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

“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实践与推广

附件材料目录

第一卷:理论研究成果
1.立项文件

2.结题报告

3.成果报告

4.论文论著

第二卷：“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实验探索
1.基于“三课堂资源整合”的公管实践能力培养方案

2.基于“三课堂资源整合”的学业规划实验

3.《管理学原理》三课堂联动教学改革实验

4.《经典导读》三课堂资源要素融合实验

5.《教育科研方法》“项目驱动-开放课堂”实验

6.《大学书法》三课堂资源整合教学改革实验

7.《现代管理学》教材实践设计练习展示

第三卷：“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推广与效果
（—）推广实践

1．农大公管学院“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实践活动

2. 农大团委“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品牌创建活动

3. 山西农大信息学院（独立）推广实践与宣传活动

4. 省内外 3所高校应用“三课堂”联动教学反馈效果

（二）育人成效

1.“三课堂资源整合”教学育人效果

2.“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成果获奖

3.“三课堂资源整合”研究学术反响

4.“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媒体报道

项目信息

成果名称：“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实践与推广

成果完成人：何云峰 秦 刚 张元洁 丁海奎 夏传红

完成单位：山西农业大学

完成时间：2014 年 9 月

成果科类：其它

类别代码：1411





“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实践与推广

附件材料目录（第 1 卷）

1.立项文件

2.结题报告

3.成果报告

4.论文论著





“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实践与推广

1.立项文件





 



 



 





“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实践与推广

2.结题报告





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

结 题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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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改革项目结题简表

项目名称 高校文科“三课堂”协同、融合、环动人才培养模式实验研究

项目主持人 何云峰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所在单位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项目主要研究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称 专业 承担的任务

1 郭晓丽 副教授 教育学原理 理论研究与课程实践

2 张 丽 讲师 教育学原理 理论与课程实践研究

3 陈晶晶 讲师 课程与教学论 理论与实践研究

4 秦 刚 讲师 思想政治教育 方案设计及实践推广

5 张元洁 副教授 法学 方案设计及实践推广

6 丁海奎 讲师 教育管理 总结及推广宣传

7 夏传红 讲师 思想政治教育 方案设计及实践推广

8 梁 萍 讲师 英语教学法 理论与课程实践

9 赵志红 讲师 教育学 方案设计与推广研究

研究时间

立项年月 2012年 06 月

完成年月 2014年 09 月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与
实
践
成
果

如教学大纲、培养方案、课程标准、评价体系、教材（含音像教材）和教学软件课件、

研究报告、论文著作等（可在以下栏目中分别详细列举）

1 基于“三课堂”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方案制订。

2 2013年出版《现代管理学》，2014年出版《组织行为学》。

3 课题组发表教学学术论文 8篇。

4 研究报告 1份。

5 大学生主持 18项（次）科技创新项目，发表论文 38篇，获科创奖 33项。

6 相关研究成果获得 4个奖项。



二、教学改革项目工作总结

一．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措施

（一）研究内容

1.问题提出

理论与实践脱节，教学中 “以课堂中心、以书本中心、以教师中心”，一直是文科教学中饱受诟

病的瓶颈问题。其本质是教学过程要素协同不足，系统功能“失灵”。具体表现为：其一，师生局限于

传统的理论课堂，忽视课外教学育人因素，课内课外缺乏有效协同，习惯闭门造车，坐而论道。其二，

师生固守于标准化的书本（教材），注重现成知识的传授与学习，忽视对未定论新知识的关注与吸纳，

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缺乏有效协同，班级授课与课外个性化学习协同不多，不利于开阔学生视野，培

养创新思维能力。其三，师生尊崇传统的教师权威、教师中心。在这种惯习下，学生个体满足于知识

的被动接受和“一纸试卷定乾坤”的单一结果，师生关系淡漠，缺乏协同，学生应有主体能动性未得

到有效发挥，学习效果不佳。其四，教师科研与教研顾此失彼。在个体化的教学与研究中，多数教师

未能找到二者良性促动、有效协同的切入点，职业生涯发展受挫，缺乏应有的职业归属感与成就感，

育人工作热情不高，动力不足。

2.研究目标

构建高校文科“三课堂”协同、融合、环动人才培养模式，实现教学主体、教学时空、教学资源、

课程资源等各个要素在不同层次上的融合，从而生成一种动态平衡的优化的结构方式。特别是要以“协

同创新”理念为指导，系统研究高校人才培养内部系统与外部环境间的互动机制，探明其内在机理，

进而实现基于不同情境的、不同主体的、不同学科的、不同时空的权变组合，更好地促进高校文科人

才培养的优化。

（二）研究方法

1.调查研究与访谈法

为确保研究的先进性、普适性，课题组以高校文科理论课堂、活动课堂、实践课堂即“三课堂”

为维度设计出 3 份问卷，分别对高校管理者、教师、学生进行调查，并于 2013 年 3-4 月份，对国内 12

所高校进行了问卷发放，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天津

商业大学、山西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山西农业大学、中北大学、太原师范学院、太原工业学院、山

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等，涉及“985 工程”院校、“211”院校及地方高校。共发放问卷 540 份，收回

517 份，其中：学生问卷 350 份，有效问卷 337 份，有效率为 96.29%；教师问卷 120 份，有效问卷 113

份，有效率为 94.17%；管理者问卷 70 份，有效问卷 67 份，有效率为 95.71%。

通过调研充分了解到、探寻出“三课堂”的实际运行情况，为随后探究高校文科“三课堂”的协

同融合环动发展奠定基础，进一步明确研究目的，并完善研究设计，提出要把二、三课堂与第一课堂

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希望教育行政机构、高校能将二、三课堂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中的作用凸显

出来，以达到培养学生的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的目的。



2.教育行动研究法

教育行动研究，以改进实际工作、解决实践问题为首要目标；强调教学行为与教学研究的结合；

所需环境就是自然、真实、动态的工作情境，就是活生生的课堂；强调研究计划的发展性，开展过程

的系统性和开放性。尤其，基于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学改革成为教育行动研究的最新趋势。

（三）研究措施

1.“三课堂”理念内涵厘析、扩展与深化

其一，“三课堂”理念内涵。明晰高校文科教学中的“三课堂”的基本理念，进一步明确高校的“课

堂”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理论课堂”的涵义，要让学生明白教和学不仅仅是书本上格式化的知识，

现代社会的学习应该是超越传统课堂、教材、作业等局限的学习，鼓励和引导师生关注“理论课堂”

之外的——自然、社会，让师生在广阔视野中去找寻、探究与发现，让“教学生活”时刻与丰富多彩

的外部世界保持联系与沟通，让大学生在开放的教学体系中、在丰富多彩的社会调研实践中、在通联

世界的网络平台中，自主学习、主动探究、互动交流、快乐成长，最终形成“三课堂”协同育人的良

好效应。

其二，“三课堂”理念的扩展。站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全局高度上理解“三课堂”的意义，从宏观、

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上立体化理解“三课堂”，拓展了“三课堂”理念的内涵与功能，对于破解高校办

学与社会需求的脱节、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大有裨益。

具体如下：

“高校—研究院所—产业单位”的一体化是社会对高校办学的诉求，是“三个课堂”在宏观上的

表现形式；高校内部人才培养体系的总体设计强调教学中的“产学研”一体化，特别是学校通过实验

实践教学平台的搭建、创新创业能力基地的开拓等，强化实践教学，实现对理论教学的深化，这是“三

课堂”在中观层面的表现形式；如前所述的“三课堂”基本内涵，这是具体到每门课程的教学中，要

根据实际情况，实现由第一课堂向第二、三课堂延伸与拓展，实现“三课堂”的融合。

最终形成“三课堂”一体联动（单向：学校——社会）、互动（双向：三课堂之间）、环动（三课

堂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实现信息的动态交流），促动学校与社会的互动融通，推动人才培养通过“理

论——实践——理论——实践”螺旋上升，真正实现高校办学与社会需求的结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实现学生素质能力提升与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结合。

2.“三课堂”配套教学模式改革探索

（1） “三课堂”配套教学模式的探索——基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一个专业的实践

其一，三种教学模式协同运作机制。以第一课堂“授受式学习”为基础，重点发挥第二、三课堂

的“研究性学习”的优势，学生通过做课程小论文、案例、方案、课题、调研、辩论、演讲、书评、

影评等开放式的“项目”，活化知识，体验思想，让师生通过多向交互，形成以“创生取向”为特色的

课程与教学内容，动态激发与生成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以走向社会的“服务性学习”为补充，让

学生在服务中了解社会现实、反思学习缺失，砥砺优秀品质、培养社会责任。通过“三课堂”协同联

动、三种学习方式协同整合，有效弥补“学科本位”、“知识本位”学习的缺陷。

http://baike.baidu.com/view/3226.htm


其二，基于“三课堂”理念的特色课程教学实践。根据学生需求，结合课程性质，选择《专业导

学》、《管理学原理》、《教育科研方法》、《经典导读与训练》等“课程，成功实践“社会调查+大学生涯

规划实践协同教学法”、“小案例+综合案例”全程案例教学法、“做（研）学合一”教学法、“理论+实

践”双导师协同教学法、“阅读+辩论+书评+影评”四位一体协同教学法、“项目策划方案教考一体化”

教学法、“现场即时互动，博客异步讨论”教学法、“课外开放式学习+课内现场展示式”协同教学法等

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其三，课外的“服务性学习”实践。服务性学习是将课外、校外有益的教育资源纳入基于教育教

学体系中，总结出“服务性学习”的 4 种典型样态。具体如下：一是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假期社会实践

活动，利用所学专业知识，参与文化科技信息下乡志愿服务，开展社会调查并写出调研报告；二是学

生发挥专业优势，在课余时间持续开展在驻地太谷县的偏远乡村支教活动、支农活动、校园文明监督

活动、心理咨询活动等；三是短期的、一次性的服务性学习,比如火车站春运服务；四是课程中的服务

性学习，学生参与教育行政管理助岗实习，既学习又服务。在丰富多彩的服务中学习书本所学不到的

知识，学生的综合能力与素养得到全面提升。

（2）基于全校层面的文科“三课堂”教学的模式

理论课堂。小组合作学习、团队交互式学习、模拟公司制的学习、沙龙、习明纳、学习共同体等

丰富多彩的组织，把这些有效的方式纳入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践环节中，突破传统教学组织形式的单一

化，让学生在研究中学习、在启发中学习、在情境中学习、在案例中学习。

活动课堂。发挥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勤工助学活动、社团活动、创业实践等载体的育人功

能与作用，不断创新大学生校园实践的载体，把学生的校园文化活动、科技创新活动、创业实践活动

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辅导活动结合起来，让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研究、学会创业。

实践课堂。倡导大学生参与多样化的社会实践、顶岗实习、支农支教，鼓励大学生自主创新创业

实践，让大学生在服务中长见识、长才干、增能力，实现思想素质、专业素质的全面提升，实现“文

弱型、单一型”大学生的向“奋斗型、卓越型”创业家转变。

3.保障机制建议

其一，培养方案保障。要按“三课堂”的要求，优化文科人才培养方案设置，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优化人才培养理念。

其二，教学管理保障。加大奖励学分力度，给积极参与研究性活动，并取得实效的学生，加记奖

励学分，鼓励学生开门学习，开放成长；要以“发展性评价”的理念实现对学生的多元评价，强化对

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的，以及学习成绩的全面评价，引导学生在历练过程中成长、成熟、成才。

其三，学制改革保障。积极探索“三学期”制，增加“小学期”专门从事研究性教学的实践，让

教师和学生有更多互动交流的机会，利于师生共同成长。

其四，教师专业发展保障。要以教师职业专业化为抓手，全面增强“教师职业”综合素质，尤其

要提高教师教学组织的能力与意识，要能根据教学情境因地制宜灵活选用，如启发式、案例式、参与

式等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不断提高教学效能。同时，要结合创业教育培育“双师型”教师。



其五，学生主体性培养保障。引导大学生转变被动依赖的学习习惯，激发大学生不仅关注现成理

论知识的学习与掌握，而且要注重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放眼学生解决能力、创造品质、合作精神等

的本领的锻炼上，最终让大学生主动投身研究性的学习中，不断地激发出其本有的创造欲望与创新意

识，形成其独特的研究与创新能力。

其六，网络学习资源平台保障。不断完善校园网络学习平台，引进借鉴利用 MOOC 资源，实现课程

学习的网络化、学习资料的信息化、师生交互的即时化、学习效率的高效化；要不断完善实验开放制

度，让学生及早进入实验室，让学生把灵感的火花付诸实践，有新的发现与创造。

研究成果的创新点和应用情况

一．研究成果的创新点

1．系统阐述“三课堂”理论框架，并从宏观、中观、微观多层面立体化厘析其内涵，是对一般意

义上“理论与实践”结合认识论断的具体化与升华。

2．成功探索实践了“社会调查+大学生涯规划实践协同教学法”、“小案例+综合案例”全程案例教

学法、“做（研）学合一”教学法、“理论+实践”双导师协同教学法、“阅读+辩论+书评+影评”四位一

体协同教学法、“项目策划方案教考一体化”教学法、“现场即时互动，博客异步讨论”教学法、“课外

开放式学习+课内现场展示式”协同教学法等多样化的“三课堂”教学法。

二．推广应用情况

1.本专业应用。在本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2009、2010、2011、2012、2013级400多名学生的课程教

学、管理案例训练、科研创新训练、管理策划能力训练、专业职业需求及规划训练等，第一、二、三

课堂联动、贯通、融合，实现对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同培养。何云峰指导马超创建“大学生职

业生涯发展协会”。公管专业网络学习与交流平台的构建，相关班级开展了博客教学、QQ 群教学等活

动。

2.校内相关文科类专业布点实验。行管类、艺术类、法学类、英语语言文学类教学中进行“三课堂

资源整合”育人实验，开展网络多媒体多模态教学实验等。

3.校内的应用与推广实践。公共管理学院开展了“三课堂资源整合”推广实践活动，利用模拟法庭

、阳光杯辩论赛等二、三课堂资源的育人作用；校团委在文科类学院倡导开展利用二、三课堂资源的

创业创业、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活动等品牌活动。



4.校外推广实践情况。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杨凯老师进行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三课堂”协同

教学实验、丁海奎在《公共组织学》教学中尝试“课堂教学+游学+课程论文+博客教学”，积极协调推

广三课堂实验实践成果；晋中师范专科学校刘冬梅老师在幼儿教育专业进行了二三课堂实践能力开发

研究；阳泉师范专科学校王晓云老师在教育学专业中通过二、三课堂提升学生综合素养训练。

三．实践效果

（一）学生层面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二、三课堂科研训练的情况：承担了国家、省级、校级大学生创新项目18

项（次），学生公开发表研究论文38篇，近百人次获33项科技创新与调研奖，何云峰2013、2014连续获

得大学生创新创业优秀指导教师。另据各实验点反馈回的相关信息，学生通过二、三课堂训练，确实

提高了综合素质与能力。

（二）专业层面

1.凝聚了三课堂理念的《2014 版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得到学校学院认可。公共事业

管理专业被列入校专业提升计划，文科领域额度最高的专业之一（8万元）。

2.何云峰主编、张丽参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建设教材《现代管理学》，2013 年 1 月

由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何云峰副主编，郭晓丽、冯敏星参编的《组织行为学》由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4

年 3 月出版。

四.社会反响

（一）媒体报道

1 科技日报，2014-03-31 以《山西农大：“三个课堂”培育学生会学能做好就业》为题报道山西农

业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三个课堂”的联动事迹。

2. 太原晚报，2014-02-27.以《山西农大：课堂搬到社会学生表现突出》报道课题组主持人何云峰

教授主导的注重能力素质培养的特色教改经验，先后被国内知名网站新华社网山西频道、新民网、汉

丰网等网站全文转载。

3. 山西青年报，20140307 期，以《山西农大教师“研学合一”教学方法受关注》为题报告课题组

主持人何云峰教授带领学生完成近百万字报告的教学改革的事迹。

4.山西日报，2014-04-10 以《模式变了，能力强了》为题报道了山西农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三个

课堂”协同、融合、环动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事迹。

5.山西农业大学《教学信息》持续关注公共事业专业“三课堂”教学改革的实践情况与成效。

6.山西农业信息学院校 2013 年报道何云峰老师受聘担任《教育项目策划与管理》课程“三课堂”融

合的学教学做法。

（二）相关成果获奖

1.《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理念及特色化改革研究——以山西农业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为

例》获首届（2013 年）山西省公共管理领域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2.《能力本位：地方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目标导向》获首届(2013 年)山西省公共管理



领域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3.《大学“研究性教学”的发展路向及模式建构》获山西省第八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4.《现代管理学》著作获 2013 年度“百部（篇）工程”三等奖。

（三）学术期刊的反响

1.2014 年，《中国农业教育》以《高校“专业经典名著导读”课程实施探微—以山西农业大学公共

事业管理专业为例》、《基于研究性教学的大学生主体性培养机制探微——以 S 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为例》两次全面系统专题介绍“三课堂”教学实践及学生主体性培养的相关做法。

2.2012 届毕业生刘信阳本科毕业论文 2014 年在《高等农业教育》（中文核心）发表，介绍了“三

课堂”教学中学习共同体、师生成长共同体的实践探索。还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高等教育

学》2014 年第 8 期题录。



三、项目研究费用支出情况

经费总额（万元） 2万元

省教育厅 2万元

主管部门（有关厅局） 0

合作单位经费 0

学校配套经费 0

支 出 科 目 金 额（万元） 支出根据及理由

会议费、差旅费 4000
参加学术研讨会议会议费及差旅费

项目研究费、调研费 8000
论文发表版面费用、专家咨询、调研

等费用。

合作交流费 3000
邮寄材料、合作者发表论文等费用

必要的设备与软件费 3000
科研办公用品、相关书籍、资料等费

用

管理费 1000 结题验收评审费等。

其他 1000 资料打印费用等

合 计 20000 元



四、结题审核意见

学校意见：

学校（盖章）

2014 年 9月 20 日

专家组意见：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省教育厅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实践与推广

3.成果报告





“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实践与推广

成 果 总 结 报 告

完成人 何云峰 秦 刚 张元洁 丁海奎 夏传红

一．问题聚焦

理论与实践脱节，依然是制约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问题，在高校传统

的文科类课程教学中表现尤为突出。具体表征为：

（一）“课堂资源观”偏执狭隘。对课堂的理解往往偏执于传统的理论

（知识）课堂。在实际工作中，重视了课内课程资源利用，而忽视了课外

校外资源的开发；重视了校有教学条件利用，而忽视了课外校外教学条件

的开发；重视了静态的、封闭的、显性的课程资源的利用，而忽视了动态

的、开放的、隐性的课程资源开发；重视了线下渠道与资源的利用，而忽

视了线上通路与资源的开发。一定程度上，前述表现会深刻地影响教师、

管理者开放的课堂资源观、课堂活动观、课堂效益观的建立，深刻地影响

着教学育人的效果，甚至会波及到宏观层面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和国家创新

驱动战略的实施。

（二）“教学时空观”片面局限。传统知识本位、学科本位影响下的

教学时空观，注重了固守现成的、标准化、格式化的教材（教科书），忽

视了学科知识之外多元智能的观照；注重了现成知识的系统传授与学习，

忽视了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的协同育人效应；注重了教师理论课堂的单向、

单一的知识价值的灌输，忽视了师生共同建构、创生课程的独特育人价值

的传达；注重了校定培养方案各环节、课表钦定诸环节，而忽视了有益于



“成人-成才-成功”的课外个性化学习。这些有意无意的缺失与忽略，都

非常不利于学生全面协调发展。

（三）“教师权威观”单向固化。受传统课程资源观、课堂教学教时

空观影响，师生共同尊崇着传统“教师中心”或“教师权威”，教师权威

主导、学生被动附属得到了文化的固化与强化。许多教师的教学，满足于

“固定可靠”结论的教学里，陶醉于“居高凌下”知识的单向传输时，凑

合于多年不变的内容、讲义和考题中，固守于学校格式化的教学管理规范

中。这与网络时代“多元为师”的新教师文化观很不相称。由此，可能导

致功利化、懒散化、冷漠化、低效化的教学状况，与之相应，往往带来学

生学习的短视化、放任化、沉默化、逃离化的状况。这样一种情感淡漠、

关系疏离、信任乏力的师生关系现状，最终可能的结果便是大学生主体性

缺失、能动性不足、创造性乏力，教学与育人目标难以有效达成。

二．改革探索

以 5个调研精准切入，紧扣“课堂资源观”偏执狭隘、“教学时空观”

片面局限、“教师权威观”单向固化等 3 个关键问题，以开放发展、系统

协同的 2 大理念为指导，着眼四年 8 学期 7 假期的大学育人全程，以“三

课堂资源整合”的理念认识深化和机制创新为改革的抓手与动力，循着由

小而大的“课程-专业-学院-学校-校外”5 步实验探索与推广路径，从多

层面、多维度、全方位实践检验了“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改革的效度、

效益与效果。

(一)实验探索的“切入点”

