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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的学习效果评价研究

陈　跃，范　锐，王艳丽
（河南科技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　本文阐述了学习性投入理论以及基于该理论所创立的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在我国的发展状况。
利用２０１４年“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的调查数据，分析了 Ｈ大学与全国大学本科常模比较的优
势与不足。结果表明：学生的学习性投入特征可以用来反映教育质量，并且是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有效

指标。Ｈ大学在教育教学上有一定特色，学生对学习策略、学习风气和氛围的认可程度均高于全国大学
本科院校常模，但在许多指标上还未达到全国大学本科院校的平均水平，如何提高学生满意度上还有许

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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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程学科的教学与科研。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ｙｕｅ＠ｈａｕｓｔ．ｅｄｕ．ｃｎ。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在校

生超过２５００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政府、公众对

于教育的投入在不断增加，人们十分关注教育投

入的产出效果。美国卡耐基教学促进会早在１９０６

年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发展的三个核

心问题：（１）学习效果评价标准的建立；（２）学习

效果评价方法的形成和有效实施；（３）如何使每个

学生能够从这套灵活的机制中获得最大的收

益。［１］因此，学习效果评价是高等教育的本质需

求。我国现有对高等教育的评价体系，包括教育

部组织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和各种民间机构

的大学排名，关注的重点在高等院校的教育资源、

科研成果，如生师比、教师学历、图书馆藏书、实验

室设备、运动场所、发表论文数、获奖数等。校内

的教学质量管理是通过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如教学

督导、学生评教、教师评价、教学资料检查、考试系

统等进行的，管理的主要对象是教师。而对高等

教育的主体“学生”通过大学的教育活动在知识、

技能、道德修养、情感认知、行为模式、社会影响力

等方面获得了多少收益评价很少。因此，对大学

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需

求，是促进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途径，也是回应社

会问责的必然选择。

一、学习性投入理论

学习性投入理论源于人们对学校教育过程与

学生学业成就关系的研究，科尔曼等人在１９９６年

出版的《教育机会均等》中研究发现，课程支持、师

资情况以及硬件条件等学校投入要素在决定学生

学习成就上没有起到重要作用。真正影响学生最

终学习质量与学习成果的是学生自身的学习行

为，而外在的各种条件要通过学生自身的学习行

为发挥作用［２］。经过７０多年的学术积淀，学习性
投入理论在不同阶段形成了其相关的支撑理论。

例如，泰勒的“任务时间理论”认为，学生学习时间

与学习成效呈正向相关关系；佩斯的“努力质量理

论”认为，在相同时间投入的条件下，将时间用于

有教育意义的活动，或有意义的生师互动和生际

互动，学生所取得的学习效果将更好；阿斯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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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卷入理论”认为，衡量一所大学好坏，主要是

看其是否能促进学生更好地参与到学校的各项教

育实践活动中去；汀托的“社会与学术整合”理论

认为，大学生活的本质是“转型”，即学术整合与社

会整合，学术整合一般通过学生对专业学习的行

为和过程、认同和归属感乃至满意度来测量，社会

整合主要是指学生和大学环境的融合度；齐克林

和甘姆森通过大量实验提出了“本科教育七原

则”，即七种有效教学实践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及学生在校就读经验等。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育

学教授乔治·库则在总结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了自己的学习性投入理论。他认为，学生

的学习性投入是指学生个体在自己学业与有效教

育活动中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学生如何看

待学校对他们学习支持力度的概念，其本质就是

学生行为和院校条件的相互作用，即学习性投入

除受到学生自身因素影响外，还受到学校环境及

氛围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学校的作用就是如何合

理地配置资源、组织课程、开展教学活动、提供支

持与服务等来引导学生将精力投入到有效的学习

行为与活动中去。据此，全美高等教育管理中心

与美国印第安那大学高教研究中心和调查研究中

心合作，共同研发了“全美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

查”ＮＳ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问卷，旨在从学生投入各项有效学习活动的程度

来展现大学的教育［３］。

二、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在我

国的兴起

　　“中国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ＮＳＳＥ

Ｃｈｉｎａ）项目是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项目课题组引

进ＮＳＳＥ并根据中国国情对其进行汉化后，在全国

高校开展的一项大型调查活动。ＮＳＳＥＣｈｉｎａ最大

限度地保留了ＮＳＳＥ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指标，并在

此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创新和本土化改造，相比

较而言，ＮＳＳＥＣｈｉｎａ指标更加聚焦课程和教学，更

能诊断出教育教学环节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更加

体现当前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和高等教育情境。

首轮“中国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是２００９年在

全国２８所高校开展的，为了使 ＮＳＳＥＣｈｉｎａ调查

工具能够帮助院校更深入地剖析学生学习的质

量，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项目课题组每年都对问

卷进行修改完善，逐渐形成发展为“中国大学生学

习与发展 追 踪 研 究”（Ｃｈｉｎａ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ＣＣＳＳ）。从２００９年至今，累计有１１２所院

校参加，其中９８５院校１５所，２１１院校２７所，地方

本科５９所，高职高专１１所，覆盖全国２８个省。

三、学习效果评价方法

在教育测量领域，一个工具的好坏取决于工

具自身所具有的两个属性：（１）工具是否稳定，即

可信赖程度，简称信度；（２）工具所测量的是不是

所要测量的事物属性，即有效程度，简称效度。只

有信度、效度均良好的教育测量工具，其所取得的

结果才可以被采信，也才可以被用于比较的目的。

罗燕等［４］对 ＮＳＳＥＣｈｉｎａ工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

了研究，结果表明 ＮＳＳＥＣｈｉｎａ具备了教育测量工

具所必需的稳定性和有效性，运用该工具在我国

高等教育机构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具有较好的可

信性。

２０１４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项目课题组进一

步完善了ＣＣＳＳ问卷，在保证与美国 ＮＳＳＥ２０１４问

卷高度可比、与此前几年ＣＣＳＳ指标体系保持连贯

的基础上，对 ＣＣＳＳ２０１４问卷进行了调整和补充，

ＣＣＳＳ２０１４包含６７个问题３４１个题项。分为 Ａ、Ｂ

两部分，其中Ａ部分为“大学在学经验”，包含３３

个问题２１３个题项，Ｂ部分为“背景信息”，包含３４

个问题１２８个题项。题型主要为单项选择，少数

为多项选择或填空。ＣＣＳＳ２０１４的指标体系由“综

合分析指标”、“院校诊断指标”和“学习诊断指

标”三部分构成。根据对３８所参与院校５５５２９人

有效随机样本的分析构建了权重及全国常模。以

学生自我报告的教育收获作为校标，通过计算大

学生学习性投入五大可比指标、院校教育过程分

析诊断指标和学习诊断指标与大学生自我报告的

教育收获之间的相关性，对问卷的关联效度进行

了检验［５］，结果见表 １表 ３。可见相关系数均在

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这样在进行学习效果评价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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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用指标得分进行比较，得分高的就表明在 相应指标上做的更好，学生获得的收获较大。

表１　综合分析指标的效标关联效度

学业挑战度
主动合作

学习水平
生师互动

教育经验的

丰富程度

校园环境

支持度

学生自我报告的

教育收获
０．４８２ ０．４７８ ０．４６９ ０．５００ ０．５１７

注：ｐ＜０．００１

表２　院校教育诊断指标的效标关联效度

课程认

知目标

课程要求

严格程度
课堂教学 教学反馈 学生指导

课程学习

行为

课程外拓展

性学习行为

支持性

环境
向学／厌学

在校满

意度

学生自我报告

的教育收获
０．４６５ ０．４３６ ０．３４３ ０．３８９ ０．４１８ ０．５２５ ０．４５２ ０．５００ ０．５４２ ０．３０６

注：ｐ＜０．００１

表３　学习诊断指标的效标关联效度

高阶

学习

信息

分析

接受式

学习

探究式

学习

反思性

学习

整合性

学习

合作性

学习

跨文化

学习

跨制度

学习

学生自我报告

的教育收获
０．４５４ ０．４６７ ０．４４２ ０．４９３ ０．５４１ ０．５５４ ０．４６０ ０．３６３ ０．４３４

注：ｐ＜０．００１

四、Ｈ大学的实证研究
１．Ｈ大学基本情况

Ｈ大学为省属综合性普通本科高校，在１１个

学科门类７２个专业招收本科生，２０１４年的调查采

用完全随机抽样的方式在网络上进行，在 Ｈ大学

３万多名本科生中随机抽取了１４００名学生作为抽

样样本，一至三年级每个年级４００人，四年级２００

人。其中返回的有效问卷为１２１９份，占抽样比例

的８７．０４％。有效问卷中一年级占２８．５％，二年

级占２８．５％，三年级占３０．１％，四年级占１２．８％。

男女生比例为５９．６：４０．４。

２．综合分析指标与不同类型院校常模的比较

２０１４年“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

根据调查数据形成了全国年级常模、全国分院校

类型年级常模、全国学科常模和全国分院校类型

学科常模四个类型的常模。图１为Ｈ大学在五大

可比指标上与不同类型院校常模的比较，五大可

比指标分别是：１）学业挑战度；２）主动合作学习水

平；３）师生互动的质量；４）教育经验的丰富程度；

５）校园环境的支持度。这五个方面对于学生学习

性投入都是息息相关的，从图１可见，除了在师生

互动指标上“９８５工程”院校常模偏低，主动合作

学习水平指标上三类常模差别不大，在其他三大

可比指标上均明显呈现出层次越高的学校，得分

也越高。这也验证了测量指标与学业成绩是正相

关的。在师生互动上“９８５工程”院校常模偏低，

可能的原因是：“９８５工程”院校的学生有较强的

独立意识，自理能力强，另外“９８５工程”院校均为

研究型高校，以培养研究生为主，本科生与研究生

的互动较多，导致生师互动较弱。

Ｈ大学与大学本科院校常模比较，除了主动

合作学习水平指标相当，其余４项指标上均低于

大学本科院校常模，特别是生师互动、教育经验的

丰富程度和校园环境的支持度３项指标上差距较

大，说明Ｈ大学在这些方面还没有达到大学本科

院校的平均水平，需要校方查找原因，不断改进。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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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在五项可比指标上Ｈ大学与
　　 不同类型院校常模的比较

３．学习诊断指标与大学本科院校常模的比较

ＣＣＳＳ２０１４学习诊断指标包含三个维度：１）高

阶认知：聚焦课程对高级思维能力的强调程度，例

如课程对分析某一观点、经验或理论的基本要素，

综合不同观点、信息或经验诠释更复杂问题等的

强调程度；２）学习策略：包括接受式学习、探究式

学习、反思性学习、整合性学习、合作性学习。不

同的学习策略反映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思

维惯式和学习习惯，也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和

效率。比如整合性学习，关注学生进行那些需整

合不同来源信息的活动频度，如在作业或讨论时，

融合不同课程所学的观点或概念，在课外时间和

他人讨论学习中的观点和问题等；反思性学习集

中于学生对自身观点及思想的探索，如评价自己

的学习过程，挑战自己对问题的已有看法等；３）多

元学习：聚焦于学生与不同民族、不同经济背景、

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地域来源群体的交流频率和

使用网络媒介讨论或完成作业及在线学习的情

况。图２为在学习诊断指标上Ｈ大学与大学本科

院校常模的比较，可见在高阶认知行为和多元学

习上Ｈ大学的得分均低于大学本科院校常模，说

明Ｈ大学的教学过程中，在高阶认知行为上强调

的不够；网络媒介在教学上的应用还有欠缺，学校

里的留学生、进修生较少，在多元学习方面未达到

大学本科院校的平均水平。在学习策略上，除了

探究式学习，其他方面均高于大学本科院校常模，

表明Ｈ大学很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

图２　在学习诊断指标上Ｈ大学与
　　 大学本科院校常模的比较

４．教育收获指标与大学本科院校常模的比较
ＣＣＳＳ２０１４从知识收获、能力收获和价值观收

获三个维度对大学生的教育收获进行调查。其

中，知识收获包括通识知识和专业知识的收获，能

力收获包括表达能力、思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

的提高，价值观收获包括自我认识、价值判断、个

人道德准则等的转变。图３为在教育收获指标上

Ｈ大学与大学本科院校常模的比较。可见，Ｈ大

学的学生在专业知识、口头表达能力、书面表达能

力、解决复杂问题能力、人生观、价值观、理解不同

文化和价值等方面的收获基本持平或高于大学本

科院校常模，其他方面低于大学本科院校常模。

图３　在教育收获指标上Ｈ大学与
　　 大学本科院校常模的比较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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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在教育收获上 Ｈ大学与大学本科院校

常模差别不大。

５．学生满意度指标与大学本科院校常模的

比较

学生对学校的满意程度会对学生学习和发展

产生很大的影响。学生对学校提供的软件、硬件

资源是否满意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

力，进而影响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行为，并最终反

映到学习成效上来［６］。ＣＣＳＳ２０１４中满意度主要

是从在校经历、学习条件、教师水平等１０个题项

上来考查学生对学校的认可程度。在学生满意度

指标上Ｈ大学与大学本科院校常模的比较见图

４。从图４可以看出 Ｈ大学在学习风气和氛围上

稍有优势，在其他题项上都低于大学本科院校常

模，特别是“学习硬件条件”“二次选择专业机会”

和“求职就业指导”三项上差距较大，说明 Ｈ大学

在如何提高学生满意度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要

不断完善硬件条件，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图４　在学生满意度指标上Ｈ大学与
　　 大学本科院校常模的比较

五、总结

１．基于学习性投入理论开展的“大学生学习

性投入调查”在我国已颇有影响力。通过开展大

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一是了解学生在学校做了

什么，即测量学生投入到有效学习中的时间和精

力。二是从学生的视角了解学校做了什么，即测

量大学是否以及如何采用有效措施吸引学生参与

到各项活动中去，是否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

和生活条件。高校能够了解自己学校在学业挑战

水平、主动合作学习、生师互动频度、教育经历的

丰富度以及校园环境的支持度等本科教育教学五

大领域的表现，明确自己学校在同类院校中处于

何种位置，与相应的常模相比在哪些领域存在优

势，哪些领域亟需改进。

２．在 ＮＳＳＥＣｈｉｎａ基础上不断修改完善发展

起来的“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

（ＣＣＳＳ），构建了完整的“综合分析指标”“院校诊

断指标”和“学习诊断指标”三大指标体系。与当

前我国高等教育评价注重投入、产出以及声望等

外部因素不同，ＣＣＳＳ关注的是高等教育的内部机

制，即大学生的学习性投入和学习行为与大学教

育实践之间的互动。研究结果表明：学生的学习

性投入特征可以用来反映教育质量，并且是评价

学生学习效果的有效指标。

３．Ｈ大学的研究结果表明：综合分析指标

中，在生师互动、教育经验的丰富程度和校园环境

的支持度上与大学本科常模有一定差距；学习诊

断指标中，在学习策略上，除了探究式学习，其他

方面Ｈ大学得分均高于大学本科院校常模，表明

Ｈ大学很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但在高

阶认知行为和多元学习上的得分均低于大学本科

院校常模；在教育收获指标中，Ｈ大学的学生在专

业知识、口头表达能力、书面表达能力、解决复杂

问题能力、人生观、价值观、理解不同文化和价值

等方面的收获基本持平或高于大学本科院校常

模，其他方面低于大学本科院校常模。在学生满

意度指标中，除了在学习风气和氛围上稍有优势，

在其他题项上都低于大学本科院校常模，特别是

“学习硬件条件”“二次选择专业机会”和“求职就

业指导”三项上差距较大。总体来看，Ｈ大学在教

育教学上有一定特色，学生对学习策略、学习风气

和氛围的认可程度均高于全国大学本科院校常

模，但在许多指标上还未达到全国大学本科院校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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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水平，在如何提高学生满意度上还有许多

工作要做，还需要不断完善硬件条件，提高管理水

平和服务质量。

４．利用调查问卷结果来评价学生学习效果

首先需要保证调查问卷结果的真实、有效。对此，

ＣＣＳＳ项目研究人员采取了严格的随机抽样方法，

制订了周密的调查程序，尽可能形成不受人为因

素影响的科学样本数据库。但是，被测者的心态

和对本项调查的重视程度等都会对调查的结果产

生一定影响。此外，ＣＣＳＳ问卷调查的前期宣传及

问卷发放者的角色等也会左右被测评学生的偏好

与心理状态，从而影响数据的可信程度。尽管

ＣＣＳＳ已在问卷题项中预设有测谎题，期望以此来

消除并避免数据的失真现象。但是，如何让随机

抽测的学生能够以最真诚、坦荡的态度，认真、如

实地在答卷上反映自己的真实状况，还是项目研

究者应该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否则，受社会

称许性或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都会使获得数据

的真实性、客观性产生偏差，使调查易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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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卡耐基教学促进会在１９０６年成立之初，
就明确提出评价学习效果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三个

核心问题之一，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评价是高等

教育的本质需求。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后大众

化时代的来临，教育的投资者迫切需要了解高等

教育投入的效率和增值效益，即学生通过大学教

育后在知识、能力、价值观等方面获得的收获。因

此，对“学习效果”进行调查已成为我国各类大学

生学习投入调查的重要内容。我国学者关于学习

效果的探讨集中在介绍国外学习效果研究［１，２］和

学习效果的影响机制方面［３，４］。本文利用中国大

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数据，分析不同类型高

校、不同学科和不同年级呈现的规律，为学习投入

和学习效果调查的研究提供新视角。

一、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

究

　　（一）ＣＣＳＳ
“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Ｃｈｉｎ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ｕｒｖｅｙ，ＣＣＳＳ）项目是清华大学教
育研究院在引进“全美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

（ＮＳＳＥ）的基础上拓展而成的一项大型全国性大
学生跟踪研究，包括“中国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

（ＮＳＳＥＣｈｉｎａ）和“中国高校毕业生追踪调查”两

个基本模块。“中国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是以

学生为中心，整个调查过程涵盖了学生的背景（进

入大学前的经历）、学校经历、学生收获和满意度，

旨在建立一个能够动态反映大学经历全过程的评

价指标体系。“中国高校毕业生追踪调查”项目将

通过追踪记录高校毕业生的个人职业生涯轨迹，

着重研究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对个人职业变动、心

理与健康、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及流

动、以及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这两个

模块共同形成“生源输入—在校学习与生活过程—

就业”完整的链形结构数据，可用于不同院校人才

培养状况的自我监控、问题诊断及改进研究。［５］

（二）调查数据

本文的数量来源于 ＣＣＳＳ２０１４年问卷使用手
册和Ｈ大学的调查数据。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依
据全国６５所本科院校内部随机抽样样本１５４７１９
份，回收１０１６４３份，有效样本９４７６０份，采用学校
权重、学科权重、年级权重等方法构建了各类常

模，包括全国分院校类型常模、全国年级常模、全

国学科常模和全国分院校类型学科常模四个类型

的常模。全国年级常模包含全国均值标准差常模

和全国百分等级常模；全国分院校类型年级常模

包括“９８５工程”院校常模、“２１１工程”院校常模、
大学本科院校常模和学院本科常模 ；全国分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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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学科常模也分为“９８５工程”院校常模、“２１１
工程”院校常模、大学本科院校常模和学院本科常

模。

Ｈ大学在 ３万多名本科生中随机抽取了
１４００名学生作为抽样样本，一至三年级每个年级
４００人，四年级 ２００人。涵盖了 １１个学科门类。
其中有效问卷为１２１９份，一年级２８．５％，二年级
２８．５％，三年级 ３０．１％，四年级 １２．８％，男生
５９．６％，女生４０．４％。

二、不同类型院校常模的比较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各类高校被分为“９８５
工程”院校、“２１１工程”院校、大学本科和院校类
本科。目前，这种分类已成为衡量一所高校优劣

的标准，直接影响了学校的声誉、生源和经济来

源。在学情调查中，从学生感知的角度来看不同

类别的高校是否有不同？在这里依据不同类型常

模的数据，比较不同类型高校学生自我报告的学

习效果。

（一）教育收获

图１　不同类型院校在“教育收获”上的表现

自我报告的教育收获是学生感知自我在知

识、能力和价值观方面的提高度。坐标基点是学

生自己，评价结果是学生自我的进步和成长，即高

等教育的增值效益。图１展示了不同类型院校的
学生在教育收获１５个题项上的分值。从图１可
以看出，“９８５工程”院校在１０个题项上分值稍高
于其他类别，在专业知识技能、信息技术能力、自

学能力和理解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能力上差距相

对较大。“２１１工程”院校在５个题项上的分值稍高
于“９８５工程”院校。大学本科院校在所有题项上没
有优势，但与“２１１工程”院校比较差别不大，甚至在

一些题项上分值稍高于“２１１工程”院校。
（二）满意度

图２　不同类型院校在“满意度”上的表现

满意度是高等教育市场化之后高等教育测评

的一个重要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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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要尺度。随着我国学情调查的开展，满意度

的考查逐渐成为学情调查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

“国家大学生学习情况调查”和“首都高校学生发

展调查”等学习投入调查中都包含满意度调查。

在“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调查的发展

过程，满意度题项也越来越多。中国大学生学情

调查主要是从经历、条件、教师水平等题项上来考

查学生对学校的满意程度。

从图２可以看出，“９８５工程”院校在该项目
上的得分明显高于其他类型高校，特别是学习硬

件条件、学习氛围和二次选择专业机会。“２１１工
程”院校和大学本科院校没有差别或者差别不大，

但大学本科院校没有项目能超越“２１１工程”院
校，在“二次选择专业机会”和“求职就业指导”上

明显低于“２１１工程”院校。在“学习收获”上三类
高校几乎没有差别或者差别很小，但在“满意度”

上 “９８５工程”院校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三）向他人推荐这所大学

在消费领域“忠诚度”被定义为消费者重复购

买和把商品介绍给亲人和朋友的意愿。因此在这

里把“向他人推荐这所大学”理解为考察学生对

学校的忠诚度 。图３展示的是在“向别人推荐这
所大学”这个题项上三种不同类型高校的分值，从

图３看出，“９８５工程”院校、“２１１工程”院校和大
学本科院校存在明显的差距。在教育收获中三类

高校的差别不是很明显；在“满意度”上，“９８５工
程”院校已经具有明显优势，而在该题项上“２１１

·８·



第２期 王艳丽 等：　基于“ＣＣＳＳ”的学习效果研究

工程”院校表现出明显高于大学本科院校的优势，

三类院校层次化非常明显。可以说从“９８５工程”
院校到“２１１工程”院校到大学本科院校学生忠诚
度依次降低。

图３　不同类型院校在“向他人推荐这所大学”上的表现

三、Ｈ大学的学习收获
Ｈ大学是一所省属重点建设高校，有着悠久

的办学历史，学科门类涵盖理、工、农、医、经、管、

文、法、史、教育和艺术１１大学科，其中工科是学
校的优势学科，是一所综合性地方院校。目前在

校学生有３万多人，有硕士、博士授予权，是一所
省属高水平大学。下面从学科和年级视角将Ｈ大
学与大学本科院校常模比较。

（一）不同学科表现

对一所综合性高校来说，不同的学科发展水

平是不同的，特别是不同的学科具有不同的学科

特性。在我国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大背景

表１　各学科在调查中的人数和百分比

历史学 教育学 艺术学 法学 经济学 管理学 文学 医学 农学 理学 工学

人数 ７ １０ ３０ ３７ ４３ ５７ ６３ ８４ １１４ １２７ ６４７

百分比 ０６ ０８ ２５ ３０ ３５ ４７ ５２ ６９ ９４ １０４ ５３１

表２　各学科社会称许性分值

学科 经济学 法学 医学 农学 文学 管理学 理学 历史学 工学 教育学 艺术学

分值 ５６６ ５６７７ ５７２ ５７３ ５８７３ ５９３ ６０９４ ６１１ ６１６７ ６２２３ ６６４８

下，建设优势学科，突出学校特色是机遇，也是挑

战。因此，从学科的视角来分析调查数据，帮助学

校精准定位。

１．学科概述
表１是Ｈ高校各学科在抽样调查中的人数和

百分比。表２是各学科的社会称许性分值。社会
称许性是指由社会主流文化或社会价值规范所包

含的，被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称赞的意识或行为。

社会称许性偏见效应是指个体的行为由于受到文

化价值观的影响而趋同于社会所接收的方式和程

度。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外显的行为与内在的本

质不一致乃是由于社会称许性的影响。［６］社会称

许性得分越高，社会称许效应越高，即该学生可能

有意偏向“好”的方向做答。在表２中教育学、艺
术学的分值最高，经济学和法学的分值最低。根

据社会称许性的属性，分值越高，越存在过高的给

予自己的积极评价，实际的得分越倾向于偏高；分

值较低，给予自己的评价低于实际的表现。而且，

表１中历史学、教育学、法学、经济学和艺术学五
个学科抽样的有效人数均不足５０人。因为社会
称许性分值低的可信度高，抽样人数多更具有代

表性，因此要剔除社会称许性分值较高和人数较

少的学科，根据表１和表２在下面的分学科分析
中除去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和艺术学科。

２．教育收获

图４　Ｈ大学不同学科在“教育收获”上的表现

从图４可以看出，在 Ｈ大学与大学本科常模
的比较中，从农学、医学、理学到工学，Ｈ高校和大
学本科常模呈现相同的规律，分值依次递增。农

学、医学、理学和工学是 Ｈ大学的优势学科，人数
也比较多，见表１，而管理学和文学是弱势学科，分
值远远低于大学本科常模。

３．满意度
图５显示的是Ｈ大学不同学科与大学本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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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常模在“满意度”上的比较。从图５可以看出，
Ｈ大学和大学本科常模均呈现出相同的学科变化
趋势，从农学、工学、管理学到理学呈现得分递增

的趋势。Ｈ学校的表现是所有学科的满意度都低
于常模，特别是医学和文学，医学由于所在的校区

是老校区，条件简陋，空间狭小，希望搬迁到新校

区后会有所改善；文学本来就是学校的弱势学科，

从师资等方面都没有办法和其他学科比较。

图５　Ｈ大学不同学科在“满意度”上的表现

４．忠诚度
图６显示的是Ｈ大学不同学科在“向他人推

荐学校”上与大学本科常模的比较。从图６可以
看出Ｈ大学和大学本科常模在“忠诚度”上也呈
现出了学科特色，从管理学、文学、工学、理学、农

学到医学呈现出了分值递增的规律。看来，学生

对“向他人推荐学校”选择的后面有复杂的动因。

在消费领域，满意度和忠诚度是高度相关的，在教

育领域，什么因素影响学生选择“向他人推荐学

校”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图６　Ｈ大学不同学科在“向他人推荐学校”上的表现

（二）不同年级表现

大学生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一年级都

有其独特特征，比如说“大四现象”［７］等等。下面考

察不同年级在自我报告的教育收获中的表现。

图７图９展示了大学本科常模和Ｈ大学不同
年级在“教育收获”“满意度”和“向他人推荐”上

的表现。从图７图９可以看出Ｈ大学和常模呈现

图７　Ｈ大学不同年级在“教育收获”上的表现

图８　Ｈ大学不同年级在“满意度”上的表现

图９　Ｈ大学不同年级在“向他人推荐学校”上的表现

一样的变化规律：“教育收获”随年级的增长而增

长；“满意度”是四年级最高，一年级其次，二年级

和三年级最低；“向他人推荐学校”是一年级分值

最高，四年级分值最低，几乎呈现出随年级的增长

而下降的趋势。从收获到满意到向他人推荐，从情

感层次上是一个递进的过程，我们的学生在这个层

次上没有递增，反而递减，特别是随着年级的增加，

收获的增加，满意度和忠诚度却没有增加，这是值

得我们教育工作者深入挖掘和研究的问题。

四、总结

（一）优势富集效应在调查中明显的得到了体

现，“９８５工程”院校优势明显
优势富集效应是指起点的微小优势经过关键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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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级数放大会产生更大级别的优势积累。［８］

从“教育收获”到“满意度”到“向他人推荐学校”

可以看出，三个类型的高校差距是越来越大。在

“自我报告的教育收获”中，“９８５工程”院校分值
稍高于“２１１工程”院校和大学本科院校，但三者
分值差别较小；在“满意度”的报告中，“９８５工程”
院校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而“２１１工程”院校
和大学本科院校的分值差别较小；从“向他人推荐

学校”这个选项可以看出，三类高校存在明显的等

级差别。从教育收获到满意度到忠诚度三个层次

学生的收获和感知的演变中，优势富集效应得到

了充分的体现。细小的收获差别造成了满意度差

别的加大和最后忠诚度的差别。具有“９８５工程”
“２１１工程”这样标签的高校，不仅能够获取政策、
资金的支持，而且获得优秀学生的青睐，因此，这些

高校，特别是“９８５工程”院校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这些优势不断的积累，产生了优势富集效应。

（二）解读数据要注重不同学科和年级在调查

中呈现的规律，认真探索规律后的深层原因

无论是分年级还是分学科在“教育收获”“满

意度”和“向他人推荐这所学校”，Ｈ高校和大学本
科常模呈现出了相同的变化规律。这说明学情调

查数据存在学科规律和年级规律。因此，大规模

的调查虽然能给我们提供大量和详实的数据，但

我们在利用这些数据时一定要科学、谨慎。同一

个学校内，不能简单把各个学科数据进行简单的

比对，而应该与全国学科常模比较。针对一个学

校，每个学科有自身的发展历史和学科特色，在评

价学科时要尊重历史和学科特色。

关于不同的年级呈现不同的规律，这是高等

教育研究者早就发现的现象，比如“大四现象”

“大二低潮”。在本调查中，教育收获、满意度和忠

诚度随着年级呈现出不同的规律，是什么样的原

因使得随着年级的增加，虽然教育收获也在增加，

忠诚度却在降低，满意度出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现

象？只有找到影响学生满意度和忠诚度的深层因

素，改革才有针对性，才能奏效，这正教育研究的

重点和必须攻克的症结。

（三）深入探讨影响忠诚度的因素，认真培育

学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随着教育技术飞速发展，教育信息资源共享

时代的来临，免费教育唾手可得。“忠诚度和归属

感”成为比“满意度”更高心理层次上的追求。这

些心理潜质会成为学生日后主动宣传大学，反哺

大学，为大学提供财力、物力等各方面支持的主要

因素。因此，作为学校要深入的探讨忠诚度和归

属感的影响因素，努力提供各种优质服务，创造良

好环境，帮助学生成长和成才，从心理上满足学生

的需求。

（四）地方高校要重视特色学科建设，抓住双

一流建设这个难得的机遇

“双一流”建设方案是继“９８５工程”“２１１工
程”之后，国家加强高等教育的又一重大举措，也

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的行动

纲领；“双一流”建设对地方高校来说既是巨大挑

战，更是重大发展机遇。地方高校要深刻理解“双

一流”建设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敢于直面挑

战，抢抓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就 Ｈ大学和大学
本科常模的比较来看，Ｈ大学的各学科在“满意
度”上低于大学本科常模，但优势学科工学、理学

和医学在“教育收获”上分值高于大学本科常模，

特别是在“向他人推荐这所学校”上分值高于大学

本科常模。Ｈ高校有着较好的办学历史和社会声
誉，这也是学生对学校认可的深层原因。因此 Ｈ
大学要抓住机遇，发扬自己的优点，办好自己的特

色，打破身份限制，将Ｈ大学办成具有特色的高水
平综合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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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是因为学科及知识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高等教育机构。我国要实现建设现代大学的目标，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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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部治理中，规范行政化管理的权力，提高管理效率，从而达到“去行政化”，促进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

齐心协力发展；改变决策方式，从传统决策转向现代民主决策，扩大学生在治理中的参与度和决策权；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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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ｙｕａｎｌ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大学从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过渡的今天，高
等教育机构规模越来越大，这种“巨型化”组织面

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中国大学已深陷困境。面

对高等教育体制的众多问题，２０１０年７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明确提出“完善中国特色
现代大学制度”，同时要求“完善治理结构”。２０１０

年１０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
革试点的通知》中规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清华大学等２６所部属高校作为试点，进行“推动
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改革。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从传统的管理转

向治理，考虑大学内部各权力阶层和利益相关者

的合理诉求，合理配置大学内部权力，通过完善大

学章程保障各种权力规范使用，建设现代大学制

度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唯一出路。

一、我国大学治理的现实困境

现代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学

者行会（ｕｎｉｖｅｒｓｔａｓ），学生和教师的联合团体模仿

工商行会的组织形式，为自由探求知识、传播知识

而创立，最初的形式有“学生大学”和“教师大

学”。大学作为从事高深专门知识材料加工、利

用、传播的基本组织，学科知识的组织形式是大学

结构的基础，“是学科而不是单位把学者们组织在

了一起”［１］。大学学科的复杂与精细，专业学科知

识的壁垒，生产方式和结果评价难以由非专业人

员操作，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学术是自由的。自大

学在中世纪发端以来，在相当长时间里大学都是

学术的乐园，学术权力是大学中最主要的权力，决

策权力集中在高等教育机构的“下层”，即学术人

员这个层次，主要是从下至上的管理模式。正如

艾伦说“除了上帝，他就是自己的主人”。［２］

随着社会及时代的变化，市场需求的多元化，

大学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大学的利益相关者

越来越多，大学的功能越来越多样，大学的规模也

越来越大。大学已从一个为知识而知识的“象牙

塔”变成社会的“服务站”。大学之大、之复杂，已

远不是纽曼理想中的“乡村”，也不是弗兰斯纳心

目中的“市镇”，而是成了克拉克描述的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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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大学成为克拉克眼中的“综集大学”，

传统的决策方式已不再适用于现代大学。“这种

决策过程常常浪费很多时间，涉及大量教师和行

政人员，而且常常导致打了折扣的妥协。”［３］只依

靠学术人员已不能有效的应对大学所面临的巨大

挑战。不管学术人员是否愿意，几乎所有国家，决

策权力都在从较低层次移向较高的层次［２］。“教

授治校”已严重不适应“巨型化”大学的发展，“教

授治校”开始转向“教授治学”。大学的“巨型化”

