会化程度

提高，社会角色越加明显；二是通过自我管理，由

学生自己发现学习、生活中的问题，并加以改进。

这样有利于学生自我提升；三是大学生可以主动

积极参与到学校的管理工作中去，发挥其才智和

创造力，能够让管理更加满足学生需求［４］。在自

我管理制度中，管理者作为引导、教育、疏导的角

色责任更加重大。首先，需要引导学生进行自我

管理，通过不断的正确认识自我、修正自我才能使

自我处于良性发展之中；其次，需要引导学生树立

人生目标，有切合实际的设立目标才能发挥自我，

成为自我实现的动力；再次，需要引导学生自我监

督，要不断的给学生提出警醒，指出不足，为学生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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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个人自控能力提出建议才能让学生自我进

步；最后，需要提高学生团队合作能力，在强调学

生突出个性的同时，指引学生互帮互助，加强团队

合作，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２．创新管理内容
在网络和信息化时代，之前从未接触过的思

想和观念不可避免的冲击着现代大学生的价值

观，与时俱进是管理者在管理内容上不断创新的

重要途径，从根本上解决学生实际问题。要在管

理内容上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思想道

德教育方面：在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形

势政策教育的基础上，提倡公民文明、敬业、诚信

的道德观，开展廉洁教育、爱心教育等丰富多彩的

思想教育活动。二是日常管理教育中重点解决学

生的实际问题，利用学生优势发挥其主动性，通过

警示和主题教育进行提醒，比如说强化学生自律

意识和抗挫能力，加强身体素质锻炼等。三是在

竞争的社会大背景下，高校管理者应当重视学生

创新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发散思维，通过设立活

动平台促进学生进行创造力锻炼，将创新教育作

为新时代高校的教育内容之一。

３创新管理方式
在管理制度和内容不断完善和创新的基础

上，管理方式也需要创新［５］。一是要合理利用网

络信息化平台，改进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面对面、

电话等说教形式，充分利用具有形象性、时效性和

丰富资源的网络优势，比如建立主题教育网站、心

理健康指导平台等。使思想政治教育丰富化、充

实化，从而进一步引导大学生回归合理的人生观、

价值观。二是在与学生沟通了解实际情况时，能

够采取别具一格的方式方法，往往会取得意外的

收获，比如说采取写信沟通、座谈会交流、ｑｑ或微
博等。新颖的管理方式和方法有时能让学生说出

平时难以言述的想法和心情。在平时日常管理的

同时，将创新的思维融入到工作中。比如说建立

学生自我管理平台，学生干部每周情况一汇报等。

这些较新的管理方式能够利用大学生的心理优

势，使得学生学会自我管理的同时，学生管理者的

工作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获得双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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