1. 2012 年 12 月，“第二课堂利用”问卷调查显示，提高社会适应力、



提高学习能力、改善表达能力等 3项，是大学生的最重要诉求。（见 2013

年《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科技创新版）》）

2.2013 年 3-4 月，“三课堂协同育人现状”调查，国内 12 所高校的

数据显示，师生希望把二、三课堂与一课堂置于同等重要位置，应充分发

挥“三课堂”协同育人作用。（见 2016 年《能力本位教育：地方农业院校

探索与实践》第七章）

3.2013 年 9月，“学生课余生活状态”问卷调查显示，大学生课余生

活缺乏必要指导，易迷失方向。（见 2015 年《山西农业大学学报（高等教

育版）》）

4.2014 年 9月，“高校课程实施”问卷调查显示，现行“忠实取向”

课程实施者认为，课程资源开发为专家职权而非教师职责，教师课程开发

责任意识淡漠，课程实施与开发脱节。（见 2015 年《山西农业大学学报（高

等教育版）》）

5.2016 年 6-12 月，新西兰梅西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法考察显示，教学

环境的开放化、教学主体的五湖四海、多元文化的启迪、课内外线上下皆

成课堂、人人交互、灵活多样，教学信息资源面向国际开放，是保证其优

质本科教学的关键。（见 2017 年 1 月 5 日《山西日报》）

从二三课利用、学生课余生活状况、教师课程实施、三课堂协同育人、

异域教学考察等 5 方面把脉，切准问题症候，厘清因果链，为靶向治疗、

精准施策奠定基础。

（二）实验探索的“着力点”

1.公管专业课程实施层面的“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实验



秉承公管专业“实践育人”的良好传统，依托第一课堂（知识课堂）

的教学，重点开发第二课堂（训育课堂）、第三课堂（实战课堂）的“任

务性学习”的优势，鼓励学生充分利用校内外、线上下课程资源，通过做

论文、案例、策划、方案、课题、调研、辩论、演讲、书评、影评、做品

等开放化的“项目”，体验了“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螺旋上升

的学习逻辑，提出全学程观照、三课堂整合、全资源利用的育人新机制。

具体 5 门课程多样态实验探索：

（1）公管 13 级《专业导学》教学中，以“三课堂”理念规划 4 年 7

假期的大学学程，总结出“生涯规划图，牵动全学程；目标定得明，胸中

有成竹；亲手绘蓝图，奋力有奔头；课内外兼学，线上下连通；一图心中

留，真经学到手”的教学育人新范式。 （具体见 2012 年 8 月山西农业大

学《教学信息》及生涯规划图实例）

（2）公管专业《管理学原理》持续开展“三课堂”联动教学实验，总

结出“书本为依托，多角挖资源；课堂抛砖玉，关键学课外；案例为主轴，

教学发力点；课堂交互多，新媒连世界；政策加读书，笔记拓展开；多样

快乐学，考核重实践；鼓励吃螃蟹，人人都出彩”的教学育人新范式。

（具体见 2013 年 7 月山西农业大学《教学信息》）

（3）公管专业《经典导读》三课堂资源要素融合实验中，总结出“上

好经典课，功夫在课外；买书是前提，导读是关键；师生交互学,课堂精彩

多；博客为平台，论辩逞英贤；没有试卷纸，考核全程看；三步五阶段，

名著准读通；多要素融合，目标不落空”的教学范式。（具体见《中国农

业教育》2014.02）



（4）公管专业《教育科研方法》持续 9届开展“项目驱动-开放课堂”

教学实验，探索出“理实相结合、课上下联动、线上下互动、三课堂环动、

学研相融合、学与考同步”6 步协同教学法，媒体关注、学生受益。（具

体见 2014 年 3 月山西青年报）

（5）公管院《大学书法》课教学实验中，总结出“课内外结合，线上

下联动；讲与练衔接，论与技兼通；西与中交汇，古与今联通；以作业提

交，扎实基本功；以做品竞赛，带动上水平；上好书法课，促国学繁荣”

的教学范式，把同学们满以为“可草草了事”选修课，上得实实在在、生

动活泼。 （具体见 2015 年 10 月山西农业大学《教学信息》）

综上，在数 10 门课程“三课堂资源整合”实验基础上，2014 年 9 月

公管专业率先在全校制定了公管专业实践能力培养方案和实践技能标准，

设计了基于“三课堂资源整合”的实践能力培养路线图；2013 年 1 月出版

的《现代管理学》教材中，增加实践练习环节，把“三课堂资源整合”理

念以教材形式固化等等，多样态实验探索，为推广应用做好方法论准备。

（见 2014 年实践能力培养方案、见 2013 年版现代管理学教材）

2.农大公管学院“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实践活动

由“专业—学院”“课程—全程”“单项突破—全面推进”，这是改

革的发力点与突破点。公共管理学院坚持开放发展理念，抓住“三课堂课

资源整合”的机制，立足“创新创业实践”“阳光杯辩论赛”“模拟法庭”

3大实践育人平台，以首期“卓越农林管理人才实验班”（2014.10）开办

为契机，继续深化“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实验成果，还推动制定了《山

西农业大学卓越农林管理人才实验班实施方案》（农大党字〔2014〕27 号）



实行小班制、配备导师制、建设管理实践实训基地，“全方位、立体化、

全程化”的卓越农林管理创新创业人才的改革。

3.农大团委“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品牌创建活动

课题组也与校团委对接，开展了旨在发掘第二三课堂育人价值的特色

品牌活动，首先在人文社科类学院、系、专业尝试，并在全校推动形成有

影响力的创业实践育人、多彩校园文化树人、多样社会实践树人等3大品牌

活动，如“青年人文素质大讲堂”“成功校友之路导航”举办。累计300

场（次）活动，育人效应凸显。

（三）实践推广的“突破点”

山西农大信息学院（独立）推广实践与宣传活动，是实验走向更大范

围的一个关键突破点。

1.该校外国文学系子课题组，应用实践“三课堂联动”教学思想，将

传统学科教学与团学实践紧密结合，全方位开展全系的“三课堂联动”教

学模式应用推广实践。

2.该校宣传及品牌策划营销部门子课题组，发挥渠道优势，多途径宣

传推广“三课堂联动教学”理念，并结合理念设计了适合于应用型本科高

校三课堂联动教学模式。 （见2017.03《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

3.该校思想政治教学部子课题组，在思想政治教育课中实践提出“精

彩第一课堂、务实第二课堂、卓越第三课堂”教学实践思想，充分利用新

媒体开展交流互动。 （见2016.06《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四）实践探索的“落脚点”

1.理念认识深化



课程层面育人实验证明，超越传统课堂、教材、作业等,发掘其外的隐

性课程资源育人是大学教学改革必由之路；而“产学研一体化”已依然成

为高等教育发展新趋势、“协同创新”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迫切要求和

重大战略，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三课堂资源整合”在高教发展战略层面和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层面的“异形同义”的表达，对破解理论与实践、

高校办学与社会需求脱节的现实困境大有裨益。

2.保障机制创新

提出并实践了“微媒任务型交互共享共同体”“阶梯互助式师生成长

共同体”的交互共同体的共享机制（机制1）。（见《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27）

提出并实践了“以师为师”“以生为师”“以友为师”“以事为师”

“以网为师”的课程资源开放发掘机制（机制2）。图为基于网络多媒体空

间的多模态教学机制。（见《内蒙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

基于不同主体、学科、时空的权变组合，科学地择用教学模式，既可

以是一个课堂维度内的组合使用，也可以是三个课堂空间的整合应用，从

微观到宏观可形成不同的权变组合模式，形成动态的教学模式权变择用机

制（机制 3）。如第一课堂，可采用小组合作、团队交互共享、模拟公司

制、沙龙、习明纳、学习共同体等方式的一种或多种的组合使用；如第二



课堂，可发挥学科竞赛、创新创业、勤工助学、社团活动等载体育人一种

或多种功能的组合使用;第三课堂，倡导大学生参与多样化社会实践，如支

农支教、扶贫、自主创新创业项目等载体育人一种或多种功能的使用。

提出并实践了小论文、案例、策划、方案、课题、调研、辩论、演讲、

书评、影评、做品等开放化的特色“项目”为载体的学业任务特色创意机

制（机制4）。

提出并实践了旨在引导学生注重过程性学习、实践性学习、积累性学

习、发展性学习，形成强化、细化、优化、严化的发展性的评价驱动机制

（机制5）。

三．成果创新

（一）理念思维创新

由低到高，由微观、中观、宏观的3层面深化升华认识了“三课堂资源

整合”重大价值内涵，对破解理论与实践、高校办学与社会需求脱节现实

困境大有裨益，具有前瞻性。

（二）教改路径创新

从二三课利用、学生课余生活状况、教师课程实施、三课堂协同育人、

异域教学考察等 5 个调研精准切入,着力破解 3个关键问题，循着由小而大

的“课程-专业-学院-学校-校外”5 步推广实践路径，多层面、多维度、

全方位实践检验“课程资源整合”育人改革效度、效益与效果。

（三）教学方法论创新

课程层面提出全学程观照、三课堂整合、全资源利用的育人新机制，

总结提炼出“导学课、经典课、管理课、方法课、书法课”等5课教学范式



字诀哥，突破了现行教学模式总结抽象化、操作性差的问题，解决了教学

模式的实在化、简易化问题，

（四）教学保障机制创新

提出“微媒任务型交互共享共同体”“阶梯互助式师生成长共同体”

的交互共同体的共享机制;提出“以师为师”“以生为师”“以友为师”“以

事为师”“以网为师”的课程资源开放发掘机制;提出基于不同主体、学科、

时空的权变组合的动态教学模式权变择用机制；提出学业任务特色创意机

制；提出发展性的评价驱动机制等5大保障机制。

四．应用成效

（一）成果应用

1.校内：从前期农大公管专业试点、公共管理学院、学校团委从校级

层面推广应用（含试行），校内惠及超过 5000 多人（次）。

2.校外：山西农大信息学院、山西师大现代文理学院、重邮移通学院、

河南农大等校的人文社科类专业采用“三课堂联动”模式育人反馈效果好。

（二）育人成效

本成果弥补了“学科本位”“知识本位”缺陷，促动学生自主学习、

自主探索、自觉成长，促动学生活化知识、强化素质、优化能力，鼓励学

生了解社会现实、反思学习缺失、砥砺吃苦品质、强化社会责任，育人效

果明显。

1.何云峰指导本科生科研课题组主持了 6 个省级大创项目（其中国家

级 3 项），指导发表论文 77篇。

2.何云峰 2012-2015 连续 4 次获得校创新创业优秀导师，张元洁获



2017 年校创新创业优秀导师，丁海奎获全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业优秀导

师（2014），夏传红 2014 年省大学生微电影、创业大赛优秀导师奖。

3.2013 年以来，公管院“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活动中，主持完成大

创项目 27项，其中国家 5 项、省级 16项；获省级挑战杯 8 项。阳光杯、

校园杯辩论赛、模拟法庭 10次获奖，6 次夺团体冠军，80多次获得辩论赛

优秀辩手或最佳辩手。涌现出鱼雨“公务员”国考成功、陈晋丽跨考“翻

译专业”成功、赵文杰以高分被湖南师大政治学录取等典型。

4.学校团委推动的创业实践育人、多彩校园文化树人、多样社会实践

树人“三个品牌”创建活动中累计获省级以上组织奖 30多次（不完全统计），

其中，创业实践奖 15 次、文体活动奖 7 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组织奖 8

次；个人奖近百个。

五．社会反响

（一）学术反响

1.发表文章 25 篇，中文核心 8篇，被包括兰大、西安电子科大、华中

农大等 5所 211 大学的 30 所院校学者引用，7篇文章人大复印资料索引；

万方知识脉络检索，列为 10篇经典（前沿）文献之一。

2.《能力本位教育：地方农林院校的探索与实践》中国农业出版社出

版公开发行，2016 年 9 月新西兰梅西大学 linda palmer 研究员代表学校

接受该书。

3. 2014 年 5 月，何云峰主持“大学教学组织形式嬗变与创新研究”

被评为山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晋教科办函[2014]5 号）优秀成果，《教

科研简报》（2014 年第 2期，总第 62 期）专题简报。



4. 2014 年 12 月,何云峰在中国农学会农业教育专业委员会上专题报

告获成果一等。

（二）省级以上媒体报道

1.科技日报（2014.3.31）报道：山西农大：“三个课堂”培育学生会

学能做好就业，被人民网、山西省政府网、新民网、和讯网、江苏网、汉

丰网、中工网等网站转载。

2.太原晚报(2014.2.27)报道：山西农大：课堂搬到社会学生表现突出，

被国内知名网站新华社网山西频道、新浪网、山西农村网等网站全文转载。

3.山西青年报（2014.3.07）报道：山西农大教师“研学合一”教学方

法受关注，报道何云峰教授带领学生完成近百万字报告的教学改革事迹。

被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网、中国民办教育网转载。

4.山西日报（2014.4.10）报道：模式变了，能力强了--专题报道“三

课堂联动教学”实验情况，被搜狐、宁城、晋中政府网、怀仁政府网站等

转载。

（三）《教学信息》报道

1.2012.05：问渠那得清如许,经典源头活水来—记公管专业首次经典

导读与训练课程。

2.2012.05：别样的考试 别样的精彩 别样的收获—公管专业教学改革

小记。

3.2013.07：全程案例实践 促发兴趣能力—公管专业《管理学原理》

特色教改侧记。

4.2014.09：“翻转课堂”转出别样教学效果 —公管专业《知识管理



导论》课教改创新侧记。

5.2014.09：精细规划 为大学生活指明“航向”—公管专业《专业导

学》教改侧记。

6.2015.10：“三个课堂”新理念 催生教学好效果—公管《书法》专

业选修课课改侧记。

7.2016.09：《能力本位教育：地方农业院校的探索与实践》著作引关

注。

（四）其它媒体报道

2013.4.5:《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院报》第 6 版报道，何云峰在《教

育项目策划与管理》课上“教考合一、做学合一”项目驱动教学模式的成

功实践。

“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实验探索，是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央“三

全”育人工作机制——课程思政环节改革的现实响应、创新实践，顺乎潮

流、合乎规律、触及根本。山西农大 2017 年要点工作也强调了当前第二、

三课堂育人的价值，并拟纳入人才培养方案重要环节。这些都是激励课题

组做好持续探索改革的动力，期待更大收获。



3.山西青年报（2014.3.07）报道：山西农大教师“研学合一”

教学方法受关注，报道何云峰教授带领学生完成近百万字报告的教学

改革事迹。被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网、中国民办教育网转载。

4.山西日报（2014.4.10）报道：模式变了，能力强了--专题报

道“三课堂联动教学”实验情况，被搜狐、宁城、晋中政府网、怀仁

政府网站等转载。

（五）《教学信息》报道

1.2012.5：问渠那得清如许,经典源头活水来—记公管专业首次

经典导读与训练课程。

2.2012.5：别样的考试 别样的精彩 别样的收获—公管专业教

学改革小记。

3.2013.7：全程案例实践 促发兴趣能力—公管专业《管理学原

理》特色教改侧记。

4.2014.9：“翻转课堂”转出别样教学效果 —公管专业《知识

管理导论》课教改创新侧记。

5.2014.9.：精细规划 为大学生活指明“航向”—公管专业《专

业导学》教改侧记。

6.2015.10.：“三个课堂”新理念 催生教学好效果—公管《书

法》专业选修课课改侧记。

7.2016. 9：能力本位教育：地方农业院校的探索与实践》著作

引关注。

（六）《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院报》报道



2013.4.5:第 6 版《教学专栏》报道：当青春遇上三尺讲台——

记何老师教学改革实践，介绍特聘授课教师何云峰在《教育项目策划

与管理》课上“教考合一、做学合一”项目驱动教学模式的成功实践。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领导高度重视,并作出批示,要求全院教师向

何老师学习,并在该院报配发《瞄准教改新方向 抓准教改着眼点 不

断推出教改新亮点——由一名学生对老师考试改革的感想引发的思

考》社论,号召全院教师投身教改创新改革。

研究成果是基于现状调查为实验改革的切入点，采取的点上切

入，边研究、边实践、边推广，既有系统的理论研究做支撑，同时更

注重了各层面实验、实践、推广研究，文科领域育人效果明显，引起

不错的反响，这也将激励课题组继续完善和总结推广好这一切合时代

意义的重要成果，让更多的学生、教师和学校收益。



“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实践与推广

4.论文论著





“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实践与推广的专著及文章

序号 时间 名称 作者
被引

次数

下载

次数
所属期刊（出版社） 引用单位

      教 改 专 著

1 2016.06
能力本位教育：地方农林院校的探索与实践             

（其中专章论述：三课堂协同教学模式探索）             
何云峰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国家留学基金委、山西省

教育厅、新西兰梅西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农

业大学、山西省教科院、

山西大学、太原科技大学

、太原师范学院

教学学术与教学改革论文
1 2013年 大学生高效利用第二课堂调查研究——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吕晓爽、李庆庆等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科技创新版） 何云峰担任指导教师

2 2013年 高校研究性教学的组织管理保障研究 马丽丽; 何云峰 1 64 中国农业教育

3 2013年
大学教学组织形式的内在机理及择用机制 

李永刚、何云峰 7 363 教育理论与实践 中文核心、C扩

4 2013年
数学建模竞赛对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驱动作用

王琳娟; 何云峰 1 61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 2014/2/ MOOCs的教学资源优势及对地方高校教学改革的借鉴 梁萍\何云峰 12 497 中国农业教育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兰州大学                         

延边大学

6 2014/9/ 基于学科竞赛的高校研究性学习探微 刘冬\何云峰\朱江 1 135 教育理论与实践 中文核心、C扩

7 2014年
论高校“师生成长共同体” 刘信阳，何云峰

3 202 高等农业教育
中文核心，华中农业大学

经万方知识脉络检索列为

10篇经典文献

8 2014/4/
高校“专业经典名著导读”课程实施探微——以山西农业大

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为例 刘信阳\ 何云峰\ 郭晓丽 120 中国农业教育

9 2015年 农科院校课程实施取向研究——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石宝慧\贾嫚等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 何云峰担任指导教师

10 2015年 山西农业大学大学生课余时间管理调查研究 王小娟\温鑫磊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 何云峰担任指导教师

11 2015年 需要层次理论视角下大学生课余生管理研究 胡凯丽\冯敏星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 何云峰担任指导教师

12 2015/10/ 农林院校创业教育的发展困境及改革路径选择 何云峰\陈晶晶\ 赵水民 2 63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



13 2015/7/ S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课程实施叙事与反思  何云峰\ 郭小兰 100  教育理论与实践 中文核心、C扩

14 2015/4/
高校教师教学影响力弱化的释读与应对

张丽\ 何云峰 1 110  黑龙江高教研究
中文核心、C扩

 经万方知识脉络检索列为

10篇经典与前沿文献

15 2015/1/
大学教师教学影响力弱化的多学科归因

张丽\何云峰\ 王秀丽 83 煤炭高等教育 

16 2015/3/ 镜鉴与长入:地方高校教学中慕课资源的利用研究 陈晶晶\何云峰\ 郭晓丽 126 煤炭高等教育 

17 2015/8/
服务性学习:理念阐释、价值重估及机制建构

 陈晶晶\何云峰 2 77 中国成人教育 中文核心

18 2016/7/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课程资源开发研究

王宁\ 何云峰\ 毛荟 130 煤炭高等教育 

19 2016/7/
学习型学生社团研究现状及趋势

王宁\ 何云峰\ 毛荟\ 54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科技核心 经万方知识脉络

检索列为10篇经典与前沿

文献

20 2016/12/
“三课堂”协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应然选择

杨凯\ 何云峰\ 35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经万方知识脉络检索列为

10篇经典文献

21 2017/3/
应用型本科高校“三课堂”联动的路径探索--以山西农业大

学信息学院为例
丁海奎\姬宇\何云峰\解嵘 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

22 2017/3/1 慕课浪潮下高校教师发展策略研究 毛 荟\何云峰\王 宁 40 教育理论与实践 中文核心、C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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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High Efficiency use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in College Students--Taking Shanxi Agri

cultur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Lv Xiaoshuang, Li Qingqing, Lin Qimei, Liu Yifan, Lei Ku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gu Shanxi 030801 ,China )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rich in university education, the use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gets more and more atten

tion, and becomes the focus of education researchers at home and abroad. But for the situations of second classroom ac

tivities,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The support from family and social is not enough, and theed

ucation plan for the second classroom does not combine with the first classroom. There is no student first in activities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bove problems, suggestions and corresponding measures were pro

vided in this study. 