背离了纽曼的大学理想，学术和行政必须分而治

之，大学中的权力被分为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

学术界对大学内部的权力的划分，也逐渐从“一元

化”扩展到“二元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治理的概念在全球范围逐步
兴起，多用于公共管理领域，后逐渐发展为治理理

论。科克伦（Ｃｏｃｈｒａｎ）和沃提克（Ｗａｒｔｉｃｋ）认为当
谁收益、谁应该收益二者发生矛盾时，就出现了治

理问题。“巨型化”大学作为一个高度分权的复杂

组织，怎样规范各种权力合理分配和使用，就形成

了大学治理的问题。善治是治理的最终追求。大

学（本文研究的大学均为公立大学）作为非营利性

组织，肩负着传播知识、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责

任，所以大学与内部和外部都有密切的关系，其治

理也应包含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外部治理不在

本文研究范围，本文重点研究内部治理。大学内

部治理结构的概念还没有达成共识，所以首先明

确大学内部权力构成很有必要。

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决策权力的分配。随着治

理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根据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

和资源依赖理论等理论，学者们在大学内部治理

权力类型的划分上趋于多元化，并在传统的学术

权力和行政权力基础上增加了党委权力、民主权

力或学生权力。

然而，党委作为大学中一种特殊组织，恐怕是

中国“特色”。党委的作用应是领导，而不是管理，

不应参与学校日常事务的决策；且党委权力来自

于政府，故党委权力应属于外部权力。随着社会

民主意识的提高，民主权力也逐渐为大家所重视。

一般认为民主权力主要是基层教师、学生参与学

校治理的权力。但民主权力应是一种笼统的说

法，民主权力更强调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的

民主过程，如行政人员也可以要求行使民主的权

力。然而，学生做为大学中最主要的主体，其权力

却往往被忽视，学生在大学中缺乏话语权。学生

作为学校中的主体是大学服务的对象，理应对大

学提供的“服务”进行选择、监督、评价甚至追责。

故笔者倾向于大学内部权力三分法，即学术权力、

行政权力和学生权力。

当今中国的“巨型化”大学中政府干预过多，

社会参与度低下，行政权力过于强大，学术权力式

微，学生权力缺失，这些权力的不合理分配和不规

范使用，必然引起利益冲突。大学已不是学术的

乐园，而更像是官场、衙门，像是雇佣教师进行教

学的组织单位，像是流水线生产大学生的工厂。

大学的使命和精神逐渐被遗忘，恐怕早已离纽曼

大学的理想相去甚远。大学失去生命活力，抹杀

学术创造力，如此的大学怎可能培养出独立人格

的创新型人才？建设现代大学须兼顾内外治理，

处理好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的关系。重新认识大

学的理念和性格，复归大学精神，使大学回归学术

的乐园，成为传播真理的圣地，同时也能更好的肩

负起社会服务的责任。

二、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问题

之表征

　　面对中国大学治理的困境，大学必须进行改
革。然而在变革的这个动态的复杂过程中，核心

问题是处理好利益分配。那么完善大学内部治

理，达到善治，须首先理清大学内部各种权力存在

的问题。

（一）学术权力与大学内部治理

学术权力是大学中最基本的权力之一，是自

然权力。大学的行为价值取决于学术价值，正是

学术赋予了大学存在的意义。然而当今学术权力

界定不清，学术权力式微，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交

叉是当今大学内部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学术权力概念模糊
目前学者对学术权力的界定还未达成共识，

主要有以下两种界定方法。一是根据学术权力来

源，若权力来源于学术本身或学术组织，那么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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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即为学术权力；二是根据学术权力的作用对象，

若权力作用于学术事务，那么该权力即为学术权

力。这两种界定方式都存在一定的争议和局限，

如果学术人员参与行政事务或行政人员参与学术

事务时，按照以上定义方式，都应属于学术权力，

但这些权力不属于典型的学术权力，有些学者将

这些权力定义为僭越式权力。僭越式权力虽然是

一种合法的学术权力，但是在使用过程中易滋生

问题，所以应把握好僭越式权力的合法边界。很

多情况下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是混合在一起的，

很难将二者彻底划清。如何突出学术权力主体和

学术组织的作用，划清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范

围，让学术人员更好的参与到学校的治理中，形成

学术权力独立的力量，发挥应有的作用，实在是一

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２．学术权力式微
大学变成社会的“服务站”，生产社会即时需

要的知识和人才。大学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

转变，也迫使大学中传授的知识必须做出改变，大

学中的知识不再是局限于高深的理论，转而增多

了大量应用性学科，大学的“贵族感”荡然无存了。

学术人员进行生产和评价学生时，不能仅考虑学

术标准。行政权力通过掌握公共资源，其权力逐

渐强大，拥有了支配性地位，辖制学术权力使其作

出让步，学术权力的地位更是巍巍可及。再者，相

关的法律法规中并未明确规定学术权力，学术权

力亦无法借助法律武器的保护。学术权力式微，

何谈学术自由，更何谈大学的自主权？

３．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交叉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交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行政权力僭越学术权力，二是学术权力行

政化。行政权力过于集中和强大，过分干预学术

事务，僭越学术权力，导致学术权力失去应然地

位。如教师选聘，教授职称评定，教材课程选择，

学生评价等，类似很多学术事务都是行政权力在

起作用。学术权力来自于追求真理的学术活动

中，本不应有级别之差，然而当今学术权力主体也

排起了座位。很多教师致力于学术的目的已不是

追求真理，而是通过“研而优则仕”的途径走向仕

途行使权力。这种官僚化的权力，又能在多大程

度上服务于学术，恐怕还有很大争议。

（二）行政权力与大学内部治理

１．政府出资，党政不分
中国的近现代大学，自洋务运动创立之初，即

是借鉴西方的大学，可追溯的时间不过百余年。

１８６２年京师同文馆是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
学。从中国第一所大学成立开始，中国几乎所有

的大学都是由政府出资办理，隶属国家机构。大

学的管理也是模仿政府的管理模式，实行科层制。

资金来源和管理模式，以及中国的集权化管理历

史传统，决定了中国大学的行政化权力过于集中

和强大，政府对大学诸多事务进行干扰。大学实

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所谓党委领导的工

作重点是领导，党委是决策者。体现在大学办学

方向上，规划大学发展的宏观战略，制定愿景，彰

显大学的精神和理念。然而，当今党委领导变成

了党委管理，导致党政不分，党委和校长权力关系

不明确，决策者和执行者相互掣肘，影响大学的现

代化进程。

２．科层制管理，行政权力官僚化
中国的大学内部管理模式是科层制，权力来

源主要是政府，且权力集中在上层。政府给予高

校以行政级别，高校内部行政组织体制化，行政权

力官僚化。而国外的权力来源比较多样，有的来

源于政府；有的来源于董事会，董事会的成员构成

也比较多样，如企业家，政府官员，教授，学生等；

也有的来源于政府和董事会的联合体。《高等教

育法》规定了各科层的行政权力和职能范围，完全

的自上而下管理，而且权力的让渡也是通过上级

给予下级，科层的细化和复杂导致行政机构臃肿，

专制性和强制性强，下层管理人员积极性和创造

性差，决策效率低下，下级无法对上级进行监督和

制衡。这种科层式的管理模式广受诟病。

３．行政权力泛化，僭越学术权力
行政权力泛化也成了大学治理中很突出的矛

盾，行政权力过多干预学术事务，而学术权力却过

少参与学校治理。行政权力通过掌握大量资源，

过多的介入学术事务，对学术事务进行干预，甚至

直接包办学术权力。行政权力背离了为教学、科

研服务的宗旨，成为辖制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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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权力。然而，学术人员在决策组织中所占比

例很少或者直接被排除在管理事务之外。目前很

多高校成立了一些有教师参与的各种委员会，但

是真正能参与决策的几乎少之又少，大多数委员

会只有咨询和参谋的功能，根本没有实质的决策

权力。学术治理和机构治理确实应分而治之，但

是如果学者被排除在了机构治理之外，很难确保

学者的利益不受到损害［４］。行政权力本质上就是

服务的权力，其职能是服务于学术和学生，然而这

种泛化的行政权力却成了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力的

“拦路虎”。

（三）学生权力与大学内部治理

２００５年教育部颁布实施新的《普通高校学生
管理规定》第４１条指出“学校应当建立和完善学
生参与民主管理的组织形式，支持和保障学生依

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这一规定首次明确的肯定

了学生参与学校治理的权力，由此也引发了学者

们对学生权力的重视和讨论。

１．学生权力遮蔽
自中世纪大学产生以来，学生权力就存在了。

中世纪初期，学生权力是鼎盛时期，学生通过迁移

校址来争取生存权利，学生掌握“生杀予夺大

权”［５］。但之后学生权力经历了一系列的起伏过

程，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学生对权力的要求进入新
的高潮，法国“五月风暴”可以说是学生要求权力

的极端表现。在国内，新中国成立以前学生权力

未得到合法化认同，一直处于缺失状态。学生做

为学习者，总被认定为被管理者，其参与管理的主

体性未被认可。同时，中国的师道尊严也决定了

学生参与管理的权力不可能被认同。另外，学校

管理者对学生权力认识不清，学生自身权力观念

意识不强，学生权力往往被教师和管理者代而行

之。

但随着大学走向大众化，大学民主治理的推

进，学生作为学校的主体地位不可能再被忽视。

目前，已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学生参

与高校治理的合理性，如学生作为公民角度、学生

作为消费者角度、学校走向市场角度、高校民主治

理角度等，本文不再赘述，学生参与高校民主治理

已是大势所趋。“２０１２年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就已

表示，将在校务委员会中为学生代表设固定席位。

《北京大学章程》（公开征求意见稿）中规定学术

委员会中，学生委员占１０％左右的比例。”［６］

２．学生权力混淆
当前，学生权力和学生权利混淆，对学生权力

认识不足。学生权利是学生依法享有的利益，它

是和义务相对应的。学生权力是学生个人或学生

组织对权力客体产生的约束力或影响力。“法律

权力本身就包含了权力和利益两个方面，但权利

并不完全包含权力。”［７］学生权力是学生行使权利

的工具和保障，若主体权力缺失，学生的权利必然

会受到损害。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并未明确规定学

生权力，导致学生权力范围不清，行使途径不畅

通，救济方式缺失，很难发挥实际性作用。高校学

生权力没有收到应然的重视和实施，高校的学生

所享受的更多的是“权利”，而非拥有具有某种强

制和支配性质的“权力”［８］。

３．学生权力窄化
虽然学生权力被逐渐认可，但是学生权力的

运行仍停留在窄范围、低层次、低程度上。很多学

校不重视学生权力，甚至漠视，外加学生自身参与

治理的观念意识不强，学生往往被排除在学校多

数事务外。学生多参与同自身利益休戚相关的事

务，且往往没有决策权，更何况参与学校学术事务

或其他校务管理。学生个体或学生组织多发挥的

是自我管理的功能，而其监督、决策等功能往往被

忽视或压制。学生权力弱小，学生权力作为一支

独立的力量，尚不足以与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平起

平坐，形成三足鼎立之势［９］。

面对学生权力的诸多问题，学者们争论不已

且各持己见，但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多少学生参与高校治理，是“全纳”还是

学生代表，有效地参与治理的学生代表如何产生；

二是学生以何种形式或组织参与高校治理，如何

使学生有理有力的行使权力；三是学生权力范围，

赋予学生多少权力，学生是参与非学术事务和学

术事务还是只参与非学术事务。深刻反思学生权

力在决策结构和决策过程中的缺失，对中国近些

年来高校决策带来了哪些影响，或许能让我们更

清醒如何让学生更好的行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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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破解我国大学内部治理深层问

题之路径

　　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须坚持“去行政化”，合理分配权力，复归行政权力

的服务功能；重新认识学生权力，加大学生在治理

中的参与度，改变学生权力遮蔽的状态，形成民主

管理模式；最后应以大学章程为突破口，健全大学

章程，彰显大学精神和理念，细化权力，依法治校，

解决我国大学长期以来“无章可循”的局面。

（一）高校内部治理须坚持“去行政化”

高校内部治理中行政化严重，行政权力膨胀，

且由来已久甚至积重难返，行政化已成为高等教

育发展的“拦路虎”，高等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是

“去行政化”。单从字面解释，去行政化即是摒弃

行政化。实际上，去行政化不是摆脱行政管理，而

是全面考虑各利益相关者的合理诉求，重新合理

分配管理中的权力。

首先，去行政化不是简单的取消高校行政级

别。如果社会中行政化的管理方式不变，官本位

的社会权力结构不变，单独给大学去掉行政级别，

那么只会降低大学的地位，大学发展更是艰难。

给高校划分行政级别的做法，被视为高校行政化、

官场化的极致表现，［１０］高校确实不应该有行政级

别。但是中国高校行政级别有其深刻、复杂的历

史和社会原因，并不是简单的取消级别就可以解

决行政化问题。简单化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只会

带来更多的问题。我们应面向整体，综合考虑高

校行政级别，以期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其次，去行政化不是恢复“教授治校”。“就

像战争意义太过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

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

决定。”［１１］大学逐渐变成“综集大学”，大学不可能

再恢复纽曼理想中的“乡村”，亦不可能是哈佛罗

威尔的“屋舍制”或者中国古代的“书院”。学术

人员已不可能只依靠自己的力量治理学校，只有

学术人员掌握治理学校的权力的日子已一去不复

返。同时，由于学术人员具有保守性，往往局限于

学科或某一领域，不能顾全大局，学术人员决策效

率堪忧，所以大学必须有政府、社会等组成行政权

力参与管理。教授治校已不适应当今的大学，那

么教授的权力应如何保障就转变到了“教授治学”

这个问题上来。行政权力约束过少，过于强大和

集中，导致行政权力泛化，蚕食学术权力，致使“教

授治学”难以进行。规范和明确行政权力的功能

和行使范围，合理分配权力，使行政权力从权力导

向转变至服务导向，“服务学术、服务学生”［１２］。

最后，去行政化应将权力下放，分散权力。大

学内部治理，说到底是如何分配权力的问题。高

校内部权力主要集中在上层，是一种从上至下的

管理模式。行政机构臃肿，职能交叉，相互推诿责

任，决策效率低，应考虑合并部分部门，形成综合

化办公，以便高效率决策。高校内部的科层制管

理，不利于下级监督和制衡上级，改革管理制度，

从管理走向治理，做到公开、公正、透明的管理模

式和监督模式。分散权力，使高校内利益相关者

如学术人员和学生拥有更多的权力，也是民主管

理的必然要求。但是各高校和各部门到底是集权

多一些还是分权多一些，不能一概而论，应根据部

门或高校的具体情况酌情考虑。

权力应更多的让渡给学术人员，尤其是招生，

考试评价，教师职称评定等，让学术委员会等组织

不仅发挥咨询和参谋的职能，更发挥决策的功能。

“由于他们最清楚高深学问的内容，因此他们最有

资格决定应该开设哪些科目以及如何讲授。此

外，教师还应该决定谁最有资格学习高深学问（招

生）、谁已经掌握了知识（考试）并应该获得学位

（毕业要求）。更显而易见的是，教师比其他人更

清楚地知道谁有资格成为教授。”［１１］有关学生事

务的决策权力应交予学生决定，其他校务也应征

求学生意见，以期保障学校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

参与治理。

（二）重新认识学生权力

首先，多少学生参与高校治理？学校是面向

全体学生，理应让所有学生参与到学校的治理中

来，即“全纳”。但是由于学生人数众多，且所代表

的利益基本相似，所以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选举

一定的学生代表参与高校治理。那么如何遴选学

生代表就成了事情的关键。学生管理组织的成员

应在能力考核的基础上，再由全体学生选举产生，

·６１·



第２期 袁利平 等：　我国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中的深层问题及其破解

而不是由学校单方面挑选委任。所选举出来的学

生代表能否代表所有学生的声音，学生代表能否

直言仗义行使权力等等问题还需要探讨。

其次，学生以何种形式或组织参与高校治理，

如何使学生有理有力的行使权力？学生行使权力

可以以个体的行式，如选择选修课程，就是个体行

使权力。学生行使权力也可以以组织的形式，由

于学生权力弱小，个体权力更微弱，所以学生行使

权力往往通过学生组织的形式。那么成立多种学

生组织，赋予学生组织实质性的权力，规范学生组

织使用权力就成了重中之重。目前，高校中的学

生组织多是学生会，权益保护协会等，但是这些学

生组织被赋予的权力很有限，且学生参与管理的

主体性未得到认可，参与的管理层次较低。随着

网络的发展和应用，高校也可充分运用现代信息

技术，创建网络的民主管理平台，方便学生即时参

与治理。

最后，学生权力范围是什么，赋予学生多少权

力？学校事务包括学术性事务和非学术性事务，

学生参与非学术性事务管理的合理性和意义普遍

得到了认可，但是学生参与学术性事务的管理存

在着很大的争议。反对者的观点主要集中在学生

是受教育被监护的客体；“知识即权力”，学生是初

学者，学术能力差，没有发言权；“学生是大学的来

去匆匆的过路客”［１３］，对学校了解浅显；学生作为

被指导和评价的一方，若自身参与评价会降低学

位质量。“高校学生权力是高校学生基于各种权

力资源而拥有的，在特定领域对学生、教师、行政

管理人员及后勤服务人员施加有意性影响，以有

效实现其特定预期的能力。”［１４］由以上可看出，学

生权力参与管理应具有有限性，并非越多越好，其

权力只能在特定领域和范围内使用，而且权力效

力依赖外在条件。

学院和教师应为学生负责，应鼓励学生参加

所有事务，部分事务可参加但不具有最后决策权，

在实行以前应征求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应建

立救济制度，保证学生的上诉权。当然，在保障学

生行使权力的过程中，高校应转变观念意识，将学

生作为主体，而不是传统思想中的客体。同时增

强学生权力意识，推进民主治理进程。组建合理

多样的机构和平台，赋予合理的权力，同时保障资

金投入。健全法律和法规及其他规章制度，使学

生行使权力有理有力有据。

（三）制定和完善大学章程

首先，大学章程应彰显大学的使命和办学目

标，体现大学理念和特色，复归大学精神。“大学

应该是‘时代之表征’，它应该反映一个时代之精

神，但大学应该是风向的定针，有所守，有所执著，

以烛照社会之方向。”［１５］“任何一所高校经过长期

的改革和发展，都会沉淀出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

和文化底蕴，这些需要通过章程来体现。”［１６］正是

一所大学的历史积淀，使命和特色的不同，才是一

所大学与另一所大学区分的关键。目前一些高校

的章程内容相似，不能体现大学的特色和使命，出

现“千校一面”。

其次，大学章程的制定应遵循民主性原则和

合法性原则。大学章程作为“大学宪章”，其制定

过程若不民主，合法性不明确，那么章程的法律效

力、权威性和合法地位就会大打折扣，章程就会被

降格为规章制度。章程制定的民主性原则要求章

程制定的主体应是高校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如大

学举办者、管理者、教职工、学生以及其他利益相

关者在内的所有有效代表。同时，制定的起草案

应公开征求意见，经过全体学生和教师等群体认

可和讨论通过。章程制定的合法性原则要求章程

必须在法律框架之内，制定章程应依据现有的教

育法律、法规，教育行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绝不与法律法规冲突。同时，章程的生效程序应

是科学合法的。章程必须经过有效的审查和核准

程序。

最后，大学章程应明确“党委领导，校长负责，

教授治学，学生参与”。大学章程作为大学依法办

学的纲领性文件［１７］，但是却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

用，并未解决大学治理中存在的各种权力问题，在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学章程并没有明确各种权

力。高等教育相关的法律对权力的行使并未明确

规定，大学章程亦未细化各种权力的界限和范围，

未明确政府权力、党委与校长关系、校院两级管理

关系、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力，导致大学

很久以来都是“无章可循”。高校内部治理中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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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膨胀，学术权力式微，学生权力缺乏，各种腐

败问题滋生，这些无不是因为缺乏法制治理造成

的。大学内部治理中，只有通过章程将党政关系

理清，规定行政权力范围，肯定和明确学术权力和

学生权力，才能保证各种权力合理分配，以使各施

其职、各尽其责，形成共享型民主治理。

总之，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建设现代大学制

度，须从传统的管理转向民主治理。考虑所有利

益相关者的合理诉求，重新分配大学内部权力，须

坚持去行政化，扩大民主参与，完善大学章程，保

障大学依“法”办学，促使大学真正服务于学术和

学生，提高人才质量，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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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治理视域下的社会参与

———基于对国际社会参与实践经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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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参与已经成为现代教育治理和公共教育管理中的重要部分，但由于诸多因素，社会参与教育
治理现状不容乐观。本文将从教育治理中重视社会参与的必然要求入手，借鉴国外教育治理模式中社

会参与的理论与经验，完善现代教育治理政策，建立健全社会参与运行机制，增进我国现代化教育治理

中的社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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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治理的研究是目前国内外研究学者密切
关注的热点之一，自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正式提

出“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高等

教育制度，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的总目标之后，便掀起了健全教育治理结

构、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创新教育评估机制等一系

列深化改革教育治理体制的研究热潮。随着我国

市场经济的愈演愈烈，利益主体化的趋势也越来

越明显，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教育治理成了必然要

求，学校与政府、企业、社会的关系也日益趋向平

等，协同共治。在“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

切，教育治理也越来越需要社会的参与和支持，社

会参与教育治理也是顺应了国家现代化教育治理

体系运行调控的重要环节。在新时期教育治理

下，由于多元利益相关主体的影响，缺乏社会各界

力量的普遍参与，对于社会如何参与教育有效治

理、运用何种制度和工具去增进社会参与的相关实

践和理论基础等都相当滞后，相比之下，国外教育

治理中的社会参与，无论是实践还是体制方面，都

已形成了相当成熟的理论基础，在“社会广泛参与”

这一趋势要求下，我们应当分析目前教育治理中社

会参与存在的问题，通过对比和探讨，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大力吸收美、日、英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以

期为我国现代化教育治理的社会参与提供借鉴。

一、教育治理中社会参与的相关概

念界定

　　（一）教育治理
“治理”这一概念首次提出是在１９８９年世界

银行讨论非洲发展问题中，随后，有关治理的研究

问题便在２０世纪初引起国际学术界的热切关注，
对于治理，有不少学者认为，他强调的是一种体

系，由治理结构以及治理机制构成，通过有效的方

法和制度安排来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保

障各主体承担、享有和行使的权、责、利。而教育

治理也是教育治理结构和教育治理机制所构成

的，是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利益群体和公民个

体，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进行合作互动，共同管理

教育公共事务的过程。［１］教育治理突出的特点也

是其优越性所在，即多元主体参与共同治理，即

“共治”，共同管理、共同治理、共同参与。在教育

治理体系中，参与管理的主体不仅仅局限于学校

和政府部门，而是包括各种社会组织、非政府部

门、以及公民在内的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它们之间

不再是相互脱节、对立对抗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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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动合作关系，教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

组成部分，势必会受到国家治理变革趋势的影响，

自“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

后，我国大力倡导教育治理，也是在我国社会经济

以及教育蓬勃发展之际对教育管理的一种挑战。

（二）社会参与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有社会参与各种公共

事务管理的先例，古今学者对于社会参与理念也

有了系统的阐述。“社会参与”中的“社会”一词，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并不是一个宽泛而抽象

的概念，是指“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

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２］关于对社会参与的

界定，由于不同领域的学者，研究范畴不同，以各

自的研究背景所给出的释义也大相径庭。其中，

学者张志英、张彦通提出高校博士生的招生工作

应该公开进行，面向社会，广泛吸取社会各界人士

的要求和反映，做到公平、公正、接受社会的监

督。［３］程卫东、雷京在其文章中谈及德国公司的职

工参与制，提到社会参与是指公司职工应该积极

参与到各种对个人和社会事务相当重要的事项

中，如工作条件等。除此之外，职工还有权了解对

其雇佣的相关事项，以及为公司改建提出建议。［４］

而本文所指的“社会”是狭义的社会，是指在国家

治理和教育治理的环境下，外部利益相关群体中

除了政府之外的民间组织机构、群体和个人等，是

所谓非官方的社会过程和社会程序。“社会参与”

就是指这些多元的社会主体力量以不同的形式参

与到某种治理体系当中。对于教育治理中的社会

参与，正是相对于学校和政府之外的第三股力量。

在２０１４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教育部部长袁
贵仁将“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

为２０１４年教育工作的重点，视之为教育界当前面
临的“时代命题”和“历史任务”，指出实行“管、

办、评分离”的教育治理体系，把教育的评价权和

监督权交给社会，更好地发挥全社会的作用。［５］由

此可见，社会参与教育治理成为顺应国家治理和

教育改革的重要手段。

二、社会参与现代化教育治理的现

状及挑战

　　（一）社会参与的方式和内容越来越广泛
在我国的教育治理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参与，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教育观念的出现，以及

教育自身的发展，整体氛围逐渐浓厚，社会各界力

量主动要求参与教育治理当中，社会参与教育治

理的内容和方式也越来越广泛。为了使教育相关

的政策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关于高等教育方

面的某些学术性工作会议，都会邀请社会各界的

专家参与审议、评估和征求意见。除此之外，我国

目前很多学校都开始模仿美国高校建立了董事会

制度，将这些热心于教育事业的社会各界知名人

士用适当的方式组织起来参与学校的决策，不仅

可以给学校治理提供不同视角的理念和建议，还

能为学校的办学筹备资金。

其次，产学研合作模式也已经成为社会参与

教育治理的重要形式，这也是社会各界参与教育

特别是高等教育治理的一个重要途径，打破了传

统教育领域只关注学术和专利研究而与社会脱

节、与企业联系不紧密的弊端。产学研合作采取

工学结合，大学组织与企业的协同创新，为学生创

设实训基地，进行教学实践，也可以运用科研力量

攻破企业难题，研究可行方案；构建“评估中介机

构”对学校办学水平、课程设置和培养人才的质量

进行社会评估。目前，我国有很多行业协会直接

参与本行业的资格考试以及资格证书的发放，相

关部门也大力提倡发展职业资格证书的教育，我国

已在会计师、工程师等行业内实行了职业资格认证

制度，这种制度在不断完善的同时，行业协会评估

教育质量的社会参与形式也越来越重要。随着我

国教育管理规范化、民主化进程的推进，社会力量

参与教育治理从内容到形式都在不断的丰富当中。

（二）社会参与教育治理面临的困境和障碍

现代化教育治理要处理好内部治理结构和外

部治理结构，内部治理结构是指学校内部的行政

管理和教学管理，而外部治理主体是学校、政府和

社会。实现现代化教育治理，务必达到内外治理

结构协调开放，而社会作为现代化教育治理的利

益主体之一，在参与教育治理过程中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但由于诸多因素，整体参与还存在些许

不足，面临着现实的困境和障碍。

１．社会力量参与意识低，缺乏积极性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随波逐流”依

然是不少人的选择，表现为参与观念薄弱，缺乏责

任意识，主动性、自觉性较低。一直以来，我国的

社会企业等教育相关利益者都没有对教育和科技

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认为是政府和学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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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责任，真正出于自主参与学校治理的行为甚

少，大多处于盲从或者被动的状态。长此以往，社

会力量参与意识日渐减弱，不利于教育多元主体

共治，也不利于推进我国教育民主化进程。

２．社会参与教育治理渠道单一，缺乏深度和
力度

我国社会企业参与教育治理多呈间接形式，

直接参与尚未深入展开，由于社会企业与学校之

间缺乏沟通和了解，社会企业参与的深度还远远

不够。另一方面，基于中介组织的不完善使得社

会参与的渠道比较单一，参与面也不广；目前的社

会参与主要是企业参与学校，也主要是着重于科

研和生产，几乎不涉足于教学改革及教学质量评

估，可见社会参与力度有待提升。

３．社会参与体系随意，缺乏制度保障
要保证政府治理中有序、良性的社会参与，具

体的制度保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参与的具

体途径和方式也务必在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进行。

在当前，许多学校并未健全社会参与机制，大都处

于比较随意的松散状态，缺乏规范的规定和操作

性强的程序，这种程序的缺失也导致社会参与主

体不明确，缺少制度保障而丧失满腔热情，使得社

会参与学校治理活动处于无序状态。只有建立相

应的保障机制，才能够激起社会、企业参与的积极

性，提高利益主体参与的效度。

三、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社会参与的

国际经验及借鉴

　　（一）世界高等教育系统国际化、多元化的特
点，致使大学联盟、大学跨组织合作成为

必然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热浪席卷社会的各个领

域，教育界也出现了国际化、多元化的特点，世界

高等教育强国之间增强跨国合作，实现战略联盟，

这已俨然成为当代大学发展的最新趋势。大学联

盟是大学组织之间进行资源共享、实施资源互补，

实现战略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国际上声名鹊起

的大学联盟非美国的大学联合会和英国的大学联

合会莫属，正可谓是强强联手，美国大学联合会作

为美国知名研究型大学的集体代言人及利益维护

者，为了提高学术研究和教育水平，主张建设一流

的研究生教育、和各校开展科研合作、与联邦政府

加强信息沟通，以及协调成员大学与产业界的关

系，联盟成员大学共同面对市场的变化，很显然，

美国一流大学与大学联盟之间形成了“马太效

应”。与此同时，跨国联盟成为当代大学发展的必

然趋势。１９９９年，在英政府的支持下，英国剑桥大
学和美国麻省理工研究院携手发展成为战略联

盟，其使命是借助剑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知

识及专家智慧创造学习机会和商业机会，从而增

进英国的国家竞争力，提升生产率和企业家的创

新精神。［６］

高等教育迅速扩张的今天，许多国家都在经

历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改革，国外大学的发展

经验证明了战略联盟对大学发展的重要作用，以

此为鉴，我国应大力倡导大学联盟，促进人才培

养，加深课程资源共享，目前我国在大学联盟发展

方面也有了些许进展，如 Ｃ９大学联盟、高校自主
招生联盟以及由地区为纽带成立的大学联盟。除

了大学联盟之外，获取资源的另一个途径就是积极

与产业行业加强联系，为大学发展提供所需资源。

最典型的是美国工程研究中心。美国工程研究中

心曾与许多大学进行合作，为当地学生提供实验机

会、参加中心实验项目。大学参与不仅可以使科研

经验转化于人才培养中，提升科研能力，也为工程

研究中心创造了科研成果教学知识成果的收入，在

大学与企业的不断合作中，实现协同创新发展。

在美、日、英等发达国家高校治理过程中，不

仅内部拥有健全的社会参与机构，在外部治理结

构上也充分利用相关利益者的优势，如为争取科

研经费以谋求生存和发展，主动与企业行业建立

联系，实现跨组织合作。随着高校与行业企业合

作的不断深入，双方在联合培养人才、协同创新、

人员交流等方面越来越普遍。［７］因此，我国在教育

治理过程中，也应该让行业企业参与到教育外部

治理中作为新的发展方向。如企业和学校共同组

成咨询小组共同探讨双方关注问题：企业向学校

提供科研资金创建教学实践基地，以支持其科研

创新；学校参与企业的培训活动，帮助企业开办培

训课程，利用高校科研力量攻破企业难题等。

（二）深化董事会制度，参与大学治理是我国

大学组织变革的必然要求

美国公立和私立大学通常都采用董事会管理

体制，董事会掌握学校的最高决策权力，其成员主

要有校外人士组成，比较重视校友、社会名流、企

业首脑等的加入，以期他们为学校的生存和发展

·１２·



河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建言献策，实现大学与企业与社会的交流互动。

英国大学的最高管理机构是理事会，其成员主要

来源于本校教师、学生、其他大学代表、教育局代

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代表。法国大学的最高管理

机构是校务委员会、校学业和生活委员会以及校

科学委员会，其委员基本由教师、学生、科研人员、

行政人员、校职工以及校外知名人士组成。不难

看出，即使教育管理体制类型不同，即使历史文化

传统不同，但高校管理决策机构都涉及教师、学

生、职工、社会名流，可见其在高校治理中的地位。

这种形式的董事会或理事会制度为我国提升教育

外部治理能力提供了借鉴。

董事会制度在教育发展中不仅起着桥梁和纽

带的作用，使学校和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且具

有指导咨询的作用，对学校的发展规划、办学方

向、办学层次等进行权益衡量，除此之外，董事会

还可以解决办学经费不足的困境。作为高校的最

高决策机构，应全力将热心于教育的社会各界知

名人士、企业界首脑等积极组织起来，参与学校的

决策，为学校治理提供建议，为学校办学筹备资

金，使学校真正体现各个行业各个阶层利益。

（三）分析国际高水平教育中介评估组织，探

索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

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是社会参与教育

治理的基本方式，自主性和独立性是世界高等教

育强国中介组织的突出特征。为了评估机构能够

尽量保持客观立场、维持质量保障工作客观性和

公正性，在各国评估中，都强调政府与评估机构相

分离。［８］在美国，教育部等政府部门不负责教学评

估、质量评价、大学评价排名等事务，而是由公认

的、独立的社会组织机构或媒体来完成的，如高等

教育认证委员会（ＣＨＨ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
导》杂志等。［９］ＣＨＨＡ作为全美认证和质量的代
表，既对院校进行资格认证，也要对专业学位进行

认证，主要承担的工作是对学校和专业的质量进

行评估，并公布所有获得认证的院校和专业的名

单。在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是院校审查的

执行机构，而且在人员和经费管理上都拥有教育

自主权。总的来看，国际高等教育认证模式经验是

评估指标的科学化和评估内容的个性化。从机构

组成上看，吸收了社会名流如企业家、退休教授、律

师以及部分政府官员的参与，使决策更加民主化。

从其职能上看，中介组织主要通过拨款分配（如英

国），外部评价（如美国ＣＨＨＡ）等参与对高校监督，
其作为利益相关者之一，以外部参与形式去做评价

和进行监督，使其具有认证可信度和权威性。

我国目前的教育中介起步不久，多数学术性

机构、类型和人员组成都比较单一，运行也不规

范，政府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协

商形成权威中介组织，直接参与院校排名、专业设

置、质量评估和证书认证等。在未来的发展过程

中，我们只能依靠科学的、权威的评估工作才能做

出高质量的决策服务，只有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有

效的评估模式，结合我国国情，才能构建合理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价模式。

结　语
教育治理的社会参与是世界教育发展的共同

趋势，是实现教育良治的重要保证。在当前中国

国情下，社会参与教育治理已经势在必行，但建立

和完善社会参与教育管理机制还任道而道远，涉

及企业、政府、社会等方方面面。“它山之石，可以

攻玉”，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经验对我国现代化教

育治理进一步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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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辅导员在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中的

角色定位与能力建设

田志红

（河南科技大学 学生工作处，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　高校辅导员是实施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的主要力量，他们肩负着落实课内课外“双轨并行”的人才
培养机制，全面推进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使命。但高校辅导员往往身兼多重角色，面对多方面的角色

期望，很容易陷入角色困惑中，对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的成效造成直接影响。学校需重视辅导员队伍建

设工作，明确辅导员工作职责，减轻辅导员角色负担，提升辅导员课外培养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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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外培养工作是指除课内培养（如课堂教学、
教学实习、教学实验、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等）以外

的全部培养工作的总称，它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高校人才培养必备的环节和途径，在人

才培养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辅导

员作为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实施

者，其清晰的角色定位和自身职业素养的高低，直

接影响着课外培养工作的成效水平和人才培养质

量。

一、辅导员在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

中的角色定位

　　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领航者
思想政治素质是大学生最重要的素质，在新

的历史时期，辅导员更要扮演好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领航者这个角色。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

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

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

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

进行素质教育。通过多元化培养实现大学生“坚

定理想信念、提高思想境界、提升道德品位、强化

政治素质”的培养目标。

２．大学生日常工作的管理者
２０１４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

能力建设标准（暂行）》指出：“辅导员是高等学校

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师

和干部的双重身份”［１］。这就决定了辅导员扮演

着大学生日常工作管理者的角色。他们承担着学

生管理制度建设、学生评先评优与宣传表彰、学生

违纪事件处理以及跟踪教育、学生的安全稳定教

育和突发事件处理、学生的学年鉴定管理等日常

工作，通过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对学生实施

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和人性化的管理，使学生

在表彰中受激励、在惩戒中受教育，培养学生良好

的行为习惯，激发学生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引导

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

３．大学生学业发展的指导者
大学生的本职是学习，辅导员要扮演好大学

生学业发展指导者这个角色。通过培养学生科学

的学业发展理念，使学生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求

知欲，具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的

作风，具有坚持真理、独立思考、敢于质疑的科学

精神，形成善于科学规划、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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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追求卓越的良好品格。

４．大学生面临困难时的帮扶者
在学业、就业、立业等诸多竞争压力下，大学

生中存在着在教育资源占有、机会获得和能力、素

质相对贫弱的部分。主要常见的有经济困难、心

理困难、学习困难、适应困难、就业困难等五大类

学生，因而辅导员还要扮演好大学生困难帮扶者

的角色。不让学生因家庭困难而辍学、因新环境

适应问题而掉队，要让学习困难学生得到帮助，心

理有问题学生得到关注，就业困难学生得到优先

服务，让所有需要帮助的学生具有“诚信的品质”

“感恩的心态”和“健康的心智”。

５．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育者
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与其拥有多少具有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密不可分，辅导员要

扮演好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者的角色。通过

开展“挑战杯”、数学建模、机器人、节能减排、大学

生英语、建筑设计、电子设计等学科竞赛和科技创

新活动，激发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培养大学生的创

新能力；通过开展科技支农、教育帮扶、环保行动、

文化宣传、法律援助、医疗服务、追寻红色足迹等

社会实践活动，提高大学生服务社会的实践能力；

通过主题突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

动，全方位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二、辅导员角色在大学生课外培养

工作中面临的困境

　　１．辅导员职业素质有待提高
辅导员职业素质从总体上看是比较好的，大

多数辅导员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有较高的知识

素养和良好的智能品质，善于正确处理学生问题，

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能够胜任现在的本职

工作。但由于工作任务繁重，多数辅导员忙于日

常事务性工作，没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学术探索

和工作创新上，导致学术研究能力不强，创新意识

淡化，久而久之造成职业能力下降，甚至放弃了在

学术上的探索研究，结果与辅导员“职业化、专业

化、专家化”的要求越来越远。

２．职责泛化导致角色模糊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第五条

规定了高校辅导员八个方面的职责，然而在现实

工作中，辅导员工作职责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规定

的范围。事实上，高校一切与学生有关的工作都

是交给辅导员去落实。这就是一些专家所做的形

象比喻：“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种辅导员

工作职责的泛化导致辅导员过多地被一些事务性

工作缠身，不仅没有时间去认真思考课外培养在

高校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也没有精力在大学

生课外培养新方法、新渠道、新途径上做深入地探

索研究。

３．职业认同度不高造成心理失衡
辅导员岗位要求其具有较高的课外培养能

力，能够在思想、学习、生活、心理等方面对大学生

进行有效指导。因此，一个辅导员往往身兼数职，

“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工作中需要他们高投入、

高付出、高奉献。他们很希望学生能理解他们、社

会能尊重他们、学校能重视他们，但是在现实中，

辅导员的工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许多高校

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

要，忙起来不要”的状况。职业要求和社会地位之

间的冲突容易导致部分辅导员心理失衡，出现工

作目标低、积极性不高、得过且过、有机会就脱离

学生工作队伍等不良现象。

４．人员配备不足给工作深入带来困难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第六条

规定：“高等学校总体上要按师生比不低于１：２００
的比例设置本、专科生一线专职辅导员岗位。辅

导员的配备应专职为主、专兼结合，每个院（系）的

每个年级应当设专职辅导员”［２］。目前，大部分高

校达不到 １：２００这个基本标准。辅导员配备不
足，必然会使辅导员在工作中疲于应付各种日常

的繁杂事务，而影响对学生思想意识、心理健康、

学业发展、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的更多关注，即使

努力做好了对学生日常事务的管理，也难以出色

的承担起“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

友”这一角色。

５．考核制度不健全造成工作激励欠缺
一方面，现有的辅导员考核制度不科学，存在

定性考核缺乏可操作性定量考核太机械现象。另

一方面，辅导员考核往往重结果轻过程，缺乏对辅

导员工作特点的思考，考核中过多关注一些量化

指标，而对辅导员的责任心、热情度、围绕学生课

外培养所做的繁琐指导工作等这些无法量化的工

作过程很少予以评价，挫伤了那些关注学生成长

成才，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培养学生的辅导员的工

作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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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辅导员课外培养能力的对

策及建议

　　１．加强素质建设，提升辅导员工作能力
要以提升辅导员的培养能力为导向，积极转

变工作理念、调整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水平，着力

提升辅导员的道德影响力、思维学习能力、工作创

新能力和组织执行力。要加大对辅导员的培训力

度，着力培养辅导员应有的工作视野，使他们的工

作着眼于学生的成长成才和未来发展，着眼于学

生工作的科学部署与工作创新，着眼于自身思想

成长和影响力的培养，不断提升辅导员的“职业

化、专业化、专家化”水平。

２．明确辅导员的工作职责
学校应明确辅导员的岗位职责，即辅导员要

把努力提高大学生课外培养的成效和水平，作为

自己的事业追求和奋斗目标，从而明确与学生有

关的部门（教务处、图书馆、保卫处、财务处、后勤

集团等）或人员（如教学秘书、办公室主任等）在

学生课外培养方面的工作职责，针对具体工作项

目中职责不清或发生矛盾的要协调。督促学校相

关部门严格执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有关规

定，不要过多给辅导员加压，以免过多地分散辅导

员的精力。

３．增强辅导员的职业归属感
学校要认真贯彻中央有关精神，制定相应配

套细则，切实提高辅导员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

使他们感到事业有奔头；鼓励并支持辅导员参加

职业能力大赛，通过参加比赛和辅导员群体中的

优秀分子同场竞技，感受辅导员职业的荣耀感；辅

导员自身应强化对本职工作的认同感和亲和力，

不为外界的评价所动，以积极主动的心态来干这

份事业，力争成为一名富有战斗锐气、不断焕发力

量和智慧的优秀德育工作者。

４．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
学校应建立科学有效的业绩考评体系，对辅

导员的工作予以认可和积极评价。如制定合理的

考评制度，使辅导员在工作达到相应年限并考核

合格时，分别享受副科级、科级、副处级待遇，提升

对辅导员的价值认同；关注辅导员今后的发展，加

强辅导员的校内流动，打通辅导员的出入口；在辅

导员攻读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博士学

位、考取心理咨询师资格证、职业规划师资格证等

方面给予资金支持；设立校内思想政治教育专项

研究课题，鼓励辅导员与理论课教师合作开展科

研和组织教学活动，提升科研和教学能力，为辅导

员职称晋升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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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课外培养途径浅探

韩卫红

（河南科技大学 护理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　大学生课外培养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举措。本文论述了
大学生课外培养应树立与学生专业相结合的思想，课内培养与课外培养的关系，学生自觉与老师引导的

关系，阶段工作与培养目标的关系，从“发现、规范、探索、活动、平台”五方面进行了大学生课外培养的有

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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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根本任务，人才培养质量
也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最重要标准。高校的人

才培养机制是课内培养和课外培养双轨并行，而

课外培养工作在人才培养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

替代的作用。河南科技大学从２０１４年开始实施
的《河南科技大学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指导纲

要》，对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的指导思想、内容、途

径、目标以及队伍建设、工作评价、发展与保障等

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为学校的课外培养工作提

供了主要依据，也为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指明了

前进方向。贯彻落实《河南科技大学大学生课外

培养工作指导纲要》，应注意树立结合专业特点的

思想，着重处理好课内培养与课外培养、学生自觉

与老师引导、阶段工作与培养目标三个关系，从发

现、规范、引导、活动、平台五个方面，进行大学生

课外培养途径的探索。

一、大学生课外培养应树立一个思想

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是高

等学校人才培养必备的环节和途径。课外培养工

作是指除课内培养（如课堂教学、教学实习、教学

实验、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等）以外的全部培养工

作的总称，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日常管理

与行为培养工作、学业指导与学风建设工作、困难

帮扶与诚信励志教育工作、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工

作等五大模块。在大学生的课外培养工作中，我

们要树立一个思想，那就是学生的课外培养工作

要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开展，这既符合高校人才

培养的目标要求，也是《河南科技大学大学生课外

培养工作指导纲要》落到实处的必然结果。

护理学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多

学科相互渗透的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承担着减

轻患者痛苦、促进人们健康的神圣职责。它不仅

要求未来的从业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熟练的

专业技能，还需要拥有丰富的社会知识、人文知识

和一颗坚韧、奉献的爱心。而女生多男生少，社会

对护理专业仍存有偏见，以及学生对所学专业的

低认可度等等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在学生的课

外培养工作中，不能不见专业，要充分考虑护理专

业特点，将大学生的课外培养与专业相结合，既使

学生的专业思想在课外培养中得到巩固，也使课

外培养独具个性风采，更容易取得成效。

二、大学生课外培养要处理好三个

关系

　　１．处理好课外培养与课内培养之间的关系
课外培养与课内培养是人才培养的两条主要

轨道，要做好课外培养工作，首先要处理好两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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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虽然课外培养与课内培养之间的关

系，在《河南科技大学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指导纲

要》中有明确的界定：“课内培养是课外培养的前

提和基础，课外培养是课内培养的拓展和延伸，两

者紧密配合，互相补充，贯穿于大学教育的始终”，

但在平时的工作实践上要真正认识并实现这样的

关系并不容易。由于“课内培养工作主要由教学

工作系统组织完成，课外培养工作主要由学生工

作系统组织完成”，所以常见的问题是，两个培养

系统各自为战较多，统筹合作不够，再加上各系统

内部门协调不足，使作为培养对象的学生，在面对

课内培养与课外培养提供的丰富大餐时，常常手

忙脚乱，顾此失彼，不知所措，进而影响了课外培

养与课内培养的效果和质量。做好大学生的培养

工作，课外培养系统与课内培养系统要统筹协调、

紧密配合，制定政策目标、开展活动时，要充分考

虑另一种培养因素的影响，并帮助学生明确前提

和基础、拓展和延伸的关系定位，更好地实现双轨

道的培养目标。

２．处理好三自教育与教师引导之间的关系
随着网络和科技的快速发展，现在大学生的

自主性越来越强，重视关照自我需求和独特个性

的发展，不愿接受强制式、群体化的教育灌输，而

“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三自教育，更

能发挥大学生的主体能动性，满足学生对自我认

同的需求。三自教育以大学生自己为教育、服务、

管理对象，把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贯穿

于成长、成才、成人的各个阶段，是提升大学生责

任感，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举措，也是大学

生的自我培养路径。在平时的学生培养工作中，

要处理好三自教育与教师引导之间的关系，学生

能做好的技术性问题，如表格填写、资料上交、活

动开展、证件补办等，老师要相信学生能够胜任，

即使做得不好也是成长所需，不要大包大揽，越俎

代庖，不要用爱的名义剥夺学生体验人生、享受成

长的权利，也不要让对学院的考核使老师不自觉

地成为学生事务的代劳者。学生解决不了的非技

术性问题，如思想的迷茫与无知，情感的困惑与无

奈，经济的拮据与无助，以及一些突发难题的面

对，老师要及时介入，伸出援手，为学生点亮一盏

心灯，帮助学生踏上坦途。

３．处理好刚性工作与弹性工作之间的关系
课外培养工作主要包括五大模块，即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日常管理与行为培养工作、学业指导

与学风建设工作、困难帮扶与诚信励志教育工作、

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工作，是学生工作系统的根本

任务和核心工作，是衡量学生工作地位和作用、高

度和层次、业绩和成效的价值标准。《河南科技大

学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指导纲要》对课外培养工

作的定位，为学生工作系统的工作方向指明了方

向，也是开展学生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做好这

五大模块工作，要注意处理好刚性工作与柔性工

作的关系。所谓刚性工作就是那些紧急的、规定

了具体完成时间、可以数字量化、即刻能见效益的

工作，柔性工作就是那些不紧急、没有具体完成时

间、不能数字量化、需要长期积累才见成果的工

作。这两种工作相辅相成并不对立，但在实际工

作中，特别是在工作量大、人少、时间紧的情况下，

人们会自觉地选择那些火烧眉毛的刚性工作，以

尽快完成工作任务来缓解暂时的工作压力，无限

制地挤压完成柔性工作的时间、精力。辅导员老

师与学生一对一的思想交流，对有心理健康、家庭

困难等特殊学生的关注，就是虽然很重要、需要投

入很多时间却不见成效，但又常常无时间做的柔

性工作。

三、大学生课外培养的五个重在

１．思想政治教育重在发现
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高校人才培

养的根本要求，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不仅是

课内培养的重要任务，更是课外培养的重要任务。

青年大学生正处在思想活跃期，容易接受外界事

物，注重个人兴趣的发展和个性的张扬。他们从

小生活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大变革和全球化

不断加剧的复杂背景中，新事物、新观念不断涌

现，各种价值观相互碰撞，加上碎片化网络信息的

沁润和影响，使他们的思想简单又丰富，浅薄又深

刻，反复又稳定，呈现出统一又矛盾的复杂思想现

状。面对这样富有时代特点的大学生，除了完成

规定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好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

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首先在于发现。发现什

么？发现学生在处理具体问题上的困惑，如面对

经济问题、学习问题、情感问题、人际交往问题、突

发事件时不知所措；发现学生在平时学习、生活中

表现出的不良倾向，如诚信问题、自我问题、偏激

问题、公德问题等。发现不是目的，但没有发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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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后面的问题解决，特别是在一个辅导员要面

对众多学生的情况下。如何发现？不断学习新知

识，保持一颗敏感的心；多与学生交往、交流，在平

时学习生活中发现思想、情绪等问题的端倪。发

现之后怎么办？通过交谈寻找原因，通过观察跟

踪变化，通过具体办法解决问题。最后，还要注意

学生思想会因外界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多次反复。

２．日常行为管理重在规范
大学生日常行为是大学生在平时学习生活工

作中的所作所为，反映了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和

社会认知程度。对日常行为的管理与培养，有助

于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有助于学生独立自

主精神的树立，有助于学生积极进取精神的激发，

有助于学校管理目标的实现。大学生日常行为管

理与培养，重在规范明确。一是制度规范。没有

规矩，不成方圆。制度是管理的前提。坚持“以学

生为本”和“精细化管理”为理念，规范实施工作

流程，凡是与学生相关的工作都应有制度来规范，

凡是建立的各项管理制度都要明确，让学生有规

可循，养成依法依规言行的习惯。例如学生处印

发的《大学生行为指南》《河南科技大学学生日常

管理常见问题解答》等，明确了学生“怎么做”的

规定。二是落实规范。制度是用来落实的，不落

实的制度只是一纸空文。制度明确了怎么做，落

实就要怎样做。要配合制度出台相应的落实细

则，甚至精细到材料上报的模板和注意事项。这

样才能按照规定程序工作，保证制度的落实规范。

三是奖惩公开。学生评先评优与宣传表彰、学生

违纪事件处理以及跟踪教育，是日常行为管理工

作的重要内容。公开奖惩结果，可以使学生在表

彰中受激励、在惩戒中受教育，有利于引导学生成

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也可以在接受监督

中规范自我行为。

３．学业发展规划重在探索
大学生的学业发展规划工作是人才培养体系

中的重要环节，也是高校推进和完善多样化的人

才培养模式，大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

开展大学生的学业发展规划工作，有利于学生端

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标，提高学习效率，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相对于其他课外培养内容，大

学生学业发展规划工作自成体系，尚属新事物，需

要继续加大学业发展规划工作的宣传、发动力度，

充分调动学业导师和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制定具

有现实操作性的政策措施进行逐步推广，然后再

全面推进实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充分考虑

到所面对的挑战：一方面是有能力、有水平、符合

条件的学业导师的教学科研工作都很繁忙，他们

是否有时间从事这项需要花费很多精力而又琐碎

的工作。因为检查和考核，许多导师都会完成表

格填写等任务，但看遍学生的每本发展规划书，并

在思考后给出建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这恰

恰又是学业发展规划工作的核心部分。另一方

面，学生正处在青春成长期，常常处在矛盾和纠结

中：既想得到他人的肯定又自我封闭，既知道自己

的劣势和威胁又没有毅力去修正，既对前途迷茫

又不愿接受建议，既想有个好未来又不想辛勤付

出等等。从那些潦草的规划书我们可以看出，学

生没有把学业发展规划当做自己成长、成才的目

标与动力，只是一份老师要求完成的作业。要克

服学业导师的繁忙和学生的应付，是否可以将学

业发展规划列为一门选修课？是否开展一些行业

调查和专业见习？只要学生对专业有兴趣，有了

规划的理念，发展不会成问题。对于目前来说，要

想做好这项工作，还需要我们继续进行实践，探索

出一条符合学校实际情况的途径，对学生有帮助，

使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４．人文素质培育重在活动
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人才培养

既是对专业知识、技能的传授和掌握，又是对人文

素养的传承和培育。从许多优秀人士的成长经历

中可以发现，虽然来自不同的行业领域，但他们都

拥有共同的人格特点，人文素养的滋润成为其成

功成才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大学生中开展人文素

质教育，有助于培育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

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形成合理优化

的知识体系，养成高尚的情操和完整的人格，促进

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在高校开展人文素质教

育，除了通过课堂进行人文知识的传授，还要通过

载体进行人文氛围的营造，以对大学生形成潜移

默化的作用。首先是利用好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平

台。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实施于１９９３年底。经
过２０多年的发展，志愿服务的领域不断扩大，志
愿者队伍日益壮大，已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和活动

方式。我们要通过开展丰富多彩、持续不断的青

年志愿活动，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者精神，使学生成为有爱心、有担当的建设者而不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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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抱怨者和旁观者。其次是构建社团联盟。各学

院牵头建立一个有特色的社团组织，如演讲、摄

影、舞蹈、书法、文学、音乐、话剧、武术、辩论等协

会，其他学院建立相应分社，将感兴趣的同学网罗

其中。校团委建立社团考核评价体系，规定社团

每年应完成的活动任务，并提供展示舞台。这样

每次举办大型文艺晚会，无论是迎新生，还是送毕

业生，都有训练有素、感兴趣的学生在主导、参与

和体验，这既实现了学生三自教育的目标，又克服

了学生对老师下达任务的抗拒和应付，真正实现

了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

５．实践创新能力提升重在平台
实践创新能力是学生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

是高校人才培养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实践创新能

力包括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包括实际

工作中所需的各种能力，如领导与组织协调能力、

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应社会的能力、操作与

执行能力、交往与沟通表达的能力、分析与决策的

能力等。社会实践平台是开展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工作的基础。提升大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要建

好四个平台。一是竞赛平台。以“挑战杯”竞赛为

龙头，首先组织学生参加国家级的数学建模、机器

人、节能减排、大学生英语、建筑设计、电子设计等

学科竞赛，其次各学院举办具有鲜明特色的学科

竞赛。二是科研平台。以大学生研究计划训练项

目（ＳＲＴＰ）为基础，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科研项目，
在老师的精心培育和指导下，提高学生的科研意

识和能力。三是岗位平台。学生干部是老师的助

手，也是其他学生的榜样。运用好学生干部岗位

的平台，不仅要制定科学合理的选拔机制，还要指

导学生、相信学生，让学生在工作中学习提高，在

实践中锻炼成长。四是社会平台。暑期文化科技

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是一项广受好评、参

与人数众多的社会大舞台。通过开展这项实践活

动，可以锻炼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适应社会能

力、操作与执行能力、交往与沟通表达能力、分析

与决策能力等，使他们在认识社会中“受教育、长

才干、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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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志愿服务探索

———以河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志愿服务为例

张小玲

（河南科技大学 动物科技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　志愿服务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在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觉悟、提升实践能力、培
养健康的心理素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育人功能。本文以河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志愿服务为例，全

面总结了其工作机制、志愿服务内容、团队建设经验，探索志愿服务在高校育人中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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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志愿服务

　　１、志愿服务的内涵
志愿服务是指在不为物质报酬的前提下，自

愿贡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为推动人类发展、社会

进步和社会福利事业所提供的服务［１］。志愿服务

体现了志愿者高尚的志愿精神，一种不为报酬，奉

献自己，服务他人、社会的高尚精神。大学生青年

志愿者是指认可志愿服务理念，利用空闲时间，投

身社会公益事业的在校大学生，他们是我国青年

志愿者的主力军。

２、志愿服务是大学生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

志愿服务作为一种高尚的社会行为和重要的

社会公益事业，一直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２００８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关于深入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中央文明委［２００８］６

号）指出：“要切实加强对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领

导，建立健全学生志愿服务活动长效机制，深入推

进学生志愿服务活动”。２００９年教育部《关于深

入推进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教思政

［２００９］９号）明确要求高校要把志愿精神作为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纳入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２０１５年共青团中央在

《关于推动团员成为注册志愿者的意见》（中青发

［２０１４］２９号）指出，今后要推动团员成为注册志

愿者，强化团员意识，增强其社会责任感。教育部

袁贵仁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

了“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必须强化实

践育人环节，加强学生参与公益活动和志愿服务

活动，在实践中增强动手能力，了解国情民情，学

会做人做事，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１９９３年共青团中央正式启动中国大学生

志愿服务以来，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志愿服务

已在我国生根、发芽、蓬勃展开，２００８年汶川大地

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型

事件充分展示了我国大学生志愿者的风采，志愿

者的微笑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张美丽名片。调查显

示，志愿服务因其性质的公益性、参与的自愿性、

鲜明的实践性、服务领域的广泛性等优势，非常受

大学生的欢迎，近八成大学生愿意参加志愿服务

活动，青年志愿服务逐渐成为新时期高校开展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理想

载体和重要方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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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生志愿服务的育人功能

１、志愿服务能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思想政治素质是人的素质中最重要的素质，

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志

愿服务本身就是一个教育人、引导人、培养人、塑

造人的过程，“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倡导的“仁爱”“助人

为乐”思想，志愿者在活动中潜移默化受到这种精

神的感染，无形中提高了思想觉悟；大学阶段是人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

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深入社会，走进基层，

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在理论与实践的碰

撞中、在自己思想的不断成熟和稳定中、在对社会

重大问题的清醒面对中，思想得以塑造、升华，正

确的理念信念和坚定的信仰得以确立。

２、志愿服务能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

实践能力是人的智能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人的素质形成的基础。大学生实践能力是

大学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的综

合性能力。大学生志愿服务体现了“知行统一”的

思想，它能有效地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连接起

来，成为提升实践能力的重要平台。一方面，实践

是在复杂的社会中进行，志愿者要学会辨别、鉴别

信息，与人交流沟通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发

现问题，这样反复的循环逐渐提升了大学生认识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志

愿服务工作对象不固定，工作模式不重复，这种充

满变数的工作容易调动活动主体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激发内在的精神动力，使他们敢于尝

试、创新，无形培养了大学生的创新意识，提升了

创新能力。

３、志愿服务能培养大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是素质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个人在先天素质基础上，经过环境和教育的作用，

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心理品质和心

理活动能力。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复杂性和易变

性，尤其价值观的多元化，让成长于社会剧烈变

革、物质极大富裕的“９０后”表现出人格不成熟、

不稳定，耐受能力和抗压能力变差等倾向［３］。志

愿服务以服务他人、社会为基点，倡导奉献和利他

精神，成为塑造大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一种有效

途径。志愿服务活动一般是群体性活动，单凭个

人一己之力很难完成，需要多人参加，这种既有分

工又有合作的工作氛围，容易帮助他们建立起包

容、和谐的良好人际关系；而且志愿服务的重要内

涵就是“助人自助”，它强调大学生在服务过程中

以自我的眼光发现教育的积极因素，志愿者通过

参加不同类型的志愿服务，从中找到助人的快乐，

发现自身价值，建立起个人与社会的认同关系，获

得归属感、荣誉感，增强自我认知。

三、河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志

愿服务的育人探索

　　 在河南科技大学有一支独具特色的青年志

愿者队伍，它就是动科青协（网络名：动科青小

协），这只队伍秉承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服务精神，践行着服务理念。他们立足校园，

广泛开展学雷锋服务月、校园文明礼仪宣传、节能

减排宣传，设立失物招领平台等，积极参与校园精

神文明建设，服务校内广大师生；他们深入社会，

关注留守儿童、关注蓝天、关注城市建设……，充

分展示了动物科技学院青年志愿者的责任、担当，

逐步树立学院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河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近几年以青年

志愿者为抓手，以实施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微公

益、科技支农等重点项目为切入点，通过完善服务

体系、加强服务队伍、丰富服务内容、扩大服务阵

地等举措，构建了“三级三圈”的工作机制，打造了

“四位一体”的工作格局，志愿服务工作不断取得

新进展，形式多样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提升了学

生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综合素质，取得了较好的

育人成效。

１、构建 “三级三圈”的组织架构，完善服务体系

院团委以“志愿云”注册为依托，构建了院青

协、班级团支书、广大团员为构架的“三级三圈”工

作体系，完成了志愿服务网络全院覆盖的目标，形

成了“协会人员精英化、基层团干骨干化、青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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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力量化”的工作模式。通过线上项目发布、招

募、项目申请、管理、评价、考核，实现了对志愿者

的有效分类和管理，增强了志愿服务的吸引力、凝

聚力，促进了工作的信息化、科学化、规范化开展。

近两年动物科技学院志愿服务工作出现了“三个

变化”，一是志愿服务参与的覆盖面由部分团员扩

大到全院青年团员，二是促进了志愿服务活动阶

段性、集中性向日常化、常态化转变，三是志愿服

务精神在全院得到进一步弘扬，“核凝聚”作用进

一步发挥。

２、打造品牌化项目，丰富实践内容

结合学院实际，找准切入点、结合点，将思想

政治教育与志愿服务紧密结合，丰富实践内容，推

动志愿服务常态化、项目化、品牌化。我院志愿服

务已经形成三大活动品牌：义务支教—“成长课

堂”、微公益—爱的力量、科技下乡—“科技助力三

农发展”。

“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团队主要结对帮扶

洛阳市土桥沟小学和伊滨区寇店镇乌龙小学，针

对留守儿童教育现状，着力打造“成长课堂”活动

品牌，加强工作队伍建设，开设特色课程，形成了

以生命教育为核心，辐射学业辅导、亲情陪伴、兴

趣培养等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教学内容。志愿

者每周一次或者假期到学校开展支教工作。和孩

子们一起上课、做游戏，一起画画，为当地留守儿

童送去关爱和呵护，志愿者用汗水、无私奉献、六

年的坚守陪伴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今年暑假志

愿服务队学生们放弃假期休息到乌龙小学开展义

务支教，全村甚至邻村孩子们都慕名前来参加，短

短的十五天时间，志愿者白天开展课外素质课程，

利用晚上挨家挨户开展留守儿童情况调查，最终

完成了长达万字的留守儿童调查报告，该项活动

获得了《大河报》《洛阳晚报》《中国网》《网易》

《搜狐》等媒体的高度关注和报道。

成立于２００６年的“科技支农服务团”，始终秉

承“科技服务社会”的理念，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结

合省内各地养殖需求，连续９年冒着酷暑走进基

层养殖户、走进企业，免费提供养殖技术咨询，开

办养殖技术培训，为当地养殖户、养殖企业送去急

需的科学知识和先进的管理理念，解决广大养殖

户们在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服务团足迹遍布

河南登封、焦作、平顶山、南阳等地，发放宣传资料

上万份，有力地推进了河南畜牧产业的健康发展。

该团队入围２０１４年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优秀团

队，获得优秀奖，先后两次被评为河南省“三下乡”

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服务团队，多次获得河南科技

大学标兵团队，团队典型事迹得到《科技时报》

《中国畜牧兽医报》、中青网、大公网等主流媒体的

关注和报道。

践行志愿服务帮贫济困的理念，这两年发起

了“微公益”活动，围绕渐冻人、贫困学生、贫困家

庭、贫困地区等开展了系列公益活动。他们走向

街头通过义卖报纸、荷花等，吸引人们对渐冻人的

关注，为陷入困境的贫困学生、家庭募集治疗资

金；发起“捐冬衣，献爱心，为贫困山区送温暖”大

型公益募捐活动，为洛宁等贫困山区募捐物资。

微公益活动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可和好评，引起

《ＣＣＴＶ》夕阳红栏目、《河南青年报》、中青网、洛

阳电视台的关注和报道。

３、加强团队建设，提升志愿者综合素质

加强团队建设，在青协内部积极推进“家文

化”建设，着眼于关爱成员、尊重成员，通过互送生

日卡片、开展素质拓展等活动，促进青协内部成员

的感情交流，增强协会的凝聚力，营造温暖、温馨

的工作氛围，激发志愿者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

成立了“能量小组”，定期开展培训，邀请社会上专

业人士和有经验的优秀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技

能、应急事件处理、心理教育等培训和经验交流，

坚定志愿者继续参加志愿服务的信念，提升志愿

者服务的能力和综合素质。

动物科技学院将志愿服务与思想教育相结

合，与专业实践相结合，与自我教育相结合，自推

进志愿服务工作以来，志愿服务精神在学院得以

弘扬，服务理念得以践行，志愿服务像强有力的粘

合剂，将学生多元的价值追求统领起来，在全院形

成了追求上进、奋勇争先、团结一致为自己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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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奋斗的强大动力，既推进了学校精神文明建

设，也为学生全面成长成才营造了良好的育人氛

围。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和基本观

点，人的正确认识归根结底要从实践中来，要用实

践来检验，实践的力量往往比理论的力量更有说

服力。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提出“生活即教

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思想，强调教育要与学

生的现实生活联接，他所推行的教育理念，体现在

育人模式上就是一种实践模式［４］。青年志愿服务

融思想育人、实践育人、服务育人为一体，在志愿

服务活动中，一方面，志愿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

社会宣扬奉献理念，传播、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

影响着社会大众，志愿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

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另一方面，志愿者在

志愿服务过程中可以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用

知识指导实践，解决实际问题，个人得到锻炼和提

升，人生价值在奉献中得以体现，较好地实现了个

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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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一班”工程：“课外培养纲要”实施初探

程光耀

（河南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梦想一班”工程是贯彻实施《河南科技大学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指导纲要》
的重要措施，共分７类“梦想班”，分别是：（１）立德梦想班；（２）创新梦想班；（３）实践梦想班；（４）志愿梦
想班；（５）运动梦想班；（６）文艺梦想班；（７）创业梦想班。“梦想一班”工程对“课外培养”工作提供的思
考是：课外培养目标立意要高，顶层设计要细，工作投入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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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ｙａｏ＠ｈａｕｓｔ．ｅｄｕ．ｃｎ。

　　２０１４年６月，中共河南科技大学委员会下发
了文件《河南科技大学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指导

纲要》（河科大发〔２０１４〕１９号），标志着河南科技
大学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开始全面实施。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自贯彻实施《河南科技大学大学生