Key words: The second classroom; Reasonable use of time; Independent ability; Their own development; Abilit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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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A AGRICULTURAL EDUCATIONC 教 育 教 学 管 理

自教育部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

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2005 年）和《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

革工程的意见》（2007 年）以来，研究性教学作为高

校培养实践创新人才的主要手段在各类高校中普

遍实施。本文从组织管理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高

校应如何有效推进研究性教学。
研究性教学既是一种教学理念，又是一种教

学模式，还是一种教学方法。它是一种将教师研究

性教授与学生研究性学习、课内讲授与课外实践、
依靠教材与广泛阅读、教师引导与学生自学有机结

合并达到完整、和谐、统一的教学[ 1 ] ，具有问题性、
过程性、开放性、能动性、独立性、超前性等特征[ 2 ]。
研究性教学是一种实践性较强的教育教学活动，

强调知识的联系与运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

性、实践性，发展学生的社会性，培养学生未来的

创业能力。
组织管理是组织为了实现其目标而对组织活

动进行计划、组织、控制的过程。组织管理的基本

目的是通过组织管理使组织各部分的活动协调一

致，组织与环境相互适应，从而有效地实现组织的

目标 [ 3 ]。现代组织管理学应用系统论的原理和方

法，全面分析和研究组织的管理活动，内部结构和

模式以及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等，建立起系统模型，

更精确地对组织进行分析。笔者认为这种内外环

境相结合的系统模型与教育教学活动存在很大的

相似性，这种组织管理理论适用于高校研究性教

学的实际情况。
社会学家乔治霍斯曼（G Humans）运用系统概

念对社会群体进行了研究，制定了社会系统模型，

组织被认为是由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内部环境和

外部环境系统组成的。他指出，任何一个社会系统

都存在于三种环境中：第一，物理环境，包括工作

场所、气候、设施布局；第二，文化环境，包括社会

的规范、目标、价值观；第三，技术环境，包括为完

成任务所具备的系统知识、能力和技术手段[ 4 ]。
为了达到研究性教学的最终目标，根据霍曼

斯的社会系统理论，我们要为研究性教学提供一

定物理环境、文化环境、技术环境。文化环境中的

规范即学校制度，反映为校园制度文化；目标与价

值观即学校精神、理念，体现为精神文化，故笔者

将从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分别探讨研究性

教学的文化环境建设。

一、物理环境：完善硬件设施，为研究性教学

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

研究性教学主要是通过教学过程的研究性，

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从而让学生掌握知

高校研究性教学的组织管理保障研究

马丽丽，何云峰
（1.天津商业大学，天津 300134； 2.山西农业大学，山西 太谷 030801）

［摘 要］研究性教学作为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手段日益引起各类高校的关注。 从组织管理
理论的视角出发，高校应从物质保障、文化环境、技术支持等三个方面，结合自身发展定位，为实
施研究性教学提供有效的保障。
［关键词］研究性教学；物质保障；技术支持；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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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教 学 管 理
CHINA AGRICULTURAL EDUCATIO N

识、培养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一种教学新理念。
与传统性教学相比，研究性教学从“封闭性”走向

“开放性”，教学方式从“呆板单一”走向“灵活多

样”[ 5 ]，对教学资源也提出更高的要求。
教学资源是研究性教学赖以生存的物质基

础，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研究性教学的内容与水

平。研究性教学的课堂组织形式不是简单的讲授，

要求学生要主动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另外，研究性

教学要求学生不仅仅是课堂上主动参与，课余时

间更要积极查阅资料或者进行实践，这就要求学

校要整合校内外资源，建立校内外实践基地，从经

费、设备、资料、场地等方面为师生提供研究性教

学实施的条件。
（一）要强化研究性学习的资源条件建设
图书馆是开展研究性学习的重要资源，应该

为师生提供最新的、有价值的文献信息源，包括实

体的文献资源和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图书馆要

经常组织文献检索的专业讲座，培训师生以最便

捷的方式查询到所需要的信息。
第一，要加强图书馆的硬件建设，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扩大图书馆的藏书量及藏书种类，

为教师开展研究性教学提供充足的文献资料；二

是图书馆要增加讨论室，方便师生在查阅资料的

同时互相交流，获取更好的学习、研究效果。第二，

要加强图书馆电子资源建设，主要包括数据库的

购买、更新及使用培训。图书馆可建设教学参考资

源网，以学科为主体，以教学科研为主线，收录各

个学科专业的教学资源信息及教师的课件、讲义、
参考资料等各种类型的教学资源，对这些信息进

行有效地组织管理；并引导教师积极参与到教学

参考资源建设中来，利用该平台开展教育教学改

革。
（二）实验室建设要满足研究性教学的需要
实验室是科学研究的基地，是科技发展的源

泉。要开展研究性教学，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创新

意识和能力的人才，就必须建设好开放性、创新

型、研究型的实验室。
实验室建设包括技术和设备的更新，研究人

员增加和现有研究员的能力提高等。实验室建设

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满足师生教学需

求的、符合管理发展的、先进的实验平台。高校一

方面应购入满足教学需求的实验设备，另一方面

更应加强监督，提高实验设备的利用率，避免设备

闲置。实验室在非课堂时间也应对师生开放，为大

学生开展创新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活动提供条

件。
（三）实践基地建设突出以创新创业为导向
实践是认识的阶梯，科学沿着实践前进。实践

基地是师生提高实践能力及科研水平的一个重要

场所。高校可以将实践锻炼基地、教学场所、科研

场地三者融为一体,师生在这里既进行了实践和锻

炼,又完成了教和学的工作,同时还参与科研训练

活动。一体化建设有利于师生开展专题调研、项目

合作、科技研发、技术咨询服务、服务性学习等，丰

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质量,提升了实践能力，

实现教学相长。例如，山西农业大学近年建立和成

功运作的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旨在为高校青年

学生搭建一个与企业单位交互活动的平台，使学

生在科研锻炼实践中，提高了学习兴趣，增强了实

践能力，培养了创新创业精神。2013 年山西农业大

学还被批准设立全国首批大学生 KAB 创业教育

基地。

二、制度文化环境：完善教学管理制度、评价

制度、培训制度，为研究性教学提供科学的制度文

化氛围

（一）完善教学管理制度，为研究性教学提供
基础支持

教学管理机制创新是实施研究性教学的必要

条件。研究性教学的管理必须明确到具体的部门，

责任到人，避免其管理流于形式或者处于无序状

态。因此，应对研究性教学实行校院两级管理体

制。校级部门应出台文件，落实每个部门的权责，

确保研究性教学的实施；应加强对研究性教学的

监督，包括研究性教学资源、经费的投入与使用，

并为参与研究性教学的师生提供保障性政策，如

教师工作量计算、教学成果奖申报、学生学分获取

等等。院级部门负责政策的具体实施，并及时反馈

实施情况及师生建议，进而不断完善相关政策。
在具体实施中，高校首先应建立以教学为中

心的制度环境，完善让教师在教学中投入更多精

力的激励机制。其次，高校应按照研究性教学的要

求，修订教学计划，增加创新实践环节、设置科研

创新学分，缩短每学分所占学时，使他们有足够的

精力投入到调研中去。再次，继续深化学分制和选

课制度改革，整合课程资源。
（二）建立与研究性教学相适应的评价体系，

科学评价研究性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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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评价是对教学工作质量所做的测量、分
析和评定，主要包括：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对

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和进行课程评价[ 6 ]。发展性评

价是以充分发挥评价对学生学习与发展的促进作

用为根本出发点，以融合教学与评价为基础和核

心，在关注共性的基础上注重个体的差异发展[ 7 ]，

其理念正好与研究性教学理念相一致。
学生评价的标准应该由知识本位转向学生发

展本位，最终目的应是促进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

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学生评价应该采取过程性评价

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在学生学业总评中，

不断加大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如课堂表现、团
队合作、科研能力、习题作业、项目训练等方面。评

价形式要多样，比如论文、调研报告撰写，作品展示

等，鼓励教师进行考试方式方法改革，书面考试要

包含开放性题目，注重学生思维能力的考查。
传统讲授模式下，教师评价大都是量的评价，

研究性教学的教师绩效评价应该是质的评价与量

的评价相整合的评价[ 8 ]，教师评价应由过去的管理

性评价转向发展性评价。发展性教师评价模式是

以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为目的，以形成性评价为

主，注重教师的未来发展，注重教师的个人价值实

现，追求激发教师的内因动力，提高全体教师的参

与意识和积极性。研究性教学的开放性特征决定

了其复杂性，因此其评价指标也不应简单化，不同

类型课程应采取不同的指标体系，要考虑教师的

教学风格、教学创新等。
课程评价是依据一定的评价标准，采用各种

定性、定量的方法，对课程的计划、实施、结果等有

关问题，作出价值判断并寻求改进途径的一种活

动。高校课程评价目的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

“改进”。因此，高校研究性课程评价应更多地关注

学生、教师、课程自身动态的发展过程。评价要坚

持主体多元化、过程性、发展性原则。
（三）加强教师队伍与教学管理队伍建设，为

研究性教学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实施研究性

教学的关键在于建设一支具有实践精神、创新精

神、科研精神的高素质教师队伍。要加强教学团队

建设，打造结构合理、团结进取的研究型教学团队。
首先要培养教师的研究性学习意识和良好的

研究素养。研究性教学以课题研究为主要形式，如

果教师自身不具备良好的科研素养，就不能很好

地指导学生进行课题研究。因此，教师要适应时代

潮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提高自身的科研素

养。其次要依托教研室和系所，从教师入职开始即

对教师进行专门的研究性教学理论、方法与技巧

的培训，使教师真正理解如何开展研究性教学。再

次，要重视加强教师的教学理论学习和教学方法

训练。教师应根据专业建设或科研项目需要，根据

所从事的教学、科研特点，选择进行社会实践、专
业实践和社会服务等。高校要拓宽渠道，与企事业

合作，让教师到企事业单位挂职锻炼，丰富教师的

实践经历及教学内容，达到提高教学水平及教学

质量的目的。
在管理队伍建设方面，首先，教学管理者应改

变将师生看做管理对象的传统观念，树立以师生

为主体和服务对象的人本主义管理观念；其次，高

校应加强对教学管理人员业务能力、信息素养、教
学理论等的培训，使教学管理者成为教育教学的

学习者、研究者，只有了解了教学才能更有效地进

行管理；再次，高校应尽快建立稳定、合理的教学

人员和管理人员之间的流动机制，建设一支了解

教学、懂得研究性教学理论、具有行政管理经验、
作风严谨的研究型教师队伍；高校应重视教学管

理人员科研能力的培养，高校教学管理人员只有

对高校专业设置、培养方案、教学质量等开展调查

研究，才能做到专业设置科学、教学安排合理。高

校可设立专项科研项目，推动高校教学管理的规

范化、科学化，并促进教学管理人员的专业发展。

三、精神文化环境：转变教育理念，营造实践

创新的文化氛围

教育理念是关于教育发展的一种理想的、永
恒的、精神性的范型。教育理念反映教育的本质特

点，从根本上回答为什么要办教育[ 9 ]。教育理念决

定着教学模式的选择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高校应秉承以人为本、创造性、主体性、开放性、多
样性的教育理念，应关注师生的现实需要和未来

发展，以启发、引导、开发和训练学生的创造力才

能为基本目标，以实践为中心，不断提升师生的自

我发展能力。
为保障研究性教学的实施，不仅要转变教育

理念，还必须创设良好的环境与氛围。好的环境，

可以使师生主动、有效地接受来自各种途径的信

息，进而培养师生敢于思考、善于思考、乐于创新

的精神。
（一）创设开放宽松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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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不仅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充满尊重、
信任与支持的环境，使师生能产生强烈的归属感、
被接纳感，利于师生个性的充分发展。只有创设宽

松的环境，创设一种敢于失败、不惧失败的文化，

师生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其主动性，敢于质疑，

敢于实践，在思考与实践中表现自我。因此，高校

要注意帮助师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保护他们的

探索精神，鼓励他们追求真理，为师生潜能的充分

开发创造出民主开放、宽松进取的校园环境氛围。
（二）营造科学研究的氛围
研究性教学的基本表现形式就是“课题研

究”，学校营造科学探究的氛围是培养师生探究兴

趣和科学精神的有效途径。高校要增强校园的科

学文化底蕴，营造浓厚的学术文化氛围。具体来

说，一方面高校可通过经常组织专题讲座、企业家

论坛、教师基本功竞赛、课程设计评比等活动，大

力宣传研究性教学模式，逐步改变广大教师的教

学观念；另一方面，高校应精心营造尊重知识、崇
尚科学、勇于探索的风气，使师生体验到文化的精

神，激发研究探索的动力。
（三）创建团结合作、科学严谨、积极向上的环

境
合作是科学研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个体知

识的获得不能局限于个人独立探索，而应是个人

探索和与他人合作探讨相结合。合作可以缩短一

项科研从设计到完成的时间，提高效率，可以打破

个人专业上的局限。高校应为不同专业的师生提

供交流合作的平台，创建合作的氛围，鼓励师生跨

专业、跨学科进行科学研究，共同进步。
研究要秉承科学严谨的态度，以事实为依据，

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得出结论。作为学者应该有

科学的精神，不可发表武断的言论。科学研究应杜

绝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高校应营造科学严谨的

工作与科研作风，指导师生什么可为与不可为，使

师生从内心深处摒弃学术腐败，科学严谨、道德地

进行研究。

四、技术环境：建立研究性教学交流平台，为

研究性教学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

只有交流才能激发更多的灵感，只有交流才

能取得更大的进步。交流能够让师生及时纠正自己

的错误，学习到最新的知识。高校应该为研究性教

学搭建丰富有效的交流平台，便于学生之间、师生

之间、教师之间的交流，提高师生探究活动的效率。

从平台建设的形式来看，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方式。
（一）以内刊或者学报“专栏”等形式，编发研

究性教学交流资料， 为师生提供研究性教学成果
展示舞台

高校首先要为研究性教学成果提供形式多样

的交流机会。一方面，高校可不定期组织校级、院
级的研究性教学观摩课、成果展示会、研究性教学

交流会、师生座谈会等，扩大研究性教学影响，给

各学院教师提供交流的机会。另一方面，高校可以

根据成果的内容及特点以内刊或者学报、校报专

栏等形式，编发研究性教学交流资料，供师生学

习。在校内交流取得一定成效后，可进行校际交

流，这样就可吸取其他院校的长处，不断完善、提
高本校的研究性教学水平。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已

连续几年组织举办“研究性教学方法改革骨干教

师高级研修班”，为各校一线教师提供了交流的机

会，开阔了教师的视野，学习了经验，也增强了教

师进一步搞好研究性教学工作的信心。
（二）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手段，搭建高校

研究性教学网络交流平台
高校应运用现代技术手段为研究性教学提供

网络交流平台。学生、教师通过该平台交流更加方

便，信息反馈更加及时。通过交流研讨，分享成果，

进行思维碰撞，师生的认识和情感得到提升。
网络共享交流平台应包括两大主体部分，一

是知识的共享，二是知识的交流。知识共享库主要

包括研究性教学理论、教师精心准备的授课教案、
习题等资料，便于师生课前与课后学习，拓宽了学

生的知识面。知识交流可在讨论区、答疑区、虚拟

课堂等栏目中实现。
总之，良好的组织管理对研究性教学活动至

关重要的。高校应坚持全面性、发展性、明确性、有
效性的标准，整合各方面资源，不断完善学校的硬

件设施，加强教师及教学管理队伍建设，营造创新

的文化环境，学习其他院校的成功经验，结合专业

及课程特点，推行研究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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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s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Ma Li-li1，He Yun-feng 2

(1.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China; 2.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gu 030801,

Shanxi, China)

［Abstract］The idea of research-based teaching,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is inviting more attention in tertiary education. From the view of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theory,

this paper argued that university should provide strong and effective guarantee for research-based teaching in

consideration of three factors———material guarantee, cultural environment, technical support as well as its own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strategy.

［Key Words］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 Material Guarantee; Technical Support; Cultur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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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tacles and Countermeasure of the Farmers' Ecological Ethics
Education

LIU Zhi-yuan，JIANG Bo
（College of Engineering，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31，China）

［Abstract］It is a necessity to promote the ecological ethic and understanding for farmers. At present, the farmers'

ecological ethics education lacks government support,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supporting measures, educational

adjustment and farmers' involvement.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governmen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farmers' ecological

ethics education, offer scientific planning, change its educational concept, improve the education system, as well as

intensify farmers' initiative consciousness, public consciousness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Farmers; Ecological Ethic Education; Obstacle Factors; Counter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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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学组织形式的内在机理及择用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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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教学组织形式有三重结构，师生交往的互动结构、教学过程的次序结构和教学时空的组合结构，
三重结构相互交叉、共同作用，形成了较为稳固的组织形式。大学教育目标、教学内容和方法、教育技术的发展水
平、学校教学资源的配置等四大要素对大学教学组织形式的变革具有制约和使能作用。大学教学应依据课程特
征，综合运用多样化的教学组织形式；注重师生互动，创建多元化、个别化的教学组织形式；借助教育技术，创新构
建新型教学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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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教学组织形式的内在机理
大学教学组织形式不仅表现为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

时空等要素的组合，而且是一个由多重结构叠加形成的网络联

合体。其中包括，为实现教学目标，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形

成的交往形式和互动结构；教学内容及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展开

的步骤和次序；教学主体和教学资源在时空中的组合结构。三重

结构以不同的线索链条相互嵌入、共同作用，形成了较为稳固的

组织形式。与此同时，内部要素的不断变化也给大学教学组织形

式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因此，一方面，传统教学组织形式进行了

各种变形；另一方面，在大学教学活动中也出现了各种新型的教

学组织形式。
（一）镶嵌于大学教学组织形式中的三重结构

1.师生交往的互动结构

大学教学具有哲学性、学术性、生命性、实践性和复杂性五

类品性〔1〕，因此大学教学不单是知识传授的过程，更重要的是

一种师生间生动的交往过程。教师和学生在交往过程中为实现

特定的教学目标进行组合，形成了师生互动结构，并且构成了大

学教学组织形式的主轴。教学内容的传授、教学方法的运用以及

课堂中教学设施的布置，都要围绕师生的交互结构而展开，而交

互结构的形式直接影响着整个教学效果和目标的达成。
在大学教学组织形式中，教师与学生的交往互动结构根据

师生比例、互动形式、关系样态等可以分为一对一、一对少、一对

多、多对多等四种结合方式。一对一主要是指个别教学制或导师

制，教师对单个学生进行教学与指导；一对少是指小组教学，根

据教学目标、任务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教师以小组为单位展开

教学；一对多就是目前普遍使用的班级授课制，一个教师对整个

班级进行教学；多对多在教学组织形式中称为协同教学或小队

教学，即有多名教师协作组成教学团队，对一个班级的学生进行

教学。
2.教学过程的次序结构

教学过程是教学活动的展开过程，是教师借助一定的教学

条件，运用适当的教学方法，指导学生掌握教学内容和发展能力

的过程。教学过程的次序结构就是教学要素和活动在时间序列

上的分配组合，也称为课的结构，它取决于课堂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学生的认识发展水平以及这节课在教学过程中所处的地

位等。长期以来，一般把课的结构看成一种固定的模式顺序,即
“组织教学—复习提问—讲授新教材—巩固新教材—布置作

业”，这种结构是一种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观念的体现，并没有

很好地反映出学生认识活动的心理状态〔2〕。
教学过程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连续体和运行程序，但是以纵

断面的方式进行审视，则表现为大学教学组织形式中相互连接

的教学环节和步骤，显现出各教学要素之间的次序及排列结构。
不同次序结构的安排往往与相应的教学方法相结合，并在很大

程度上构建了教学组织形式的样态。例如，确定任务—分组合

作—师生讨论—归纳总结，这种次序安排适合小组教学。

3.教学时空的组合结构

师生之间的交互和教学过程的展开都是在特定的时空当

中进行的，教学时空为这种教学活动提供了物理载体，它是大学

教学组织形式中在场的“缄默者”。教学时空在教学组织形式中

一方面表现为具体教学媒介的布置结构和组合形式。例如，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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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椅的摆放方式，电脑、投影仪等设备的安放位置，这种显性的空

间布局暗含着“隐性课程”的因子，不仅规定了教学活动进行的方

式，而且也发挥着相应的教育作用。另一方面是指教学活动发生场

所的空间位置，其中，空间位置又可分为实体的地理位置和虚拟的

空间位置。如课堂、校园、实习现场和网络空间等。因此，教学场所

在空间位置上的不同，往往导致了大学教学组织形式的不同。
根据教学时空表现形式的不同，从课堂内部座位的排列结

构来看，教学组织形式的空间结构可分为秧田型、马蹄型、方型

或圆型、模块型〔3〕，不同结构下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方式、频率以

及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按教学活动发生场所的空间位置来划分，

大学教学组织形式有课堂教学、现场教学、教学沙龙、午后茶、咖
啡馆、BBS 板与聊天室等。随着教学场所的转移，教学内容和方

法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教学组织形式的组织性与制度性特征

也会进行改变。
（二）四大要素对大学教学组织形式变革的制约和使能作用

关于制约大学教学组织形式的因素，学界主要有两种看

法：其一，教学组织形式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以

及对人才要求的提高而不断发展和改进；其二，教学组织形式决

定于教学任务和内容，并为完成特定的教学任务服务〔4〕。但是，

这种观点只注意到了大学教学组织形式中要素的制约作用，而

没有认识到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也为大学教学组织形式的改革

与创新提供了可能性，即具有使能作用。
1.大学教育目标

大学教学组织形式是围绕特定的教学目标建构形成的，因

此，大学教育目标的设定、变化，以及实践中对教育目标解释的

差异，都会反映在大学教学组织形式的组建和选择上。首先，从

大学教育目标演变的历程来看，主要包括知识、能力与素质的矛

盾，专业与通识的困惑。现代大学教育目标同样面对着这两对矛

盾，因此，实践中有的学校侧重于其中一个方面，有的学校则选

择通融兼顾。而这种对于大学教育目标的选择和理解同样存在

于教师和学生之间，师生所持的教育目标观直接影响了大学教

学组织形式的择用和效果。例如，知识目标导向的大学教学组织

形式更倾向于班级教学，能力目标导向的大学教学组织形式侧

重于现场教学，素养目标导向的大学教学组织形式则对沙龙、咖
啡馆、茶座等非正式教学组织形式更为注重。此外，在实践教学

过程中，师生对于教学目标的理解并不是一致的，这种差异会导

致对大学教学组织形式的认可与选择发生冲突，从而影响大学

教学组织形式运行的效果。
2.教学内容和方法

教学内容也是制约教学组织形式的一个因素，是偏重认知

还是偏重技能操练，是理论性认知还是事实性认知，是学科课程

还是活动课程，都有其相宜的教学组织形式〔4〕。在选择大学教

学组织形式的过程中，教学内容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不

同学科、不同课程教学内容的性质是不同的，有的适合整体教

学，有的适合个别讨论，有的适合现场指导，有的适合自主探究。
因此，要根据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的特点、要求，选择或是构建