课外培养工作指导纲要》以来，在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工作两个方面取得一些成

绩，集中体现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学年试点的“梦想一
班”工程项目上。

一、“梦想一班”工程的概念

１．“梦想一班”工程的定义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梦想一班”工程的想法

受启发于电视剧《天生要完美》里面的“１０１工
程”，“梦想一班”工程的名字源自学院２０１４级学
生参加学校心理朗诵比赛的节目《为梦想出发》。

“梦想一班”不是行政班级，也不是一个班级。

当一些有共同梦想的人在一起奋斗时，他们就加

入了“梦想一班”，因此“梦想一班”包含不同的

“梦想班”，有的“梦想班”具有临时性、短暂性的

特点，但“梦想一班”因为班级成员都有“梦”而具

有永恒性。

“梦想一班”工程项目是一个服务于大学生思

想政治素质提高、实践创新能力提升的综合性项

目，是为在课外素养提高方面“敢于有梦、勇于追

梦、勤于圆梦”的青年大学生搭建的活动平台和

“第二课堂”。

２．“梦想一班”工程的指导思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梦想一班”工程建设工

作的指导思想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为指导，深入落实《河南科技大学大学生课外培养

工作指导纲要》精神［１］，全面推进学院的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工作。

３．“梦想一班”工程的主题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梦想一班”工程建设工

作的主题是，为青年大学生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

实践中放飞个人的青春梦想服务。

二、“梦想一班”工程的实践成绩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梦想一班”工程共搭建

了７个平台，建设了７类“梦想班”，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学年也都取得一定成绩，分别是：

１．搭建思想教育平台，建设“立德梦想班”
“立德梦想班”的主要成果是：学院成功开办

了第一个院级党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即河南

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第２０１５０１期入党
积极分子培训班。这期培训班通过一系列的课程

设置，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培养了一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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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坚定、思想进步、爱党爱国、爱岗敬业、诚实守

信、团结友善、遵德守礼、善学好学、励志图新、笃

行不倦的“十佳”有为青年和德才兼备的青年。

２．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创新梦想班”
“创新梦想班”的主要成果是：（１）２０１５“第四

届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中，获全国

二等奖１项、河南省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１项、挑
战赛优胜奖１项。（２）２０１５“挑战杯”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学校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３
项、三等奖３项，其中有３项代表学校参加省级比
赛。（３）在２０１５“永冠杯”第六届中国大学生铸造
工艺设计大赛中，本科生参赛作品获三等奖７项，
优秀奖１项。（４）２０１５全国大学生材料热处理创
新大赛中，获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１项。（５）２０１５
美国数学建模竞赛中，获得国际二等奖２项、三等
奖１项。（６）２０１５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中，获一
等奖１项、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３项、优秀奖４项。
（７）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教育
培养计划）１３１班学生吕逸飞自制３Ｄ打印机，成
为科技创新的大学生楷模，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５日《洛
阳晚报》在Ａ０７版以“大二学生接二连三自制３Ｄ
打印机———新机器还未完工便被订购”为题对此

作了相关报道。

３．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建设“实践梦想班”
“实践梦想班”的成果主要是：除了日常社会

实践，学院组建了６支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利用暑
假奔赴实践地，实现“实践梦”。分别是：（１）材料
学院赴洛阳市伊滨区佃庄镇中心小学小天“材”支

教团；（２）材料学院赴洛阳市孟津县“走访古镇孟
津·接力文化传承”实践团；（３）材料学院赴洛阳
市周边关爱留守儿童服务团；（４）材料学院赴洛阳
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走进产业园区·放飞科技梦

想”实践团；（５）材料学院赴洛阳市新安县乡村调
查水库利用现状科技支农帮扶团；（６）材料学院赴
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中小型企业创业思维及运营

调研团。

４．搭建志愿服务平台，建设“志愿梦想班”
“志愿梦想班”的主要成果是：学院青年志愿

者协会先后组织“关爱孤儿成长，共享一片蓝天”

捐赠活动、“用爱温暖冬天”善行一百活动，让大学

生青年志愿者实现了“志愿梦”。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９

日上午，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走进洛阳伊川，看望

灵恩孤儿院的孩子们，为他们在这个冬天送去一

份欢乐与温暖———４０００多元的物资。２０１４年１２
月６日至１２月１４日，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积极
开展“善行一百”爱心包裹暖冬行动。活动共募集

２１００元善款，５位同学被评为一星级善行１００志
愿者。

５．搭建健康运动平台，建设“运动梦想班”
“运动梦想班”的主要成果是：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河南科技大学第十三届篮球赛男篮、女篮均获得

第二名；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河南科技大学第七届大学
生健美操比赛获二等奖；２０１５年４月，河南科技大
学第十三届运动会学生甲组团体总分第三名、团

体人均分第三名；２０１５年５月，河南科技大学第十
三届大学生排球联赛男排超级联赛第三名、女排

甲级联赛第四名；２０１５年５月，河南科技大学“亚
商杯”足球联赛亚军；２０１５年４月，代表学校参加
河南省大学生桥牌比赛，获得男子团体第三名、女

子团体第四名。

６．搭建文艺活动平台，建设“文艺梦想班”
“文艺梦想班”的主要成果是：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

日，作品《为梦想出发》获河南科技大学“我成长，

我快乐”校园心理朗诵比赛第一名。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９日，作品《河南科技大学校歌》《祖国不会忘记》
获河南科技大学“歌颂祖国 唱响青春”２０１４级新
生主题合唱比赛一等奖；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学生徐丹
的作品《我的桃花源》获河南科技大学第十三届

“缤纷校园”征文大赛特等奖。音诗画《我在科大

等你来》参演了河南科技大学２０１５新年嘉年华晚
会。２０１５年５月，河南科技大学大学生心理漫画
大赛，学生作品荣获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１项，最
佳构图奖１项，学院获优秀组织奖。２０１５年５月，
成功承办河南科技大学第二届相声小品大赛，《洛

阳日报》５月２２日在第０１２版以“校园举办小品
赛，弘扬核心价值观”为题对此进行了相关报道。

７．搭建创业教育平台，建设“创业梦想班”
“创业梦想班”的主要成果是：挂靠学院的河

南科技大学ＫＡＢ创业俱乐部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８日
组织了“河南科技大学第二届大学生城市生存挑

战赛”，活动受到校外媒体的关注。《大河报》《洛

阳晚报》和洛阳电视台二套分别以“零元起步选手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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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天赚了三千多元”“身无分文，如何在城市里

生存一天”和“模拟创业，赢得自信———我市 １８９
名大学生参与零元生存挑战赛”为题，对大学生城

市生存挑战大赛初赛情况作了相关报道。

三、实施“梦想一班”工程的一些

思考

　　１．课外培养目标立意要高
课外培养工作唯有立意高远，才能对学生严

格要求，才能让学生从中受益。“梦想一班”工程

的７类“梦想班”虽然普通，但都立意较高，分别
是：（１）立德梦想班，引领大学生“明德博学，日新
笃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向上

向善好青年。”（２）创新梦想班，引领学生走在创
新前列，让创新创造在力所能及的地方真正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３）实践梦想班，引领学生了解
社会、认识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

培养品格，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４）志
愿梦想班，引领大学生在志愿服务活动中，“帮助

他人，快乐自己”，提升奉献精神、友爱精神、互助

精神和进步精神。（５）运动梦想班，引领学生积极
“走出宿舍、走下网络、走向操场”，磨练意志，提升

身体素质，培养拼搏精神。（６）文艺梦想班，引领
学生提升人文素养，在校园文艺活动中展现青春

自信，抒写出彩人生。（７）创业梦想班，引领学生
开启创业理想、开展创业活动，融入创新创业的大

潮，并成为有生力量。

２．课外培养顶层设计要细
课外培养工作需要做好顶层设计，与传统日

常工作相结合，统一纳入到课外培养工作中，做到

精细化。河南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第

２０１５０１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做了一次有益的探
索：培训班结业考核成绩满分１００分，共分“考勤
和实践考评”“心得与理论笔试”两类，各占５０分，
每一类各有一定的培训环节，每个培训环节都有

一定的培训形式和内容，详见表１、表２。
３．课外培养工作投入要大
课外培养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想做好，必

须要有较大投入，包括投入的人力、财力等。目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在人力、财力上的投入都远远

不够，这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课外培养工作

又是灵魂工程、爱心工程。学工干部应当顶住压

力，勇于担当，取得好的成绩。

表１　考勤和实践考评（５０分）

培训环节 培训目标 培训形式和内容

爱国
通过红色洗礼，

做到爱党爱国

参观革命旧址

参加升旗仪式

敬业
通过责任担当，

做到克己奉公

完成分配任务

晒与团证合影

诚信
通过严于律己，

做到诚实守信

遵守培训制度

规范日常行为

友善
通过志愿服务，

做到团结互助

参加志愿活动

参加义务献血

明德
通过遵德守礼，

做到至善大爱

参加道德讲堂

观看廉政影视

博学
通过善学好学，

做到博学不穷

参加党课辅导

参加成长论坛

参加心理教育

日新
通过日省吾身，

做到励志图新

列席支部大会

学习身边先进

笃行
通过实践锻炼，

做到笃行不倦

参加创新活动

参加文艺活动

参加体育活动

参加其他活动

表２　心得与理论笔试（５０分）

培训环节 培训目标 培训形式和内容

正心
通过理论自学，

做到政治坚定
分组理论自学

诚意
通过撰写心得，

做到思想进步
撰写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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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课外培养体系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以河南科技大学机械类学科为例

张小花

（河南科技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　进入２１世纪，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的发展，我国高校人才培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何在完成课
内教育的同时，完善课外培养体系，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又一重要课题。本文介

绍了高校课外培养的内涵以及高校完善课外培养体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结合机械类学科学生的特点，

提出了机械类学科课外培养的目标和要求，阐述了课外培养体系和内容，并提出了实现培养目标的有效

渠道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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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的最高价值在于培育全面发展的
人，随着教育的深入改革，对于高校来说要逐步从

“知识教育”过渡到“文化育人”［１］。要实现“文化

育人”，就必须在重视课内教育的同时，逐步在教

育内容上把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素质培养贯穿

于教育的全过程，在形式上要把课内培养和课外

培养有机的结合起来，相辅相成；在内容上要在改

革课内培养计划的同时不断完善课外培养体系，

大力开展大学生课外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从而使所培养的学生适应社会的发展。

一、高校课外培养

（一）高校课外培养的定义

高校课外培养工作是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

分，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

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是高

等学校人才培养必备的环节和途径。课外培养工

作在人才培养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课外培养是指除课内培养（如课堂教学、教学实

习、教学实验、课程设计、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等）

以外的全部培养工作的总称，包括课外培养的目

标与要求，体系与内容、渠道与途径等相关内容。

（二）高校完善课外培养体系的必要性

１．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２０１４年在河南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处的组织

下，机电工程学院对毕业生进行了回访，并对１９８６
年到２０１１年毕业的１４６名学生发放了河南科技
大学毕业生跟踪调查表（毕业生用表），在该调查

问卷中和高校课外培养相关的问题有两项，分别

是“在校学习期间，你认为自己哪些方面素质有所

提高并对你目前的工作有所帮助？”和“你认为母

校毕业生在以下哪些方面知识理论或能力存在较

大差距？”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统计结果分别

如表１和表２所示。从统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就
毕业生自身发展来说，在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适

应社会，促进他们个人发展的因素中排在前四项

的是：专业实践技能、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合作意

识、组织管理能力。在这四项中专业实践技能属

于课内培养体系，而其他三项均是要通过课外活

动锻炼才能提高的能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课外

培养对于学生个人发展的重要性。从促进学生个

人发展来说，课外培养尤为重要和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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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在校学习期间，你认为自己哪些方面素质有所
提高并对你目前的工作有所帮助？

答案 票数 答案 票数

（１）专业实践技能 ９８ （６）团队合作意识 ６８
（２）社会活动能力 ４９ （７）外语能力 ４９
（３）组织管理能力 ６４ （８）计算机应用能力 ２５
（４）人际交往能力 ９８ （９）心理素质 ３６
（５）敬业精神 ４６ （１０）自学能力 ５３

表２　你认为母校毕业生在以下哪些方面
知识理论或能力存在较大差距？

答案 票数 答案 票数

（１）基础理论 １２ （５）团队意识、协调能力 ６７
（２）专业知识 １５ （６）学习能力 ３９
（３）计算机能力 ２６ （７）其他（请说明） ６
（４）外语能力、
实践、动手能力

７０

２．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２０１４年机电工程学院对２０家企业进行了回

访调查，问卷中和学生素质相关的问题有一项，

即：贵单位认为我校毕业生需要加强培养的是

……从表３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排在前三
项的是：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创新能力。这三项

能力的获得必须在学好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参加

课外活动才能逐步培养起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要想使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适应企业发展的需

要，必须在加强学生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重视课

外实践能力培养，提高学生科研和创新能力，从而

才能使我们的学生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时能够为

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表３　贵单位认为我校毕业生培养方面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请按重视程度选三项）

答案 票数 答案 票数

（１）理论基础 ３ （４）专业知识 ３
（２）实践能力 １７ （５）创新能力 １４
（３）科研能力 １５ （６）其他（请说明） １

二、河南科技大学机械类课外培养

体系

　　（一）机械类专业及生源特点
１．机械类专业特点
机械（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是机器（Ｍａｃｈｉｎｅ）与机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的统称。其中机器是执行机械运动
的装置，用来变换或传递能量、物料、信息。机构

在机器中起运动与力的传递和转换作用。在我们

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触到很多机器。例如：自行车、

洗衣机、电梯、汽车、各种工业机床、加工中心，机

器人等，但我们着重要学习的是面向机械工业的

机械设备。

机器和机构的种类繁多、外形万变、用途各

异，但都是人们根据使用要求而设计的，都是由各

种材料制造的，所以机械类专业的学生要学习如

何设计、制造这些机器和机构。现代机器是由机

械技术与电子技术有机组合的一个全新系统，与

传统机器相比，具有自动化程度高的显著特点。

这种自动化技术是以计算机控制为核心，涉及伺

服驱动、传感检测、自动控制、信息处理等多种技

术综合应用的一门学科。

机械行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就业

前景广阔。当前，我国正在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

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

分发挥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机械行业面

临着许多新的挑战，产品的绿色低碳环保，全球经

济一体化，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产业链从低端向

中、高端的转移，制造大国向强国的迈进，中国制

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这一切的实现，都需要靠

高端人才的支撑与保障。作为高校，肩负着培养

未来机械工程师的重任，应适应经济和社会转型

的需要，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出

一代敢于担当、勇于担当的高素质人才。

２．机械类生源的特点
从历年招生计划来说，河南科技大学机械类

学科属于一本招生，每年录取分数要高于河南省

一本分数线１５２０分，在个别省份为二本招生；从
学生生源来说，有６５％属于河南省生源，从学生家
庭情况来看，７０％以上学生来自农村。从以上几
个方面可以总结出河南科技大学机械类学科学生

的特点如下：

（１）学习能力强，有一定的自我约束能力。河
南省属于人口大省，每年高考分数线也位居全国

榜首，各大名校在河南省的招生人数有限，这就造

成了河南省很多学生尽管分数很高，却进不了名

校的门。而河南科技大学机械类学科以其较好的

师资力量，良好的就业前景，吸引了这些优秀生

源，这些学生在高中时在本校的排名大都在前

３０％，有较好的自学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在学习
上能吃苦，肯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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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动手能力差，视野窄。河南科技大学机械
类专业的学生有６５％属于河南省生源，７０％以上
来自农村，这些学生学习能力强，踏实刻苦。但是

和城市学生相比，动手能力较差，视野不够开阔，

缺乏创新意识和组织协调能力。尽管在各种学科

竞赛和奖学金评定上，这些学生能够取得较好成

绩，但在各种创新活动、科研项目、学校文体活动、

学生管理方面不够突出。

（二）机械类专业课外培养目标与方案

１．机械类专业培养目标与定位
河南科技大学机械类专业培养目标与定位

为：培养具备机械设计、制造、机电一体化技术和

计算机基础知识与应用能力，面向工业生产第一

线从事机械设计、制造、科技开发、应用研究、运行

管理和经营销售等方面工作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机械类专业经过５０多年的办学积累与沉淀，
形成了“宽口径、厚基础、精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

低年级统一开设基础课程，构建具有创新精神的应

用型人才的完备知识结构，以利学生长远发展。高

年级设置特色专业（方向）模块，精专业培养，使学

生就业后能迅速胜任企业的技术和生产工作。

２．课外培养的内容和目的
大学生的课外培养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质，具体来说包含科研能力、创新能力、

实践能力、专业技能、文体综合素质等，从培养内

容上来说，除了课内的培养以外，学生在学校参与

的活动都属于课外培养的范畴，如社会实践、科技

创新、文体活动等。课外培养工作的内容主要包

括五大模块，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日常管理与行

为培养工作，学业指导与学风建设工作，困难帮扶

与诚信励志教育工作，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工作。

学校提倡并鼓励相关部门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

样、健康向上的课外素质教育活动。各学院可以

结合学院的特点组织学生参加活动，并获得素质

教育学分。

３．课外素质培养纳入培养方案
２０１２年，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

生进入社会能够较好较快的发展，河南科技大学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对本科生培

养方案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订，并第一次把课外

素质教育加入到毕业要求中，在学分构成上特别

规定有４个学分为课外素质学分，从而进一步强

调了课外培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构建了通识教

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和实践教

学环节四模块的人才培养新方案。

（三）课外培养的渠道与途径

２０１２年河南科技大学在重新修订本科生培养
方案时，把课外素质学分纳入了培养方案，并制定

了河南科技大学学生课外素质教育学分认定范围

及标准，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河南科技大学的课

外培养渠道和途径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学科竞赛
学校积极鼓励、支持学生参加各类竞赛活动，

并对获得奖项的学生给予学分认定。具体来说包

含数学建模、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力学竞赛等。

从机械类学生的特点来看，近几年参加数学建模

的学生较多，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２．科技创新活动
学校和学院为学生提供参加科技创新的平

台，让喜欢科技创新的同学充分的参与进来，比如

挑战杯，ＳＲＴＰ项目。机械类学科学生还可以发挥
自己的学科优势，参加全国机械创新大赛、高教

杯、工程训练等。也可以参与到老师的科研项目

中，有能力的同学还可以自己申请发明专利，学校

不仅进行学分认定，还会给学生一定的科研奖励。

３．文学作品竞赛
河南科技大学作为综合性的大学，文理兼有，

学校会组织各种文学作品征集活动，为在文学方

面有特长的学生搭建展示自己的平台。

４．校园文化活动
大学丰富多彩的生活离不开各种文体活动，

学校充分挖掘学生特长，为学生在校园里展示自

己的才华、丰富自己的学校生活打造各种平台，具

体来说包含主题教育活动、社团活动、歌咏比赛、

论坛等。

５．社会实践活动
社会实践活动既包含学校寒暑假的实践活

动，也包含平常的勤工助学、公益服务、志愿者服

务。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可以使学生尽早地接触社

会、了解社会、奉献社会，并在活动中提高自己组

织协调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这些活动的开展可

以培养学生责任意识，为学生成长为有担当、有责

任心、有爱心的合格人才打下基础。

６．技能培训和训练
对于学生来说，走出校门时，除了自己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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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如果还能有一些特别的技能，在择业时就会

更有竞争力。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在课堂以外参加

专业的培训，如计算机等级考试、英语考试、普通

话考试等等。

７．体育活动
组织体育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拼搏精神。学

校通过组织运动会和其他专业技能大赛，打造竞

技平台，让学生体会竞技的快乐，培养学生锻炼身

体的习惯，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同时对于班级凝

聚力的打造也有很大的作用。

三、结束语

高校课外培养工作是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

分，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

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是高

等学校人才培养必备的环节和途径。河南科技大

学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已经把课外培养纳入到了

本科生培养方案中，这也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

教育理念，然而高校课外培养工作对于河南科技

大学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不断地完善课外培养

体系，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各专

业特点并能深得学生接受和喜欢的课外培养方

案，确定更加科学的认定文件，打造一支专业的指

导教师团队，都是学校课外培养工作亟待解决的

问题。

参考文献：

［１］章兢，何祖健．从“知识育人”到“文化育人”———整体
论视野中的大学素质教育［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０８，
２９（１１）：９－１３．

［２］董艳宏．“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从大学生能
力素质培养谈信息检索课教学新模式［Ｊ］．农业图书
情报学刊，２００９（１）：１５３－１５５．

［３］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
量的若干意见［Ｚ］．２００１－８－２８．

［４］叶清．大学生创新人格特征及其培养［Ｊ］．教育学术月
刊，２０１０（１１）：７３－７４，７７．

［５］蒲洁．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初探［Ｊ］．中国成人教
育，２００６（９）：４６－４７．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ｎｇＥｘｔｒａ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ｒ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ａｋｅ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ｎ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ｈｕａ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ｕｏｙａｎｇ４７１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ｓ
ｆａｃｉｎｇａｓｅｒｉｏｕｓｔｅｓｔ．Ｈｏｗ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ｔｈｅｉｎｃｌａｓ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ｎｅｘｔｒａ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ｒ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ａｓｔｏ
ｈｅｌｐ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ｎｏｔｈｅｒｓｅｒｉｏｕ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ｅｘｔｒａ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ｒ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ａｌｋ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ｕｒｇｅｎｃｙａｎｄ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ｆｉｔ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ｍａｊｏｒｉｎｇｉ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ｎｍｉｎｄ，ｗ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ｅｎｄ，ｗ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ｏｍ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ａｎｄｗａｙｓ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ａｒｇｅ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ｅｘｔｒａ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ｒ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４·



高等教育研究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ｏ．２．２０１５
ＴｏｔａｌＮｏ．５３

大学生“四位一体”课外培养体系的探索研究

鲍秋旭，于淑敏，王晓丽，魏倩倩

（河南科技大学 化工与制药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　随着高校课外培养工作在学生的成长成才中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彰显，对高校课外培养体系的研究
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主要基于学生主体观的理念，探讨目前高校课外培养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围绕学生这一主体，从高校课外培养“谁培养”“培养谁”“怎样培养”三个方面，阐述如何有效地建构“四

位一体”课外培养体系。

关键词：　高校课外培养；“四位一体”；学生主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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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ｂａｏｑｉｕｘｕ＠ｈａｕｓｔ．ｅｄｕ．ｃｎ。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提出“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

作的根本要求。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大学生作为高等教育工

作的主体，理应在大学阶段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

实践活动，成长为各方面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

除了传统的课堂教学之外，高校课外培养在学生

的成长成才中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彰显，人们在不

断思考传统教育模式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学生

的课外培养。

本文主要基于学生主体观的理念，探讨目前

高校课外培养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紧紧围绕

学生这一主体，从高校课外培养的目标体系、高校

课外培养的执行体系、高校课外培养的支持体系

以及高校课外培养的评价体系四个方面，阐述如

何建构“四位一体”课外培养体系。

一、高校课外培养体系

１．高校课外培养体系的组成

高校是大学生成长的地方，如何在课堂教学

和课外培养中真正树立学生主体观，特别是在学

生参与较多的课外培养活动中，如何让学生充分

当好主人，促进学生在主动参与中发展，在独立探

索中成长，从而真正提高课外培养工作的质量，这

个问题值得思考。高校课外培养工作作为人才培

养的一个重要环节，主要涉及四个问题，培养什么

学生，怎样培养学生，用什么培养学生，培养效果

如何评价，从而对应提出了高校课外培养体系的

四个重要组成部分：目标体系、执行体系、支持体

系以及评价体系。

２．学生的主体地位

学生在课外培养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

在：第一，学生是课外培养活动的主要力量，没有

学生的参与，任何课外活动都不可能组织起来；第

二，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与课外培养活动的开展

相互促进。一方面，学生通过参与课外活动，锻炼

了社会实践、科技创新等各方面素质；另一方面，

不断提升素质的学生，也在推动课外培养活动的

持续创新和长远发展。

二、目前高校课外培养体系建设中

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内很多高校已将课外培养与课堂教

学相提并论，并将其作为重点工作来推进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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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了很多的困难和问题。

１．课外培养目标模糊

课内教学活动是由教师或其他教学组织实施

的，而课外活动则是学生自我发起、自我负责、不

依赖他人的、主动的、个性化的活动方式，学生是

课外培养活动的主体。课内教学活动具有清晰明

确的培养目标，即完成规定的课堂教学任务，而课

外培养则是无目的性的，课堂学习与课外培养的

结果，都可能是预先期望的，也都可能是偶然性

的。总体上而言，课堂教学活动有着明确的目标，

而大部分的课外培养活动目标是比较模糊的。

２．课外培养执行力度有限

教师对学生在课外培养活动中的成长有着重

要的指导作用，但是目前高校教师对学生的课外

培养活动的指导非常有限。原因有：第一，教师在

课内教学工作中往往有明确的教学任务和课时津

贴，但课外活动的指导方面却没有明确要求，激励

机制也不够全面到位，导致教师参与课外培养活

动的积极性和实效性不高；第二，目前课外培养的

主要力量是学工干部队伍，包括学生工作职能部

门，共青团组织的干部和各学院的辅导员，主体是

辅导员队伍。而作为课外培养工作主体力量的辅

导员事务性工作较多，时间和精力有限，且对课外

培养指导经验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在课外

培养工作中的执行力度是非常有限的。

３．课外培养缺乏足够的支持条件
目前大多数高校的课外培养工作缺乏足够的

组织、制度、经费等方面的支持。从组织上来看，

课外培养工作的组织机构还不太健全，目前主要

是由学生工作的职能部门，例如学生处、团委等机

构来组织实施课外培养活动，没有专门的课外培

养工作组织机构；从制度上来看，一些高校出台了

课外培养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例如，河南科技大学

出台的《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指导纲要》《课外素

质学分管理办法》等，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校课

外培养工作的发展。但是仅有这些文件是远远不

够的，应建立科学、合理、全面的大学生课外培养

工作制度；从经费上来看，课外培养工作的经费来

源渠道较少，资金比较缺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

响了课外培养工作的顺利开展。

４．培养工作的评价体系不完善

在评价理念上，目前对课堂教学活动有各种

完善的评价制度，但是对课外培养活动的评价还

未上升到制度层面，对课外培养活动的评价也比

较片面；在评价内容上，目前更多的是重视对学生

所学知识的评价，而忽视了对学生课外培养所形

成的各方面能力的评价；在评价形式上，目前还是

以每学期末的考试为主要评价形式，但是对形式

多样的课外培养活动如何评价，却是一大难题。

三、建构“四位一体”高校课外培养

体系

　　１．确定明确的课外培养目标

高校课外培养工作的目标就是促进学生素质

的全面发展。通过积极开展学生课外科技实践活

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只是学生全面素质培养

的一个方面。在注重创新能力培养的同时，也要

通过举办人文讲座、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等，

加强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如社会道德、社会责任

感、良好心理品格的培养和意志、品质的历练。这

既是学生全面素质的内在要求，又是培养学生创

新能力的保障和促进。所以，应从各方面考虑推

进课外培养工作，从而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

２．建设课外培养工作教师队伍

通过对课外培养工作教师队伍的培训、培养、

学习、交流活动，以“科学化管理、专业化培养、职

业化发展”为模式，建立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

律严、作风正”的教师队伍，这是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帮助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组织保证，也是落实

课内和课外“双轨并行”培养机制的重要举措。

３．完善课外培养工作的条件支持体系

第一，从组织保障上来说，学生课外培养活动

的有效开展需要教学、学工两条线相互协作、优势

互补，共同做好实践育人工作。教学工作线要充

分重视课外实践培养工作，将其作为教学的重要

环节之一，参与课外实践活动的设计，使其与理论

教学内容、课内外其他教学实践环节互动互补，融

为一体；充分发挥教师的专业知识优势，鼓励教师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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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指导课外培养活动，积极开拓校外实践基地，

拓展实践平台。学生工作线要充分发挥对学生的

组织优势，支持学科性社团的建设发展 ，精心设

计各类竞赛、活动，充分挖掘校友及校友单位资

源，发挥学长引领作用，提升课外培养的效果。

第二，从制度保障上来说，各类课外培养活动

的有效开展离不开学院的支持、教师的指导和学

生的参与，全面调动三方面的积极主动性，制定保

障措施，是课外培养活动长期蓬勃发展的支撑保

障。为了能够三方面共同发力，首先明确学院在

课外培养工作中的职责和目标考核任务，将该项

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学和育人工作纳入到学院

的日常工作要求中。其次，鼓励和引导教师指导

课外培养活动、担任社团指导教师，制定“教师课

外培养工作量计算办法”，将指导工作量计算到教

师教学业绩中。最后，还要营造良好的氛围，推动

学生积极主动参与。除了在硬件基础上为学生课

外培养活动提供各种保障之外，还需要在软件上

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不参与课外培养活

动的主要原因不在于“非不能也”，而是“实不为

也”。为了扭转学生的不作为，有必要通过修订培

养方案，设置课外培养必修学分，制定“大学生课

外素质学分管理办法”，以推动学生参与。课外素

质学分制度的推广和应用，使学生在观念中将参

与课外培养活动视为大学阶段评价体系必备的经

历，从而在无形中提供了精神上的资源和保障。

第三，从经费保障上来说，加强课外培养活动

需要经费的支持，除了一部分通过社会赞助的形

式解决外，学校和学院应列出专门的课外培养工

作经费，通过社团活动项目化立项方式提供学生

社团活动的经费保障，通过设立学生科技创新项

目支持学生科研的经费保障等。

４．建构科学合理的课外培养工作评价体系
在评价理念上，要树立将学生课外培养和课

内培养结合起来的理念。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不仅仅体现在课内培养环节，更体现在课外培养

活动中。我们要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水平进行

评价，可以通过学生的学业成绩来进行评价，同时

要鼓励学生多参与课外培养活动，不断地超越自

我，促进自身综合素质发展。

在评价内容上，要坚持知识评价、能力评价、

个性评价的统一。“知识评价”不仅要突出评价学

生的知识视野，还要评价学生知识的结构化程度；

“能力评价”要突出对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等各方面能力素质的评价；“个性评价”要根据不同

学生的个性特点，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价。

在评价形式上，要坚持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

评价相结合。过程性评价可以采用档案袋评价。

精心收集学生课外培养活动的档案，并对档案资

料做精心的研究，从而对其进行评价。终结性评

价即课外素质学分的认定工作，通过对学生参与

课外活动，并以是否达到学分要求为标准进行评

价。

过去人们总是认为课外活动只是课堂教学的

一种补充，然而美国大学的证据表明，“所有对学

生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的具体事件，有４／５发生
在课堂外”。美国大学生除了个人学习外，还积极

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在活动中激发学生的创新精

神，激发学生的实践能力。所以，对国内高校来

说，应将学生作为课外培养工作中的主体，将提高

学生综合素质，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作为

培养目标；建设一支力量雄厚的课外培养工作教

师队伍，加大课外培养工作的执行力度；完善组

织、制度和经费等条件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

体系，保障课外培养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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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外培养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必备的环节和重要途径，由于其在人才培养中具有突出的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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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是指除课内培养（如课
堂教学、教学实习、教学实验、毕业论文、毕业设计

等）以外的全部培养工作的总称，包括课外培养的

目标与要求、体系与内容、渠道与途径等相关内

容。课外培养工作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大

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是高等学校

人才培养必备的环节和途径。课外培养工作在人

才培养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的特点

（一）目的性

与传统的课内培养方法相比，课外培养工作

目的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突出强调激发大学生

的学习兴趣、动机和志向，调动大学生学习、探索

与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着力使大学生获

得正确、全面而深刻的认识，缩短认识过程，提高

学习、领会与运用知识、技能的效率；三是更加重

视凝结智力价值，开发智慧潜能，在重视传授大学

生知识的同时，教会大学生学习的方法与途径，帮

助他们形成学习迁移能力。此能力分为三个层

次：一是哲学高度的方法论，即根据辩证唯物主义

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

用，这是解决“教”与“学”的矛盾、实现教学相长

的关键；二是理论联系实际，课内外教育有机结

合，灌输、启发、研究等方式的融合；三是依据学校

的类型、学科的性质、课程的内容、问题的特征和

知识的形态开展课外培养工作。

（二）灵活性

推崇促进个性发展的课外培养工作，要想实

现其培养目标，就应该运用科学的、多样性的方法

来因材施教、因时施教、因情施教。灵活性既包括

不同的培养内容可采用不同的方法和同样的方

法，也包括不同专业的大学生采用不同的培养方

法和同一专业大学生采用多样的培养方法，还包

括不同大学生、不同学科内容、不同知识形态之间

培养方法的互相借鉴与融合［１］。因此，“教无定

法”是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的特点之一。

（三）时代性

作为引导社会发展方向和传承与创造科学文

化知识的现代大学，在课外培养上，一方面要与时

俱进，富于时代性，要教会大学生快速获取、科学

分析、合理储存、准确提取、恰当运用知识与信息

的方法和创造知识、创建制度的方法。另一方面，

又要与大学生的认知能力相适应，引导大学生善

听、善思、善记；教会他们根据需要抓主线、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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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从“教”通向“不教”；鼓励大学生发现与分析

问题，寻找与完善解决方案，运用与创造知识。

二、中外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的比

较研究

　　（一）国外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
１．美国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美国大学不断进行

教育创新，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结合”，即以大

学生为中心，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科学与人文相结

合，教学与研究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课

外培养模式。美国研究型大学建立课外培养体系

也是践行精英教育观的直接体现。哈佛大学在课

外培养中采用多种方法，如讨论、实验、辅导、案例

研究、模拟法庭、角色扮演、独立学习等。麻省理

工大学的本科研究机会计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ｐｒｏｇｒａｍ，ＵＲＯＰ）、工程实习项
目（ＥＩＰ）、综合研究项目（ＩＳＰ）、回归工程计划
（ＲＰ）等方案尽管形式各异，实质都是发挥麻省理
工学院在人才、设备和资金上的优势，开展课外培

养工作。加州大学学生课外科技活动计划

（Ｓｕｍｍｅ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ｓ，
ＳＵＲＦ）为期十周，到项目结束时，学生要递交一份
技术报告，并在 ＳＵＲＦ研讨班活动日期间以口头
或张贴海报的形式表述。ＳＵＲＦ计划提供大量的
内容丰富的活动，从而让学生扩宽多个领域的知