相应的教学组织形式，同时随着教学内容的进程和要求的变化，

也可以适时对大学教学组织形式进行动态转换。
教学方法与大学教学组织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学教学

组织形式在演化的进程中，最初都表现为一种教学方法。随着教

学方法不断地被采用，并与其他要素的关系逐渐稳固，才转变为

一种正式的教学组织形式。因此，大学教学组织形式一方面囿于

使用的教学方法；另一方面，新型教学方法的运用也为大学教学

组织形式的创新提供了契机。
3.教育技术的发展水平

技术变迁对生产、组织形态的作用是革命性的，随着多媒

体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传统大学教学组织形式

的性质和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首先，教育技术的发展打

破了物理教学时空的界限，延伸了教学活动的范围，创建了新的

大学教学组织形式，如网络教学、远程教学和虚拟教学社区

（BBS 板、QQ 等）等；其次，教育技术促进了师生间一对一、一对

多的多元互动，为个别指导、个别化教学、研讨教学的实现提供

了可能性；最后，教育技术有助于选用多样化的教学内容和方

法，通过特殊的技术手段，转变教学内容的呈现次序以及实现教

学内容的动态化，同时利用技术特点，模拟一定的自然和社会情

境，有助于教师采用观察法、协作讨论、发现式教学、模拟教学和

情境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5〕。
4.学校教学资源的配置

教学组织形式是教学活动中各要素的组合，受制于学校相

应教学资源的水平和条件，因此，大学教学组织形式的选择并不

能按照理想的方式进行，而是必须依据现有的教学资源。学校教

学资源主要包括物质资源和教师资源两个方面，学校的物质资

源指的是学校的教室、实验室、仪器设备、教学用具和图书资料

等，这是大学教学组织形式运行的物质基础。例如，教室中座椅

是否可以灵活摆放，有没有圆形或椭圆形教桌，是否安装多媒体

设备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大学教学组织形式的选择。学校

的教师资源是指学校的教师、教辅人员的数量与水平。在大学教

学组织形式中主要体现为师生比，若教师人数多、学生人数少，

则可以实现小班教学，采用个别教学、教学沙龙等教学组织形

式，反之则采用班级教学的教学组织形式。因此，教学资源的配

置情况决定着大学教学组织形式的实际选择范围和可能性。

二、大学教学组织形式择用依据与策略

（一）依据课程特征，综合运用多样化的教学组织形式

每一种教学组织形式都有优点和缺陷，不可能同时实现所

有的教学要求，也并不存在万能的教学组织形式。衡量教学组织

形式的标准是看其与教学内容、方法的匹配和适合程度，而非盲

目地“创新”、“追新”。因此，在选择具体的教学组织形式时，教师

首先要依据课程的性质和教学内容的特点和要求，对于那些学

习过程中容易拉开差距的课程（如数学、自然科学），采用同质结

合为特征的教学组织形式，以利于挖掘学生的个人潜力；而对于

另外一些课程，如有关社会问题的课程，可采用异质结合为特征

的教学组织形式，以利于学生对不同于自己立场的观点增进了



14 教 育 理 论 与 实 践 2013 年

解，提高社会适应能力〔6〕。其次，教师要根据课程教学的进度，

在不同时段按照需求实现教学组织形式的动态转换和变形。在

教学的不同阶段，课程内容会有不同的特点，如有的内容适合教

师讲授，有的适合师生讨论，有的内容则需要学生小组合作，这

时就需要适时调整并选择相应的教学组织形式。最后，在以班级

教学组织形式为主体的情况下，教师要综合运用多种辅助教学

组织形式，运用不同方式完成课程教学，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
（二）注重师生互动，创建多元化、个别化的教学组织形式

个别化教学是大学教学组织形式发展的一个趋势，一方面，

个别化教学缘于弥补班级教学组织形式的不足，注重对学生因

材施教，发展差异，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受教育

者的学生在心智、知识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水平，民主意识也在

逐渐增强，他们要求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与教师进行有效的交

往互动。良性的师生互动对于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扩展学生的

知识、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等起着重要

作用。而师生互动主要是通过个别化的教学组织形式来实现的，

此外，历史和实践也证明，个别化教学组织形式如教学沙龙、俱
乐部等对于提高师生互动、促进人才培养成效显著。因此，在大

学教学中除了要改进班级教学，加强课堂内部师生间的互动，如

运用研讨教学法、小组教学法等，另外还也要注重课堂外咖啡

馆、茶座以及 BBS 板、QQ 等方式的运用，从多方面构建多元化、
个别化的教学组织形式。

（三）借助教育技术，创新构建新型教学组织形式

教育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大学教学提供了新型的教学工具、
设施，并破除了时空的局限，实现了教学内容呈现的集中化和动

态化，同时借助声像技术营造、模拟教学情境，使得大学教学组

织形式创新具有了可能性。因此，大学教学要积极、充分地利用

教育技术的发展成果，一方面，加强并优化多媒体技术设备的配

置，改变课堂空间布局结构，扩充教学信息含量，丰富教学展现

方式，从而为教师改变教学方法、重组教学要素、构建新型教学

组织形式提供技术支持和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手段扩

展教学活动的空间，改变师生交往互动的形式，建立网络教学、远
程教学、虚拟社区、聊天室、教学博客等新型大学教学组织形式。

目前，我国大学现行的教学组织形式仍局限于班级教学，对

个别化教学和网络教学的重视和实践都不够，因此，教师首先应

该改变教育观念，重视师生间的交流互动，根据具体教学内容的

需要，积极利用发展的教育技术手段，综合运用多种教学组织形

式。另外，学校要改进教学管理制度，加大教学设施的建设，为多

样化教学组织形式的应用提供制度、物质和技术支持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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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Mechanism for University Teaching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the Optional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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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versity teaching organizational form has a triple structure which includes th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ve structure, the order structure of teaching process and the combinatorial structure of teaching space and
time, and a more stable organizational form has been built by the intersect and coactions of the triple structure. Such
four elements as the goal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s, the developmental leve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the teaching resources configuration play a constraint and enabling role in the reform of
university teaching organizational form. It is advisable to make the integrated use of various teaching organizational
forms based on the curriculum characteristics in university teaching; pay attention to th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create a diversified and individualized teaching organizational form; build a new teaching organizational form by
mean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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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建模竞赛对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驱动作用

王琳娟，何云峰

（山西农业大学 文理学院，山西 太谷０３０８０１）

摘 要：数学建模竞赛是面向全国大学生的群众性科技活动，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对培养学生的综合

能力具有一定的驱动作用。着重分析并阐述了竞赛对培养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数学意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

创造力和团体协作能力，用数学语言描述实际问题，提高计算机应用能力及科研能力等综合能力的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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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育 部、财 政 部 在 教 高 〔２００７〕１号 文 件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

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中关于 “实践教学与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建设内容中明确指出：“继

续开展大学生竞赛活动，重点资助在全国具有较

大影响和广泛参与面的大学生竞赛活动，激发大

学生的兴趣和潜能，培养大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

和创新精神”，这就充分肯定了大学生竞赛活动

在高校本科教学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它是培

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协作意识的有效载体，是激发

学生兴趣和潜能的最好手段，为培养学生创新能

力、团队合作精神、解决实际问题和实践动手能

力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实践平台。数学建模竞赛是

教育部高教司首批次批准的全国大学生四大竞赛

之一。［１，２］数学建模竞赛于１９８５年在美国由美国

数学 及 其 应 用 联 合 会 首 次 举 办，简 称 ＭＣＭ，

１９８９年我国几所大学开始参 加 该 竞 赛，１９９２年

我国开 始 自 己 组 织 全 国 大 学 生 数 学 建 模，简 称

ＣＵＭＣＭ，我国的建模竞赛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和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共同创办 组 织，［３］它

是面向全国大学生的群众性科技活动，目前已成

为全国高校规模最大的基础性学科竞赛，也是世

界上规模最 大 的 建 模 竞 赛。［４］图１、图２为 历 年

（１９９４～２００８）全国大学生数学数学建模参赛统

计情况图 （数据来源于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网），［５］图１为 参 赛 队 数 或 组 数 （每 队 或 每 组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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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统计图，图２为参赛校数统计图。从图１可

以看出参赛队数在逐年增加，且在２００３年 以 后

增长幅 度 增 大，增 长 速 度 也 增 快，２００８年 增 长

至１２８４６个赛队；从图２可以看出参赛校数也在

逐年增加，２００８年增长至１０２３个学校。这反映

了各高校对数学建模这一全国大学生竞赛活动越

来越重 视，并 已 慢 慢 渗 透 到 各 高 校 的 实 践 教 学

中，这一实践教学也符合目前北京师范大学、宁

波大学、湖南大学等诸多高校所推行实施的 “研
究性 教 学”的 教 学 理 念，使 学 生 的 教 学 时 空 从

“封闭性”走向 “开放化”，使教学过程从 “被动

接受”走向 “主 动 创 生”等。［６～８］此 外，谢 金 星

教授在文献［２］中指出：“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是面向全国高校所有专业大学生的竞赛，参加

竞赛 的 学 生９０％左 右 来 自 非 数 学 专 业，其 中

１０％左右来自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这说明了

该竞赛活动可使全校各专业的学生在各个层面上

得到锻炼，且由于赛题可能涉及各行各业，这也

使学生的专业知识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与发挥。

图１　１９９４～２００８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参赛队数统计

情况

图２　１９９４～２００８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参赛校数统计

情况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与全国大学生数学

竞赛完全不同。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分为非数学

专业组和数学专业组，非数学专业组竞赛内容为

本科高等数学内容 （高等数学内容为理工科本科

教学大纲规定的高等数学的教学内容），数学专

业组竞 赛 内 容 含 数 学 分 析、高 等 代 数 和 解 析 几

何，所占比重分别为５０％、３５％及１５％左右，［９］

可见，竞赛 主 要 是 要 求 学 生 解 决 纯 粹 的 数 学 问

题，且竞赛时间为两个半小时。而全国大学生数

学建模竞赛的赛题题目一般来源于工程技术和经

济管理等方面经过适当简化加工的实 际 问 题，［４］

且竞赛三个人一组，竞赛时间为三天。因此，与

数学竞赛的赛题相比，数学建模的赛题没有标准

答案，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这就要求学生充分利

用所学知识、发挥个人的创造能力去对所提问题

提出一套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
数学建模是从定量的角度分析和研究一个实

际问题，首先对问题作出简化假设并分析问题内

在规律，然后用数学的符号和语言将问题表述为

数学式子 （即数学模 型），其 次 通 过 某 种 计 算 得

到问题的结果，并让这一结果接受实际的检验。
简而言之，数学建模就是用数学语言描述实际事

物或现象的过程。而数学建模竞赛是在数学建模

的基础上对某一特定的问题在限定的时间内进行

假设、分析与求解，并以撰写论文的形式完成竞

赛。竞赛试题的解答过程、解答工具及结果都是

开放的，且三人一组在三天完成竞赛，它突破了

以教室、教材为中心的状况，极大的调动了学生

５４６王琳娟等：数学建模竞赛对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驱动作用



主动查阅资料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理论联

系实际的 学 习 意 识 和 团 体 合 作 与 协 调 组 织 的 能

力，发挥了学生的想象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

计算机应用求解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从而多方

位地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一、对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习意

识的驱动作用

　　目前，数学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内容都重基础

理论，轻实践应用，即在日常教学中常常只注重

理论基 础 知 识 的 传 授，而 忽 略 了 数 学 的 实 际 应

用。数学建模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将数学应用于实

际问题的平台，竞赛的题目涉及到工程建设、经

济管理、工业生产、医学、社会、金融、体育等

多个学科 的 实 际 问 题 乃 至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实 际 问

题，例如：２０１１年 Ａ赛题 “城市表层 土 壤 重 金

属污染分析”是现在全人类比较关注的生态问题

之一；２０１１年 Ｄ 赛 题 “天 然 肠 衣 搭 配 问 题”、

２００８年Ａ赛题 “数码 相 机 定 位”等 是 生 产 部 门

需解决的 实 际 问 题；２０１０年Ｂ赛 题 “上 海 世 博

会影响力的定量评估”、２００８年Ｃ赛题 “地面搜

索”、２００７年 “乘公 交、看 奥 运”、２００３年 Ａ赛

题 “ＳＡＲＳ的传播”等均是与当年社会热点密切

联系的；２０１０年Ｄ赛题 “对 学 生 宿 舍 设 计 方 案

的评 价 问 题”，２００９年 Ｄ 赛 题 “会 议 筹 备”，

２００８年Ｂ赛题 “高 等 教 育 学 费 标 准 探 讨”等 都

是学生 们 熟 悉 和 感 兴 趣 的 问 题；２００９年Ｂ赛 题

“眼科病床 的 合 理 安 排”、２００９年Ｃ赛 题 “卫 星

和飞船的跟踪测控”、２００６年Ｂ题 “艾滋病疗法

的评 价 及 疗 效 的 预 测”等 涉 及 医 学、航 天 等 问

题。这些问题紧密联系工程技术、经济管理、社

会生活 等 实 际 问 题，具 有 很 强 的 实 用 性 和 挑 战

性，有利于吸引学生对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多一些

思考，培养学生在日常数学课程学习中理论联系

实际的学习意识。因此数学建模在实际问题和数

学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１０］

二、对发挥学生想象力、洞察力、创

造力的驱动作用

　　柏连阳在文献［１１］中指出：“创新型人才的培

养分不同层次和类型，主要有学术型知识创新人

才和应用型技术创新人才，新建本科院校以培养

应用型人才为主”。数学建模是培养数学应用型

人才途径之一，且数学建模竞赛的赛题通常都具

有很强的开放性和挑战性，建模方法灵活多样，
知识需求面广泛，学生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假设

对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用不同的求解工具进行

求解。这就要求学生具有灵活的创新思维和快速

学习的能力，在有限的时间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并善于从实际问题中洞察出其数学本

质。竞赛为 学 生 提 供 了 一 个 发 挥 创 新 及 扩 散 思

维、提高敏锐洞察力、锻炼克服困难坚强意志的

平台，并 为 后 继 的 学 习 起 到 了 引 导 作 用。如

２００７年Ａ赛题 “中国人口预测”，现虽已有很多

人口预测模型，但近年来中国人口发展出现了老

龄化进程加速、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乡村

人口城镇化等新特点，致使现有人口预测模型无

法适用于现在中国人口的发展趋势，因此需要学

生主动地学习新的知识，用敏锐的洞察力抓住问

题的关键，发挥自身的创造精神进行创新，建立

新的模型。因此，数学建模竞赛对培养学生想象

力、洞察力和创造力具有一定的驱动作用。

三、对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团体合作

及协调组织能力的驱动作用

　　在校园里一些常规的竞赛或比赛都是学生自

己在规定 的 两 三 个 小 时 内 和 既 定 的 竞 赛 地 点 完

成，且竞赛是封闭的不允许参考资料，而数学建

模竞 赛 由３人 组 成，且３人 可 能 来 自 不 同 的 专

业，学生在竞赛期间需要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和

互联网信息获取相关知识在三天内对所给问题提

出一个较完整的解决方案，从而要求学生合理分

配好组内各成员的任务，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相

关知识的学习，任何一个成员任务完不成将影响

整个团队的赛程的进行。因此，竞赛要求学生能

够积极主动的学习相关知识，互相信任，有团队

协作意 识。通 常，竞 赛 组 中 的 三 名 学 生 各 有 特

长，因此在竞赛中应分工合理，取长补短，互相

学习，互 相 启 发，在 争 论 辩 解 中 找 问 题 的 突 破

点，从而培养学生的团体合作和协作组织能力。

四、对培养学生科学研究能力的驱动

作用

　　竞赛除了需要在收集资料与分析数据的基础

上建立模型外，还需要学生能够运用相关计算机

软件完成模型的计算求解，最后以论文撰写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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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完成并提交评审组评审，这就要求学生具有较

好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和撰写科技论文的能力。整

个建模的全过程，实际上是一次真刀真枪的科研

实战，几乎模拟了科学研究的全过程，让学生了

解了科研工作的基本环节，从而培养了学生的科

研能力。［１２］例 如：２０１０年Ｂ赛 题 “上 海 世 博 会

影响力的定评估”要求选择感兴趣的某个侧面，
建立 数 学 模 型，利 用 互 联 网 数 据，定 量 评 估

２０１０年上海 世 博 会 的 影 响 力，这 一 赛 题 为 学 生

收集资料、调查研究、分析数据、撰写论文等一

系列科研活动提供了一个平台。

五、对培养数学应用能力、应用数学

意识的驱动作用

　　长期以来，数学在各行各业一直发挥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现已成为当代高新技术的重要组成

部分。［１３］提高大学生数学素养是我国数学教学一

直所倡 导 的。提 高 数 学 素 养 有 着 极 其 重 要 的 意

义，提高数学素养即是提高学生的适应社会、参

加生产和进一步学习所必须的数学基础知识和基

本技能，这是时代需要，也是学生实现自身价值

的需要。［１４，１５］但我国传统的数学教育存在着内容

相对陈旧、体系单一、知识面窄、偏重符号演算

和解题技巧、脱离实际应用等问题，学生在应用

所学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方面得到的训

练和培养很少，［１］因此，学生只是 为 了 考 试 单 纯

地进行数学知识的学习，很难与实际问题联系起

来，这就远离了数学教育提高数学素养的目标。
通过数学 建 模 竞 赛 可 以 培 养 学 生 应 用 数 学 的 意

识，提高数学应用能力，如通过２００９年Ｄ赛题

“会议筹备”可以让学生们知道日常生活中经常

遇到的会议筹备问题也可以用数学模型去描述和

求解；通过２００８年Ｂ赛题 “高等教育学费标准

探讨”也让学生了解到学费标准也可通过数学模

型去分析与评价等。通过竞赛让学生了解到数学

处处都在，实际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用数学

模型去分析、求解，这对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意

识和应用能力都有一定的驱动作用。

六、对培养学生使用计算机应用能力

的驱动作用

　　建模竞赛中常常需要处理和分析大批量的数

据，若只 单 纯 地 依 靠 手 工 处 理，其 工 作 量 特 别

大，这样会浪费大量时间在处理和分析数据上，
从而影响整个赛程的进行。而依靠计算机的高效

数据处理能力，可节省大量时间，并且可对数据

进行图形化分析。例如：２０１１年 Ａ赛 题 “城 市

表层土 壤 重 金 属 污 染 分 析”和２０１０年 Ａ 赛 题

“储油罐的变位识别与罐容标定”都需要借助计

算机首先对大量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然后再建立

模型对其求解，且求解时也需要借助相应数学软

件进行求解，因此数学建模竞赛对提高学生计算

机应用能力具有一定的驱动作用。
综上所述，建模竞赛可鼓励学生对同一问题

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分析，养成

学生在日常生活、学习中对问题勤于思考的好习

惯，让学生体验数学在日常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及

数学与其它学科的联系，增强数学应用意识，从

而培养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用数学语言描述实

际问题、收集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团体协作精

神及创新精神等综合能力。除此之外，数学建模

还对高等学校的数学教育教学改革也具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数学建模工作的推进也要求学校和教

师必须更新数学教育观念、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

方法，将建模思想贯穿融入日常教学中，以更好

地增强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提高学生的综合能

力。比如：日常教学内容对于数学课程可安排一

定的实验内容，学习相关数学软件的使用，让学

生会借助计算机进行数学计算和数学推演。为了

能充分发 挥 数 学 建 模 在 教 育 教 学 方 面 的 推 进 作

用，这就要求各高校对数学建模高度重视与认可

及教师能认真有效地推进完成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的改革。但由于组织管理机制不健全，宣传工

作不到位，致使学生和指导教师对竞赛缺乏全面

认识，再加上竞赛经费不足、缺少相应的激励机

制等，学生参赛的积极性不够高，竞争意识不够

主动，从而导致竞赛的成绩不理想，成绩的不理

想又会打击学生参赛的积极性和影响校领导的重

视程度，最终未能充分发挥竞赛的积极作用。为

此我们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努力以便规范竞赛管理

各个环节，促进竞赛的良性运作与健康发展，为

参赛学生和指导教师提供一个良好的保障和支持

平台。首先，学校应该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来规

范竞赛活动，以保证竞赛活动的有序开展。实践

表明，学校若无专门的组织机构，就没有竞赛的

有序组织与培训，也没有经费的保障和相应地奖

７４６王琳娟等：数学建模竞赛对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驱动作用



励机制，在竞赛时直接由教师和学生自己临时组

织，致使教师和学生无法充分利用学校各种优秀

资源，教师和学生积极性不高，致使竞赛成绩不

理想，从而影响到学科竞赛活动的推广工作；其

次，学校应进一步完善竞赛的管理制度，以便对

竞赛的报名组织、竞赛的专项经费、指导教师和

学生的培训选拔、获奖团队的奖励等竞赛的相关

环节进行规范管理。然后，学校应加大竞赛的宣

传力度，充分利用课堂、校园网、广播或学生社

团等途径提高学生对竞赛重要性的认识，培养学

生对竞赛的主动参与意识。最后，学校应在课程

改革上对数学教学予以支持，对教学课程安排一

定的实 验 学 实 或 课 程 设 计 学 习，加 强 教 师 的 培

训，鼓励教 师 将 数 学 建 模 思 想 融 入 到 日 常 教 学

中，积累学生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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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s的教学资源优势及对地方高校

教学改革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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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MOOCs），在近一两年受到国内外教育界的关注，不同于传统

教学，基于网络的MOOCs具有开放性、大规模性、互动性和透明性的特点，对我国地方高校课程

资源优化与教学创新等方面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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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s（慕课），为英文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的首字母缩写，直译为“大规模网络开放

课程”，是最近一两年涌现出来的一种在线课程开

发模式，备受国内外教育界的关注，起源于发展多

年的网络远程教育和视频课程。它的迅速发展，

被认为是横跨IT和教育界的—次革命性事件，甚

至被西方媒体称为是“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重

要的革命”，其地位可见一斑。

一、MOOCs的兴起与发展

MOOCs 最早由加拿大学者大卫· 科米尔

（Dave Cormier）和 布 莱 恩· 亚 历 山 大（Bryan

Alexander）在2008年提出。同年9月，另两位加拿

大学者乔治· 西蒙斯（George Siemens）和斯蒂芬·

唐斯（Stephen Downes）应用这个概念开设了第一

门真正的MOOCs课程：“联通主义和联通知识在

线课程”（Connectivism and Connective Knowledge

Online Course（CCK08））[1]。2011 年秋，美国掀起

了一场慕课风暴，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塞巴斯蒂安·

史朗(Sebastian Thrun )和他的同事将他们教授的课

程“ 人 工 智 能 导 论 ”(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放在了互联网上，向全世界学生开放，

吸引了来自 190 多个国家的约 16 万名学习者，

Udacity在线课程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不久，同样来

自斯坦福大学的另外两位教授创立了Coursera在

线免费课程,注册人数不到一年就增长到了230多

万；2012年4月，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合

作开创了edX网络在线教学计划, 截止到2013年

12月已经拥有超过90万的注册者，30所世界名校

加盟该慕课平台。这一年被《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命名为“慕课元年”(The Year of the

Mooc)。2013年MOOCs正式进入中国，5月21日，

edX宣布新增15所高校的在线课程项目，包括亚

洲地区的6所名校，我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名

列其中。7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相继

宣布加盟全球最大在线课程联盟Coursera。12月

2日，上海交大两门核心通识课程——“数学之

旅”、，“中医药与中华传统文化”在全球最大在线

课程平台Coursera上发布，成为上海高校首批亮相

与全球共享的MOOCs课程。领军MOOCs的三驾

马车Udacity、Coursera和edX并驾齐驱，掀起了全

世界学习变革的新浪潮。

教 育 新 视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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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OOCs的优势分析

MOOCs可以说是建立在以往的网络视频课程

的基础之上的，但MOOCs不再仅仅是一种教育资

源，不再仅仅是教师传授内容的视频录音讲座，不

再是一种单向的网络课程，而是将传统教学与网

络视频的显著性优势结合起来，具备了基本的课

程形态和学习管理系统。

（一）开放性：让MOOCs为大众提供一个低

门槛、平等的受教育平台

宽带网络、智能手机和移动技术的迅速普及，

让MOOCs的受众变得非常广泛。MOOCs以兴趣

为导向，不分国籍，也没有地域限制，任何想学习

的人都可以参与其中，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注

册，学习者的数量不受限制，除了要拿到结课毕业

证书外，学习者也无需缴纳任何费用。所以对于

学习者来说，MOOCs的课程进入门槛低，只要拥有

一部联网电脑，就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和兴趣进行

学习，时空和经费的限制降到最小限度。MOOCs

开放性的特点让来自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学

生在任何时间都有机会选修世界最顶尖大学的优

秀课程，在中国，“更多的来自农村的学生将通过

类似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之类的在线资源选择接

受‘非正式’的高等教育，完成他们的大学教育，来

自偏远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将越来越得

到在线教育的恩惠。”[2]

（二）大规模性：让MOOCs展示更多课程、吸纳

更多学生

MOOCs的大规模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

课程的大规模性，它不是单个人发布的一两门课

程，而是由世界上众多优秀的大学发布的多门课

程，只有这些课程达到了一定的数量，才具备成为

MOOCs的条件之一；另外，其大规模性可以从参与

的人数中体现出来，与只有几十个或几百个学生

的传统课程不同，MOOCs中的一门课程动辄上万

人，多则十几万人，没有人数限制。像之前提到的

塞巴斯蒂安· 史朗的“人工智能导论”就有16万名

学生学习，这是传统教学模式所不可想象的事情。

（三）互动性：让MOOCs形成交互性社区、建立

交互参与机制

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教师莎娜· 史密斯· 贾格思

（Shanna Smith Jaggars）所说，“帮助学生在在线课

程中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际互动和支

持”[3]。与传统网络课程不同，MOOCs是一种旨在

进行大规模学生交互参与和基于网络的开放式资

源获取的在线课程，除了提供视频资源、文本材料

和在线答疑外，还为学习者形成交互性社区，建立

交互参与机制。以三大慕课平台之一的edX为

例，它“将大块的课程讲义分成更小的部分,穿插着

发布问题来加深学习者对主要观点的理解。在线

学力者现在能马上收到反馈，并立刻知道自己是

否理解了测试的概念。edX课程还能将游戏技术

和深奥的互动实验结合起来,使得学习更充满互

动、更有趣。edX使用了麻省理工学院自己研发的

开源教学平台，其最独特之处设有虚拟实验室”[4]，

能模拟科学实验的全过程。edX从在线学习者的

反馈可以得知,学习者的评价是积极的，他们喜欢

课程的这种高互动特性。

（四）透明性：让MOOCs的学习过程公开化、明

朗化

透明性这一特点体现在学习者从注册到完成

MOOCs学业的每个过程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

兴趣爱好、时间需要等注册课程，只需要填写自己

的真实姓名和邮箱地址即可免费注册；完成注册

后，在课程的开放周期内，可以观看该课程的教学

视频、完成并提交作业、参与社区讨论、互评作业、

测试等。如学生按要求完成以上每个学习环节，

甚至有可能取得证书甚至学分。“在线课程直面学

生、市场的考量与选择，教学质量评估在自由选择

的市场环境中变得简单而公正。在线课程让某一

高校的课程与教学质量不再是单一校园内的事

情，而在全球范围内变得透明、具体。”[5]

“开放性”是MOOCs存在的最基本特征，也是

“大规模性”的前提。“大规模性”则是“开放性”的

必然结果，也是课程设计要考虑的前提因素。“互

动性”是MOOCs的最突出特征，也是建构主义学

习理念的重要体现，正是互动学习社区的建立使

得慕课成为了不同于视频公开课的网络课程。而

“透明性”这一颠覆性创新则使得整个MOOCs学

习过程公开化、明朗化，使学生享受公平的受教育

权利。MOOCs的四大特点与教育创新不谋而合，

让它在近一两年内引发了高等教育以及基础教育

的一场数字课程资源海啸，它正慢慢地侵蚀着大

学的“围墙”，给我国高校带来的既是机遇又是挑

战。

三、MOOCs对我国地方高校教学的借鉴意义

当前，我国高校总体教学质量，尤其是一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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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高校的教学质量不尽如人意，如办学规模过大、

教学质量下降、教学资源匮乏、师资短缺、培养模

式落后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高等教育

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消极的影响。慕课对传统

教学，尤其是对地方高校传统教学具有深刻的借

鉴意义。

（一）MOOCs让地方高校学生共享优质教学资

源

“国内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相对不合理，优质

大学多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一些中心城市。但其

他地区的年轻人对于知识也有相当强烈的需求。

这样，借助于互联网的公开课就有了广阔的潜在

市场。”[6]我国地方高校与中央部属高校相比在教

学资源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MOOCs这种新型

的教育方式无疑为所有学生打开了一扇大门。以

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联手创建的大规模开放在线

课堂平台edX为例，注册学生可以通过慕课学习

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多

伦多大学、昆士兰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等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30所名校的110

门课程。MOOCs的发展和推广为地方高校缓解了

优质教学资源分配不公、课程内容陈旧、教学方式

落后以及学生创新能力低下等问题。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只要拥有电脑和网络，注册的学生都可

以享受更多、更优质的教学资源。

（二）MOOCs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高校师

资力量短缺问题

我国自1999年开始实行扩招后，高校在校生

数量不断增长，但与此同时，高校教师的数量增长

却相对缓慢。“教师数量严重不足，无法满足教学

的需要。不合理的师生比给地方高校的教师加重

了课程任务，绝对课时增加，教师对教学任务疲于

应对，超负荷运转，没有时间备课，更没有精力从

事教育教学研究，只能低水平授课。”[7] 在MOOCs

这样的在线学习中，一门课程可以拥有多达十几

万名学生，也就是说一位优秀的教师足可以通过

这种形式教授全校选修此课程的学生。当然

MOOCs不能完全取代地方高校的所有传统课程教

学，通过采用MOOCs教学模式，结合名师讲解视

频，再由地方高校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有针

对性地进行辅助教学实践，从而发展“双师教学”，

这是一种旨在促进教育平等的、创新型的、公益性

教学模式，可以“惠及更多地方高校尤其是贫困地

区学校教师和学生，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教师

专业化水平的提升。”[8]

（三）MOOCs为地方高校师生创造接触多元文

化、拓展视野的机会

中国的教育侧重于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偏向

文化的传承；西方教育则更重视培养学生的自主

创新能力，偏向师生之间的交流。中国地方高校

的学生从MOOCs平台可以学到许多学校里学不

到的课程内容，主讲教师又是来自世界名校的名

师，在保证课程质量的同时，学生还可以接触国外

的授课和学习方式，体会不同文化背景下思考问

题的差异。全球MOOCs平台供应商中最具影响

力的“三巨头”之一的Coursera，目前拥有573万学

生。学生可以在其网站（https://www.coursera.org/）

上学习诸如哥本哈根大学的“穆斯林世界的基本

冲突”、杜克大学的“天文学概论”、罗马大学的“文

毅复兴早期的意大利建筑：从阿尔贝蒂到布拉曼

特”、国立台湾大学的“基础光学”、上海交通大学

的“法与社会”等来自世界 107 所知名大学的554

门课程。西方国家的教师们在讲课的时候，体现

出与我国高校教学风格截然不同的一面，他们传

授的既是知识学问，又是文化艺术，在这种环境

下，学生的上课效果自然不言而喻，地方高校的教

师也可以从中学到不少授课技能。MOOCs无疑为

地方高校师生创造了接触多元文化，拓展视野的

难得机会，也成为了众多青年思想火花碰撞的圣

地。

（四）MOOCs为地方高校自主学习平台的构建

和网络精品课程的制作提供有益借鉴

目前，我国不少高校正在努力推出适合本校

学生的自主学习平台，但在推出的过程中存在不

少困难，例如自主学习平台缺乏对学生有效学习

过程的控制机制，教师很难短期内监控学生的学

与不学，学习时间的长与短或者学习效果的好与

坏，所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显得尤其重要。因此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成为发挥网络学习平

台效果的关键。在这方面，自主学习平台就可以

借鉴MOOCs的发展模式，因为“在‘慕课’的世界

里，视频课程被切割成十分钟甚至更小的‘微课程’，

由许多个小问题穿插其中连贯而成，就像游戏里

的通关设置，学生只有答对问题，才能继续听课。

这样一来，便能检测学生是否明白之前老师说的

内容，同时也能让学生集中注意力。”[9]自主学习平

台通过借鉴、开发这种类似的学习模式，让学生进

行“通关”学习，既能提高学生的自主性，也能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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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积极性。另外，MOOCs有一套完整的教学

模式和课程标准，包括讲授、讨论、作业、反馈、评

价、考核与证书发放等。自主学习平台可以取

MOOCs之精华，完善自身的教学模式和课程设

置。地方高校可以尝试性地将MOOCs列入自主

学习平台的课程目录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

趣爱好进行选修，如果效果良好，可以考虑进一步

横向和纵向发展。对于网络精品课程的建设而

言，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因为在三大MOOCs平

台上，大部分都是国外著名高校的精品课，其新颖

的教学观念，先进的教学方法、手段和内容，现代

高科技信息技术的应用等都值得我国高校，尤其

是地方高校学习。

四、小结

虽然MOOCs并不是对传统教育的颠覆，只是

教育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MOOCs在对传统

高等教育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又为我国高校打

开了一扇更大的教育之窗，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

地方高校应采取措施积极探索并深化大学课程和

教学模式的创新，引导本校教师将开放教育资源

与自己的实际课堂教学相结合。例如地方高校可

以开发研制自己的MOOCs，将优秀教师的讲课视

频发布到学校网络，学生进行点击学习。清华大

学在这方面就为我国其他高校起了带头模范作

用，2013年10月，清华大学在 OpenEdX 平台的基

础上推出了中文版慕课平台——“学堂在线”

(https://www.xuetangx.com/)。舶来品MOOCs在我国

高校进行的这一本土尝试，无疑呈现出未来教育

的曙光。因此，对于MOOCs，我们只有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让其适应中国的水土，才能发挥它最大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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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s of MOOCs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Local Universities’
Teaching Reform

LIANG Ping, HE Yun-feng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gu 030801, China)

[Abstract]MOOCs, an acronym of“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has drawn many scholars’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teaching, MOOCs, based on the Internet, has the features

of being open, massive, interactive and transparent. Its implication for local universities’teaching reform and

resource optimization is profound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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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科竞赛为研究性学习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是开展研究性学习的优势载体。高校应构建学习
平台、教师队伍建设、学习内容选择、组织管理、评价方式等五维一体的基于学科竞赛的研究性学习教学体系，并
从组织、经费、激励、文化等方面保障其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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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14)27－0018－03

研究性学习既是一种学习理念，又是一种教学模式，还是一

种教学方法。它是一种将教师研究性教学与学生研究性学习、课
内讲授与课外实践、依靠教材与广泛阅读、教师引导与学生自学

有机结合并达到完整、和谐、统一的教学模式〔1〕。而学科竞赛以竞

赛的形式实现对学生综合知识与能力的考察，同时也有利于培养

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与创新精神。学科竞赛为研究性学习的开展

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是开展研究性学习的优势载体，能很好地体

现研究性学习要求的学习环境的开放性、学习过程的主动创生

性、师生平等交互与知识共享性等特点〔2〕，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

新意识与创新精神，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同时有

利于丰富大学校园文化氛围，提升学生的学习品位与质量。

一、基于学科竞赛的高校研究性学习的意义
1.顺应了时代对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五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

务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精神的高级专门人才〔3〕。我国《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也强调，“高等教育要跟踪国际学术

发展前沿，成为知识创新和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基地”〔4〕。
而学科竞赛作为高校研究性学习的有效平台，大大地激发了学

生的参与、学习和创造热情，不仅对学生理论知识、基本技能的

掌握，而且对其实践创新能力及综合素质的提升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从而顺应了时代发展对高校育人职能发挥及人才素质提

高的要求。
2.满足了大学生创新发明的内在动力需求

基于学科竞赛的研究性学习以竞赛为目的，相互竞争，优胜

劣汰，为研究性学习的引起、维持提供了动力。这类面向学生开

展的课外科技活动一般由教育部、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全国

学联，以及有关专业学会等权威机构主办，影响力大、范围广，不

仅被高校所认可，甚至成为一些企业选择人才、解决科技问题、
扩大单位知名度的有效途径，被社会各界所认同〔5〕。因此，活动

的举办、实践的开展能够调动高校乃至全社会形成创新氛围，进

而又推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形成良性循环。
3.响应了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内涵发展的诉求

20 世纪 80 年代，站在时代要求的高度上，一种旨在“通过

教学过程的研究性，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研究能力和创新能

力”的研究性教学〔6〕受到了国内外教育界的推崇和倡导，其中

以丰富多彩学科竞赛为阵地的研究性学习也在高校、各省市及

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在基于学科竞赛的研究性学习中，学生

是活动的主体，改变了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的桎梏；

从活动内容讲，打破了以“书本”为中心的课程论，转而实践以

“问题”为中心的课程观，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同时也能使

学生化理论为实践；从活动的结果上看，学科竞赛原本就是一

种检验和激励手段，依据结果给优胜者以奖励，奖励形式涉及

物质、精神等，同时，评价人员多元化，使评价结果更为客观、公
正。

二、基于学科竞赛的高校研究性学习教学体系构建

1.基于学科竞赛的研究性学习平台搭建

将基于学科竞赛的“研究性学习”纳入高校人才培养方案，

将知识理论教学与实践创新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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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学生参与各类学科竞赛的积极性与能动性，也使学科竞赛的

开展有规可循、有章可依，从而常态化、规范化。具体来讲，可通

过开设跨学科的具有研究性、创新性、实践性的选修课，丰富所

涉及的学科专业门类，有利于为综合创新类的竞赛及研究提供

重要的学习资源支撑；搭建竞赛平台，为全校对学科竞赛感兴趣

的学生提供更为规范化的训练平台，积极联合企业开展校企联

办的学科竞赛项目，积极联合社会各方企业开展学科竞赛活动，

使学生的能力训练方向更切合市场的需求，使得高校培养的人

才与市场接轨；鼓励学生自主创办与管理“研究性团体”，广泛发

动学生参与竞赛，竞赛团体负责参赛学生的日常管理和组织以

及与学科竞赛相关的宣传、培训活动，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课余

生活，还可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对学生创新、协作、团队精神的

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2.基于学科竞赛的研究性学习的教师队伍建设

一支具有合作精神的高水平研究型师资队伍是将竞赛与研

究性学习以及创新型人才培养有效结合的保证，因此，高校要着

力建设一支具有高度责任心、较高业务水平和相对稳定的基于

学科竞赛的研究性学习指导教师队伍，既保证研究性学习有效

开展，又确保学科竞赛取得好的成绩。一是健全教学团队内部的

管理机制，以科学的标准选择核心教师作为团队带头人，合理配

置在教学技能、教学经验和教研能力方面具有一定特长的团队

成员。二是团队带头人应该构建“学习型组织”模式，促进团队成

员之间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沟通与合作，使整个团队积极向

上，团队内成员和谐一致地完成团队目标。三是高校应设立学科

竞赛首席教师岗位，组建学科竞赛指导小组，不同领域的指导教

师可以进行经验交流，从而提高教师的学科竞赛指导能力，为学

科竞赛的顺利进行提供一个核心基础。
3.基于学科竞赛的研究性学习内容的选择

第一，按照组织部门和级别划分，研究性学习的内容可分为

高校自组织活动、由高校所在市组织活动、由高校所在省级区域

组织活动和由国家部委等组织的国家级别的活动。虽然层次、规
格不同，要求不一，但都能达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
的活动目的〔7〕。第二，按照活动对学生的能力发展划分，在内容

选择上可分为：一是基于基本知识和技能学习的活动，如基于计

算机作品大赛的研讨、各种制作发明的合作研究等；二是有助于

综合能力培养的研究性学习，一般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研究的

是多学科的综合内容；三是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目标的研究

性学习，如为完成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等

而进行的研究性学习。
4.基于学科竞赛的研究性学习的组织管理

而基于学科竞赛的研究性学习教育理念是以学生为中心

的，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知识意义的

主动建构，其教学组织形式应以小班化、小组合作协商讨论的方

式为主，但在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如何让这种研究性学习之花

开遍校园，最终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性学习体系，是目前

高校开展基于学科竞赛的研究性学习活动中遇到的一个难题。

笔者以为，可借鉴导生制教学组织形式的思想与理念，建构一种

“阶梯互助式”教学组织形式，以应对师资不足、班容量过大等问

题。具体形式如下图。

“阶梯互助式”教学组织形式是让拥有丰富学科竞赛指导经

验的教师指导高年级学生，资历较浅的青年教师指导中年级学

生，高年级学生指导低年级学生。“阶梯式”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进

入校园之始便开始接触基于学科竞赛的研究性学习，随着他们

年级的增长，专业课知识的逐年丰富，此时跟随有经验的学科竞

赛指导教师参与学科竞赛便有了更大的把握，学生的研究能力、
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在四年不断的学科竞赛训练中逐步提