识面，使学生能够参与一项科学研究工作的各环

节，并能通过文化和社交活动来丰富他们的学习

经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本科生研究学徒计

划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ｐ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哈斯学者计划（ＴｈｅＨａａｓ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伯克利奖金和荣誉计划（ＵＣ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Ｐｒｉｚｅｓ＆ＨｏｎｏｒｓＰｒｏｇｒａｍ）专门为那些成绩优异、
有创新思维，并且有研究成绩的杰出学生而设立，

大学生需要提交自己的作品或研究成果。胜出的

大学生不仅可以获得荣誉，还可以获得一定数额

的奖学金。可以看出，美国大学在课外培养中特

别重视大学生的独立思维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既注重学术性目标的实现，也注重应用型

目标的实现。

２．英国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
英国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更新教育观念，实施

宽口径综合课程教学，加强课外培养，提高科技竞

争力，使高等教育更有效地为经济社会服务。英

国高校在课外培养方面有非常好的传统，尤其是

牛津、剑桥等大学重视多学科交叉训练，对于开阔

思路、培养现代科学人才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例如剑桥大学的课外培养的特点体现在：师生广

泛交流，密切彼此关系；师生积极互动，促进教学

相长；实施个别教学，利于因材施教；注重启发诱

导，培养思维能力；教学育人并重，协调德智发

展［２］。英国大学中提倡的批判式思辨也是顶尖人

才所需要的重要品质。英国互联网教育发展非常

迅速，信息实验室基本是２４小时开放，其网络课
程在高校之间都是可以共享的，这非常有助于人

才智慧交流与启发。总体来看，英国大学在课外

培养上，将提高大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开放性

思维能力作为重点，强调教育的实践目的，注重训

练大学生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辨和多学科知识

交叉。

３．法国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
法国高校采取了中央集权式的管理体制，带

有浓厚国家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法国高校课外

培养的特色主要是专才培养模式。以巴黎中央理

工大学为例，在招生上，该大学施行２年至５年的
专业化教育，招生极为严格，因而生源质量较高，

这种选拔式的招生方式保证了高标准的质量。在

培养氛围上，大学注重营造竞争、公正、开放的学

习气氛。在培养方式上，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以“多科性”和“多面性”为特色：既学习科学基

础，又学习工程技术；要求大学生到工业企业实

习，注重与企业长期保持密切合作的关系。在培

养内容上，所有大学生都必须学习经济学，同时注

重人文、外语和体育教学。人文教育目的在于培

养大学生开阔的学习视野；外语教学要求通过熟

悉国外人文与历史，提高语言实际运用能力；体育

作为训练大学生体能和毅力的教学内容在法国更

是受到特别的重视。总体而言，法国高校对大学

生的课外培养是全方位的，它不仅注重大学生实

践能力的培养，还关注大学生综合素质，并创设了

·７４·



河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与之相应的学习环境，使人才在一个充满动力竞

争机制的基础上成长。近年来，法国大学以国家

统一部署调控为前提，开始适应社会需求，对学制

逐渐调整，同时积极促进各类型教育相互沟通、协

调发展，将科学探索作为课外培养的重要手段。

法国大学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教”，大学生的任务

也不是“学”；大学生必须从事“研究”，大学必须

引导学生研究的兴趣，指导并帮助学生去做研究

工作。法国大学普遍认为课外培养兼有对科学的

探究和个性与道德的修养的双重任务。

（二）中国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

１．清华大学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
清华大学以“挑战杯”学生科技作品展览为龙

头，形成了日趋完善的课外培养工作体系。１９８９
年，“挑战杯”走向全国，现已成为全国大学生课外

培养工作的重要平台。清华大学坚持课外培养不

断线，要求“每名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参与一次社会

实践”，涌现出中国农村能源调查、中美大学生教

育扶贫等一批精品项目。目前，学校每年有１．３
万多名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课外学术科技活动对

于激发科研创新兴趣，培养人才至关重要。同时，

清华大学也特别注重学生课外文体活动，上世纪

５０年代就成立了集中住宿的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
队。对于课外培养，清华大学各个院系都有不同

的培养理念和方法，但相同的是精心设计和实施，

真正融入到课外培养的过程中。

２．北京大学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
北京大学课外培养的总体目标是为国家和民

族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在各行业起引领作用、具有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坚持走以内

涵发展为主的道路，按照规模、结构、质量内在统

一、相互协调的原则，动态地控制规模，优化结构，

保证质量，提高效益。北京大学在课外培养工作

中注重加强和拓宽学生的基础，以多样化的培养

方案、自主学习和在创造中学习启迪学生智慧、培

育人文和科学素养，并全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成为既志存高远又

脚踏实地、既学识渊博又谦逊达理、既勇于批判又

富于合作精神的领导型人才。北京大学重视通过

课外培养提升大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自

１９９８年以来先后设立了君政基金、泰兆基金、校长
基金、毛玉刚基金、教育基金会研究基金等多种大

学生科研基金，并结合教育部“国家大学生创新训

练计划”和“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试验计划”开

展大学生科学研究的训练与培养。近五年，北京

大学累计有３６００余人获得“本科生科研训练”项
目资助，涉及研究项目２１１０余项，约有４８０篇论
文发表。北京大学鼓励把学术科技活动作为课外

培养工作的重要内容，组织大学生开展创新活动。

３．复旦大学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
复旦大学充分发挥研究型大学优势，开展对

大学生知识、能力、素养的全方位的课外培养，为

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开辟有利空间。复旦大学一直

倡导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外培养模式，划分

出两个层次，一是主要针对低年级学生；二是面向

中高年级学生，力图通过课外培养模式的实施，为

学生营造勤于思考、善于发现、勇于创新的学术氛

围，全面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为今后投身科学研

究打下良好基础。复旦大学启动“望道学者”计

划，鼓励更多低年级大学生参与科研工作。同时，

学校还实施“学生学术科技创新行动支持计划”，

鼓励大学生自主提出应用型课题研究［３］。２００７
年，复旦大学成为“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

试点学校，一个全校性的大学生学术研究资助体

系 ＦＤＵＲＯＰ（Ｆｕｄａｎｓ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Ｐｒｏｇｒａｍ）形成。同年，学校开通
ＦＤＵＲＯＰ网站，为大学生打造一个完整的学术研
究资助信息交流平台。２００８年，学校进一步启动
以院系为管理主体的“曦源项目”，加大大学生参

与课外培养的力度和规模。近年来，ＦＤＵＲＯＰ每
年资助各类课题约４００项，每年各类项目共发表
论文３０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占总数
的５０％左右。复旦大学积极搭建课外培养工作平
台，除常规的中期和结题报告之外，每周邀请名师

探讨学术热点，组织大学生研讨学术专题，邀请留

学海外的专家学者讲述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差异。

三、启示和借鉴

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的人才培养途径是课

堂教学和课外培养相结合，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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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教学为主，课外培养为辅。从当前的情况来看，

课外培养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功能还没有得到充

分发挥，这对于大学生社会活动能力、灵活运用理

论知识的能力、创造能力的培养都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我国高校应该拓宽课外培养途径，培养大学

生良好的知识、能力、素质。从国外高校的改革趋

势和国内高校的探索实践来看，课外培养是一种

比较常用的、有效的培养大学生实践能力、创造能

力的人才培养途径。它旨在鼓励大学生的亲身体

验，要求大学生应用知识于实际的探索性活动、分

析并解决实际问题，使大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出良

好的社会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这有助于大学生

毕业后较快地满足实际工作的需求。

课外培养工作应当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

适应大学生认知方式，适合大学生的特点，在内容

上既注重思想性和教育性，又适当注意知识性和

趣味性，要注重双向互动，力求信息传递网络化，

培养手段现代化，学习形式多样化，考核管理规范

化。要充分考虑大学生的年龄差异、地域差异和

个体差异，从高校的实际和大学生的实际出发，创

新培养手段。以大学生需要为中心，以每个大学

生能力与个性的最大发展为目标，以适应优化大

学生的知识结构为着力点，充分尊重大学生的个

性需求。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应当把督促人与关

心人结合起来，把激励人与服务人结合起来，以培

养主动思维为主线，使学习者注重自主学习、自主

发现、自主讲解、自主小结、自主评价，不断增强自

主学习能力，使培养的人才视野更加开阔，认识更

为新颖，学习更加主动，对新事物的反应更加敏

感，实践能力更强，并敢于面对新的挑战，准确把

握时机，打破常规，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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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课外培养体系建设探讨

裴　丽
（河南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　高校担负着人才培养的重要职责，高校改革的目的是要培养出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协调发展的创
新型人才。本文结合河南科技大学开展课外培养的现状，探讨如何搭建大学生课外培养体系载体，实现

课内和课外培养的双规并行，构建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关键词：　人才培养；课外培养；双轨并行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０６３０
作者简介：　裴丽（１９８４－），女，河南洛阳人，助教，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是思想政治教育。Ｅｍａｉｌ：３７３４８７１＠ｑｑ．ｃｏｍ。

　　高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大任务，学生除了

日常的课堂学习、教学实验、课程设计等课内培养

外，还拥有充足的课余时间，我国教育家、科学家

钱伟长曾经说过“学生的培养更重要的在课外”。

可见，课外培养也是人才培养的一条重要轨道［１］。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文件

精神，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

能力、创新能力，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课外素质教育

活动，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和综合素质提高，营造

重视实践创新的氛围，我校在 ２０１４年 ９月下发

《河南科技大学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指导纲要》，

并在当月出台《河南科技大学学生课外素质教育

学分管理暂行办法（修订）》。制度的完善，政策

的落实，组织的保障，促进并深化了大学生课外培

养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使学生的课外素质培

养走向常规化、普及化。而河南科技大学对学生

的要求也从以往的老师教授、学生学习，逐步向学

生自主管理、自主学习、自主创新、全面发展上转

移，把课外培养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学生工作的

始终。

在学校制度的保障下，学校、学院如何上下联

动积极推进课外体系建设是目前重中之重的问

题。对此，有必要做深入研究。

一、齐抓共管，推进学生课外培养

为了加强对学生课外培养的推进，学校多次

召开会议，学生处和校团委互相配合，学院学工队

伍积极响应，把课外培养作为学生工作的根本任

务和核心工作，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学生工作始

终，把课外培养工作开展的情况作为衡量学院学

生工作的一条重要标准，齐抓共管推动学生工作

创特色、上水平。

在各项活动的开展上形成学校 －学院 －年级

－班级这样一条主线，一方面可以提高各项活动

宣传与开展的力度，另一方面便于管理与落实，提

高活动的成效。

学校在《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指导纲要》中将

课外培养工作细分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日常管

理与行为培养工作、学风指导与学风建设工作、困

难帮扶与诚信励志教育工作、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工作。学校各部门严格按照学生课外培养方案的

各项工作的总体要求，在活动管理中分工明确，落

实到位，总体规划，构建应用型的人才培养体系，

以营造高品质校园文化为切入点，以培养学生创

新能力、全面发展为目标，整合全校资源，调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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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积极性，有效地、切合实际地加强推进大学生

课外培养工作的落实。

二、严格管理，防止课外素质教育

学分认定中出现漏洞和泛化

　　 学校对学生课外素质教育学分的认定依据
为学科竞赛、科技活动、论文作品、校园文化、社会

实践、技能训练和体育活动等七类课外素质教育

项目。每个项目中又对认定内容进行了细化，在

认证材料方面需要获奖证书、立项证书、荣誉证

书、志愿服务证明、组织单位提供的证明或学校相

关单位出具的证明等证明材料，并根据获奖的级

别，署名的顺序等认定了不同的学分。

在完善的制度保障下，必须严格管理，使课外

培养工作的各个环节能真正落实到人才培养和素

质能力的提高上来。根据《河南科技大学学生课

外素质教育学分认定范围及标准》，学生的课外素

质学分要经过严格的申报、证明论证、审核、盖章，

防止有些学生钻空子，防止课外培养学分的泛化。

在管理过程中要明确学生课外素质学分的授予单

位，教务处、学生处、团委、学工办等要严格把关审

核，不能随意盖章审批。学院要在第七学期（五年

制第九学期）的十一月份对学生课外素质活动的

认定进行最后的审核，根据相关规定给予相应学

分并上报。对不合格或弄虚作假者，取消其课外

素质教育学分。

另外，学分的认定与给予要严格按照程序来

办，首先学生本人申请，然后学院的课外素质学分

认定工作小组对照《河南科技大学学生课外素质

教育学分认定范围及标准》对学生提交的申请表

给予审核、认定，并公示一周。经公示无异议，各

学院学生课外素质教育学分认定工作小组负责安

排专人为成绩合格学生录入成绩，同时提交一份

汇总表到学校课外素质教育学分认定工作办公

室。

三、拓展平台，为学生开展课外素

质培养提供机会与服务

　　 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离不开学校各

个部门的支持，离不开供学生展示自我、完善自

我，进行综合素质训练的各项活动和平台。学校

已经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以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指导学生课外培养活动的有效开展。此外，学

校要积极整合校内资源，鼓励学校内部的实验室、

创新创业基地、体育馆向全体学生开放，推进大学

生课外教育活动实践基地的建设，并以各种特色

基地为依托，鼓励教师引导学生参与其论文、课题

等科研活动。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提供平台，

督促并引导学生参与到科技创新、学科竞赛、校园

文化、社会实践、体育活动等中，实现课外培养与

课内培养的衔接和融合。

四、大力开设第二课堂，搭建大学

生课外培养的载体

　　大学的第二课堂，是指在学校教学计划之外，

引导和组织学生开展的各种有教育意义的、健康

的、积极向上的课外活动，包括政治性的、学术性

的、知识性的、健身性的、公益性的、有薪酬的、服

务性的等等。第一课堂是对人才的培养提出普遍

性的要求，解决共性的问题，而第二课堂则是发展

人才的特长，解决特殊、个性的问题。第一课堂和

第二课堂相互配合，课内培养和课外培养相互融

合，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为主线，逐步建立多元化

的培养模式。对于河南科技大学而言，推进大学

生素质培养体系建设，要充分挖掘第二课堂的活

动形式。

１．以开展学术讲座为载体，培养大学生的学

习和科研能力

河南科技大学每学期都会举办几十场的成长

论坛和文化大讲堂，请一些外校或本校的知名专

家或老师就某一学术专题或就学生感兴趣的话题

开设讲座。成长论坛和文化大讲堂在《河南科技

大学学生课外素质教育学分认定范围及标准》中

被作为主题思想教育，参与聆听的学生需要组织

单位提供的证明或学校相关单位出具的证明，也

就是在课外学分认定表中盖上组织学院或部门的

章。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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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学术讲堂为载体培养学生学习和科研

能力的形式很好，但是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

导致没有去听讲座的学生也会拿着申请表去盖

章，很难分辨学生有没有真的前往聆听。我认为

可以采取指纹录入的方法，避免有些同学为了课

外素质学分钻空子，学院负责盖章的管理人员也

应该认真负责，防止课外素质教育学分贬值。

２．以开展科技活动为载体，培养大学生的动

手和创新能力

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可以培养大学生的学习

和创新能力，通常包括学术报告、学科竞赛、学术

科技作品制作（学术论文、科技发明制作与社会调

查报告）等三种形式［２］。河南科技大学非常重视

大学生“挑战杯”竞赛，尤其在今年河南科技大学

报送的参赛作品获特等奖４项，一等奖７项、二等

奖１４项、三等奖１８项，我校以团体总分全省第一

的成绩荣获河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最高荣誉———“挑战杯”。另外我校去年在河南省

“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中荣获“优胜杯”。３件作

品获特等奖，１支团队获“最佳表现团队”奖，取得

了河南科技大学近年来在河南省“挑战杯”创业计

划竞赛中特等奖作品数量的新突破。在全国“挑

战杯”创业计划竞赛中，河南科技大学２件作品获

得铜奖，１项获得移动互联网创业专项赛铜奖，这

是河南科技大学近年来在全国“挑战杯”创业大赛

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另外，参加学科竞赛等也是引导学生主动学

习，培养综合素质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我们要

系统把握分析学生科技活动的着眼点，做到加大

组织、扩大范围、实现突破，使竞赛不再是针对少

数优秀学生的竞赛，而是放眼大众，所有有特长、

有兴趣的学生都能参与进来的普遍性的学术研究

学习活动，使之成为学生们开阔视野、综合发展的

有效途径［３］。

３．以开展校园文化建设为载体，培养大学生

的文艺和体育能力

大学校园的文化建设包括大家喜闻乐见的迎

新晚会，歌手比赛，话剧大赛，主持人大赛这些文

艺活动以及体育比赛、体育项目考核等体育活动。

河南科技大学近几年很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在河

南省第十四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中，我校荣

获“优秀组织奖”。九类赛事中获得一等奖４项、

二等奖１０项、三等奖２４项。另外河南科技大学

每年年末的嘉年华活动也是极具特色的一项全员

参与的校园文化活动。每项活动的举办都分别对

学生组织者、演出者和欣赏者有着艺术熏陶和能

力培养的功能。每项校园文化活动的形成都会通

过学生的问卷调查，让同学们上报自己喜欢的项

目，创造出极具大学生心理特点的文艺活动。体

育活动中，我们除了常规的比赛类活动之外，还进

行了同学们非常喜欢的课外素质拓展，同学们通

过一些信任游戏、合作分工大大提高了凝聚力，增

强了自己的集体荣誉感，培养了开拓精神和创新

意识。

河南科技大学学生处、校团委、体育学院等部

门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指导、场地保障

和经费支持，不断激发学生们的潜能。在今后，我

们要更加注重这些活动的内在形式和其所起到的

教育意义，起到全民参与的作用，比如目前正在做

的“三走”活动，能让大多数同学都参与其中，具有

很好的引导作用。

４．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培养大学生

的实践和创新能力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在校大学生利用课余时

间，步入社会，接触社会，提高个人能力，触发创作

灵感，完成课题研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对社

会做出贡献的活动。用在大学学习到的理论知识

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是每个大学生必须要上的一门

课程。学生们通过社会实践能够获取更多的书本

上没有的知识，社会实践还能使学生在深入城市

或农村体验工作或劳动过程中，提高自己适应社

会能力与动手能力，提高学生面对挫折与艰辛时

坚忍不拔的意志力，有利于大学生养成良好的品

格［４］。

河南科技大学很重视学生的暑期社会实践，

去年荣获团中央颁发的“２０１４全国大学生志愿者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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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荣誉称

号。同时获得第二届“天翼智慧城镇调研计划”全

国大学生暑期专项社会实践活动“高校优秀组织

奖”。

针对河南科技大学目前社会实践的成果，学

校要不断创新社会实践内容和形式，坚持社会实

践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与社团活动相结合、与服务

社会相结合、与勤工助学相结合、与择业就业相结

合、与创新创业相结合，扩大宣传与影响力，贴近

社会与生活，建立与扩大校外社会实践基地，积极

培养和探索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新载体。

广大学工干部是学生工作第一线的关键人

物，学工干部对大学生课外培养的重视程度决定

了各项活动的宣传力度、落实程度和达到的效果。

对于上述的各项建议，需要广大学工干部加强队

伍建设、提升培养能力、转变工作理念、调整工作

方式、提高工作水平，做学生成长成才的心灵导师

和知心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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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推进课外培养体系建设”的思考

———以《河南科技大学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指导纲要》的实施为例

郭守伟

（河南科技大学 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　课外培养是河南科技大学“双轨并行”人才培养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贯彻落实《河南科技大
学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指导纲要》，是摆在全体学工干部和教师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结合河南科技大

学实际情况，尝试分析如何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管理与行为培养、学业指导与学风建设、困难帮扶与

诚信励志教育、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等工作，以期对“如何推进课外培养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　课外培养；双轨并行；课内培养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０６１１
作者简介：　郭守伟（１９８７），男，山东昌邑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Ｅｍａｉｌ：４４５６４６９９１＠ｑｑ．ｃｏｍ。

　　《河南科技大学大学生课外培养工作指导纲
要》是河南科技大学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面对新

的机遇，提出的创新性、战略性人才培养计划，是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意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
质量的若干意见》、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

和改进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见》《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教育部《关

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建设规定》等文件精神为依

据，以河南科技大学建设高水平教学研究型综合性

大学的目标为导向，以除课内培养以外的全部培养

工作为主阵地，系统地开展课外培养的纲领性文

件。课内培养与课外培养相结合，构建了校、院两

级共同组织实施的“双轨并行”人才培养机制［１］。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河南科技大学大学生课

外培养工作指导纲要》的贯彻落实，需要全体学生

工作系统的干部和教师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切实

认识到课外培养工作在学生工作系统中所处的地

位、高度和层次，创新工作思路，优化工作方法，拓

展工作阵地，力求工作成效，以学校人才培养的总

体要求为根本，不断促进课外培养工作创特色、出

成效、上水平。

一、虚实结合，做好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

　　１．学习党团先进理论经验，培养坚定的马克
思主义接班人

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变化莫测，多元化思潮的

冲击使得大学生们的思想观念日益复杂；伴随着

社会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的不断变化和高校招生规

模的不断扩大，大学生管理的难度也在加大，这使

得培养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接班人的任务迫在眉

睫。党的十八大之后，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

党中央的带领下，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着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而努力！随着国际局势的变

化和国内改革的深入，我党审时度势，高瞻远瞩，

在新时期提出了“三严三实”“四进四信”“八字真

经”等先进的理论经验。这是广大学工干部学习

的重点及努力的方向，先学习后内化，用实际行动

向信仰致敬！

结合河南科技大学的实际情况，在马克思主

义接班人的培养中，应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严

格持续深入地进行党的先进经验及理论的学习，

借助党校培训、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学院、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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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代会等活动途径，使理论学习的重心下移，

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引导，

进一步“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

２．密切联系广大青年学生，在虚实结合中推
进思想引领

把虚事做实、实事做好，是我们学生工作系统

在思想引领中急需做到的重中之重。想学生所

想，急学生所急，在重大时事热点遍布舆论媒体的

时候，广大学工干部和教师应积极深入学生一线，

肯定学生们关心国家时事的热情，以舆论意见领

袖的身份与学生们开展大讨论活动，在讨论中学

习，在学习中引导，在引导中提升。通过多渠道、

全方位的了解，对广大青年学生的思想动态进行

分析，把握舆情导向，总结思想特点，借助有实效

性的思想引领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牢固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借助抗战胜利纪

念日、国庆节、建党节、“一二九”学生运动、“五

四”青年节等重大时事节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借

助三会一课班级活动、学院团队竞技活动、学校重

大集体活动等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借助学校处级干

部进班级、社会实践进基层、志愿服务为人民、关注

社会民生热点等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理念上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言语上倡导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行动上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虚功与实事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积极引导广大

青年学生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常抓不懈，做好日常管理与行

为培养工作

　　１．以《大学生行为指南》为指导，规范学生群
体行为

《河南科技大学大学生行为指南》对大学生的

日常管理与行为培养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和约束，

是河南科技大学学生在校生活的纲领性、指导性

文件。在实际实施中，应督促广大学工干部和教

师认识到学习《大学生行为指南》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以“事事有规则，处处有人管，件件有落实”的

工作机制推进培养工作，遵循“精细化管理”和

“以学生为本”的工作理念，培养学生的自我约束

意识，树立榜样模范典型，做好先进学生代表的示

范，实现日常行为管理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多米诺

骨牌式的影响效果。

在意识层面，为大学生提供规范自我行为的

平台和途径。他管，只是外在的压力与约束；自

管，才是个人行为的最高境界。广大学工干部和

教师应提高引导和教育意识，深入理解“管理重在

培养，管理就是培养，管理为了培养”的内涵，切实

做到“为人师表，行为世范”，在大学校园里为广大

青年学生树立榜样，以真正实现“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广大学工干部和教师要尽一切可能弘扬

社会道德行为主旋律，当一切规范行为蔚然成风，

不文明行为也就销声匿迹，也就实现了“自我教

育，自我管理”的目标。

２．积极搭建平台，促使日常管理与行为培养
常态化发展

日常管理与行为培养急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

芽。在实现管理目标的进程中，广大学工干部和

教师应拓展日常管理与行为培养平台，用丰富的

活动内容和多样的活动形式吸引广大青年学生眼

球。如在新生入学教育时，对《大学生行为指南》

的学习不能流于形式，应更大程度地覆盖绝大多

数青年学生，使其在进入大学之初就切实了解到

规范个人行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学校、学院重

大活动开展时，应积极进行个人文明行为的宣传

和普及，必要时可设置“不文明行为曝光台”，以监

督的形式倒逼不文明行为的消退。

大学生日常管理与行为培养需常态化发展，

在四年至五年的大学学习生活中，应常抓不懈、持

续不断，不能阶段性、暂时性停歇。目前我校对

《大学生行为指南》的考核只是在新生入学教育时

开展，在后续的大学生活中极少涉及，这也就造成

青年学生们对《大学生行为指南》充耳不闻。此

外，在日常管理与行为培养的宣传与普及中，对重

点对象不能很好覆盖，特别是对于违规违纪学生

的跟踪教育，部分学工干部和教师的工作只是流

于形式，缺乏对学生违规违纪行为的预见性，致其

放任自流，而形成恶性循环，产生波纹效应，对日

常管理与行为培养的效果产生极大影响。

三、狠抓落实，做好学业指导与学

风建设工作

　　１．多部门联动，促进学校规定性文件实施
学业指导与学风建设是我校长期以来的工作

重点，是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成长成才为导向，

学校多个系统与部门联合行动的复杂工作。在贯

彻上级有关指示精神时，学校的多个系统，特别是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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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系统和学生工作系统，应相互配合，及时沟

通，争取将各项文件精神落到实处，收到效果。同

时，学校应对文件的实施情况，以教师座谈、学生

座谈的形式进行摸底调查，及时反馈调查结果，督

促相关部门进行反思和协作，促进学业指导与学

风建设的顺利进行。

教学系统和学生工作系统进行工作协调时，

应根据学校现有的实际情况，对学业指导和学风

建设有关文件及时进行修订和整改，以确保文件

的实施切合当下学生特点和时代背景，最大限度

地服务于青年学生成长成才。同时，广大学工干

部和教师应认识到学业指导和学风建设在我校发

展目标中的关键作用，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对青年

学生进行学业指导，培养学生们以发展的眼光看

待问题，在完善个人学习生活的基础上为学院及

学校的学风建设贡献力量，用实际行动践行“明德

博学，日新笃行”的校训精神。

２．多方面思考，加强学业指导和学风建设
广大学工干部和教师应积极发扬“敬业奉献，

精益求精”的教风精神，促使青年学生们形成“勤

学慎思，尊师诚信”的学风，以实现“和谐自强，严

谨求实”的校风氛围。在学业指导和学风建设的

过程中，广大学工干部和教师应充分意识到教育

效果的滞后性、延时性等特点，有耐心、有恒心地

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进行学业指导和学风建设。

在意识建构中，广大师生应保持高度一致，增

强学校荣誉感和自豪感，以服务学校发展、助力成

长成才为导向，从实际出发，适时进行学业指导、

学业规划、学业总结、学业反思；在活动开展中，广

大学工干部和教师应走到青年学生中去，创新活

动形式，在保留原有优势品牌活动的基础上，拓展

新的思路与方法，用“和风细雨”的方式实现“润物

无声”的效果，助力学风建设的推进；在活动效果

中，学校层面应树典型、推模范，强化活动效果的宣

传与影响，促进模范代表影响力的持久性、广泛性。

四、倾心倾情，做好困难帮扶与诚

信励志教育工作

　　１．完善困难帮扶体系，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对“适应困难、经济困难、学习困难、就业困

难、心理问题”学生进行帮扶，一直以来都是我校

学生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在新的发展时期，面对

性格表象极度分散的９０后学生群体，学校应根据

学生成分构成的复杂性进行困难帮扶体系的完

善，对较为集中的突出问题及时进行干预指导。

同时，在广大学工干部和教师的引导下，发掘具有

较强预见性、较大主动性的学生干部，及时汇总青

年学生群体中出现的隐性问题，全方位、多层次地

进行解决。

对困难帮扶中涉及的国家助学金、国家励志奖

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等形式的资助方式，

学校层面在完善评比制度的同时，应对院系加强监

督与管理，真正做到“有困难的学生获资助，无困难

的学生不分享”。同时，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平

台的建设，尽可能最大范围地了解学生身心发展情

况，做好危机分析，使不良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

２．加强诚信励志教育，助力学生筑梦圆梦
诚信，乃为人之本。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对“明

礼诚信”做了重点要求，大学生作为高级知识人才

的重要组成部分，“诚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诚

信励志教育，与困难帮扶相辅相成。前者重在意

识形态领域有所作为，后者重在物质方面有所突

破。“诚信的品质”“感恩的心态”“健康的心智”

是全体青年学生所应具备的基本思想品德。对困

难学生以物质帮助为切入点，重点培育其精神层

面的成长与认识，完善“资助—自助—助人”的育

人成才模式［２］。

在诚信励志教育中，我校应积极在开展“诚信

校园行”系列活动、“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国家资助 助我飞翔”评选、“诚信·感恩·自强”

主题教育活动时，对励志教育典型进行及时宣传，

保证诚信励志学生代表影响一批学生、带动一批

学生。目前，我校对该部分优秀学生代表的宣传

尚不到位，往往在活动评比完成之后就戛然而止，

不能保证活动效果的持续性和连续性，学校多个

部门间联合动力不足，最终对宣传和普及的效果

造成影响。

五、高度重视，做好实践创新能力

培养工作

　　１．完善学科竞赛奖励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是培养实践创新能力的

重要载体，积极搭建科技创新平台，以“挑战杯”大

学生科技创新竞赛为龙头，组织学生参加数学建

模、节能减排、大学生英语等多学科竞赛。在竞赛

开展阶段，对竞赛进程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播报，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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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地覆盖较多的青年学生，以新媒体途径为

突破口，形成舆论议程话题。特别是对我校特有

的ＳＲＴＰ项目，除专项资金支持外，对顺利结项的
老师及学生，广大学工干部和教师要及时用各种

途径进行表彰和宣传。对于校级层面，学校各部

门应对各项竞赛或科研活动中表现突出的青年学

生给予就业推荐、保送读研等方面的支持与帮助，

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们的科研创新能动意识。

广大学工干部和教师要充分意识到培养学生

实践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应积极借助本

院系学科优势，进行品牌活动创建，在院系层面为

青年学生创造良好的实践创新氛围。同时，鼓励

广大师生进行边缘学科的探索，借助学校现有的

科研创新平台，以各种学科竞赛为契机，打造科研

创新学生团队，增强青年学生的自主科研意识，在

夯实专业基础课的基础上，进行较深层次的学科

创新研究。

２．拓宽实践创新能力培养途径，打造专属活
动品牌

社会实践是育人的沃土，广大学工干部和教

师要根据新的社会形势和时代要求，不断丰富社

会实践工作的形式、内容、方法和手段，引导和鼓

励更多的青年学生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到祖国和

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向社会学习，向人民群众学

习。在广泛动员的基础上，创新实践途径，打造实

践品牌，并以此为契机，着力培养青年学生的实践

精神和创新能力。学校应积极出台相关文件，对

各院系自主打造的专属品牌活动给予支持，特别

是在目前我校现有四个校区的情况下，积极调动青

年学生参与学校主体活动，确保各个校区都有活动

存在感和归属感，变“被动参与”为“主动参加”。

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长期连续的运行保

障。学校应根据各个学院的实际情况，以院系为主

体，制定本学院的实践创新能力培养计划，依托各

学院学科专业优势，积极培育以培养学生成长成才

为目标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在培养过程中，

学工干部队伍要与专业学科教学队伍进行沟通交

流，以实现“课内培养”与“课外培养”的紧密结合，

为每个学生搭建属于自己的“课外培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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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学督导工作的大局观与规范化

杨蕴林

（河南科技大学，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　教学督导是对教学进行质量监控和保障的行之有效的重要举措。提高高校教学督导工作的质量
和效率，需要对督导工作有大局观意识，并应加强督导工作制度化后的规范化研究。本文对教学督导工

作的大局观与规范化问题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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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是基础，质量是关键，
其中尤其是教学质量。实践表明，教学督导是对

教学进行质量监控的行之有效的重要举措。因此

尽管我国高校在办学宗旨、层次规模、水平影响等

诸多方面各不相同甚至差异明显，但都从教学督

导中受益己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高校目前基本上都实现了教学督导工作

的常态化、制度化，但各高校对教学督导的认知理

解、期望要求及督导工作内容、方式方法等各不相

同，督导工作各有特色，这也为深入探讨教学督导

的规律使其在高校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基

础［１－４］。笔者认为目前教学督导工作中的问题常

有以下几种表现：对督导工作的大局观重视不够，

督导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后的规范化研究不够，对

督导重形式轻实效、重督轻导的问题重视不够，从

而直接影响高校教学督导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为

此本文对教学督导工作的大局观与规范化问题进

行了分析并结合河南科技大学督导工作提出了一

些具体建议 。

一、教学督导工作的大局观

教学督导工作林林总总，但从本质上可简单

概括为１６个字：“针对教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提高质量”，此即教学督导工作的大局观或全局

观。

“针对教学”即针对学校的教学环节（课堂教

学、实验教学、实习教学、毕业设计、教学管理、教

学计划、教学运转、教研活动、教学资料、教学评

优、考试考核……）。

“发现问题”指通过督导员的随机或专项检查

监督，从中发现直接或间接影响教学质量的问题

（含正面和负面影响问题）。

“解决问题”指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由学

校或相关职能部门解决问题（如进行奖惩、制定指

导性或强制性应对措施、提出提高教学质量的决

策、试行改革创新…）。

“提高质量”即保障教学质量的稳定并不断提

高。

其中“针对教学”和“提高质量”可视为务虚，

而“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则重在务实。因此

在实际工作中，教学督导工作的大局观可进一步

简化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８个字。不去“发现
问题”，则“解决问题”就无从谈起，而不去“解决

问题”，则“发现问题”就形同虚设，更谈不上达到

教学质量稳步提高的目的。

学校承担教学督导工作的人员大致分为两

类，一是主管教学的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如教务

处），二是以退休教师为主的督导员。前者主要负

责督导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后者主要负责督导工

作计划的实施。显然，“发现问题”主要靠后者，而

“解决问题”主要靠前者。两者在督导工作中主要

职责虽有不同，但都应胸怀大局观才能使教学督

导收到更多更好的实效。有了大局观意识，督导

员不仅要尽“发现问题”之职责，而且要对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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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进行深加工，为“解决问题”建言献策；而督

导工作的领导和组织者不仅要尽“解决问题”之职

责，而且要能从统筹全局的高度、换位思考的角度

为“发现问题”提供指导和支持。

（一）大局观对督导员的要求

督导员主要职责是认真执行督导工作计划从

中“发现问题”，但大局观则要求督导员不仅要尽

到“发现问题”的职责，还应认识到“发现问题”不

是教学督导的终极目的，“发现问题”是为了“解

决问题”，进而达到教学质量稳步提高的目的，这

就要求督导员应重视以下三方面的能力：

１．发现问题的能力
督导员一般都是责任心强、有丰富教学或管

理实践经验的教师。督导员对各类教学质量评估

的标准愈熟悉，客观公正的评估能力愈强，从表象

或细节看问题的敏感性和判断力愈强，则愈善于

发现问题，甚至发现一些容易被忽略或更深层次

的问题。

当然，督导员重在发现对教学质量有负面影

响的问题，但决不能忽略有正面影响的问题，这些

问题往往可用于正面引导，或作为解决负面问题

的启迪。

此外，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进

!

，教育观念、教学方式方法等也在不断变化，从

而也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这就要求督导员还应

具有与时俱进发现新问题的能力。

２．对督导信息深加工的能力
在督导工作中督导员可直接或间接获得大量

信息，其中有些需及时上报不必加工（如教学事

故），但大多数信息需经梳理归纳、分析判断、去芜

存菁、去伪存真等深加工，力求既能客观真实的反

映问题又能使问题的主题明确、言之有据、条理清

晰、精简直言，从而提高“发现问题”的质量。

３．建言献策能力
督导员没有行政权、管理权、决策权，但在具

体检查监督工作中对所发现问题的要点、根源、影

响因素、解决思路等有更多的切实感受和思考，与

督导对象有更多的沟通交流，认真整理即可形成

具体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可为“解决问

题”提供重要参考。

（二）大局观对督导工作领导和组织者的要求

显然，作为主管教学督导的领导和组织者更

要有大局观意识，即要始终围绕“提高质量”，抓好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两方面的务实工作。

其中“发现问题”只要抓好督导员队伍建设与管理

即可由督导员完成，而“解决问题”则必须由具有

行政和管理决策权的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亲力亲

为，因而“解决问题”是督导工作领导和组织者的

重要职责和工作重点。从大局观角度分析，督导

工作不仅仅是制定督导计划，组织督导员听课、巡

视、检查、评议、评审、提建议、与督导对象沟通交

流，这些工作固然很重要但并非督导工作的全部，

教学督导更重要的是要使影响教学质量稳定和提

高的各种问题得以妥善处理和解决。综上所述，

大局观要求教学督导的领导和组织者应当重视以

下几方面的问题：

１．立足大局观，统筹全局工作
在制定学期（年）督导工作指导思想、工作重

点、预期目标、督导计划时要有大局观意识，即要

结合学校教学现状，紧紧围绕“提高质量”，将“发

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应做的工作落到实处，将

教学督导重实效不重形式的思想一以贯之。

２．“解决问题”重在落实
如前所述，“解决问题”是督导工作领导和组

织者的职责和工作重点。一般来说“发现问题”相

对容易些，只要认真进行督导检查、评审、听课、巡

视等，就总能或多或少的“发现问题”。但“解决

问题”则比较复杂，因为督导所发现问题的轻重缓

急、复杂程度、问题由来、影响因素、涉及职能部门

多少、解决周期、效果评价等各不相同甚至差别悬

殊。虽如此，若发现的问题得不到答复处理，得不

到有效解决或久拖不决，则不仅达不到教学督导

的目的，也有损教学督导工作的信誉和影响力。

“解决问题”不落实犹如体检后不重视疾病或隐患

的排除而达不到体检的初衷。

落实“解决问题”体现在：一是问题落实，即对

督导发现的问题汇总分类，力求问题无遗漏、不重

复；合理分类，先后解决顺序明确，比如难度小的、

条件成熟的、能立竿见影的可先解决。二是解决

思路和方案落实，如进行奖惩、组织专题研讨、出

台相关规章制度、试行改革创新等，即使暂缓解决

的问题也要明确解决思路或大致方案，待条件具

备后及时解决。三是责任落实，即每个问题的解

决要落实到具体职能部门和责任人。

“解决问题”贵精不在多，吃透一个就解决一

个，解决一个就见效一个。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

指，若
"

个学期都能真正解决一个或几个实际问

题，则教学质量就能稳步提高。

３．重视督导员队伍建设与管理
如督导员的选聘要有严格的条件和程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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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推荐—学校审批）。要重视与督导员沟通交流，

以便更深入了解学校教学质量现状及问题而便于

决策。要重视督导员在“解决问题”方面的作用，

如有些问题即可在督导员与督导对象面对面交流

中解决。要重视督导员对督导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以便不断提高督导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二、高校教学督导工作的规范化

（一）高校教学督导工作现状———已实现常态

化或制度化

教学督导并非无根之木，它源于高等教育对

教学质量的高度重视和质量监控的迫切需求，因

此我国高校自文革结束高等教育渐趋正规以来，

教学督导工作也逐渐成为高校建设不可或缺的一

项重要工作。

学校最通用最主要的教学方式为课堂教学，

学生对任课教师课堂教学的意见使得听课成为质

量监控的首选，这几乎是所有高校教学督导工作

的缘起，其实用性和有效性使得该项工作渐成常

态，并为其他教学环节或涉及质量问题的教学工

作借鉴。于是教学督导的范围不断扩大、督导方

式方法不断丰富，相关的研讨逐渐深入。在此基

础上不少高校正式出台了关于教学督导的规章制

度，将渐趋常态化的工作纳入正规实现了制度化。

上述“从无到有渐成常态———不断完善渐成制度”

是多数高校教学督导工作的发展历程，到目前为

止我国高校基本上都实现了教学督导工作的常态

化或制度化。

（二）提高教学督导工作质量和效率需重视制

度化后的规范化研究

督导工作的制度化为督导工作提供了制度上

的保证，但督导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并不能完全靠

制度来保证。一般来说，一个制度如果没有科学

严谨、务实高效的制定和执行规范则往往会使制

度流于形式，更达不到制度设立的预期目的。因

此如何进一步提高督导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应成

为制度化后督导工作研究的重点。本文认为督导

工作制度化后应当不断加强督导工作科学化、规

范化的研究。

目前，高校教学督导的对象、督导方式、质量

评估标准、评估方法等呈多样化的趋势，其成绩不

容置疑，但督导工作中往往也存在一些不太科学

严谨、较为随意、不够规范、不重实效等问题，从而

影响教学督导预期效果。以下对我校督导工作提

出一些规范化建议供参考。

１．对每项督导工作都要提出规范化要求
督导对象不同，则督导方式、质量评估标准、

评估方法往往也不相同，因此针对每项具体督导

工作，都要本着科学严谨、务实高效的原则提出规

范化要求，举例如下：

（１）教学资料检查。目前归档资料的“齐全
性”极少出现问题，这得益于采用“专用资料袋、封

面印资料清单、验收人签名”等规范化措施，建议

今后对各种资料的撰写、填报也应制定出简明扼

要的规范化要求，印在相应专用资料袋封底，并让

审阅人签名。学院领导负责验收人和审阅人的落

实和监督，这将有助于提高归档教学资料的总体

质量。

（２）课堂（实验）教学督导。主要应改进的是
减少随意性，引入量化指标，保证随机和公正。建

议工作规范如下：提出督导覆盖率的目标值、督导

重复率的控制值、督导对象的“任选／限选”比值、
不同类型督导对象占比的期望值等———确定各个

学院被督导教师人数———确定相应被督导教师名

单———听课与评议。

（３）毕业设计督导。主要应改进的是不宜一
刀切（不少专业间差异明显），减少目的不明、可

操作性不强的检查评估环节，优化评估指标。建

议工作规范如下：针对各个学院的毕业设计教学

计划———确定督导检查次数、时间、评估内容及标

准———提出督导覆盖率的目标值（针对学院、专

业、指导教师、学生）———确定抽查学生和指导教

师人数———确定抽查学生和指导教师名单———检

查与评议。

（４）教研活动检查。现存问题较多，如活动计
划较为随意或应付检查，活动时间无故或借故更

改甚至取消，活动内容多与教研无关等。上述问

题并非个例且历年如此，这也反映出教研活动检

查虽成制度但常达不到预期效果。建议：加大对

教研活动开展好的学院、教研室的表彰，强化正面

引导；组织专题研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后

对其加以规范。

（５）毕业论文、设计说明书、试卷、教案等的内
在质量评估。现有督导工作程序往往将内在质量

检查评估与非内在质量检查放在一起进行，使得

此类评估只能是快速浏览、走马观花，很难在短时

间内认真审阅而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更难发现

深层次的问题。建议对涉及内在质量的资料评

估，单设为专项督导，并?取更科学的规范（如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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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抽样—限时审阅等）。

（６）常规督导为主、专项督导为辅。若将
"

学期（年）都必须进行的固定内容的教学督导称

为常规督导（如课堂教学、实验教学、教学资料归

档、毕业设计等），则内容灵活专门针对某个问题

而不定期进行的督导即专项（（题）督导。专项督

导目标集中专为发现和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而

设，更便于“解决问题”的落实，因而应使其常态

化。“常规督导为主、专项督导为辅”亦应成为教

学督导规范化内容之一。

２．对督导结果涉及名次排序的要用规范化保
证公平、公正

有些督导结果（通常是评估后给出的分数）常

用于督导对象的名次排序，那么这类督导工作的

程序、方式方法、评估标准等必须严格规范化而不

能随意，某一环节的疏漏就可能影响到公平公正

性。例如某些督导检查只要求抽查对象的人数或

个数相同，而不是要求抽查率相同，则其结果用于

排序就有失公平。如要求每个学院（专业）随机抽

查毕业设计的学生人数相同时，则毕业生少的学

院（专业）与毕业生多的相比，抽查率（督导覆盖

率）明显偏大，发现问题的可能性或扣分的几率就

相对偏大。同样，随机抽查同样数量的课堂教学

任课教师，则该学期任课教师少的学院比教师多

的学院课堂教学督导覆盖率偏大，扣分几率也偏

大。此外，教学资料检查、考场检查等督导工作中

也存在此类问题。当然，公平公正是相对的，但力

求公平公正应当能通过督导规范化做到。至于督

导结果仅用于抽样检查或调研而不对督导对象进

行名次排序的则另当别论。

３．建立教学督导数据库，利用大数据进行规
范化决策和指导

目前大数据技术用于工作决策和指导渐成趋

势。我校教学督导开展时间早、持续时间长、实践

丰富、有关档案保存较多，这为建立教学督导数据

库提供了良好条件。该数据库的基本内容可包

括：历年各学期任课教师名单、被督导教师名单、

各类督导评分、督导覆盖率、督导重复率、教学事

故率、调课率、青年教师上课率、教授上课率、实验

优良率、校级和院级两级督导评分对比、学生评教

结果等等。显然，建立并不断充实完善教学督导

数据库，可以为教学督导工作的决策和指导提供

更多科学依据。教学督导数据库的使用权限归学

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其中一些可公开的信息

可与全校师生共享。

三、结语

一项工作，要胸有全局才能做的更好。一个

制度，要有科学严谨、务实高效的设计和执行规范

才能更好达到预期效果。对于已经实现常态化制

度化的高校教学督导工作来说，为进一步提高其

工作质量和效率，树立大局观意识和加强督导工

作规范化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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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学业发展规划 开启精彩大学生活

———以河南科技大学机械类专业为例

韩建海ａ，张小花ａ，李　莲ａ，杨国欣ｂ

（河南科技大学 ａ．机电工程学院；ｂ．学生处，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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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高等教育快速进入了大众化时代，几
乎每所高校都在扩招，创办新专业，使得在校大学

生人数剧增，办学基础条件难以满足，学生生源质

量参差不齐，造成学生管理工作跟不上，大学生因

欠学分退学和延迟毕业的人数呈逐年增加趋势。

以河南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的本科生为例，该

学院有四个本科专业，每年招收学生６２０名左右，
２０１４年延迟毕业的学生３０人，因欠学分退学的学
生多达９人。这种现状着实让人痛心，极大地打
击了学生个人的自信心，给家庭造成了非常大的

痛苦，也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大学生退学

和延迟毕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作为教育者有

责任深入探究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抓主要

问题，采取相应有效的措施，减少大学生退学和延

迟毕业的人数，使大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为就

业和创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着对学业发展规划教育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到位，没有认识到学业发

展规划教育和辅导对大学生一生的职业发展所具

有的重要意义。多数教师还认为教育学生是学生

工作部门的事情，是辅导员的事情。其实，学业发

展规划教育是学校整个教育体系的一部分，是各

个部门和全体教师的事情，是贯穿在教育教学各

个环节之中的，绝不仅仅是学生部门的事情，光靠

一个学生部门不可能实现学业发展规划教育的目

标与内容。因此，学校各个部门以及院系的领导、

专业教师都有责任和义务对学生进行学业发展规

划教育，因为这关系到学校的发展，关系到学生的

未来。

本文在对学业发展规划的定义、意义和内容

撰写进行叙述的基础上，介绍了机械类专业的发

展情况、培养方案的特点和如何选课等内容，着重

对机械类专业学生面临的多项选择进行了详细叙

述，期望能对机械类专业新生学业发展规划的制

订起到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一、学业发展规划

（一）学业发展规划的定义

我国的学业发展规划的提出和受到关注应该

是从２１世纪开始的，但在近几年才得到了较快的
发展。有些学者称为人生规划或者职业规划，在

美国称其为学生的“生涯规划”，日本则称为“进

路教育”。学业发展规划主要是指基于未来的职

业理想和人生目标，对大学期间的学习、生活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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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设计。要求每个学生正视和剖析自身，了解

自身的特征和兴趣，明确自己的发展目标，是学生

为自己实现大学期间及毕业后的目标而确立的行

动方向、行动路线和行动方案。使处于相对盲目

状态的学生转变为目标清晰、积极上进的学生；使

专业思想不稳定的学生转变为热爱专业、勤奋学

习的学生。确保学生自身高效率地顺利完成学

业，为成功实现就业或开辟事业打好基础。

（二）学业发展规划设计书的撰写

要做好学业发展规划，首先是撰写学业发展

规划设计书。学业发展规划设计书的主要内容包

括自我评估与环境评价、学业发展规划设计、实施

策略与方法和效果评估与反馈四个模块。

１．自我评估与环境评价
自我评估就是要全面了解自己、认识自己。

包含两方面的内容：①对自己的性格类型、兴趣爱
好、能力特长、价值追求、自身不足等进行自我分

析。② 采 用 ＳＷＯＴ分 析 法 就 自 身 的 优 势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及其使用、弱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及其弥补、机
会（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及其利用、面临的威胁（ｔｈｒｅａｔ）及
其排除来进行分析。环境评价也包括两方面的内

容：①专业背景分析，其内容包括专业课程体系分
析、专业应用领域、职业发展方向等。②家庭资源
及学校资源评价。

２．学业发展规划设计
该模块包括大学学业规划目标和终身学习规

划两部分内容。在该模块中首先要做好自我定

位，为学业目标与自己的潜能以及主客观条件谋

求最佳匹配。良好的定位是以自己的最佳才能、

最优性格、最大兴趣、最有利的环境等信息为依据

的。学业发展规划目标是在科学的自我定位基础

上得出的发展性结论，是制定学业发展规划的关

键。通常目标有短期目标、中期目标、长期目标和

人生目标之分。长期目标需要个人经过长期艰苦

努力、不懈奋斗才有可能实现，确立长远目标时要

立足现实、慎重选择、全面考虑，使之既有现实性

又有前瞻性。短期目标则更具体，对人的影响也

更直接，是长远目标的组成部分。

３．实施策略与方法
该模块就是要制定学业发展规划目标的行动

方案，要有具体的行为措施来保证。该模块是学

业发展规划设计书撰写的关键点，包括具体实施

方案和困难及解决方案两方面的内容。具体实施

方案要细化至每年，其内容应包括本年度总目标、

专业学习和素质拓展三个方面。其中素质拓展包

括思想道德修养、社会实践、科技创新、文体发展、

社团活动等。然后叙述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

难以及解决方案。

４．效果评估与反馈
该模块包括实施效果预测和学业规划备选方

案两部分内容。在实施过程中，要及时地对环境

和条件做出评价和估计，对自己的执行情况做出

评估。由于现实生活中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

学业规划的设计必须具有一定的弹性，因此评估

结果出来以后应进行反馈，以便自己及时反省和

修正学业目标，变更实施措施与计划。最后撰写

的学业发展规划设计书还必须有学业导师对其进

行可行性的认真评价。

学业发展规划设计书的撰写一定是在充分了

解本专业及未来行业的地位、形势以及发展趋势、

人才培养方案、素质教育渠道、就业选择的可能性

等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才能做出一个切合实际

的规划。一定要对自己的性格、爱好、特长等有一

个客观的认识，不切实际的规划做的再好，也很难

取得良好的结果。

二、机械类专业介绍与选择

（一）专业介绍

河南科技大学的机械类专业培养的是具备机

械设计、制造、机电一体化技术知识与应用能力，

面向工业生产第一线从事机械设计、制造、科技开

发、应用研究、运行管理和经营销售等方面工作的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机械（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是机器（Ｍａｃｈｉｎｅ）与机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的统称。其中机器是执行机械运动
的装置，用来变换或传递能量、物料、信息。机构

在机器中起运动与力的传递和转换作用。在我们

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触到很多机器。例如：自行车、

洗衣机、电梯、汽车、各种工业机床、加工中心，机

器人等，但我们着重要学习的是面向机械工业的

机械设备。

机器和机构的种类繁多、外形万变、用途各

异，但都是人们根据使用要求而设计的，都是由各

种材料制造的，所以同学们要学习如何设计、制造

这些机器和机构。现代机器是由机械技术与电子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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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有机组合的一个全新系统，与传统机器相比，

具有自动化程度高的显著特点。这种自动化技术

是以计算机控制为核心，涉及伺服驱动、传感检

测、自动控制、信息处理等多种技术综合应用的一

门学科。

机械行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就业

前景广阔。当前，我国正在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

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

分发挥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机械行业面

临着许多新的挑战，产品的绿色低碳环保，全球经

济一体化，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产业链从低端向

中、高端的转移，制造大国向强国的迈进，中国制

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这一切的实现，都需要

靠高端人才的支撑与保障。所以，未来的机械工

程师们肩负着国家和民族赋予的历史责任，年轻

一代要敢于担当、勇于担当。

（二）专业（方向）如何选择

河南科技大学从２０１４年起开始按机械类招
生，当年共招收了４３７名学生。不包括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卓越班（以下简称机自卓越班，３０
人）和机械工程本硕连读学生（１０人）。
１．专业（方向）选择
按类招生，虽然给管理上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但对于学生来说又多了一种选择。第一步，一年

后选专业。可有４种选择：
①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②　机械电子工程。
③　机自卓越班（可进入２名同学）。
④　转专业，转到其它自己喜爱的专业。
第二步，二年后选专业方向。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下设３个专业方向：机械设计及其自
动化、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和轴承设计与制造。

机械电子工程下设２个专业方向：机电控制和液
压传动与控制。另外，机自卓越班是按轴承专业

方向培养的，本硕连读学生到高年级后可任选某

一专业（方向），可以攻读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制

造及其自动化和机械电子工程某一学科的硕士学

位研究生。

２．专业（方向）的选择时间和步骤总结
大一结束选专业，大二结束选方向。学生自

己根据未来的学业发展规划选报某一专业（方

向）。学院要成立选专业（方向）委员会，制定选

专业（方向）的详细规则文件。在学院动员、各系

主任对专业（方向）介绍的基础上，学生自愿选择

报名，最后学院按照相关文件确定最终名单并公

示。每个专业方向有各自的特点，不能简单地说

哪个专业方向最好，适合自己的、热爱的、感兴趣

的就是最好的选择。

（三）就业之路选择

根据河南科技大学的实际情况，考虑到的就

业之路选择有这么几种：

１．考研
由于河南科技大学机械类学生就业形势比较

好，每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人数只占全年级人数

的２５％左右，考取研究生的比例不足２０％，包括
１０人左右的推免生名额。因此有志于考研的同
学，一定要从大一开始就确定考研目标，并做好规

划。在是否考研问题上，最忌讳考研跟风，看到其

他同学报名考研你也报，到时候研究生没考上，把

其它的课程也耽误了。考研同学基础课程一定要

学扎实，尤其是高等数学和大学英语，英语最好过

了六级。考研的同学也有一定损失，由于个人精

力有限，往往专业课程的学习处于应付状态，其它

活动也很少参加，个人综合能力的提高受限。

最近几年，２１１、９８５院校越来越注重研究生面
试时的综合素质考察，不仅要看笔试成绩，更在乎

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每年都有几名

同学虽然考研分数很高，但综合素质较差被淘汰。

因此，考研的同学在扎实学好课程的同时，也要有

意识的参加一些学科竞赛、创新活动、社团活动、

学生管理工作，从而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为最终

能被自己中意的学校录取做好准备。

２．出国留学
这部分学生数量较少，每年也就 ３５人。河

南科技大学和美国、日本、韩国部分高校签订有交

换留学生的协议，部分同学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到

国外交换留学１年，为下一步选择出国读研究生
打下基础。有志于出国深造的同学，英语的听力

和口语要过硬，需要托福或雅思成绩，当然家庭还

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３．就业
这是大部分约８０％学生的选择。当前大学生

必须具备知识、能力、素质三大要素。一名优秀的

大学毕业生应把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培养科学

的思维方式、锻炼较强的实践能力和提高全面的

综合素质统一起来，这样才能在择业、从业过程中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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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在大学里不仅要认真学习专

业知识，还要积极参加学生社团活动、校园文体活

动、课外科技制作活动等，培养自己的竞争意识，

创新意识和团队合作意识，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选择就业的同学，相对考研同学来说时间比

较充足，除了要扎实地学好专业课外，同时有针对

性的规划自己的阅读和实践，对自己在大一到大

四各阶段该学习哪些课外知识，阅读哪些书籍，参

与哪些社会实践，参加哪些培训，是否获取双学位

和职业证书，积累什么样的技能等要做出清晰的

规划。

河南科技大学从２０１３级起开设了五个双学
位专业，其中鼓励机械类学生学习的双学位专业

是市场营销和国际经济与贸易。取得了双学位的

同学一定能提高就业竞争力。双学位专业的申报

是从大二上半年开始的，一定要在大一时就有规

划，不然的话会错失良机。

选择企业一定要着眼于未来，而不是只图眼

前利益。选择企业不是规模最大、工资最高就是

最好的，而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如果你擅

长的东西在这家企业难以发挥，这家企业就不一

定适合你。在内外资企业选择上，也不是说只有

外企才是最好的。外资企业可以接受良好、规范

和系统的培训，掌握先进的设计、管理理念，接触

现代化的设备仪器，也可以给自己的职业生涯添

彩。但不足的是外企的岗位分工很细，工作面较

窄，所需技能单一，个人发挥空间受限，综合能力

的锻炼欠缺。反而民营企业需要的是一专多能的

多面手，技术、管理、营销都要涉足，这为个人提高

综合素质提供了更多的锻炼机会，为成为复合型

人才提供了发展平台。

三、培养方案介绍

（一）人才培养模式

经过５０多年的办学积累与沉淀，河南科技大
学机械类专业形成了“宽口径、厚基础、精专业”的

人才培养模式。低年级统一开设基础课程，构建

具有创新精神的应用型人才的完备知识结构，以

利学生长远发展。高年级设置特色专业（方向）模

块，精专业培养，使学生就业后能迅速胜任企业的

技术和生产工作。该办学理念与人才培养模式，

分别于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９年连续两届获河南省教改

成果特等奖。

（二）培养方案的构成

学校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于２０１２年对本科
生培养方案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订，构建了通识

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和实践

教学环节四模块的人才培养新方案。

在四模块人才培养新方案中，通识教育模块

增加了学业发展规划和专业导论课程，以利于学

生充分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确定明确的目标，设

计好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和未来的职业发展。

学科基础教育模块增加了大学英语和高等数

学的授课学时，使学生掌握扎实的学科基础知识。

按照四年英语不断线的思路，将大学英语教育分

为“基础、提高、拓展和再拓展”四个环节分散到二

年的教学中，逐步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尤其是听

力和口语。在大三和大四阶段开设专业文献阅读

和双语教学课程，在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环节增

加查阅外文科技文献和翻译外文科技论文的要

求，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应用专业英语的能力，满

足企业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要

求。

在专业（方向）模块，邀请企业工程技术人员

共同开课，校企共同开课比例达到６０％，使学生所
学的专业知识与现代企业技术紧密贴近。

实践教学环节包含校内外工程实践和课外素

质教育２个模块。校内外工程实践包括校内工程
实践和校外工程实践两个环节，由原来的３５学分
提高到３９学分。课外素质教育４个学分，是新培
养方案增加的。课外素质教育贯穿于大学四年整

个教学环节中，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其学分

的获得途径为：参加学术讲座、公益活动、文体活

动、ＳＲＴＰ等学科竞赛、社会实践等活动或参与教
师、企业的科研课题并发表学术论文、申请专利

等。该模块是新培养方案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目

的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工程意识、工程素质、工程

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三）最低学分要求

表１为完成大学四年学业，每个模块必修的
最低学分。要想拿到毕业证，除了要获得最低１８５
个总学分外，还必须保证每个模块获得的学分也

不低于要求学分。表１中，理论课１６个学时１个
学分，实践环节１周１个学分。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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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最低毕业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

学分

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

实践教学环节

学分

总

学分

必修学分
课内素质

教育学分

必修课

学分

选修课

学分

必修课

学分

选修课

学分
必修学分

课外素质

教育学分

３８ １０ ７１ ５ １２ ６ ３９ ４
１８５

　　对于某些课程模块，除了修够必要的学分外，
还有一些具体要求。例如，通识教育课程模块中

的课内素质教育学分，涉及到自然科学类、管理经

济类、人文类、艺术类和就业指导类四类全校公共

选修课程。为了扩宽学生的知识面，要求每位学

生至少取得１０学分，每类课程至少选２学分；学
科基础课程模块中的选修课程分布在 ３个学期
中，为了避免学生选课集中在２个学期内完成，所
以规定每个学期至少选修１门课程，合计学分

#

５
学分。所以同学们在选课时一定要注意这些细

节。

四、结束语

大学是学生学习知识和技能，拓展综合素质

的重要时期。学业是大学生的立身之本，学习是

大学生的主要任务，制定明确的学业发展规划对

学生在大学期间的成长成才起着十分关键的作

用。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也是个人学业规划制订

的主体。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实现

学生从“被动应付”向“主动参与”的转化，要使学

生真正明白学业规划和学习是自己的事情，从而

进行严格自律，有计划地自主学习。同时做好大

学生学业发展规划这项工作需要学校上下全员参

与，需要学校领导的重视，需要任课老师在讲授、

传授知识的同时能够引导学生，需要学生管理工

作者在为学生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加以指导，以帮

助学生确立正确的努力方向，引导学生积极主动

学习，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达到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的根本目的。

目前，２０１４级机械类专业４３７名学生，不仅制
定了各自的学业发展规划，而且平稳顺利地选择

了喜爱的专业（方向）。同学们学习目标明确，劲

头十足，氛围浓厚，奠定了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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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
国际化大趋势的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合作与

交流也渐呈繁荣态势，国内外教育组织的学术交

流与人才培养合作日益频繁，此举对于借鉴和学

习国外教育机构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运行机制，实

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促进研究生培养模式的

创新，增强学生的国际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培养

高质量、高素质的研究生人才将产生极大的促进

作用和深远的影响［１３］。河南科技大学属于地方

性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尚处在探

索阶段，培养模式需要完善与提高。笔者经历研

究生培养数年，对通过 ＣＡＳＤＡＡＤ国际联合培养
计划把博士生学子送往国外培养，有一些收获与

见解。以下就该项目作简单介绍，并就此对河南

科技大学推免生遴选培养工作略述己见。

一、ＤＡＡＤ及历史上与中国的合作
ＤＡＡＤ即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ＡｋａｄｅｍｉｓｃｈｅｒＡｕｓｔａｕｓｃｈ

Ｄｉｅｎｓｔ，是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英文缩写。
ＤＡＡＤ成立于 １９２５年，代表德国 ２３９所高校和
１２２个大学生团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教育交流机
构之一。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７日，三名中国学生作为首
批ＤＡＡＤ奖学金资助者启程前往德国。他们均是

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当时 ＤＡＡＤ就与清华大学签
署了双边合作协议，据此受派遣到德国高校作进

一步的深造。这三位年轻人中，一位是乔冠华

（１９１３１９８３），他 从 柏 林 前 往 蒂 宾 根 大 学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Ｋａｒｌ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ｅｔＴｕｅｂｉｎｇｅｎ），两年后他
在那里获得了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而后返回中

国从政，成为中国的外交部长。另一位是季羡林

（１９１１２００９），从柏林去往哥廷根大学（Ｇｅｏｒｇｅ
Ａｕｇｕ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ｔｔｉｎｇｅｎ），开始了梵文研究。
他在 那 里 师 从 德 国 著 名 的 印 度 学 专 家

Ｗａ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先生，潜心学术，后成为北京大学的
教授、中国印度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南亚研究所所长和创建人。

当时，ＤＡＡＤ在国际交流领域还是一个较为
年轻的组织。距离它在海德堡大学（Ｒｕｐｒｅｃｈｔ
Ｋａｒｌ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ｅｔ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成立仅过了十年。
来自当时德国外交部的资助使得ＤＡＡＤ能够将已
经与美国展开的合作项目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国家

和地区。ＤＡＡＤ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也同样受到时
局的影响。１９３６年即 ＤＡＡＤ与清华大学开展交
流项目的第二年，五位奖学金学生前往德国，其

中一位是戴鸣钟，后成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副

校长。但在进行到第三年时，该项目由于中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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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政治局势动荡而不得不于 １９３７年停止。
３５年后，ＤＡＡＤ才再次成功开启了与中国之间的
学术交流。１９７２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交，ＤＡＡＤ也做好了准备。第一批德
国学生在１９７３年春就来到了北京。而在１９７４年
初，第一批ＤＡＡＤ中国奖学金学生启程前往德国。

一如上世纪三十年代，ＤＡＡＤ与中国的合作
项目至今仍奉行双方交流与互惠的原则。每年

ＤＡＡＤ通过各类短期和长期项目资助约１４００名
中国学生、青年学者以及教授。中德高校之间现

已建立了１０００多个合作项目，很多受ＤＡＡＤ资助
的人都是通过此类项目赴德交流的。相互性原则

对于当时的ＤＡＡＤ已经尤为重要，如今亦是如此。
与清华大学签订的协议不仅计划颁发给中国学生

ＤＡＡＤ奖学金，也计划让德国学生在中方的资助
下获得在清华大学学习与研究的机会。

二、ＣＡＳＤＡＡＤ国际联合培养计划
１．ＣＡＳＤＡＡＤ
ＣＡＳ即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是中国

科学院的英文缩写。ＣＡＳＤＡＡＤ国际联合培养计
划是指自２００７年起，中国科学院与德意志学术交
流中心达成协议，开展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计划

的联合奖学金项目，共同资助来自中国科学院大

学和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所的在读博士生。资助

期限为在德国开展１２至２２个月的研究访学。申
请人最后仍将获得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博士学位。

该项目每年资助名额为１０人，申请时申请人在国
内读博的时间原则上不超过三年。申请人须向中

国科学院大学提出申请，统一的面试评选在北京

由ＤＡＡＤ和中科院共同组织。
２．ＣＡＳＤＡＡＤ申请要求
ＣＡＳＤＡＡＤ国际联合培养计划对申请人的条

件要求较高，一般为推免生生源，且是已在中国科

学院完成第一学年课程学习的在读硕博连读研究

生或在读博士研究生。申请时，博士在读时间不

超过３年（硕博连读，转博后不超过３年），定向培
养研究生不得申请。该项目不资助以取得德国博

士学位为目的申请人。项目对申请人的外语水平

有明确规定，需达到德语 ＤＳＨ２／德福１６分／德语
专业八级及以上，或者英语雅思 ＩＥＬＴＳ（５．５）、托
福ＴＯＥＦＬｉＢＴ（８０）及以上。

申请人应按项目要求与德方教授联系，准备

申请材料。该项目向除了马普学会（马克斯普朗

克科学促进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ｘＰｌａｎｃｋ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ｃｈｏｏｌ，是德国政府资助的全国性学术机构）和弗
劳恩霍夫协会（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

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国内常译为弗劳恩霍夫研
究所，是德国也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

下属研究所之外的所有德国公立及德国国家认可

的大学及研究所开放。关于在德国研究的概况信

息，可以登录 ＤＡＡＤ驻京办事处官网和 ｗｗ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ｏｒｇ网站查询。