升，从而达到学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的。与此同时，青年教师

指导学生参与竞赛的经验也会随之不断增加，师资队伍将不断

壮大，学校参与学科竞赛的水平和层次随着系统完整的竞赛机

制的建立得到稳步提升。
5.基于学科竞赛的研究性学习评价理念及方式

对于基于学科竞赛的“研究性学习”的评价，往往是基于目

标取向评价理念，单一地从竞赛结果对学生进行评价。但对于研

究性学习来说，单从结果评价是不够的，应用多元的、发展的眼

光来综合衡量整个研究性学习的实践过程。从评价的内容看，不

仅要看到最后的竞赛结果，更应看到整个研究性学习中学生从

知、情、意、行各个方面的进步，实现由“知识主导型考核”向“知

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型评价”转变〔8〕。从评价的时空看，也不

再局限于一个场景，即最后的比赛，应更加注重各个研究性学习

环节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主体意识的发挥和参与效果。总之，不

再局限于学生学到的具体知识，而是扩展到学生学习习惯的养

成、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上。

三、基于学科竞赛高校研究性学习的保障机制
1.组织保障

长期以来，高校的学科竞赛活动都只是参赛师生的个人行

为，高校只负责赛前通知以及相关的报名工作。但是，高校学科

竞赛要想出成效就必须成为学校行为，融入高校党政工作，纳入

高校人才培养方案，成立学科竞赛工作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高

校党政主要领导担任，负责统一领导组织学校的各项学科竞赛

活动，高校办公室、学工处、教务处、科技处、人文社科处、研究

生处、团委、财务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以及各二级学院为成

员单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可以设在团委会，这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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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丰富学科竞赛
指导经验的教师

资历较浅的青年教师(或博士生)

指导

高年级学生(或硕士生) 指导

指导

中年级学生

低年级学生 荩

图 “阶梯互助式”教学组织形式



门负责在高校竞赛委员会的领导下，具体牵头组织学校的学科

竞赛活动，并负责组织师生团队参加各级各类的学科竞赛活

动。
2.经费支持

在进行学科竞赛过程中，高校应划拨学科竞赛专项经费支

持竞赛活动，对于每项竞赛要给竞赛参与者一定的经费支持，为

竞赛的有序开展奠定好的基础。为了保证学科竞赛的有效开展,
高校不能搞平均主义，应重点资助参赛面宽、影响力大、由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主办的学科竞赛项目。对于影响范围小、专业性很

强的学科竞赛项目，高校可鼓励各二级学院根据自身的专业特

点选择性地参加，同时在经费方面，高校应给予适当的补助。在

实验设施建设方面，高校要以学科竞赛为中心加大对实验室的

投资和建设力度，解决实验室和设备不足的问题。同时，为了实

现资源优化配置，节省投入，高校要加大实验室的整合和优化,
合并和共享实验环境，提高实验设备的使用效率。学科竞赛课题

也可以以市场为导向，与企业合作。实验室建设也可鼓励校企合

作，节省部分建设资金。高校应设立创新实验基地，为学科竞赛

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硬件基础，保证经费和设施的投入，为学科

竞赛发挥其重大作用。
3.激励保障

学科竞赛的高效开展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激励措施，激发

师生参与创新教育和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参与学科竞赛

获奖学生可给予奖励，如可给获奖学生记相应的创新或奖励学

分；对在竞赛中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高校将根据实际情况，在

评选优秀学生、奖学金及推荐免试研究生时予以优先考虑；参加

省级及以上学科竞赛成绩优异者，对其因竞赛受到影响的课程，

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其学习和考核方式给予特殊政策。另外，对指

导教师也要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对在学科竞赛中获得显著成

绩的指导教师，学校要在职称评审、晋级的过程中，同等情况下

予以优先支持；担任学科竞赛指导工作的教师，也可以给予一定

教学工作量的补贴。

4.文化支撑

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学校应该努力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

化环境和学术氛围。学科竞赛对于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都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要让广大师生深刻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这

就需要高校在平时多宣传、多动员，营造良好气氛，扩大学科竞

赛的影响力，让广大师生把参加学科竞赛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

分。高校应该大力加强学科竞赛工作校本培训，通过举办学科竞

赛讲座，加深师生对学科竞赛的了解，增强信心。高校要积极利

用晨会、校报、展板等宣传平台在全校营造良好的学科竞赛环境

和舆论氛围，使全体师生知学科竞赛、爱学科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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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bject contest can create a good atmosphere for the research-based learning and is an advantageous
carrier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based learning. Universities should build the teaching system of the research-based
learning with such five dimensions as learning platform, teachers developing, study-content selectio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methods based on subject contest, and ensure its operation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 fund－
ing, incentives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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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校“师生成长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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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校“师生成长共同体”以其开放性、多维性、生态性等特质，在塑造和谐共生、兼容并蓄

的大学气象，推动课程开发、教学改革及促进师生双赢共长中发挥着弥足轻重的作用。因此，

有必要在加强对其认知的基础上，发挥学校、教师、学生三者合力，保障其良性运行，使其作用

更加充分地发挥，为师生成长及学校建设增砖添瓦。
关键词: 师生成长共同体; 作用机制; 运行保障

中图分类号: G64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2-1981( 2014) 04-0044-05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

见》指出，学校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实践育人

环节，因校制宜，培养科学基础、实践能力和人文素养

融合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要求加强师风、师
德建设，不断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1］。

高校“师生成长共同体”重知识、技能授受的同

时，更强调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实践能力的培养，更关

心师生情感的表达、交流与融通，更注重校本资源的

利用、特色课程的开发，有效地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顺应了课程改革的潮流，是提高高校育才质量的必然

要求，也是促进师生共长的必由之路。此外，其探索

早在基础教育和实践性较强的职业教育领域有所突

破，如山西省实验小学倡导的“活教育”及其“三三

三”课堂教学模式［2］; 许崇文先生所极力构建的以

“和”“容”文化为核心的师生成长共同体及所应用的

“三步五环节”课堂教学法［3］; 金泽龙先生的以创新

管理为内核( MVVS) 的“师生成长共同体”的模型诠

释［4］。而对于普通高校的师生成长共同体的研究尚

处于萌芽阶段，本文把共同体理念融入到高校师生成

长的组织和实践中，并非粗糙的嫁接，是承接前辈们

探究的应然，也必将因站的更高而望的更远。
一、高校“师生成长共同体”的内在特质

“师生成长共同体”作为一种活动组织，是创新

管理领域的新突破。在参阅多个成功案例的基础上，

抽象概括出有别于一般师生组织的一些特质。
( 一) 参与的主体性

师生成长共同体活动的实施者和参与者都是师

生自身。这就意味着，成员不仅具有享受活动成果的

权力，而且还有对活动的组织、开展负责的义务。因

此，对共同体成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参与要有主

体性，师生活动参与都必须是自觉、自主、自愿的，并

且必须切实融入到活动中去，作为成长共同体整体必

不可缺的一分子。
( 二) 知识的共享性

师生成长共同体的活动过程实质上就是知识共

享的过程。从知识共享的机制看，其一在共同体中，

教师、学生因关注领域及信息获取渠道的不同，各自

都携带了大量的信息，这种异质性为知识共享提供了

强大的信息源。其二，彼此的沟通，拓宽了知识流动

和传播的渠道，使知识的交流与更新贯穿于活动始

终。其三，随着共同体的发展和影响力的增强，知识

的接收群体也逐步扩大，知识接收者对知识进行吸

收、整合和重构便形成了新一轮知识的共享过程。
( 三) 活动的交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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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交互性之所以能实现，主要依赖于三个因

素: 成长共同体内个体的差异性、共同体的系统开放

性、共同体管理的民主平等性。组织活动的交互性也

表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个体间的交互，师生、师师、
生生间交互; 其次是个体与群体的交互，无论教师还

是学生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参加一个以上的师生成长

共同体组织和活动，实现个体与不同群体的互动; 最

后是群体之间的互动，除个体不同的群体参与所带来

的零星的群体交流外，各成长共同体也有意地加强沟

通合作，取长补短。
( 四) 成长的渐进性

在师生成长共同体中，师生的成长都沿着从旁观

者、同伴到成熟的示范者这一轨迹前进，即从边缘参

与者到核心成员，从“学徒”到“新手”逐渐成为“专

家”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共同体成员有机会通过合

法的边缘性参与进行学习、活动和身份确立。“合

法”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增加，合法使用共同

资源的程度，“边缘性”指成员在共同体中对有价值

活动的参与程度和离核心成员的距离［5］。
( 五) 系统的开放性

系统的开放性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活动时空的

开放性。高校师生成长共同体突破时空限制，既有机

的将实体的“三课堂”融合起来，又借助信息技术实

现了异地沟通。其次，系统准入性。师生成长共同体

强调参与的人员身份的多样性，能够以开放的胸怀接

纳各方参与者。最后，系统的开放性还体现在活动内

容和目标的丰富和开放性上，活动面向更广泛的社会

的需要，跨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的鸿沟。
综上所述，高校师生成长共同体就是把共同体理

念运用到师生活动，以整个社会背景为后盾，以校内

外资源为依托，以师生个体及群体的共同成长为价值

取向与追求，通过师生对话、交流、协作、反思等，自愿

组合形成的师生组织。
二、高校“师生成长共同体”的作用机制

( 一) 经典案例呈现

高校“师生成长共同体”迎着时代发展的春风蓬

勃生长起来。她的茁壮从其理论和内在特质来看，不

是偶然而是必然，以下将带您漫步校园，寻找她留下

的足迹，体悟她在实践及其应用中发挥的作用。
案例一，“能力本位”的人才培育理念，为高校

“师生成长共同体”的实践探索注入精神动力。
迎合时代发展对高端人才的诉求，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基于能力本位的育人理念［6］，从

重构师生发展目标之共识着手，改革人才培养方案，

重建课程体系，探索多样教学方式，辅之以“五维一

体”的多元动态评价模式，营造了和谐愉悦的学习文

化氛围，为师生互学共进搭建了有效平台。
能力本位的目标共识，为师生成长指明方向。从

第一堂专业导学课开始，教师便有意强调能力培养的

重要性。教师 H 要求学生深入社会，以“公共事业管

理职业应具备哪些关键能力”为题，每人调查 10 个

岗位职员，经师生分析讨论和数据处理，借鉴“扎根

理论”，形成了 2 大维度、5 大范畴、32 大能力观测点

的能力体系，达成了共同的发展目标。
丰富多彩的课程教学，为师生发展注入活力。为

了目标的实现，在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上，加大了实

践课和选修课比重，其中实践课占总课时的 25%。
构建了以“专业通识基础课程群 + 管理类基本课程

群 + 教育类领域课程群”为主体，理论实践课程贯穿

始终的特色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上更注重前沿性、时
代性，教学方式更加多样化。专业导学课、管理学、教
育科研方法、教育项目策划、教育管理学等课程尝试

了“项目 ( 如案例、方案、研究性课题 ) 驱动教学模

式”，“以问题为中心”更有利于师生合作、研究、共

享。经典导读课上，师生共读，学生报告，全体教师点

评，现场即时互动，博客异步讨论，一人主读 1 本原汁

原味的书，百人共读百部经典，实现了师师、生生、师
生互动与协同发展。

此外，构建了评价内容、形式、时空、手段、主体等

“五维一体”的学生学业评价新体系，更突出评价的

多样性和过程性，对师生发展予以更好的规范和引

导［7］。
在“能力本位”育才理念的推动下，在丰富多彩

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师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走出一

条共长之路。在其感染与带动下，全校改革创新热潮

不断壮大，焕发出盎然活力。
案例二，“三维互动”的开放式教学模式，为高校

“师生成长共同体”的开展落实提供学习典范。
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 M 教授结合专业特色，融

合复杂性、主体性教学理念，历经 10 余载，探索了较

为完善的“三维互动”教学模式。这一模式有效地将

“三课堂”联系起来。寓学生、教师、研究、教学、创

新、创业六要素于一体，有机的形成了“三维互动”系

统，即: 教师与学生互动; 教学与科研互动; 创新与创

业互动，达成了“多元育才”目标。图 1 所示是基于

“三维互动”的开放式教学模式原理图。

·54·总 274 期



高 等 农 业 教 育

■ 人才与队伍建设 TALENT AND TEAM CONSTＲUCTION

图 1 基于“三维互动”的开放式教学模式原理图［8］

在第一课堂中，M 教授从日常生活入手，以问题

为驱动，鼓励学生勇于提出并合作解决问题。如在上

普通昆虫学课时，学生们在 M 教授的引导下，纷纷提

出了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如蚂蚁为什么能搬起比自身

重 30 倍的物体，苍蝇为什么老搓脚等等。很显然，有

些问题是在课堂上经过教师与学生的讨论可以解决

的，有些则因涉及范围太广、问题太复杂，而一时不能

解决，这就顺其自然的过渡到了第二、三课堂上。在

第二、三课堂上师生通过观察、实验等方式，采用个人

研究、小组学习、师生研讨等形式，最后得出创新性发

现、创造性发明和创新性实验成果。如在 2012 年的

昆虫研究法课堂上，学生们集思广益，发明了各种先进

的昆虫诱捕器并深入田间地头进行验证，最后将研究

成果进行了展示和推广，得到了校内外的一致好评。
教学模式最具有生活性和操作性，便于实施，易

于普及。像农学这类实践性强的专业，教师们完全可

以借鉴 M 教授的组织模式，并以此做出适合自身的

改进，使共同体发展各具特色，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
案例三，360 度”的全方位训练内容，为高校“师

生成长共同体”的健康成长指明发展方向。
“晓明工作室”在山西省也算闻名遐迩，它的发

展得益于太原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C 教

授 10 余年的苦心经营。前两个案例，从横切面上对

“师生成长共同体”进行了剖析，本案例从纵向对高

校“师生成长共同体”的发展给与探讨与展望。
起初“晓明工作室”的成员只有研究生，随着课

改和创设科研型学校的口号日渐响亮，C 教授大胆地

将本科生引入团队。现在的“晓明工作室”大部分成

员是本科生，从大一到大四兼招，在规模上不断扩大。
从素质的培养上，C 教授要求成员不仅要懂得钻

研，有创新意识，而且要有耐性，更有意思的是研究室

摆置的像高智能 KTV。研究之余，C 教授和学生们一

起唱歌、演讲享受生活。研究室的展览柜等设备都是

学生们自己设计图纸、自己动手安装的。大家不仅齐

心协力设计出了直升机模型、智能机器人等作品，还

创办了实验室杂志《晓明研究室通讯》。从这里走出

来的学生大部分都考上了研究生，找到了理想的工

作，如 P 学生被 TCL 中国研发部招录，M 学生在本科

毕业时战胜国内知名院校硕士生进入深圳一家著名

企业从事研发工作［9］。
这是高校“师生成长共同体”发展的一个成功案

例，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它 360 度全方位的训练内容，

能够清除学生发展中的死角，更加深入生活，贴近实

际，成就师生。
( 二) 作用机制剖析

基于上述三个案例的呈现，不难发现，高校“师

生成长共同体”将在未来高校的建设及教师、学生的

工作、生活成长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愈发

有效的作用。
1.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成为学生成才的“孵化

站”
首先，调动参与意识，发挥主体作用。“小学举

手一大片，中学举手星星点，大学举手看不见”，这是

一幅由小学向大学课堂过渡的素描画。该画真实地

反映了学生课堂参与和思考状况，可见大学生的参与

度是最低的，不仅在课堂上，在课外活动及社会实践

中，大学生也表现出了极度的慵懒和对活动参与的不

屑。高校“师生成长共同体”像案例所提到的一样，

把学生纳入到“三维互动”模式的运作体制中，放在

“能力本位”所引导的评价系统中，融入“晓明工作

室”的创新氛围中，在系统运作的牵引抑或环境氛围

的熏陶下，学生们会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 并非

所在专业领域) ，并变被动督促学习为主动探究求

知，在活动中发挥所长，实现价值。
其次，加强人际交流，增强社会适应。交流，是信

息获取的主渠道。而信息的获取对成长中的青年来

说尤为重要。如案例所示，高校“师生成长共同体”
以“互动共享”为主线，在师生、生生的交流互动中，

学生能汲取大量的前沿资讯，领略不同的人文风情，

从而能够以更开阔的胸襟，更宽广的视阈，更深厚的

底蕴来为学处事，进而更加从容地适应社会。另一方

面，信息的交流促进了个体内在情感的沟通，从而增

强群体向心力，即各个体致力于达成集体目标时，个

体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关心、相互认可或悦纳所形成

的心灵相通。而这正是形成和顺的人际沟通，加强资

源共享，促进社会适应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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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理论与实践融合，促动全面发展。高校

“师生成长共同体”追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全面育

人理念，一改大学生动手能力差，眼高手低的弊病。
像案例一所提到的一样，通过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的

改革，文科专业都加入到动手实践的队伍中来了; 案

例二中的实践性强的专业更是如此。案例三中的

“晓明工作室”坚持 360 度育人，学生在学好专业基

础课的同时，德、智、体、美等各方面也都得到了很好

的发展。
2. 推进教师蝶化发展，成为教师成长的“实践

场”
首先，促进观念转变，改善师生关系。在共同体

中，教师发现自己的学生观、师生观、人才观存在着严

重的偏见。发现学生并不像自己头脑中想象的那样

呆板无生息，他们是丰富多彩、潜力无穷、励志成长需

要更多的关注、关心、关怀和关爱。因此，教师把学生

当作平等的主体来看待，承认学生的差异，倾听学生

的心声，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师生关系也日渐融

洽，彼此能够朋友般毫无芥蒂的沟通分享。正如 M
教授把自己当成是学生的“合作者”、“共同参与者”，

H 教授和学生们一起制定了 4 年学习与生活规划一

样，教师能够尊重学生的意愿，及时了解学生的感受，

由此构建了更加和谐亲密的师生关系。
其次，打破年龄界限，实现终身发展。迫于时代、

科技进步的压力，要真正的做到“教学相长”，必须树

立自主学习意识，不断掌握专业领域内先进的知识和

技能。M 教授曾感慨: 身处“后喻时代”的今天，学生

们所涉及的知识，所研发的作品，是自己想不到的，要

想跟上他们的步伐，必须不断学习。“师生成长共同

体”改变了教师“一次备课，多年轻松”的死板的授课

方式，真正实现了知识的动态性，突破了教师因年龄

过大，而丧失学习意识的局面，达成了以身为范，活到

老学到老、追求终身发展的繁荣景象。
最后，充盈生命状态，实现蝶化发展。教师蝶化

发展是教师在终身发展理念的引导下，在不断学习和

主体参与的基础上，实现生命价值与人生价值的统一

及心灵自由发展的过程。凡是有助于教师身心健康、
文化修养、职业能力、专业成长、精神丰富或闲暇生活

质量提高的发展历程都属于教师蝶化的范畴［10］。在

“师生成长共同体”中，教师在教书的同时，更多地担

负起了育人的职责。一方面，信息和能量的传递都是

相互的，在你给予学生关心的同时，学生也会给教师

以关怀。另一方面，看到学生的不断进步，教师们会

感到无比欣慰和满足，正如案例一中 H 教授所说，真

正值得称道的并不是最终获得的奖状、奖杯和奖品，

而是在育人过程中学生点滴的成长。案例三中，C 教

授看到的压线升学学生们能够找到好工作，也感到实

现了自身的价值。这些都有利于实现自身价值，促成

教师自我蝶化发展。
3. 促进校本资源开发，成为学校发展的“验证

码”
首先，立足校本资源，彰显地域特色。学校及周

边环境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可以称

其为校本资源。因校本资源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
近师生，更应被广泛重视和深入挖掘。师生成长共同

体在注重教师、学生资源作用发挥的同时，更加注重

地理优势和环境资源的利用。正如案例二中 M 教授

和学生们深入到田间地头进行调查，并制作昆虫诱捕

器一样，不同的地域有不一样的地理环境，该诱捕器

的制作不仅立足本地域条件，造福当地果农，而且突

出了地域特色。
其次，营造学习氛围，净化学校风气。学校是由

多个师生成长共同体构成的组织，各共同体的不断成

长、发散和壮大直接影响着学校的发展。在共同体内

部，各人员也逐步由边缘步入核心，在准入与渐进的

背后是师生争先恐后的参与和成长。由此，学校的学

习氛围日渐浓厚，在良好氛围的熏陶和感染下，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提高了，继而养成积极参与的好习惯，

学校风气也会因此得以净化。
最后，提升知名程度，增强学校实力。提及案例

三中“晓明工作室”，大家都会不由自主的想到太原

理工大学，想到其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前沿的办学方

式，在其带动下，学校不用刻意的去做广告而名声在

外。得以继续升学和获得良好就业的学生都成为提

升学校知名度的一面面“活广告”。另外，成长共同

体中的教师、学生得到了发展，取得了成绩，都间接地

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增强了学校的实力。学校实力的

增强，必然带来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学校因此会

变得更加强大，更具影响力。
三、高校“师生成长共同体”的运行保障

一个卓越的“师生成长共同体”，还必须得到良

好的管理和保障才能发挥它的应有效益。因此，在实

践经验与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了促进共

同体发展及维护其发展成果的建议。
( 一) 学校: 平台搭建与氛围营造

高校作为师生成长共同体发展的沃土，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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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和管理上，要加大对其支持力度。首先，要加强