ＣＡＳＤＡＡＤ为了加强研究生的国际化培养，
促进教育工作对外合作与交流，坚持联合培养与

科教合作紧密结合的原则，优先支持申报与中科

院或国科大签署过院级或校级合作协议的境外单

位。申请人在递交申请表时应已获得德国接收单

位的入学通知书或邀请函。为此，申请人需查阅

境外合作单位目录，选择与自己课题研究方向相

关的德国国立大学或研究所的导师，知其联系方

式。而后通过电子邮件推介自己简历以及出国后

拟开展的研修计划，征得其同意后，以网络视频的

方式进行约谈。首次网会外籍导师前，必须仔细

查阅其发表过的论文，了解其研究背景与研究成

果。在心中有数的前提下拜会导师才能有的放

矢，很快找到共同话题，博得其共鸣，使其乐意收

你为徒，向你发出邀请函。

２０１５年ＣＡＳＤＡＡＤ国际联合培养计划拟资助
１０名博士生，中科院下属研究所推荐人选１５名，经
中德专家共同面试，最终确定资助对象８人［４］。入

选者按规定签订培养协议，并办理相关手续。

三、ＣＡＳＤＡＡＤ国际联合培养模式
对河南科技大学推免生遴选培

养的启示
　　 河南科技大学是具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授予权的地方性大学，建设国内高水平综合性大

学已初见成效。加强研究生国际合作培养是提升

河南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受诸

多因素的影响，目前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

流尚处在探索阶段，培养模式需要完善提高与空

间拓展。倘若借鉴 ＣＡＳＤＡＡＤ国际联合培养模
式，则可得到以下启示：

１．增强研究生导师国际化背景
缩小与国内重点大学之间的差距，要充分认

识到研究生国际合作培养与交流的必要性和迫切

性，首先增强研究生导师的国际化背景。通过国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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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会议或国外访学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国际交

流，开阔导师的国际化视野，提高其在研究生培养

中的核心指导实力。从制度建设、导师队伍、科研

合作项目、课程建设和合作培养途径等方面着手

建立研究生国际合作培养的质量保障机制。

２．建立相应的配套机制
设置研究生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专项资

金，建立其成效考察与反馈评价机制。提高研究

生外语水平考试级别，利用河南科技大学设立教

育部考试中心托福考点的便利条件，规定研究生

外语考试成绩须达到出国要求。或参加ＢＦＴ高级
考试达到中国国际化人才外语水平。

３．为推免生遴选培养开辟多条途径
河南科技大学每年招生近万人，至２０１６届毕

业生中仅１１９名学生获得推免生资格，名额受限，
竞争激烈。为提高推免生的综合素质，可推荐优

秀本科生利用大三暑期报名参加中国科学院大学

理工类的科技夏令营活动，营员在大学生夏令营

期间，统一提供住宿，免交食宿费和学杂费。同时

对营员的表现进行评估，对表现优秀的营员将进

行表彰并推荐申报“中科院大学生奖学金”，并可

优先接收到中科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或直博生。

４．把ＣＡＳＤＡＡＤ国际联合培养计划作为在校
硕士生的奋进目标

河南科技大学虽为地方性综合大学，但每年

都有约三分之一的本科毕业生或硕士生考入

“２１１”或“９８５”工程重点大学继续深造。若能考
入“国科大”，就有机会获得 ＣＡＳＤＡＡＤ国际联合
培养计划的资助，出国访学对寒门学子来说就不

再是一种奢望，自己的人生轨迹就会拓展到国际

空间，就能经常、及时地接触到国际学术前沿的新

信息、新知识和新方法，学术思想与境界就能达到

一个新高度。

综上所述，ＣＡＳＤＡＡＤ国际联合培养模式在
当今中外高层次人才培养与交流中发挥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国家高度重视，选拔层级高，资助力度

大，为国内国际许多大学或研究机构所关注。河

南科技大学作为省属重点建设的大学，近年推进

的卓越人才培养计划已经初见成效。向着研究生

培养国际化的方向发展，顺应现代教育发展的国

际化趋势，努力拓宽国际合作渠道，提高国际合作

的层次和水平，将极大地促进河南科技大学培养

高质量的研究生人才，并对学校的发展产生深远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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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际间的竞争日
趋激烈，综合国际间的竞争因素，归根到底就是人

才的竞争。大学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场所，

是高深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重要根据地，在国家和

民族发展历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作为以

学术为业的大学教师，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

直接参与者，是高深知识的传播者和创造者。从

事学术职业的大学教师在学术场域的流动，尤其

是其中较高层次的教授的流动，已成为不争事实。

学术职业流动这一现象自大学产生就已存在，近

年来更是引发了专家学者的关注，如何使学术职

业流动朝着健康、良性的方向发展，以实现高等教

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

一、学术职业与学术职业流动的界定

（一）学术职业

学术职业（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的概念源自
于西方，特指高校教师这一职业。社会学古典理

论三大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对学术职业

有着双重解释，第一种解释，学术职业是指“学术

作为一种物质意义下的职业”。［１］学术职业作为社

会学的概念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的特征，以学术

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反映了学术职业的物质

性特征。而韦伯的另一种解释，“学术作为一种职

业”，［１］则反映了学术职业的精神意涵，是怀着一

种虔诚的心情去从事的职业。

马克斯·韦伯对学术职业的定义反映了学术

职业两个基本特征———学术性和物质性，即学术

职业以学术活动作为工作对象，同时获得物质意

义上的报酬。职业获得报酬是其共性特征，任何

一种职业从事的都是有价值的持续的社会活动，

学术职业也不例外。作为学术职业区别于其他职

业的本质属性是其具有学术性。从学术性出发，

学术职业又衍生出其他的一些属性，如自由性、独

立性、精神性和竞争性［２］。学术职业将隶属于一

种由学者组成的理智共同体，从事着共同的工作。

学术分工塑造了职业化学者，而职业化学者从事

的是学术职业。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出发，学术职

业一般指高等学校教师从事的以高深知识为工作

对象的专业化职业。［３］

（二）学术职业流动的内涵

学术职业是以开展学术活动为工作中心的专

业群体，在外延上，学术职业主要包括大学教师群

体以及其他科研机构、专业期刊、协会等里面的学

术专业人员。本文所指的学术职业的流动主要指

大学教师的流动。

流动的基本解释有两种：一是气体或液体的

移动，二是指不停地变换位置。以人为主体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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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通常涵盖人口的迁移、工作岗位的变更，社会学

意义上的流动更是包括地理和社会空间意义上的

变动，如人在阶层归属和社会地位等上的变化。

哈里森·Ｃ·怀特认为“二元性”是流动与众不同
的特征，流动必然提出工作吸引人和人适应工作

的问题，人与工作之间存在供求关系的对立，因而

固定工作的流动必然受到高度的限制，而且流动

必须与维持固定数量占优者的需要吻合。［４］在学

术职业流动的语境中，人指代的是学术职业群体，

即符合学术岗位工作要求的学术人员；‘工作’指

代的是大学等学术机构提供的学术岗位，通常工

作变更的判断依据是学术人员工作合同的变更。

人与工作是作为一个过程流动的核心要素，学术

职业流动即可以看做是学术人员在不同学术工作

岗位之间的转换并进行路径选择的过程和结

果。［５］

二、学术职业流动的类型和特征

（一）学术职业流动的类型

学术职业流动以整个国家教育系统为研究对

象，可以分为教育系统内部流动与教育系统外部

流动两种。

１．教育系统内部的流动
顾名思义，教育系统内部的流动指的是高校

教师在整个教育系统之间进行流动。此类流动可

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首先，若以大学为研究对象，可分为组织内流

动（人事变更）与组织外流动（人才引进或人才流

失）。组织内流动可理解为因学校的人事变更而

产生的内部流动，如学校内各部门之间教职人员

的调动，本校范围内因教师学术阶梯改变而引起

的学术职业流动等都属于此类流动；组织外流动

则包含了正流动（人才引进）和负流动（人才流

失），直接反映了大学对高校教师吸引力的大小 。

对大学组织来说，其社会声誉与地位是决定其吸

引力的关键因素，因此，高校必须不断致力于本校

的发展，拓展思路，从战略层面谋划吸引学术人

才。

其次，从学科的视角出发，则存在着学科内流

动（学术人员在其从事学科内部的职位流动）与学

科外流动（学术人员脱离本学科而从事本学科外

的工作）。如大学的讲师晋升为副教授、副教授被

评为教授，其职位和学术阶梯发生了变化，但仍在

本学科内从事研究工作，是典型的学科内流动。

合理的学科内流动能使本学科结构趋于合理，有

助于促进本学科的良性循环。学科外流动则指学

术人员脱离本学科，如某学科教授放弃原岗位改

行从事行政工作，即属此类流动。学科外流动也

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学术职业吸引力的强弱。

以上几种发生在教育系统内部的流动都是

较为常见的，对从事学术职业的个人来说，学科内

流动相对更能被学者所接受，如果当职业流动在

学科与学校两者之间存在矛盾时，学科的吸引力

往往更大。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说，大学教师忠诚

于学科往往甚于大学。［６］

２．教育系统外部的流动
教育系统外部的流动主要指的是高校教师向

教育系统外的流动。显而易见，与教育系统内部

的流动相比，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教育系统外部

的流动会造成高校教师队伍的流失。从目前来

看，我国高校教师向教育系统外流动主要表现为

以下几种去向：一是向国外流失。由于发达国家

优厚的待遇，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吸引，一些

高校教师加入了出国人员的行列。正如菲利普·

Ｇ·阿特巴赫在《变革中的学术职业 ：比较的视
角》中所提到的那样：“学术工作条件的差异，包括

实验室与研究设施的充分与否、工资结构、聘用的

要求和条件、学术自由等其他因素可能使学者到

其他国家谋求更好的职位。”［７］二是向其他政府机

关、企业、事业单位流失。主要表现为向在我国境

内的外资企业、大型企业集团、政府机关或是事业

单位流失。因为当大学教师的工资不足以与其他

行业的工资相媲美的时候，高等教育将面临着吸

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的巨大压力。三是下海经商。

虽然随着待遇的改善，收入的提高，高校教师下海

经商的人数相对前些年有所减少，但是，仍有一部

分有某些方面专长的教师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

而放弃学术职业。

（二）学术职业流动的特征和建议

在高等教育高度市场化、分权化和多样化的

背景下，高等教育领域的竞争加剧，学术职业流动

就是为了应对激烈竞争，学术职业从业者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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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学术职业的流动类型繁多，呈现出不同的

特征。本文结合了美国高等教育学术职业流动特

点，针对我国学术职业流动的弊端，梳理了几点建

议。

１．保证流动机制的制度化和规范化，防止学
术人才单向性的流失

美国的学术职业流动，无论是水平方向的流

入与流出，还是垂直方向的晋升与低聘，各州或各

高校都在其制度上有全面而系统的安排。试用

制、任期制、终身制的并行，科学而合理的职前与

职后相结合的评估指标体系，以及“任贤避亲”和

“非升即走”政策的普遍实施，在保证了美国大学

教师队伍的高素质、高质量的同时，激励教师们勤

奋进取，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平。

通过制度设计与安排来促进学术职业合理流动是

美国学术职业管理显著的特征 。［８］

在中国，由于各地区之间教师的工资待遇存

在差异，导致一些高校教师从内陆不发达地区或

欠发达地区流向沿海发达地区。各行业之间工资

待遇也存在差异，教师行业待遇相对偏低，促使一

些高校教师为了追求自身价值更好实现，纷纷流

向政府、企事业单位等。诸如此类的流动都是单

向流动，这些教师一经流动后，就再也不会作为一

名教师存在了，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是一种不可逆

的人才损失。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单向流动，就在

于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还不完善，在维护学术职

业利益或职业规划方面制度还不够健全。

２．确保高等教育系统的开放性，公平合理地
吸纳人才

美国高校招聘教师普遍实行公开招聘制度。

在很多一流大学中，招聘新教师不只是面向国内，

而且还面向国外，广泛吸纳世界各国的优秀学术

人才。在众多的教职申请者中，每位最终受聘的

教师都是经过重重筛选、过关斩将选出的精英。

另外，在招聘教师时，美国的高校有不直接雇用本

校毕业生的传统。这种避免“近亲繁殖”的政策，

把来自各地不同文化、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教育体

系下培养出的英才集结在一起，有助于教师之间

博采众长、在科学研究上推陈出新。［９］

３．稳定和流动相结合，保持合理流动，总体趋
于稳定

美国高校对学术职业管理制度的设计，如聘

任制与终身制相结合，专任教师与兼任教师相结

合等，决定了各层级教师都要定期的接受不同程

度的学术评价和考核，考核合格者才能继续受聘，

不合格者则被解聘。终身制教师具有较高的稳定

性，非终身制教师流动性较强，形成了美国学术职

业稳定与流动相结合的特征。其本质在于稳定精

英教师，在促进其他教师流动竞争性的同时增进

和提升教师的学术成就。无论是稳定还是流动，

都是学术职业自主性的体现。稳定是因为学术职

业自主性高，拥有的排他性权力越大，就越有利于

教师更好的从事学术工作；流动是学术自主性要

求的学术自由的必然结果，是学术职业的一种内

在表达方式。［９］高校学术职业稳定与流动相结合

的特征，体现了学术职业的自主性，可使教师们既

有压力又有动力，也减少了大学的财政支出，推动

了大学教师们自身与所在院校竞争力的提升。［８］

三、学术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

（一）学术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个性特征对学术职业流动的影响一直是西方

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在学术职业的国际化流动

中，性别因素是影响教师流动的因素之一，尤其是

对女教师的流动产生抑制作用［１０］，有研究显示，

终身制男教师的流动意向高于终身制女教师的流

动意向。此外，工龄对终身制教师和非终身制教

师的离职都具有显著的负影响，有研究表明，年轻

教师更容易离职［１１］。还有，学科领域对学术职业

的流动也具有重要影响，与人文社会学科相比，自

然科学和医学领域的教师更易频繁流动。

薪酬是大学教师决定离职的重要原因之一 。

研究发现，近一半的大学教师离职者认为薪酬是

影响其离职的主要因素。［１２］有研究发现，终身制

教师和非终身制教师的薪酬满意度对其离职意向

有显著负影响，尤其是对非终身制教师来说，薪酬

满意度越低，越容易离职。［１３］此外，不公平的薪酬

分配制度会导致女性在学术职业上的流失。［１４］

工作满意度是预测大学教师去留的关键因

素［１５］。工作满意度一般指对所在组织机构的满

意度、对工作量、对研究时间长短的满意度等，工

作满意度对终身制教师和非终身制教师的离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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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均有显著负影响，即低工作满意度直接导致大

学教师提高自己离职的需求程度。［１６］

学术声望一般用研究产出、职称等表征。有

研究称，将更多时间用于研究活动的终身制教授

离职的可能性更大［１７］，研究产出对终身制教授的

离职具有直接而积极的影响作用。

（二）学术职业流动的内外部因素分析

任何现象的发生都有其原因，只不过有些是

外部因素，有些是内部因素。学术职业流动也一

样脱离不了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

１．外部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人才

市场众多，为人才流动提供了场所，自主择业，学

术职业也同样实现了自由流动；教师评价制度不

完善、不健全，“非升即走”的学术传统，当学术人

员在一所高校中无法寻求制度的保护时，就会发

生流动；高校的发展不平衡，所在地域、占有知识

和物质资源等方面差异较大，使高校间的马太效

应明显，一些处在弱势地区或高校的学术人，则不

断产生流动的欲望。

２．内部因素
自由性是学术职业区别于其他职业的本质属

性之一，这种自由性就体现在学术自由和学术人

员自由两个方面，这就决定了学术职业自身的自

由流动；学术人员同社会人一样是在一定的物质

生活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人口的流动是为了追

求适宜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空间，学术人员的流动

也不例外；学术人做研究需要一个学术自由的空

间和良好的人群环境，不乏有学术人为了追寻良

好的学术氛围而产生流动的例子；此外，教师兴

趣、价值观发生变化以及教师自身的素质等因素

也是学术职业流动的内在因素。

四、结语

合理的社会流动是现代社会肌体生命力的展

现，反映了社会的开放性、自由度和民主性。对于

学术职业来说，这一职业具有社会公共产品的内

在属性，是一种公共资源，换句话说，教师是社会

的教师。我们不能把学术人才简单的视为单位的

内在附属品，否则将造成极大的人才浪费。所以，

保证合理的学术职业流动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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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研究热点述评

贾文梅

（陕西师范大学 民族教育学院，西安 ７１００６２）

摘　要：　我国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是民族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采用 Ｂｉｃｏｍｂ软件和ＳＰＳＳ软件，对２０００年
以来刊发在ＣＮＫＩ数据库且来源为核心期刊的２８０篇文献进行关键词词频分析、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
析，得出２１世纪以来我国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研究的两大热点：一是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现状、问题与对策
研究，主要集中在双语教学实践以及新疆双语教育的发展；二是母语教育与第二语言的学习研究，集中

在民族语言与汉语的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研究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教学模式存在争议、缺乏本土

化课程体系等。未来研究应加强双语教育理论研究、构建本土化课程体系、关注母语教育与教师教育，

这对于推动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发展、深化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知识图谱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４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１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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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双语教育是指“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的

教育系统，其中一种语言常常是但并不一定是学

生的第一语言”［１］。中国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主

要是指少数民族语和汉语的双语教育，即民汉双

语教育，指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中使用汉

语和民族语两种教学语言进行授课的教育活动。

其中民、汉语作为教学媒介的使用情况根据不同

地区及不同的教学阶段有所不同，但其根本目的

都是培养民汉兼通型双语人才，为汉族与各少数

民族以及少数民族间互相交流、和谐共处、共同繁

荣发展服务。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为了促进各民族在不同

领域的相互交流，维护国家统一，各民族间必须拥

有一种通用语。汉语是我国各民族的通用语，是

我国各少数民族相互交流的族际语，这是由中国

几千年来各民族的发展历史与现实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的［２］。少数民族在

学习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同时，学习主体民族的

语言和文化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少数民

族文化进步和发展的源泉。随着社会的发展，双

语教育成为多元文化的主要传承手段，民族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办学模式。在民族地区开

展双语教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开展中国

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可以推动中国双语教育

实践顺利发展，实现各民族在语言方面相互沟通，

政治上平等，文化上共同繁荣，经济上共同发展，

最终实现民族大团结。

当前科学知识图谱技术能够将知识和信息中

令人瞩目的最前沿领域以可视化的图像直观展现

出来，从不同层面揭示一个领域或者主题发展的

概貌，使人们便于全面审视其研究热点与存在问

题等信息［３］。通过用关键词共词分析技术对我国

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研究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绘

制出近十五年来双语教育研究的热点知识图谱，

了解其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一方面可以深入探讨

双语教育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可以发

掘与总结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为双语教育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选择中国期刊总库的核心期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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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析 ２０００年以来近十五年的研究动态，借助
Ｂｉｃｏｍｂ软件和ＳＰＳＳ软件对相关文献数据进行分
析，针对分析结果做出合理解释。

（一）数据来源

以中国期刊总库作为数据源。首先，采用标

准检索的方法查找文献，检索主题为“双语教育”

且全文中含“民族”，年限指定为“２０００１２０１５９”，
来源类别限定为“核心期刊”。检索到４２４篇相关
文献。其次，剔除刊物征稿要求、会议信息、研修

班信息、国外双语教育、英汉双语教育以及其他学

科专业中的双语教育等与我国民族双语教育研究

无关的文献后，确定有效文献２８０篇，其中来源于
《民族教育研究》这一核心刊物的有４９篇。

（二）研究步骤

首先，选取研究资料，确定关键词。研究对象

是ＣＮＫＩ所检索出的 ２８０篇文献，共涉及关键词
７４６个；采用 Ｂｉｃｏｍｂ软件对２８０篇文章进行关键
词统计，抽取出词频大于等于５的２１个关键词为
主要关键词。其次，建立高频关键词词篇矩阵。

对于确定的２１个关键词，利用 Ｂｉｃｏｍｂ软件中的
共词分析功能，产生出共词矩阵［４］。再次，进行聚

类分析。将词篇矩阵导入 ＳＰＳＳ２０．０中，采用样本
聚类，得出关键词聚类树图。第四，结合聚类分析

结果，对共词矩阵进行多维尺度分析，绘制出我国

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研究热点知识图谱。最后，结合

聚类分析树图和知识图谱内容进行解释和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高频关键词及其词频作统计分析，可

以更直观地了解到研究领域的集中热点和趋势。

通过对２８０篇文章进行关键词统计，得到关键词
７４６个，其总的出现频次为１２４８次。

（一）关键词词频统计及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一

般只有３到５个词，但却是整篇文章的精髓。同
一意思的关键词在不同论文中表述可能会有差

别，对这些关键词进行规范处理，如将“少数民族

教育”、“民族教育”统一为“民族教育”，将“少数

民族”、“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地区”统一为“民

族地区”。接着对２８０篇文章中的７４６个关键词
进行词频统计分析，提取出频次在５以上的有效
高频词为２１个，其排序结果见表１。

表１前２１位高频关键词排序

序号 关键字段 出现频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１ 双语教育 １３１ １０．５３０５ １０．５３０５
２ 双语教学 ３９ ３．１３５０ １３．６６５６
３ 民族地区 ３８ ３．０５４７ １６．７２０３
４ 民族教育 ２５ ２．００９６ １８．７２９９
５ 学前双语教育 １８ １．４４６９ ２０．１７６８
６ 双语教师 １６ １．２８６２ ２１．４６３０
７ 新疆 １３ １．０４５０ ２２．５０８０
８ 教学模式 １２ ０．９６４６ ２３．４７２７
９ 发展 ９ ０．７２３５ ２４．１９６１
１０ 双语 ９ ０．７２３５ ２４．９１９６
１１ 对策 ９ ０．７２３５ ２５．６４３１
１２ 问题 ７ ０．５６２７ ２６．２０５８
１３ 母语教育 ６ ０．４８２３ ２６．６８８１
１４ 语言教育 ６ ０．４８２３ ２７．１７０４
１５ 新疆少数民族 ５ ０．４０１９ ２７．５７２３
１６ 现状 ５ ０．４０１９ ２７．９７４３
１７ 汉语教学 ５ ０．４０１９ ２８．３７６２
１８ 第二语言 ５ ０．４０１９ ２８．７７８１
１９ 民族语言 ５ ０．４０１９ ２９．１８０１
２０ 汉语学习 ５ ０．４０１９ ２９．５８２０
２１ 双语现象 ５ ０．４０１９ ２９．９８３９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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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前２１位关键词排序，初步了解到近１５
年来我国民族地区双语教育领域的集中热点和趋

势。除去双语教育之外的前１０个热点分别为：双
语教学（３９）、民族地区（３８）、民族教育（２５）、学前
双语教育（１８）、双语教师（１６）、新疆（１３）、教学模
式（１２）、对策（９）、双语（９）、发展（９）。这些高频
关键词基本代表了我国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研究领

域的热点问题。但是，仅停留在对高频关键词的

简单统计，很难发现这些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因此

需要对这些关键词深入挖掘来揭示这些高频关键

词之间的联系。

（二）高频关键词聚类图及分析

关键词聚类分析的原理是统计一组文献的关

键词两两之间在同一篇文献出现的频率从而形成

一个由这些词对关联所组成的共词网络，网络内

节点之间的远近可以反映主题内容的亲疏关

系［５］。通过聚类分析能把这些关联密切的主题聚

集在一起形成类团，表达某研究领域分支的组成。

关键词聚类分析时，先以最有影响的种子关键词

生成聚类；再由种子关键词以及相邻关键词组成

新的聚类。关键词越相似它们的距离越近，反之

则较远。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对关键词词篇矩阵进行
聚类分析，得到的聚类结果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关键词聚类图

　　根据图１聚类分析结果所显示的类团连线距
离远近，可以看到目前我国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研

究主要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是民族地区双语教

育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包括双语教育、民族地

区、民族教育、学前双语教育、新疆、教学模式、双

语、对策、问题、现状１１个关键词。二是母语教育

与第二语言的学习研究，包括双语教学、双语教

师、母语教育、语言教育、新疆少数民族、汉语教

学、第二语言、汉语学习、双语现象 ９个关键词。
民族语言被单独划分为一类，这从侧面反映了有

关双语教育的术语在使用上依旧存在着混淆不清

的现象，有待进一步加以规范。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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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及

分析

多维尺度分析是通过低维空间展示研究对象

之间的联系，并利用平面距离来反映研究对象之

间的相似程度［６］。在知识图谱中，关键词每个点

的位置显示了关键词之间的相似性，有高度相似

性的关键词聚集在一起，形成研究领域的热点。

因此，通过多维尺度分析，某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问

题就容易判断。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的多维尺度分析
ＡＬＳＣＡＬ将相关矩阵导入进行分析，并结合聚类结
果，在多维尺度分析可视化结果图上，绘制出我国

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如图２所
示。

图２　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图２以更加直观的形式，首先向我们展示了
图１分析的两大热点结果的可靠性，一是民族地
区双语教育的实践研究，主要集中在多维尺度坐

标轴的一二象限，二是母语教育与第二语言的学

习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四象限。其次进一步展示

了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研究热点集中在三大领域：

双语教学的相关研究、民族语与汉语的学习和新

疆双语教育的发展。

对比图１和图２，可以看出多维尺度分析和前
面聚类分析的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主要表现在多

维尺度分析中，现状、问题和对策这三个关键词更

靠近民族语与汉语学习而不是民族地区和民族教

育。这是因为关键词之间的联系本来就存在着交

叉和重叠，聚类树图来自相似系数矩阵，而多维尺

度分析来自相异系数矩阵，二者计算距离的方式

不同，结果自然会呈现一定差异。

四、分析与讨论

结合知识图谱显示的结果和相关文献进一步

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近十五年来民族地区双语教

育研究集中于三大领域，分别是双语教学的相关

研究、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学习和新疆双语教育的

研究。

（一）双语教学的相关研究

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学是两个不完全等同的概

念，双语教育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目标定位更加远

大，除了教学方面，还有多元文化教育和国家战略

等方面的考量；而双语教学往往是具体的、个性化

的教学活动，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双边活动，

通常局限于教学效果的评估［７］。双语教育的概念

大于双语教学，即双语教学是双语教育的一个组

成部分。目前关于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相关研究

涉及多个领域，主要有双语教学模式、双语教材和

双语教师。

１．双语教学模式
双语教学模式是指实施双语教育的类型。由

于各地区、各民族的语言环境和文字使用情况不

同，教育对象不同，实行双语教育的目的也就不完

全一致。于是，在双语教学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

了各种适应不同教育层次，并具有地区特色的双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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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学模式。目前我国双语教育主要采用三种教

学模式，第一种是以民族语言为主，汉语作为一门

课程开设，简称“民加汉”模式；第二种是以汉语为

主，民族语言作为一门课程开设，简称“汉加民”模

式；第三种是部分课程用民族语言开设，部分课程

用汉语开设，简称“民汉并进”模式［８］。不同地区

所采用的双语教学模式虽然五花八门，但基本上

都可以包含在这三种模式中。

双语教学模式具有很强的通用性，不同模式

在我国不同地区使用，其教学效果存在很大的差

异。影响双语教学效果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双语

教学模式本身，而在于支撑双语教学模式的内外

在条件是否充分具备［８］。比如，是否具有精通或

熟练掌握两种语言的双语教师，学生是否具有丰

富的学习资源和良好的双语学习环境等。如果仅

仅把学生安排在不同的双语教学模式中，并不掌

握不同教学模式下学生学习与教学的规律，那么

学生的学习行为与教学模式之间不能很好地匹

配，双语教学质量的提高则无法保障。

目前的教学实践中，双语教学模式的选择上

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存在有悖于客观

事实和规律的现象［９］。例如，从传统的“民加汉”

模式向“汉加民”模式转变过程中，没有依据双语

教师的师资条件、学生所处的语言环境以及汉语

能力实行逐渐过渡的思想，而是试图一步到位。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不具备汉语授课能力的少数

民族教师无法胜任汉语授课，教学过程中汉语表

达不清晰不准确；不具备汉语听课能力的学生，无

论教师的授课水平如何，学生都不会有理想的听

课效果。因此双语教学模式的选择不能一概而

论，应根据不同的生活环境、师资条件、教育对象

及其汉语能力的实际情况，做到因地制宜、开放兼

容。

２．双语教材
双语教材是构成双语教学的要素之一，是课

堂教学的直接依据，是实施双语教育的主要工具，

教材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双语教学的质量［１０］。目

前民族地区的教材编写存在忽视民族地区文化特

色、内容较为死板、编排模式欠佳、缺乏重点词汇

注释、数理化等理科双语教材数量不足等问题。

教材内容主要以翻译汉语教材居多，而全国统编

教材多数以汉族学生为教育对象，教材内容与少

数民族学生的生活背景、文化背景、心理背景有很

大的差距，并不完全适合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心

理认知水平，这样会造成学生认知结构中已有的

知识经验与新知识的断层［１１］，不利于少数民族学

生的学习。

要实现有效的双语教学，必须遵循语言学习

规律，编写符合少数民族教育实际的教材。加强

富有地方特色的双语教材开发，编写与少数民族

学生生活背景相关、符合少数民族心理特点的乡

土教材，是促使双语教学内部各因素协调发展的

迫切之举［１２］。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材时，

不能只停留在简单的翻译和复制上，应该针对当

地民族学生所熟悉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特点组织语

料，使学生在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了解

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特征，增强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体现教材的实用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在教材编写方面，应构建一支高素质、多成分的编

写队伍，教育专家、基层第一线的双语教师、学生、

家长都应参与到教材的审定与评价中［１３］。

此外，课程资源匮乏是制约当前双语教育效

果的一大因素。双语教育课程资源包括校内课程

资源和校外课程资源，师生不同的经历、学习方

式、图书资料和校内各种活动都是重要的课程资

源［１４］。校外课程资源包括乡土资源、社区和家庭

资源等。我国民族众多，加之显著的区域特征，各

地都蕴藏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当前特别要加强双

语教育网络资源建设，充分发挥网络容量大、传递

快、支持自主学习的特点，给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

视频、阅读资料、学习课件，以弥补课内外双语教

育资源的不足。

３．双语教师
双语教师作为双语教学的重要资源与最直接

的实施者，是双语教育目标最终实现的主要中介。

合格的双语教师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一是具

有能够满足教学的两种语言和文字能力的基本素

质；二是具有能够满足教学的学科专业基本素

质［１５］；同时，还应该懂得语言学知识，掌握双语教

育的理论与方法，良好的双语教师要求是双语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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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同时与学生建立亦师亦友的关系。

目前我国民族地区双语师资存在的问题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量不足，双语能力、教学

能力有待提高。二是教师队伍不稳定，每年都有

不少教师调离双语教学工作岗位。三是双语师资

培训工作跟不上。现有的双语师资培养、培训等

模式将双语师资的培养简单化为语言和知识的学

习；缺失教师实践环节的历练；缺失大学与大学之

间、大学与中小学之间、大学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联

系；缺乏对“异文化”的理解；导致培养职前与职后

断裂，从而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１６］。

要解决双语教师问题，不能只靠培训，应该采

用多渠道、多种方式来培养，其中高校的培养应该

是补充双语教师的主要渠道。即使双语教师在数

量上、质量上已经满足了双语教育发展的需要，但

作为常规教育模式，仍需要大力发展双语教师教

育，不断更新、扩充双语教师队伍，这是保证民族

教育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１７］。同时承担教师培

养任务的民族高等教育，应该以培养双语教师为

己任，加大对双语教师培养的研究，合理设计培养

计划，改革课程教学。

（二）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学习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或地区，少数民族双语教

育中主体民族语言或通用语与民族语言的使用问

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市

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家通用语汉语的使用人

口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高，范围也越来越广，部

分民族语言文字相对萎缩或濒危。首先，在政治

上语言是各民族的一种基本的平等权利；其次，人

们会根据实际生活的需要特别是经济发展的需

要，从实用性的角度来学习和使用一种通用语作

为公共性交流语言。在以上过程中，会出现语言

之间的融合和某些实用性不强的语言自然消失的

趋势。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这种融合与消失并

存的过程也越快［１８］。

从检索到的文献来看，双语教育方面的研究

关注汉语学习的多，关注民族语言学习的少。从

各地实际情况看，民考汉学生数量快速增加且母

语使用能力低下，不少民族学校采用的双语教学

模式多从语言实用性出发，完全忽视当地实际的

语言情况。另外，一些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领导

对双语教育理解片面，认为双语教育就是要尽快

提高少数民族的汉语水平，双语教育就是教汉语。

大多民众已经意识到汉语学习的重要性，而缺乏

对民族语重要性的认识。

双语教育的目标是达到民汉兼通，在推进双

语教育的过程中，要做到民汉两种语言均衡发展、

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努力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教学的同时，也要努力提高民族语文的教学质

量，设计好教学模式，注重民族语文课程的设置及

合理分配课时，坚持“民汉兼通、民汉教学并行”的

原则。在加强对民族语言保护重要性宣传的同

时，也需要相关部门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扶持，为民

族语创造稳定的语言使用环境。即使民族语言活

力尚未出现衰减，双语教学也需要重视民族语言

的学习［１９］。

（三）新疆双语教育的研究

相对于其他地区，新疆双语教育的研究文章

在数量上占有显著优势而且有关新疆学前双语教

育的研究逐渐增多，这反映了研究者对新疆双语

教育的关注以及新疆双语教育的特殊性。新疆地

处亚欧腹地，是东西方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汇融

合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地区，

居住着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十三个世居民族，有

４７个民族成分，各民族在广泛的接触中互学语言，
存在着较为广泛的双语现象［２０］。

学前民汉双语教育主要针对少数民族学前儿

童，是以国家通用语汉语和少数民族母语两种语

言为教学媒介语言，通过幼儿园的教育教学活动，

帮助少数民族学前儿童掌握双语的启蒙教育活

动［２１］。新疆实施少数民族学前双语教育存在的

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对少数民族学前双语教育缺

乏科学认识。将“学前双语教育”等同于“学前汉

语教育”或“学前教育”［２２］。认为双语幼儿园的标

志就是学汉语，就是学习正确发音、积累词汇、学

习各种句式；幼儿园课程几乎完全由专门的、正规

的、集中的学前双语课程取代，忽视了在幼儿生

活、游戏和其他领域活动中渗透双语教育，忽视了

语言教育方法与途径的多样性和完整性。

见诸报端的文章中，言及新疆双语教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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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大致都会提到认识不到位、南北疆发展不