制度引导，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新的培养方案应增设

学科导学课，加强学科认识，做好 4 年规划。此外，要

进一步加大实验教学比重，独立设置实践及实验课

程，提高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的开设比例; 设立本科

生科研计划，积极倡导教学科研相结合，为学生提供

自我发展和自我创新的空间。其次，要加强经费投

入，设立专项基金; 提供活动场地，便于活动开展; 聘

请专家指导，提高活动质量; 加强对外联系，增加筹资

渠道。最后，放权民主管理，营造创新环境。保证教

师学生从活动策划到开展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实现

真正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
( 二) 教师: 观念转变与实践探索

教师是成长共同体的参与者、指导者，也是受益

者之一，对其发展起重要作用。首先，教师要改变教

育观念。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培养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知识能力素质协调统一的创新型人才。要树

立新的教学观，变“演员”为“导演”，变单向灌输为双

向交流，给学生更多的空间和关怀，实现真正的以学

生为本。其次，以问题为驱动，探索实践课程。以问

题为驱动，便于深入探究，但在实施时，要注意基础知

识的夯实以及课程方案的灵活性、可操作性，使课程

更具生成性，改变照本宣科的局面。最后，要创新评

价机制。对于学生学业评价，应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

的，终结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在书面考试的

基础上讲求多元化，如案例一所述。
( 三) 学生: 主动参与及主体发挥

学生是成长共同体参与的主体，因此，对其发展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使共同体不断壮大，首先，应

该发挥主体意识，理性参与活动。成员应找好自己的

位置———共同体组织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以主人翁

的态度对待共同活动，加强内部协作，积极为活动的

开展及共同体制度的完善与建设献计献策，不做有损

于共同体声誉的事，努力创新活动，提高组织与活动

质量，增强共同体内部凝聚力。其次，要重视比较优

势，实现群体发展。共同体结构已从基于同质性到基

于异质性转变，追求的不仅仅是步调的统一，而是具

有个性的主体的相互协调，和谐共生。因此，在共同

体组建之初应该本着“组内异质”的原则，吸收各具

特色的成员。在活动中，不排除异己，发挥兼容并包

的大学精神，尊重各种观念，鼓励思维发散。最后，加

强网络利用，摆脱地域限制。随着共同体理论的发展

和网络的普及，共同体成员实现了由生活在同一地域

到成员关系的“脱域”。由网络连接的共同体成员可

摆脱距离的限制，对同一主题进行沟通交流，甚至可

以网上完成一些活动模拟，像“网上交流和在线帮

助”“专 题 学 习 网 站”等 都 为 共 同 体 发 展 提 供 动

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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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专业经典名著导读”课程实施探微

——以山西农业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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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业经典名著导读”课程作为通识课程的一部分，是专业课程与高校改革创新相结合

的产物。然而，许多高校开设的“专业经典名著导读”课程教学效果不佳。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

式，并辅之以师生共识的课程目标、精选的教学文本、全程性规划指导和广泛研讨以及过程性的

课程评价，可以达成师生共同成长的课程实施目的，是一条适合专业经典名著学习的特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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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原理。

研究课程实施问题，对凸显高校办学理念,衡

量教学条件与管理水平,促进教师专业成长与学生

综合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就课程实施涉

及范围的理解有广义、狭义两种代表性观点：广义

的课程实施是一个将预期的课程方案付诸实践的

过程，在此过程中将涉及国家、地方、学校、课堂等

各个层面。狭义的课程实施就是教学。持此观点

的人认为课程实施就是对课堂教学的研究[1]。 本

文立足于狭义的课程实施，通过对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教育管理方向）专业“经典名著导

读”课程教学的反思和体悟，探索了提高该课程实

效性的有效策略，以期为该类课程有效地开展提

供借鉴。

一、探究“专业经典名著导读”课程实施的缘

起

（一）探究的重要性：挖掘“专业经典名著”阅

读价值

所谓“经典”，《辞海》中解释为：“最重要的，有

指导意义的权威著作。”“经典名著”就是泛指那些

超越时空局限，具有持久震撼力和权威性的著作，

是先贤圣人对人类自身和社会问题的精辟概括和

升华[2]。它具有时空的超越性、解读的多元性、内

容的独特性和价值的永恒性等特征。而“专业经

典名著”，通过对“经典名著”的外延进行适当限

制，使其具有数量的相对有限性，仅指与某一专业

相关的书籍，如，公共事业管理（教育管理方向）专

业的经典名著可涉及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哲

学、管理学等相关领域。它既不像某一类经典名

著（如教育经典名著），因涉及面过窄而单一局限，

也不像广泛的经典名著因数量庞大而使师生选择

时无所适从。积极引导学生阅读经典名著不仅可

以增进其知识的融通、领悟力的提升，而且能够使

其在古今中外风景的穿梭和智慧的领略中拓宽文

化视野，进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瞭望现世风情，

会更加明确自己的价值立场，更加理性地做出价

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会从不同的视角更加灵活和

从容地处理专业内外、个人社会等问题。这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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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为承载以上教育意义的“专业经典名著导读”

课程开设和探究的价值所在。

（二）探究的必要性：填充理论空白、推广实践

经验

“专业经典名著导读”课程实施探究，是填充

该领域理论研究空白的需要。通过对已有文献分

析可知，从内容上讲，以某一专业为基础去开展

“经典名著导读”课程的研究并不多。已有的研究

要么从某一类名著着手，如《让教育名著“活”起来

——上好教育名著导学课》[3]、《<中国史学名著导

读>课程的教学实践》[4]等；要么从广泛的经典名著

阅读着手，试图把经典名著与通识课程、永恒主义

教育联系起来，如《西南大学名著选读与永恒主义

教育理念》[5]、《“经典名著”融入大学通识教育的理

性审视》[6]。尽管有些研究对“经典名著导读”课程

的实施提出了一些有效的建议，但是没有从整体

上构建起一套完备的体系和模式。笔者从案例分

析入手，对基于专业的“经典名著导读”课程实施

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构建起“三环节五步骤”的

教学模式，是对前人研究空白的填补。

从课程开展的实际情况看，尽管许多高校的

文、史、哲相关专业纷纷开设了“经典名著导读

课”，但实际效果大都不佳。究其原因，除了师生

对专业经典导读课的重视不够、大班课堂教学等

客观条件的制约外，主要是课堂教学组织实施不

到位的问题，目前存在“不加指导，放任自流”“以

讲代导，越俎代庖”“以练代导，费力不讨好”等现

象，严重偏离了经典导读课“导”的初衷，违背了课

程实施的价值。因此，探索适合专业经典名著导

读课程实施的有效方式，是发挥导读作用、引导广

泛阅读的关键所在。

二、“专业经典名著导读”课程实施的案例展

示

山西农业大学公共事业管理（教育管理方向）

专业经典名著导读课，以“原汁原味读经典”为宗

旨，以“师生共同参与”为保障，以“百人共读百部

经典，促进师生共同成长”为目标，从改革单一的

评价机制着手，尝试“师生共读，学生报告，全体教

师点评，现场即时互动，博客异步讨论”的方式，圆

满实现教学目标，逐步形成了经典导读课别具特

色的教学模式。

（一）“三环节五步骤”教学模式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教育管理方向)（以下简称

“公管”）的“经典导读课”分为三个环节，五个步

骤，三环节为：课前准备——课堂实施——课后总

结；五步骤为：教师教学设计——学生选书、阅读

——课堂汇报讨论——课后反思交流——课程总

结完善。本课程采用过程性的多元评价方式，评

价最终结果以量化计分的形式呈现，具体实施过

程如下：

第一步：教学设计。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概括

为“四设计”，即：明确课程开展的目的、意义，确定

教学文本——书目的遴选，选择合适的组织形式，

确定评价方式、细化考核指标。这一阶段，首先由

担任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课程的 5 位专业教师

在共同探讨的基础上，从众多中外经典书目中选

出 43 本书籍，大致规划课堂组织形式和评价方式，

然后由该课程的主讲教师广泛征求学生意见，并

与学生一起制定具体的评价指标，最后公布完整

的课程实施方案。

第二步：学生选书阅读。5 位指导教师各自

推荐不同的书目，每人大约推荐 10 本，学生可根据

自己的兴趣选择，同时也选定了自己的指导教

师。在课外阅读过程中，为方便学生及时解决阅

读中的问题，加强对书的理解，指导教师每周找固

定的时间把大家聚在一起进行交流，共有 7 周的读

书时间。课程考核实行百分制，其中自购书（借

书）10 分，小组成员合作交流、互动状况 10 分，读

书笔记（不定时抽查）10 分，读书数量情况（读完

否）10 分，本环节得分由各指导教师自评。

第三步：课堂汇报讨论。5 位指导教师共同

听取学生的读书汇报，可提出疑问、建议指导等。

在形成读书报告（8000 字以上）并提交给评委老师

的同时，学生以 PPT 的方式把读书心得呈现给大

家，既有对书本内容的总结，也有自己的思考与质

疑。教师和其他学生（尤其是读同一本书的学生）

可以对其进行提问，本人进行答辩。课堂上大家

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整个课堂气氛加热烈，充满

生气。读书报告 25 分，PPT 制作展示 10 分，本环节

最终得分取 5 位老师的平均分。

第四步：课后反思交流。课堂上的时间毕竟

是有限的，作为教师助手的各班级委员早在课程

开设之初就建好课程博客，大家把各自的报告内

容及思想火花上传到博客上，师生们相互评议，在

评议中反思交流。博客参与 10 分，各导师根据本

组学生参与状况自评。

第五步：课程总结完善。每位学生在课程完

教 学 研 究 与 课 改

71



双月刊双月刊 2014 2

C HINA AGRICULTURAL EDUCATION

结后，形成学习体会与课堂总结，大约 500 字左

右，也上传到博客上，教师和随机地抽选的部分学

生参加研讨，就后续课程的教学工作提出完善意

见。课程小结 10 分，由各自指导教师评分。

表1 课程实施及评分量化表

（二）一以贯之的课时安排

本课程的整个实施过程是一以贯之的，具体

课时安排如下：课程因考虑到学生基础知识的积

累等原因，设在大三上学期，总共 36 课时，一次课

两课时，即 18 次课。第 1 次课介绍此门课程开设

的用意和大致的实施安排，征求学生意见并与学

生一起制定完善的评价指标，形成完整的课程实

施方案。第 2 次课，以某一本书为例，介绍经典名

著的阅读方法。第 3 至第 9 次课共 14 课时，不再

集中上课，为学生阅读时间。但每周指导教师必

须召集各组成员见面交流一次，一是就读书的进

度进行追踪，二是对读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

及时的指导。第 10 到第 18 次课为课堂汇报环节，

因其随堂开展，每人报告和讨论、答辩时间控制在

10 分钟内。要求汇报完的学生及时把读书报告、

思想火花及学习心得上传到博客上，供老师学生

交流讨论。最后，再留出两周的时间进行课后交

流，在第 20 周时，各教师统一检查博客交流及课

程小结情况，做好最后几项的评分。

三、专业经典名著导读课程的实施效果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经典名著导读的课程实

施，改变了传统的以讲代导的教学方式，形成了较

为开放的教学体系，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实

现了更加自主和个性的发展。教师也实现了由

“主讲者”向“主导者”，由“演员”到“导演”的角色

转换。名著导读课程引导着师生共同成长和进

步。

（一）专业经典导读课，导出学生自主、个性和

终身发展

专业经典名著导读课的目的不在于让学生读

好一本书，而在于让学生学会读书的方法，体味读

书的乐趣，实现自主发展、个性发展和终生发展。

课程的开展也的确达成了目的，虽有教师的全程

引导，但从选书到阅读再到最后的报告，都是学生

自主选择、自主学习、自主发现、自主探究和自主

创造的结果。习惯了被教师“牵着鼻子走”的学生

在自主发展的过程中的体验是“痛苦”的，但在这

痛苦的摸索中，学生收获了自主发展的能力。在

最后的课程学习心得中，有 70%的学生都提到：阅

读及报告的过程是艰辛的，但是在课程结束后看

到自己课业成绩的一霎那，内心充盈的是满满的

收获与感动。

在名著导读课程中，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

择教育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的书目，多样化的选

择，彰显了学生的个性，引导着学生走向更加多样

化的发展轨道。有位考上心理学研究生的学生

说，自己原本没有考研的意向，更不明确自己到底

想往哪个方向发展，最后选择报考心理学专业，很

大程度上归因于自己在名著导读课上读完勒庞的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后产生的兴趣。

名著导读，引导学生们体验“读书好”的乐趣，

使其养成“好读书”“读好书”的习惯，为学生终身

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导读课将引导我们在长期

的阅读过程中，将读书变为一种生活方式，引导我

们摒弃外界的喧嚣和浮躁，走向宁静致远的生活。

（二）专业经典导读课，导出教师角色转变和

专业发展

在师生一起探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们情不

自禁地进行自我反思：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真正

地走近学生，更没有发现他们无穷的潜力呢？而

今，教师们意识到学生是丰富多彩、潜力无穷的，

会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给他们更多自由发挥的空

间。教师经常与学生一起探讨，共同学习，逐渐变

成学生信任的“好伙伴”，变为“合作者”和“平等中

的首席”。

实践环节

课前准备

课堂实施

课后总结

学生活动

在领悟课程设置
和 程 序 的 基 础
上，根据自己兴
趣选书、购书、读
书（ 笔 记 及 交
流）、PPT 制作

汇报者：提交读
书报告，进行读
书 汇 报——PPT
展示，进行讨论
与答辩

其他学生：听
取汇报，大胆提
问，积极思考，参
与交流

参与课后博客讨
论，及时小结

教师活动

根 据 现 有 条
件设计课程、
遴选书目，教
授阅读方法，
指 导 学 生 合
理 规 划 读 书
进度、科学阅
读，调动学生
积极性

引领师生、学
生 组 内 组 间
交流，加强师
生沟通，进行
课堂调控

创 设 讨 论 交
流 平 台 与 情
境，鼓励大胆
发言，及时总
结、完善

评价元素
及量化

自 购 书（借
书）10 分

小 组 合 作
互动 10 分

读 书 笔 记
10 分

读 书 数 量
10 分

读书报告 25
分

PPT 制 作
展示 15 分

博客参与 10
分

课 程 小 结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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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经典导读课程的独特之处还在于调动了

本专业所有的师资。这不仅是课程开展的需要，

更是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必要。本专业 5 位教师

中，因年龄、教龄的差异，教学经验也存在差异。

在导学课开设过程中，教师们就课程开展的问题

在一起交流、观察、学习，在实践过程中反思和进

步，尤其是对于年轻教师而言，是促进其专业发展

的有效途径。

四、提高专业经典名著导读课程实施效果的

组织策略

经典名著导读课程的开展成果之所以如此显

著，得益于其课堂组织过程中具体策略的运用。

比如说，师生能够通过交流达成课程及发展目标

的共识，教师能够通过选择大家感兴趣的书目、提

前告知学生评价方式和细化评价指标等方法调动

学生参与的积极性等。下文将在总结经典名著导

读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上好该课程的组织

策略，以供参考和借鉴。

（一）加强交流，达成师生课程实施目标的共

识

“共识”，即共同的认识，师生之间达成课程实

施目标的共识，是课程按预期理想开设的基础，也

是促成和谐师生关系的前提。教师在制订课程方

案时，不仅就书目的选择广泛地征求了学生的意

见，而且与学生一起制订了细致、完善、可量化的

评价标准，课程实施的目的、意义、计划、要求等也

达成了一致的认识。这样，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师

生的思想和行动才能保持一致，师生、生生的密切

合作，相互理解，使课堂教学顺利进行。

（二）基于兴趣，选择适宜于学生阅读的书目

文本对于人文科学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不仅是

作者凝聚意念、呈现意境的场地，也是最大可能贴

近作者个性意念并体验意境的惟一凭借基础，同

时它还是作者与读者不同个性意向视域得以交流

融渗的惟一依托体。[7]显然，在名著导读课程的实

施过程中，文本的选择至关重要。因此，教师在推

荐书目时，要在去粗取精的基础上做到难度适中，

也要使书目的种类尽量多样化，以满足不同个性

学生的需要。学生在选书时要基于自己的阅读兴

趣和知识积累，防止出现“读不下去”的现象。此

外，如有自己感兴趣而教师没有推荐的书，在征得

教师同意后可加入书目。

（三）全程指导，实现他律到自主的积极转变

教师全程指导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严格监

管，不是隔离于学生之外，而是融入学生学习情境

之中；不是专制者，而是“平等中的首席”。教师在

全程参与和指导过程中，要针对学生读书方法存

在的问题给予及时的解决；要创设和谐、友好的研

讨环境，使学生有话说、敢说话；要及时交流解决

学生读书中遇到的问题，引导学生对书目循序渐

进的把握。教师的全程指导，有利于学生把握读

书进度，提高读书质量，让学生在读书的道路上少

一些困惑、少走些弯路。教师的全程指导，为学生

的终身发展提供一种方法论的教育，为学生今后

的自主学习奠定基础。

（四）广泛研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专业经典导读课实施效果的凸显得益于师生

间广泛的研讨。通过信息在不同个体间的平行或

垂直的传递，不仅解决了个体读书过程中的困难、

疑惑，而且实现了“百人共读百部经典”的群体目

标。此外，广泛研讨也间接地促进了个体及群体

间情感的沟通和交流，使组织关系更加融洽，尤其

对于人格平等、民主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的确立

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种轻松自由的组织环境使

学生能够畅所欲言，在此过程中获得一种自我确

认感，进而明确自己的位置——课堂活动不可或

缺的一份子、知识的自主建构者，有利于学生主体

作用的发挥。同时，借助博客等网络信息技术，可

以使研讨突破时间空间限制，发挥更大效用。

（五）过程评价，激励学生深入阅读，精益求精

教育评价是人才培育的指挥棒，专业经典导

读课的开展要想取得实效，就必须打破单一的、死

板的、终结性的课程评价方式，转而采取创新性

的、多元化的、动态的、发展性和过程性的评价方

式[8]，进而将量化、具体的评价贯穿到课程的各个

环节，促使学生不断规范读书行为，深入阅读。除

量化考核外，教师还应该对整个课程学习予以有

效控制并给与学生适当的即时的激励，促使学生

更加深入地阅读，做出更加精致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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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ight autonomous learning skills in the digital era, namely, aims and plans, process monitoring, result

evaluation, resources and methods, teacher’s role, peer’s role, and importance attached to the Internet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ies in learning, our survey found that learners are well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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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Development of“Introduction to Specialty Classics Reading”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jor in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IU Xin-Yang1 HE Yun-Feng2 GUO Xiao-Li2

(1.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030801,China;2. Shanxi Agriculture University, Taigu 030801, China)

[Abstract] As a part of the general curriculum, "Introduction to Specialty Classics" is introduced to meet the

need of the curriculum reform and tertiary education innovation. However, this course is not well developed in

many institutions. The way-out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includes the exploration of new teaching model, the clear

and well accepted definition of teaching objectives, the selection of textbooks, the guidance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the evaluation of teaching in the process, so that the general purpose of the course aimed at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n be achieved.

[Key Words] Specialty Classics; Introducti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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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ementation of Ori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Colleges Course--Taking Shanxi Agri

cultur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Shi Baohui, Jia Man, Hu Yingxin, Han Xixuan 

(College of Public Management,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gu Shanxi 03080 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llege Curriculum R eform continues to cl imb, the drawbacks of the traditional curriculum implemen

tation increasingly obvious to find a more effective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is imminent. ·Taking the Shanxi Agricult ural 

University as an object on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cu rricul um implementation profound analys is, discussion, it noted that 

the poor performance of the traditional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and a concrete man if es ta tion of reason, then put forward 

the advantages of" creation oriented" curricul um and specific path, but to promote" a student orientation" better imple

mentation is a long and complex process tha t requires school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work together. 