平衡、经费不足、师资匮乏、教材教辅资料短缺、缺

乏合理的双语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等；说到解决办

法，大致也不外乎领导重视、提高认识、加大资金投

入、提高信息化教学水平等。但是，寻求解决双语

教育存在的问题的途径，应该在切合实际和操作性

强等方面下功夫［２３］。不能停留在双语教育推进的

现状调查上，应该深入双语课堂教学的内核、探究

双语课堂教学规律、研究双语教学方法。对新疆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民族分布状况、社会语言结

构状况做深入研究，为双语教学和师资培训制定科

学的教学标准、为教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２４］。

五、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知识图谱法比较直观地反映了近

十五年来我国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研究主要围绕两

大热点和三大领域展开。为加强我国民族地区双

语教育的发展，特提出以下思考和建议：在研究路

径上，要关注双语教育现实中的问题，深入到学校

和课堂中，研究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过程；总

结、提炼和推广学校在不同语言生态环境中双语

教学改革的经验。在研究领域上，进一步加强双

语教育的基本内涵、基本理论、实施条件与策略的

研究，注重汉语与民族语言学习迁移规律的研究以

及双语教育中的双文化教育研究。在研究区域的

选择上，注意协调与平衡，使其他少数民族较多的

省份如广西、云南等也见诸于研究者的视野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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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团结概述

（一）民族团结教育的概念

到目前为止，民族团结教育还没有系统的、确

切的定义。黄艾把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定义为：“由

教师和学校承担的，有目的、有组织、有系统的，以

促进学生认识各民族的特征，普及民族知识，增进

对祖国历史文化了解，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形成国

家认同和社会责任感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

动”［１］。而任新丽把民族团结教育定义为：“对公

民进行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内容的学习民族理

论，掌握民族政策，普及民族团结常识的教育”［２］。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给“团结”也注释了两种定义，

一是指友好、和睦，描绘社会各个成员之间的关

系。二是比喻集中力量合作奋斗，以实现大家共

同的利益的词语。由此看来，民族团结教育是指

一种培养一个国家或地区或具体一个民族的有关

民族平等和团结意识的社会活动，是以增进各民

族成员对祖国历史文化的了解，树立民族团结和

平等的意识，形成国家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为目

的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活动。［１］

（二）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性

１．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有利于防范试图分裂

我国的敌对势力

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正确指引下，我国各

民族的主流关系是平等友好、团结互助，社会稳定

有序地发展，但是危害民族团结的潜在因素和分

裂势力依旧存在，依旧不能忽视。２００８年拉萨

“３．１４”事件、２００９年乌鲁木齐“７．５”事件和２０１４

年昆明“３．０１”事件就是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相互

勾结，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分裂中国的违法犯罪

事件。这三起血腥的违法犯罪事件给我国人民带

来了严重的生命财产安全损失，引起了社会动荡

还影响了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友好关系。这种严重

损害我国各民族的合法利益的事件引起了社会各

族人民的公愤，同时，各族人民为那些在这起违法

犯罪事件中受到危害的群众感到痛惜。这三起事

件充分地暴露了这些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丑陋的面

目和罪恶行径。目前，分裂主义分子和敌对势力

的活动更加频繁，“泛伊斯兰主义”“泛蒙古主义”

“泛突厥主义”思想更加活跃，试图寻找机会制造

事端再破坏民族关系，甚至分裂我们国家。因此，

我们必须加强民族团结教育，让我们的国家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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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地发展。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是我们

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每一个民族都是我们中华

民族大家庭当中的不可分割的一员，没有贵贱优

劣之分，各民族要团结互助，共同致力于祖国的发

展，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２．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有利于保证边疆民族

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据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总

人口为１３７０５３６８７５，其中汉族人口为１２２５９３２６４１

人，比上一次普查，汉族人口增加６６５３７１７７人，增

长５．７４％；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７３６２６２７人，增长

６．９２％。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地区很广，无论是

边远地区、沿海地区还是内地都有少数民族人民

居住，但是多数少数民族人口还是分布在边疆地

区，呈现出了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根据这一实

情，党和国家决定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施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因此，各民族之间的真诚团结才

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稳定的基础和保证，才能创

造边疆地区民族区域繁荣昌盛的局面。新中国成

立以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党和国家的指

引下，边疆地区民族区域人民团结友好，边疆地区

民族区域经济也稳定有序地发展，取得了辉煌成

就，但是与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相比，仍然还有很

大差距。此外，边疆地区不断遭到境内外分裂分

子的破坏和暴恐袭击，这些违法犯罪活动，影响了

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和经济事业的发展。习近平

曾根据我国实情和民族区域问题的特点，准确地

指出：民族区域所有的问题和困难，最终都要靠发

展来解决。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

求，更是维护各民族间团结友好关系和祖国统一

的保证，发展才是硬道理。所以，我们要加强民族

团结教育，各族人民团结互助，共同维护边疆民族

区域的稳定，为边疆民族区域的发展提供基础，奋

力推进边疆区域的经济社会的发展。

３．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了民

族团结的重要性，民族团结关系着国家和各族人

民的根本利益，决定着我们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

定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如果各民族矛盾不

断、冲突不断必然会导致国家的四分五裂，成为一

盘散沙，任外来敌人随意欺辱也无还手之力。所

以，只有民族团结友好，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而

且也能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前提和保障。因

此，只有各民族人民互相帮助、互不排斥、友好平

等，才能实现社会的安定和谐，才能实现国家的长

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各项事业才能稳定有序的发展，实现国家繁荣富

强、民族迅速振兴、人民幸福安康。

二、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目标和内容

（一）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目标

价值观层面通过学习一些民族常识，让学生

树立正确的民族观点，形成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认

同感及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形成各族人民平等、

团结和共同发展的意识。知识层面，提高学生对

各个民族的认识，比如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饮

食、服装和民族风俗习惯等。给学生普及一些基

本的民族常识，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知识，增进学

生对中华民族的认知。能力层面，让学生掌握基

本的民族交往原则和方法，能维护民族间的平等

团结以促进各个民族共同发展。

（二）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的主要内容

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

面：培养青少年的爱国意识，要让青少年知道我们

的祖国是我们 ５６个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祖国的

灿烂文化也是 ５６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 ５６个

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名字叫做中国。培养青少年

的民族意识，中华民族是我们 ５６个民族长期交往

融合形成的。每一个民族都是一个具体的民族，

同时又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都属于中华民族。

５６个民族要相互依存，共同繁荣，中华民族的利

益就是我们 ５６个民族的共同利益。培养青少年

的民族平等团结意识，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就是为

了培养青少年的开放的民族观念和文化包容意

识，让他们形成各个民族平等友好、相互尊重、团

结合作的意识，让同学们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

大家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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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各民族必须团结共进。［１］

三、加强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的途径

（一）提高学生接受民族团结教育的主动性

１．让学生正确理解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性

通过民族团结教育，同学们可以知道我国是

由 ５６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可以知

道这 ５６个姐妹兄弟的饮食、服饰、语言、文字、节

日等风俗习惯；可以知道 ５６个姐妹兄弟，一起创

造了今天的独立与和平，也将会一起创造明天的

繁荣与幸福，所以必须团结互助、相亲相爱。通过

民族团结教育，同学们可以全面了解党和政府的

民族团结政策，正确看待和分析民族问题并树立

崇高的民族团结认同感。同时，可以进一步了解

民族矛盾及民族冲突的危害和民族团结是宪法赋

予我们的义务和职责，我们要依法维护各民族的

团结，抵御一切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行为，

与国家民族荣辱与共、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为

做中华民族未来接班人和建设者做准备。

２．培养学生对民族团结教育的兴趣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培养学生对

民族团结教育的兴趣是进行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

前提。［１］单一的、书面的民族团结知识灌输方式很

难引起学生的兴趣，所以学校、家庭和社会应合力

让民族团结教育变得丰富多彩。在呼和浩特市，

我们到处都可以看见具有民族特色的风情，如路

边的特色建筑物、民族服装店、民族饭店、民族首

饰店、民族食品店，等等。这些都是贴近我们学生

日常生活的事物，教师都可以结合教学内容，通过

制作图片或多媒体课件的方式展现给同学们，进

而提高他们对他民族的文化了解程度。社会（社

区）组织可以利用 ＬＥＤ大屏幕播放一些反应民族

风俗习惯和民族团结的视频或可以在宣传栏上贴

一些反应民族冲突的危害的图片和文字，可能比

单一的宣传词语更能引起同学们的观看兴趣，同

时，也会加深他们的理解。

３．培养学生主动学习民族团结知识的习惯

在有限的 ４５分钟课堂教学中，学生只能获取

有限的知识，所以，学生除了学好课堂民族团结知

识外，还应学会主动从其他途径获取民族团结知

识。如，通过读一些课外书可以知道中华民族的

丰富的传统文化，各族人民如何浴血奋斗反对外

来侵略和压迫、反抗腐朽统治，如何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新中国。可以通过

观光一些民族地区，亲身体验民族风情；可以通过

参观文化博物馆，了解民族文化；［１］可以通过电视

等媒体了解民族团结事件和民族政策知识，等等。

所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主动

学习民族团结知识的意识，学会自我教育尤为重

要，而且为学生提供基础条件和客观环境也很重

要。如果学生有主动学习民族团结教育的意识，

他们不仅可以从多途径获取民族团结相关知识，

而且可以将这些主动获取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素

养和责任，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正确理解民族团结政策，正确分析民族问题，自觉

维护民族团结。在学校，我们可以充分发挥班委

会、学生会、共青团等组织的优势，让学生自发组

织一些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从而让他们自己去了

解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团结各民族的重要性。学

校要为这种活动提供基础设备和活动经费与场

地，并派一名优秀的民族团结教师，对学生活动加

以引导。比如，利用国庆节的到来，学生会可以组

织一些爱国主义诗歌朗诵活动，班委会可以举办

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手抄报比赛，共青团可以组

织同学们去参观文化博物馆……

（二）提高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的实效性

１．开设专门的民族团结教育课程

学校是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的主要阵地，而

民族团结课堂教学是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的主要渠

道。［３］通过专门的民族团结教育课程，可以对学生

进行系统的民族团结教育，教师应与时俱进，结合

教学内容和实际例子，同时，改善空洞乏味的说教

方法，利用现代教学设备设施，让民族团结教育变

得更生动、更有感染力和影响力。

２．在各科教学中渗透民族团结教育

教师还应该在各课教学中渗透民族团结教育

思想和内容，以保证民族团结教育更好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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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高中思想政治必修２（政治生活）第七课《我

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宗教政策》，第一课《处

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给同

学们介绍了我国５６个民族，并告诉同学们我国是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５６个民族共同生活在伟大祖

国９６０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共同创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压迫和歧视被铲除，逐步形成

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最

后，告诉同学们，处理好民族关系问题，既是国家

的重大问题，也是人们生活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每

一个中国公民都应该自觉履行。这一课，不仅告

诉同学们一些民族知识，更让他们知道了要做出

自己的贡献。此外，音乐课、体育课等等，都可以

渗透一些民族团结教育。比如，在音乐课上，教师

可以教同学们一些反映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

共同进步的歌曲，如果同步教一些民族舞蹈的话，

更能激发同学们的激情。如《草原上升起不落的

太阳》《北京有个金太阳》《乌苏里船歌》等等，都

是具有民族风情和特色的，反映人民在共产党的

领导下，走向美好生活的歌曲。教师在教会同学

们唱以外，更应该让同学们明白其歌词的意义，让

同学们知道５６个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我们要团结

互助，共同奔向美好的明天。

３．开展形式多样化的民族团结教育

单一的民族团结课堂教育，能很好地给同学

们传递一些民族知识，但是缺乏实践，让民族团结

知识只能停留在书面理解和理论理解上，所以，学

校应该多开展以民族团结教育为主题的活动，让

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变得丰富多彩。我国各民族都

有丰富的独特文化和习俗，通过演讲比赛、知识竞

赛、征文比赛、知识讲座等活动，把这些文化和习

俗展现给同学们也是一种进行民族团结教育的方

式。马克思曾经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

实践的”。［４］学校可以利用当地资源，如文化博物

馆、将军衙署等对青少年进行民族团结实践教育；

学校也可以利用特定节日进行民族团结实践教

育，如在清明节可以组织学生为烈士扫墓、献花。

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爱国主义情节，而爱国主义

就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学校也可以利

用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组织专题讲座，对青少年

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如果学校请一些革命老前辈

或模范人员组织讲座，其对学生的民族团结认识

影响力会更深。如２００８年西藏拉萨“３．１４”事件

和 ２００９年新疆乌鲁木齐“７．５”事件还有 ２０１４年

昆明“３．０１”事件的发生，给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所以警示同学

们认清民族分裂势力的罪恶行为，抵制民族分裂

势力。雅安地震后，全国人民都为同胞蒙难感到

悲痛，举国上下都齐心协力捐赠钱物，帮助雅安人

民重建新的家园，走出困境，这表明，各族人民是

团结互助、相亲相爱的兄弟姐妹。学校要有效利

用学校广播、校刊和学校网站，进行民族团结教

育。如学校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播放关于民族团

结知识的宣传或民族歌曲；学校可以每月出版一

份以民族团结教育为主题的校刊，并鼓励同学们

投稿；学校网站上可以上传民族团结视频或图片，

并加注宣传语。学校也可以以班级、班委会、学生

会、共青团为单位召开会议，宣传民族团结教育。

如班主任每周至少要开一次班会宣传民族团结理

论知识、民族政策、民族团结意识、民族冲突的危

害等，以提高学生对民族团结教育的了解，促进学

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４．打造特色校园文化环境

如果以单一的课程、课堂教学方式进行民族

团结教育，很难取得较可观的成果，甚至很有可能

引起学生的反感，让学生对民族团结教育失去兴

趣，无法达到民族团结教育的目的，所以，课堂教

学还需结合一些“隐形教育”，如校园文化环境等。

课堂教学与校园文化环境教育各有其优势和劣

势，两者互补，可以将校园文化环境教育渗透到课

堂教学中。在民族中学或蒙汉兼授的中学，除了

汉族学生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学生，所以校园

的欢乐氛围象征着各民族学生的和睦相处。教师

为青少年讲授民族团结知识时，这种校园欢乐氛

围就给教师提供了实际的例子，欢乐的、和谐的校

园环境和班集体环境为我们青少年受教育提供了

·５８·



河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基础和保障，如果在不同民族的同学之间有矛盾

的话，不仅影响有矛盾的当事人还会影响班集体。

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我们的

教育应当使每一堵墙都说话”，校园文化环境无形

中给学生传递着民族团结知识，也是一种对学生

进行民族团结教育的载体，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

民族团结观念。这里所说的校园文化环境包括着

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如学

校可以开设民族团结教育专栏，宣传民族团结常

识和爱国主义；悬挂民族文化图片，如民族服饰、

风俗、节日、饮食、舞蹈、英雄人物…在课余时间或

学生自由活动课播放一些民族歌曲……这种校园

文化环境可以很自然地时时、处处影响着同学们，

让同学们无意间感受到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

化，树立民族团结的意识。

５．建设专业的民族团结教育师资队伍

如果担任民族团结教育的老师政治思想觉悟

较低，对民族理论知识没有系统的认识的话，很难

充分认识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很难对

民族问题和民族团结事件加以正确的分析和判

断，所以对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也难胜任。［３］如果担

任民族团结教育的教师教学方法单一，常用“填鸭

式”和“灌输式”的说教方法，不考虑学生因素，一

味单调地对学生强制进行理论知识灌输，缺少实

践，也不能将民族团结教育深入学生内心，甚至导

致教师只为讲课而讲课，学生只为听课而听课的

局面，教师成了讲课的工具而学生成了听课的工

具，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兴趣爱好和热情，教学效

果也有可能适得其反。一个专业的、成熟的、优秀

民族团结教育教师不会向学生强制地灌输其民族

知识和解析、判断民族问题的思维方式，而是在学

生的现有基础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加以正确的引

导和合理正确的解释，进而帮助学生提高其民族

知识认知度，培养其民族团结意识，加强其正确辨

别民族政策和问题的能力，要实现这些，必须以一

支专业的，优秀的民族团结教育师资队伍为后盾。

因此，学校很有必要聘请一些优秀的民族团结教

育老师并定期进行培训，组织一些课题研究、交流

研讨等活动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综合教学水平和

素质。如学校可以每周定期向全校教师开设民族

团结教育系列讲座，组织教师学习民族团结政策

法规。教师通过学习，加深对民族团结政策法规

的理解，提高民族团结意识，并将这些在工作中付

诸于实践。

６．加强学校对民族团结教育的检查评价

学校领导要对民族团结教育工作有充分的认

识，不能把民族团结教育当成学校教育的附带品，

不重视学校民族团结教育也不重视民族团结教育

的监督和检查工作。［３］学校应该研制一套科学的、

合理的指标来检查和评价，以保证民族团结教育

工作切实取得其预想效果，防止其只停留于形式。

如定期或不定期的表扬教师和具有高度政治素

养、民族团结意识和积极维护民族团结的学生。

这样，可以提高教师和学生对民族团结教育的重

视，积极学习民族团结理论知识，并将其付诸于实

践。在考核学生民族团结认知度和意识的时候，

除了单一的试卷模式外，还可以采取一些其他形

式的考核方式。如民族知识竞赛或举办民族团结

文艺演出。

（三）加强家庭对子女的民族团结教育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孩子出生后接触的第

一个环境而父母则是孩子的初始教育者。所以，

良好的家庭民族团结教育为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和

社会（社区）组织民族团结教育奠定了基石。

１．提高家长民族团结知识的认知度和民族团

结意识

民族团结知识认知程度与民族团结意识的形

成与确立有着密切的联系，建立在高度民族知识

认知度的基础上的民族团结意识是相对理性的，

会对其积极维护民族团结的实际行动起引导作

用。毛泽东说过，“不论做什么事情，不懂得那件

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

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５］所以，

提高家长民族团结知识认知度和民族团结意识是

保证。而主要承担人依旧是学校和社会（社区）组

织。首先，学校和社会（社区）组织要让学生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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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性。每位父母都希望自

己的子女成龙成凤，因此每位父母都特别重视孩

子的教育，都特别关心孩子能不能考上大学，导致

那些占重大比例的科目成了父母和孩子共同的学

习目标，而民族团结教育则让大多数父母和孩子

忽略了。所以，让学生家长明白民族团结教育的

重要性尤为重要。只有在认识到民族团结教育的

重要性的基础上，学生家长才会去学习、宣传和关

注民族知识和政策，进而提高其民族团结意识。

其次，在让学生家长认识到民族团结教育的

重要性的基础上，提高其民族团结知识认知度和

民族团结意识。学校要不定期地召开家长会，宣

传民族团结知识、民族政策，力争提高孩子家长的

民族团结知识认知度和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民族

团结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让每一个家庭成为民

族团结的坚强堡垒。学校举办民族团结活动也应

邀请学生家长一同参加或参观。

社会（社区）组织也要重视对家长的民族团结

教育，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多种途径的民族团结

教育形式，吸引学生家长的学习兴趣，增强其民族

团结知识认知度，引导其形成正确的民族团结意

识。

２．让家长担任孩子民族团结教育的“家庭教

师”

著名的教育家福禄贝尔曾说：“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环境。”［３］所

以，家庭教育是民族团结教育的第一个场地，父母

的政治素养、民族团结意识等对孩子的民族团结

观念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为人父母或长

辈理应以身作则，帮助他们坚定民族团结意识，为

祖国和民族的团结献一份力量。父母与孩子是以

血缘为缔结的亲情关系，血浓于水，所以父母很容

易影响孩子的行为和观念。如家长可以在与孩子

日常交流中，渗透一些民族团结知识，让孩子在与

父母聊天、玩耍的情况下，潜移默化地接受家庭民

族团结教育。家长可以利用空暇时间带领孩子去

偏远的或艰苦的民族地区观看，即培养孩子民族

团结的意识也可以培养孩子热爱生活的情感；家

长可以鼓励孩子积极参加学校及社会（社区）组织

组织的民族团结教育活动，鼓励孩子与其他民族

的朋友多交往，等等。

（四）为学校民族团结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环

境

马克思曾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

人。”［４］这句话表明，人生活在社会环境里，在不知

不觉的情况下受着社会环境的影响、感染和熏陶。

１．结合实际情况，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能看到社会民族团

结宣传条幅，但是很少能引起青少年的注意力，即

使看过也会很容易忘记，无法达到社会民族团结

教育的目的，所以，笔者认为，社会（社区）组织应

该多开展一些与实际生活相接轨的，具有操作性

的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社会（社区）组织可以与学

校联系，向青少年优惠或免费开放当地民族文化

博物馆或民族特色建筑物、科技馆、历史建筑物，

并且派几名研究员或解说员给同学们详细讲述其

寓意和涵义，让同学们身临其境了解民族文化，感

受民族情感。社会（社区）组织可以利用节日开展

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歌舞比赛，并且鼓动青少年

及其家长参与其中，这样不仅能让他们欣赏他民

族的文化，还能与他民族的朋友交流，了解其他民

族的风俗习惯，培养与其他民族朋友的感情。社

会（社区）组织可以利用寒暑假组织开展夏令营，

志愿服务等活动，带领同学们深入了解民族地区

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如在内蒙古，可以带领

同学们去大草原上骑马、住蒙古包、吃牛羊肉、玩

篝火等等，都有助于同学们感受他民族的情怀和

热情，促进民族间的交流，增强各民族间相依相助

的心理。社会（社区）组织可以邀请权威专家和模

范人员，开展以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为主

题的民族知识讲座，并鼓舞家长及学生参加，以便

提高青少年及其家长民族团结知识认知度和维护

民族团结意识。此外，社会（社区）组织要把加强

学校民族团结教育视为一项重要工作项目，做出

详细的计划和具体的安排，长期不间断地，有计划

地进行。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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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有效利用媒体，提高舆论导向

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大众媒体的宣传力

度和影响力度日趋上升，所以应该提高媒体对学

校民族团结教育的舆论导向作用。在加强媒体对

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的宣传时，不能单靠一些中央

主流媒体，地方媒体也要充分发挥其宣传作用，所

以要加大基层文化站、广播站等的经济投入和建

设。此外必须把握舆论导向的正确性，保证其对

青少年的民族团结意识产生积极、正面的作用。

为了保证媒体的影响力度，媒体宣传还应注意迎

合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喜好，以便投其所好。如

今，有很多青少年，在学习以外的时间都喜欢打游

戏、看电影，而对新闻等节目没有太大的兴趣，所

以，国家和社会应鼓励拍摄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

富有趣味性的影视作品，动漫作品或开发游戏软

件，［１］让青少年在“玩耍”中学习民族团结知识。

此外，众所周知，互联网已经成为青少年获取信息

的重要而快捷的渠道，所以可以在互联网上专门

开设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网站或网页并开展丰富多

样的网上活动，以便加深青少年对民族团结相关

知识的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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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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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在全球宗教不断升温的现实环境下，当代大学生群体中信仰宗教的人数不断增加，并且呈
现出由宗教受众者向活动组织者转变、盲目信仰宗教、接触宗教信息渠道日益多元化的发展特征，给新

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因此迫切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创新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切实提高其教育实效性，开展健康校园文化活动，发挥校园文化育人功能，开展高校宗教知识

教育，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重视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健康心理意识，以便更好引导当代大学

生科学认识和理性对待宗教信仰问题，从而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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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大学生作为一支较为特殊的群体，是我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接班人和中坚力量，

这一群体的信仰观念直接决定着他们的思想政治

状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将左右着国家和民族的

精神取向和发展方向。近年来，在全球宗教不断

升温的现实环境下，根据相关调查研究报告显示：

当代大学生群体中信仰宗教的人数不断增加，并

且呈现出由宗教受众者向活动组织者转变的发展

特征。大学生宗教信仰人数呈现增长和角色转化

的发展新趋势，给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带来新的挑战，因此迫切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者正确认识大学生信仰宗教的原因及其发

展趋势，进而在此基础上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机制以便更好引导当代大学生科学认识和理性对

待宗教信仰问题，从而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人才。

一、现阶段在校大学生宗教信仰状

况

　　１．信仰宗教的大学生人数呈现上升趋势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

展，在不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导致当代大学生群

体的生活方式、政治观念和价值观念也随之不断

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一部分在校大学生的

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进而使其面临着精神上的迷

茫和信仰上的缺失，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对宗

教产生兴趣，甚至开始投入到宗教的怀抱中。李

晓元针对吉林省１０００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结

果表明，明确表示有宗教信仰的学生有１０３人，占

被调查大学生总数的１０．７％［１］。而在一项针对上

海高校大学生群体的调查报告显示，在１４７５名接

受调查大学生中，６２．８％的学生表示对某一宗教

信仰有一定的兴趣，这一部分大学生很有可能在

将来发展成为宗教信徒［２］。由此可见，在当前社

会环境下，我国高校大学生群体宗教信仰人数呈

现出局部扩散的上升发展趋势。

２．大学生信仰宗教动机带有盲目色彩

虽然我国高校大学生群体宗教信仰人数不断

增加，但是在这些信教大学生群体中真正可以做

到在内心虔诚信教的人少之甚少，其余大部分大

学生之所以选择靠近宗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于自身思想的困惑、生活的苦恼以及较为特殊

的精神创伤导致的心理寄托，或是受到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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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观念、从众心理、家庭因素以及个人好奇心等

多重因素的驱使而盲目的信仰宗教。这些信教大

学生对宗教本质并没有形成一个正确的、科学的

认识，他们仅仅喜欢在穿着打扮上佩戴诸如十字

架等具有宗教意义的饰物，同时受社会氛围影响

喜欢参加圣诞节、复活节等具有宗教意义的活动。

３．大学生接触宗教信息渠道日益多元化
大学生以往主要通过接触宗教团体协会以及

参加宗教活动场所了解和认识宗教信仰。伴随着

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以及网络媒体的日益普及，

使得当前大学生接触宗教的渠道不断增加。根据

相关调整报告显示，有５９．７％的大学生接触并信
仰宗教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家庭成员的影响，家长

作为大学生接触最为频繁的人，在长期的亲密接

触过程中家长信仰宗教行为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

大学生，这种影响远大于其它行为。另一方面，伴

随着网络媒体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日益普及，宗教

开始迅速向电子化和网络化发展，根据相关调整

结果表明，在新形势下有近３９．４％的大学生开始
选择通过广播或者网络接触和阅读宗教书籍［３］。

总体来看，新形势下在校大学生了解宗教信息的

途径呈现出多样化、立体化的发展趋势。

二、大学生宗教信仰对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影响

　　１．大学生信仰宗教对马克思主义主流宗教观
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使用说

教式的教学方式和理论灌输的教科书，使得当代

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产生一定的排斥心

理，再加上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中涉及宗教问

题的内容非常少，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多

达三四百页，而涉及宗教问题的仅仅只有二三页。

同时，许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本身对宗教

学的理论知识了解甚少，也不关注我国宗教发展

的实际情况，导致其在哲学教学实践中既不能够

科学解答大学生们提出的宗教问题，又不能达到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目标，从而使得许多在校

大学生厌弃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

面，由于高校较为宽松的文化氛围有利于宗教意

识形态的发展和传播，使宗教传播的渗透力和影

响力在大学生群体中不断增强。除此之外，由于

宗教思想本身具有的独特的人文关怀和人生价

值，这很容易让部分感情较为丰富的大学生对其

产生好感，而使大学生在潜意识中逐渐偏离马克

思主义宗教观。

２．大学生信仰宗教对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
影响

目前，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仍然使用传统的教育方式

和教育方法。许多高校主管领导和教师对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创新思想政治理念以及开

展理想信念教育缺乏有效措施，也对高校扩招之

后大众化教育之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没有清晰的思

路和应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明显滞后社会发展形势，导致许多教师和学生都

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对待，

使其工作开展流于形式，导致部分大学生开始失

去了对社会主义信仰的信心，转而开始向宗教信

仰靠拢。应该说，大学生信仰宗教本身是国家法

律法规赋予其的政治权利，但却和思想政治教育

背道而驰。在其产生宗教信仰之后，就会产生“有

神论”和“命运论”等宗教观点，而这均和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形成比较大的反差，进而使信教大学

生开始排斥思想政治教育，严重影响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顺利开展，进而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

效性产生负面影响。

３．大学生信仰宗教对自身政治人格发展的影
响

高校大学生群体作为我国社会环境和政治生

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人格是在大学生自

身政治心态的基础上，对政治关系的认识、价值、

心理、情感以及信念诸要素感性和理性的综合，自

身政治人格的发展应该是在整体上可以形成较为

清晰的政治认知并可以反映优秀的政治动机，进

而促使大学生群体形成为一个团结的集体，在互

相理解和尊重彼此之间分岐的前提条件下进行不

断融合。高等学校作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场所之

一，大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生活经历将会对其形成

正确的自身政治人格产生影响，尤其是接受何种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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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教育的影响更为关键。伴随着宗教思想

在大学生群体中更加广泛的传播，越来越多的大

学生对我国政治关系的认识带有浓厚的宗教色

彩，进而逐步和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大

学生群体在政治人格上区分开，甚至会在某些问

题方面形成对立，从而严重阻碍大学生群体的内

部团结，甚至有可能引发二者之间的冲突，继而在

一定程度上会破坏大学生群体整体的健康发展。

三、正确对待大学生宗教信仰，强

化思想政治教育

　　１．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切实提高其教育
实效性

应该说，任何一个人的头脑都不可能是完全

空白的，科学思想如果不主动去占领的话，伪科学

思想自然会去占领。在当前社会思想观念、价值

标准以及道德观念日益多元化的现实情况下，高

等学校作为传播科学的知识殿堂，必须坚持传播

科学思想、倡导科学精神，从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建设向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我们必须通过

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式，利用多种行

之有效的教育措施，帮助当代大学生提高判断能

力，进而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宗教观和世界观。首

先，我们应该从产生思想信仰的源头抓起，在思想

政治教育实践中始终围绕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断加

强哲学引导，帮助他们克服宗教唯心主义论的错

误认识，从而树立起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其次，应

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进行创新，在对大学生

开展思想教育过程时必须坚持三贴近原则，着力

使思想政治教育入脑、入心，积极帮助当代大学生

树立牢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最后，应重点发挥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教师应该在深入

调研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的基础之上，利用生

动活泼且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给学生，从

而有效引导当代大学生进一步提高价值判断能

力。

２．开展健康校园文化活动，发挥校园文化育
人功能

以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营造积极

向上的育人环境，有利于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吸引力和渗透力，可以更加广泛的吸引在

校大学生积极参与到思想政治工作中来，从而帮

助在校大学生提高科学素养和道德素质，进而可

以自觉抵制来自宗教的思想渗透。因此，在新形

势下我们必须积极开展健康校园文化活动，充分

发挥校园文化育人功能，使校园真正成为大学生

健康成长的精神家园。首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者应充分利用业余党校、团校和学生党组织

活动等教育方式，组织在校大学生主动学习马克

思主义理论，进而使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和世界观。其次，应该积极开展丰富多彩且高品

质的科技兴趣活动、文化娱乐活动和体育竞赛活

动，并且将德育工作积极融入到各种校园文化活

动中，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

３．开展高校宗教知识教育，树立马克思主义
宗教观

很多大学生本身对宗教的认识并非是理性

的，其之所以选择靠近宗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

因在于自身思想的困惑、生活的苦恼以及较为特

殊的精神创伤导致的心理寄托，或是受到流行文

化、时尚观念、从众心理、家庭因素以及个人好奇

心等多重因素的驱使而盲目的信仰宗教。这些大

学生对宗教的本质以及不同宗教之间的区别了解

不够深入，只是一知半解，而要引导这些大学生正

确认识宗教，就必须向大学生揭开宗教的神秘面

纱，进而帮助他们正确了解宗教的本质。因此，高

校应该在党的宗教政策指导下在学校开设宗教相

关的选修课、专家讲座以及知识竞赛，帮助当代大

学生形成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正确对待宗

教活动和宗教文化，进而使广大青年大学生自觉

抵制宗教渗透。

４．重视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健康心
理意识

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是否具备健康心理

意识已经成为衡量高素质人才的一项关键指标。

而大学生恰好面临着第二次“心理断乳期”，正处

于从幼稚到独立人格的转变，一方面大学生喜欢

标新立异，然而却又害怕面对失败。在社会生活

节奏不断加快以及社会竞争日益增强的现实情况

下，当代大学生需要承受越来越多的压力，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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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当代青年大学生出现心理问题。许多青年大

学生开始逃避社会现实，去宗教中寻求精神上的

安慰和心灵上的宁静。因此，高校应重视开展心

理健康教育，帮助当代青年大学生形成健康心理

意识，进而引导其树立科学信仰。首先，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者应该根据大学生的心理状况，进行有

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团体心理辅导和心理健

康讲座。其次，应建立完善的心理咨询体系，使心

理有问题的大学生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心理咨询

服务，从而帮助他们解决心理问题，使其更好的融

入学校集体生活中去，避免使其将人生目标寄托

于宗教神灵中。

综上所述，在当前社会“宗教热”的现实情况

之下，宗教对大学生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由于其

具备一定的特殊性并且成因较为复杂。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者必须高度重视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

加大对当代青年大学生信仰观的培养力度，在充

分尊重大学生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条件下，通过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帮助当代大学生形成马克

思主义宗教信仰观，使其成为具有坚定社会主义

价值观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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