Key words: Curriculum; Faithful orientation; Creation oriented 

~~.fil~m~ ~ww~•~~*fi~~~ 
~~.ww~-~*~~MWW~ffi-~~~ 
¥.WW~ffi-~~ffiMWW~ffirlW*~~~ 
~~~~R~~~®~~fflm~ww~.•~* 

~~MWW~¥tt~~WW~ffi~~**~~~ 
~~~oo.~oo*•· ~#.nm~~~A~~ 
m=#ww~~•~= $~-~,ffl~~m•~ 
R -€:U'±.*~ ciJ. ~~xJ\Ltlill!k: TtJfj~JJffi:* ~ 13~ 
$*¥:ft . ~ 20 fil~c 30-701¥1-t, tJfj~JJffi: ":t, 
~-~"~~*~~ iliffiSM~~~m . ~¥~ 
-~~g~~ffl~~ttff$~ft*.~€$~
~WW~ffi~~-~w.~~TW~OO*WW& 
-~~m~~.mffi~~~~.Mffi•ffl ~~m 
l&ffl B lVl: 201 5-05-15 

-~~~'±.-~~-ft.&~~OO~tt~WW~ 
ffi.~m~ttff~~~.*~u*~$~-~~ 
~.~~~~~~~~00ttff~£~~'±.~&~ 

~~~~w~~.*~uww~~*$~~~M 

•. M~#~ttWW~ffi~~-T~~~~~* 
~.#ft~¥~LM~ft~~e•mfflm~~~ 
m~~~•.m~~#~ttww~~~&¥. 

t. * fl3t t3Z if ti :JJ; ~ ,~t :JJ; lf?- fiiJ at 
~ :jJ; [!) t]f 

(-) ~~il~~Jjt;~~ 
lfoJ ;gf T fttlHLl $'±.ft tl 1tt L, ,R ~ 29 % 

13~ $ '±. *~ ~ Jl Pfr ift, 6 7 % 13~ $ '±. :fl.txf {it( fij ~ Jl Pfr 

f'~:i!\'ml:ir: -Fi'i::'!i( Cl992-l, 1,1; ClY-.l, llJlt!fif1lJIIA o FHf 0 99 3-l, 1,1; UY-.l, 11Jlt!f:::lcJ]l(A o i\-Jl ~ ,C_,, 0 99 4-l , y UY-.l , lg!J:/t i 1.: rY-. 

A. ilil'ffl"'ff 0 994-l , 1,1; UY-.l , ll1N~:!Ji\:A o X:i'itER1h!!!fitff\t~ITIJ:,'cnli;, :;iglliJ~fililikft1L 
¥:i:19l §: ll1l1!i1';i'?i1; ~$:t:id&crs1JJ(i'jt:Jyj§ ( g, 20 15032) 



~~~~~~-~~·~~~~~¥•~~n• 
±m·~~mM•~mM%X~~±~•·w~ 
~~m±~~~-M 

1
-~~%~--~·~~ uwwa•~#mM~#~ww·w~~-~~ 

-~fil·~~~ffi'*~fil·~~~~fil·~~ 
~'¢' cn°flli¥~~it*Htri 'z-g 1 [(.i:'lWjiW~~at 
M~m·~jiWfflfil~~~-~filMWW'~#
~filM~~W~~~~~¥W~W~filP~~fil 
MW~~~~~[(.i:W~~filMw•·~~~~~ 
0%E~m~W*~filMW¥&~~-~~ ·~ 
§~~mw•~mM~~w~~-~~·mp~ 
-~filMYW~~'¢'~~~filM~~~~'¢' 

~fif-f 4$ alt'!-~~*~ C!:J '6JI ~ '$
1 

• -=-

o ~-~~--~-~~~filM@m%• 
m~~~~~M~·~~~murn~~ijm~• 

~~m•~~~'¢' ·~-~~m~##P~ 
0 

~~r,e~¥~•~~~ ij -f!t 
r,1 cf'!-tl¥ % ~ *-~ !iii± Di ± 0 !:k P 0Ui ;$ • !:Pjjr'fi 
m·~fi~@-~$W~~IDW*~fr$'~fil 
~~~*-¥•~m¥ili~~*~-~~ '~M~ 
MW~~~~~ ·~~-~M~'~M~~~*

n~~~~-~m'W¥Y~~$TI'¥~~~ 
M•*m~rnWM4@M$·~-$~~~ 

0~¥fr$~~*-¥•±~± '~¥~@ 
~ij 0e :tr::!=~ *1-~ M ~ $ L ,Yil )W ' -'Jr c:~ ~ft'.• ' !l!(! 
•rn~~¥ffl*-•~m~0$~~¥~~$TI 
'lli~rn$'~±~-~W¥ffl*-•~"$-W 
:.= ,, 0 * f.taw 11 c,e ":tr -1,sJ :.= ,, ~ *1-, ~ *' , !l!(! 
~~~T~M~m*~•Y¥'~¥~~fr$~ 
*-¥•~±¥ffl*-•~•m~~•m~~*' 

~N~~$m'~¥~~
0

~~~~§$~~

f$ofi '~¥ c,e ~¥~!l!(!t~ Ef~911tlf ~El&if·':1
1
0e ~f,!'. 

~z~~M··~*~~»kfr$fiWWiliW~ 
?fi~_qJ(!f,,e!tJ:l.f'~~ u;ipmg SWBljJ!M_ '~~ 

0

:fij, 

~mr,,e~¥·':l'¥~$£~J~!l!(!~alPW~~mt1-L m 
~1-¥H!1t~r,,e~.1_itczi" 0 ({~ij·':l

1
¥~¥~$@fil/ifr 

~~m!l!(!~ , ~·':1
1
¥~'.?i"ff ~~:!7'!l!(!~~~¥~ 

•':1
1
¥#-~-if~~D}~:k::!l!(!~ 'E?--~~~9[Jy~ 

·~~~~¥~~wrn*-•~Mv~rn~~,, 
-~~~~~M~~#~-~~~ l~l 

0 ({'¥·':l' ~tn1rm!l!(!• 'it 
~¥~ME~N~~~~W'#~~filM%~ 
*~•M'filP~filM~~~¥W*~filM~~ 
~~-~·W~~~mMmw•m0~~~~$ 
~~-~~-~-·~~~-~~~WWlli'~ 

Z~M~*~filM~W~&WY~mw•·w 
Y&~-~-*~tl$$W~#filM0~¥fr 
$~~$¥-~±~ID¥~~-fflYW~~¥# 
-lli~EiJ , ~ r¥J r,,e fr $\lff ~~*' ~ ¥~& ldd 

lli~'*-•$-$YW~-~9~W ·~~~W 
~±ffl4$~,~~o~~~~y~~±~'~ 

¥~ij~¥M~~-~%I~~ 
1
~-~W~ 

~j~~cf1-tl¥*5ttk '~ll-~fi'.i}~ij_tl!(i-~ % I1 ! ~ 

~~w~~~~&~*-W~$~·~~tt•rn~ 
~11-Nfie!l!(!'.$%9Z ~ 1*'1'¥~-'ft!:kP$~ '~rl 
~w~~'?f~~~~tf.!-!l!(!'.$C,e%z9 ~ 0k~X~ 
'~l¥*$~~iH!1')(.lffW¥~4e!l*1 '@W$~YW* 
~#&··~~m·~~~w~~-±$ 0~k 
~~~~±~-W~&~~ffl·~~*-•"¥W 
~"rn~~*-•·m~•Wffl4*-•~~• 
~~~~a ·--~M~~$·~· l=l 

~$~-~-·-·¥·$·-~ (~) 
0

~¥~[{~~~-~~~$L~~T~& 0~Wrn~'fflW*¥ ¥Wm~~~fu±'~ID·~~~~~~~~W 

~~~Mw·~-~~fr*-~ijW-·w~•~ m~~m*~m•·~~~*-~~~~'¢'~0~ 
oo t,g:r,e ~*-fkifiJ.~ '~'*~~.fW-4e !l!(l~W Y°d1@·7-!i& ?f-t wx w ~~~fr*' r,,e *'~ ~~dl ~ *tt~t?E~ 
~filMfil~~~·w~~~fi@•±~~~$M $'~¥~~w~~~-~~~$L~~·~± 

·mx~T:!7'~~w·~•#~#•~-~~~ ({~~~~({~•m~hltl¥~M%'~•rn~({ 
~hltl¥~~•·¥•~~~~'¢'~~m•~ •~~*-fil~¥»*-•~•~~~~'¢'·~•m 

0

~¥~~~~~~~~$£±~±·~~~ ~0•m~¥~~-~$~%OZ~M ·•m~ 
TW~W--~~~Z~*-~~·0·~~·-*~~-~$~%9t'hltl¥~M•m~W~-~ 
'!~Hi L ~~!I!(!'.$ -J:!X ~ *' ~ iliL~ ~ ' • fH[J, ' • *' r,,e % ts 

O 

~J $ r,,e % ~ ~ izrn@ 2 ij ~~Mk ' ~ ft 
-~~N~'.$±%~$·m~~w~~~fr$¥ ~~~*'1-~M[J}~$'~MN$WYW~$% 
~YW~$~~WU~M~T·0~·M··g *~#&M~~~fil-~¥mm~~W~~·~ 
M~ffl~$~~$~'MI~Mfr$~~$Efil ·~-ffl~0~~VWrn~~$~%t~¥'ffl 

IS 



52 

~aww~ff.tt~R~$~~~Bwwtt~ . 
E~~*.tt*m*$~-~ITT~~~~~ 

ffl-.•~~£~mtt~~mtt.$~•~ 
Wfi~ffi~*WW~*Ntt%ITT~ffffi.ff, ~ 
-~~fiWfitt~ITT-#~ttttfi . ft~ffl~ 
T,ti~*~Wfitt~~*ftW~~*fiti~m 
~.ffi~~*~~~•~mm~mITTM~ff•~ 
~tt~•.~•~-~~~~w~•~•~.~ 

~.Mti~~ffittITTffi~*-~~~Ttt~ m~ 

ffl=.•~~ww••*~ITT*•.$~• 
~Wfi~ffi~~ww••*~~~-ITT M·~~ 
~. ~-~~*··~~~WWR•TWfi~ffi 
ITTffi*·~·TWWRmITTH~.~~Wfiff~ 
~ilfi~ffi*• 1 rJI!.itmxttt:J~t:H~~~a.c•J 

ffl=,tt~~~tt~fflITT~~.~--~ITT 
~w.~m~~it1sJ1t~tj(±m~33 niiJ=!., ~-~,c.,, 
ITT~~~#.ftWfi~ffiITTttfi~,ti~~-~ 
m~ITT~ft, ~Nit~. ~~~. ttl.fi~fll'JI~ 
$~$33ITT~*~·•M9ti$m~ITT~#*fi 
~~-.$~·~Wfi~ffi~ ffi~fi~*~~ITT 
ww.~~ww~ffi~~m~~ttw.tt~m~ 
~~fiWfi~-ITTIA.~#·~~~T-~W 
fir!L¥~JiJr&,~i'!"Jftijrpi'!"Jf~f,c.,,~~JJ, ~liJTti 
~~~tt~&~~fflITT~-.~~fflT$itMnI 

ffl~.$it~~tt~fflITT~~.Wfi~ffiITT 
-~ftT~*$it~~-~~~ITTA. R~~* 
~$it~tt$m~ITT~~.~*~$it~$33ITT 
~~·~*~m$itITT~~~~tt.~~-~~ 
mtt$~~ITT~~ .@~$~-~Wfi~ffi~~ 
T$itftti$~ITT~~tt~&.~~$it~ffi~ 
*$3:IITT~~. ~~T~~~~ffijJ~~~$ 
33 ' }/j;i, ~ i'!"J ~~ jJ O 

•~~~*~,ft~~w~tt$~.~~$ 
~-~~~-~ITT~~~ffl$.~Wfi~ffi~~ 
~~ITT£:zls:1ffii'ti'!"J~~1M, - ®-w1ffjJijjRJIJ~_t~ 
&~£-~ITTti$~~. ~-~~~K~M$ti 
~fi~ffi~itITTM~m~.~- ®Wfi~ffm~ 
·~.$it~~#WITTAAWfi~-ITT~~tt. ~ 
~OO*~ffi~#~~~%ITT~~-ff~· · ~_t 
~*~~ni. ~®m*$~•~ww~ffiITTm~ 
·~ft$,ffill~*•~oo~~~~N**~· 
~~~M. ~$~•~Wfi~ffift~#fiN_t~ 

~~oo••ttffA~~~ITT~~ . ~mAAITTWfi 
r!L¥:n•~~:k~JiJr~. 

.::. , ;tt#-~ tt 1J {l ~ ~ ,g1J 1. 1fR. M e'9 
17t ~ E3 It 11 

( - l 11t fk5t ;j:Jf 

tEl*Rt-1-*~. § -ru-oo ~>'i--'ilifjjj,l~~Buit• 
~~Wfi~ffi ~rJI!.ffl,**~•~ Effl . Wfi~ 
it*~ffiWfi~ffi~~~it~~~~~~.it~ 
AAITTtiff,ti$~~ITTttfi . ft~~ttfi~.W 
fi~~~~Wfi~-~~%ITT~ff,ffi~m~~ 
itit~~~ ITTIA,A~fflm~.~tt~~~ . 
~it-~ITTtt~~~* ~ft =~ffi:ffl-,Wfi 
~it~~"Wfi~~a".Wfi~~-~¥~• 
M*•*ITTWfi:k~.m~~-~~ITTtitt~~ 
W*,~~~Mti~*firJI!.JiJr~~ITTffim~•~ 
ITT¥m, ffi~-~~$it~ffittff~~it~ITTti 
ff~~~nI*,WfiftWfi~ffittfi~~~filT 
-~~~.$it~~ITT~&.m~mT~it~~ 
~li~~~ffl;ffl=,Wfi~it~~"ti~~W 
fi" . ftWfi~ffi~. -~~~~ffi~~ITT*R 
~-.~~~mITTWfi$~·~ITTffi· ~~~
:zls:~ITT~~ . WfiITTa¥~ti~"~$33"ITTtt 
fi,WfiITTff~m-~9ti ~ ~ ~ITT~~~-. 
m~~~ITT~-.m~JiJrfflWfiITTff~. ~~
~~~-ttfi~~ffiff~m~ffi~.--~$~ 
#.&m~. ~R•~•~ITT~a~ .ffl ~ .w 
fi~it~~~~~it~~ffi~~~.~~M~~ 

~K-~ITTttfi, ttm9~- # ~~ .~··~ 
~ .fll*ITTffi~~it*~· gm-#~~fflJJITT 
w~•~·~*~~~itITTfflmtt.m~$itITT 
$ ~ ~ ~ ~w~~•· ~ $itft~~~mITT~m 
~ £%i'l"J # W~ mfflnliJ=!. . csJ 

(=l ~;OOi~~.2 

ti$~Wfi~~ITT~¥~~.~~MWfiff 
rJI!.~~~Mti$ITTffrJI!.,ti~ti$fi~A~~ffi 
~W._tW.~~~~.~W. . ~~~~tt$• 
£:zls:~~. ~~Mti~~~ITT~ffittffrJI!.~~ ~ 
Wfi~ti$&¥~~~-ITT¥~.ti$ffrJI!.ITTa 
¥m~~~tt•~~~.~tt~.Att~.~~ 
t:JA~:zls:. **~$it i'l"J~,C.,,~ffi~-~~,c.,,, 
~-~ITT~~~•~*~·*m~•*$#mITT 
ti$ffl~~.ffrJI!.M~~.Wfil•-~ITTffrJI!.ffi 
~.~~-~-~ITT~~~fflK~~-.~tt* 



(!O) O!OZ. fil~,w!i,!~!!!$::'f "[fJ 'K-S§;-JJil:sjz '!i)(l:'(i;@:l!itl.<)Jl\lJ';f:lr,!} 'iI/'K~ '<¥:¥!Jc [SJ 

·so·110z[e.l:~M.~meicj, [[] ·-~lll'~Jl\lJ';fl1!}:f:l.<)Jl\lJ':t;'¥ '!i)(l:'(i;@:llit ·~if¥ 'f:t,[1~ [vJ 
·10-20-v1oz 'llil:#1,§;-~~ 'YHf~l]~ifi!f4Hl''W~l'X!f'.ii).[l:'(i;@:llit ·w~'1Jli ',i-'3¢ [£] 

·sz ·~:kl ·sooz '+HIJl\fl:;f.;if!M.~ 'W:1~ · t!W:::'f± '[wJ ~lf;r#-\'frfi~M.~--'Y¥?:;f.; 'JM..L~ -~1¥1 [zJ 
vv-ss '<Zl '6ooz ·m11;ri::~¥'.llt!l!lfil!.J '*!'.li '[wJ ~ilit4~·'Rr,!} '@:lli1§;-Mi~ -~,fist [1J 

~ ~ * ~ 

0 

~!::~:Ci wf ~H;/, f~ ,.ij:?.? 
-~M~~~·w·?.?-~MM~:Ci~m±&# 
·~-~~W~~~=~:Ci~~ '#W~~~~ 
~-:CimM#~lli~~-#~'&~~~·~~ 
~~·~~-~OO~$~~±hl•$~~?.?¥rn 
·mwm~u~~~~•·•~±ffl~?.?•~~ 
~~u~~~±~o~~~~~"~~~~~" 

~"~~:CiW~"Y~E±lliY '~±~~~ 
~~ti~,.ij:~~=·~~~~W~~~:CiW•:Ci 
m*1<3+± 'Y:1W 

0

f:-!:i-i'!IJW,f1:f:gj~nrUEI ·~:e~ 
~~mm•~*~?.?~~•u~~-~~~ '& 
M[g]W~~~WmM~~~~?.?~~-~~·~ 
w~~~~MmM~~?.?~~--~~~•:Cim 
M~~±~ ·~-~Elli~'MW'~~~~¥ 
m~~~~~~-:CimM~E:Ci*

0

~~~±~ 
hl~W**~mMUlliYL~N~·ma~-~ 
~~'**~·:CifilMWu~~~~n-:CifilM 
~hl~~•wv·mm~±~*~mMa~ 

O fu~~#.f: 
~~~~~~~~~~*W~~~•~m-~¥ 
Y¥~rnoow·~~~hl•fr?.?~ti~~~EW 
~~~-~~$-·hl·~~,.ij:V~?.?~~~~ 
, ~fl:JT 

O 

~~~*~?.?~e$~@~ '~[gj~~e fr 
?.?@~U~?.?fil·~~~~M~~P~fum1fil 
~M~*~@~mhltiij~~-~?.?P~~~ 
~¥Y~-~~·~~@·~~~~-~~~~ 

?.?~~:f:@,.ij:MW
0

~W~fu~~ID~$~UW 
~·x•~*m•w~4UW~±~~~$~?.? 
·~mp~~~

0

mP~$~W~~?.?~-·~ 
~~mM~~*~?.?@~·~~w~~~?.?~~ 

WEM'mP~-~-~YW~#filM~~-~ 
WE±?.?•~M

0

W~m~@W?.?•YW~,.ij:~ 
WE~~hl~~fil~~,.ij:-lliW'~~-W~~ 
••~w±~?.?

0

Y*~~•~@w~M·~~ 
*~-~~MfilM~WE'$~~fr?.?~M~?.? 0

g~±~W*~~~filM'filP~~~~-~ 
•w~#W~~-~?.?~~•ww~~&~mM 

£S 

~~-·~~~~~~mM'fflW~$~W 
ffl ~*~~[gj~~e fr?.? 

@~fl<'.~?.? ~ 'ilf.f: '~~ fr ?.?1}:M:$~ M "£ 

~ij~~~~~ij~•·~~~m~N~~1w 

~wtt~•±~~·mrn~~~~·ffl~~~ 
~•w~~tiij~~ 

1
~:Ci~•~•~m~·~ 

-~¥~?.?-~filM~~1~~hl~tiijg~~ 
~~E~-*~MWm~

0

~N~ij '~U~ij 
YW±·~~·~u~~~~?.?'*¥mM~Y 
W:f:·~~±i~M~-:Ci~~Z~#&~mM 
%·~-~~·~~mM~@~$~M~~±~ 

-~~~~mM
0

~Y~±~~~¥·~y~~ 

E~~-~-MW'lliE~~~YW'X-~R 
~~~m•~mM~~~~~~-~~¥·~~ 

•m~m~~Em,.ij:v·w•~•~•v&M~ 
··~~

0

hl.?.?ij~~fr?.?ij~M~W~~?.? 
mm·*~a~~,.ij:~~w~~~*~~~$~ 
•rnfu~~~@~~~±?.?•$M$W~~'# 
*~,.ij:~lli~M~~•wn-~~*

0

~m~¥ 
§ffiffl~W~•mMUW~~~~~-~~ ·~ 
W~~~~__ij:00~-*~~~~~~~~I* 

w~·~~~~tiijmm·~~filM'?.?•~ 
-~-·hl~-fr?.?~±~~~-,~~~*$ 
V

0

~~~~~~~ffiffl~-U~~filM'•~ 
~[gj±a,.ij:~~-&~mM-[gJU~~~-[gJ± 
·~~~~~~~mM~-~$W.:CifilM 

~~~-~!l!(I.W?1} 'ol •• fi'.iJ-WHi+ ·z 
0

Wi:Cif~,.ij:4e~fi'.i}e:k*1@i-1' '~@ 
~~~mMYW~~~?.?~~-~-·~¥~ffi 
~¥~U$ij '~M~mhl'~~~~ij#-• 
~~$~fu~~E~B&~?.?rnW'~¥~ffi~ 
~~~-,.ij:'~ffi9TI~~ti#-~M~$ 

0

~-~~~filM~M~~~~Wm'W 
~~-~±~ '*W:f:•W~~?.?~-~[gj 

1
W 

~~~w?.?•~~•••·~•mM~#mhl 
~-~-·~·~?.?-~W¥&~'ffl~~M~ 



Ll.J iffi:lx~:k$:$:t& Cil11i~~~/t&)~l4~C~'DM) 002617 

J. Shanxi Agric . Univ. No. 1 Vol. 14 2015 

£ ;J\ fl~ ' yf& ti; ~ 

( LL!T!!i;&.illt.:::k~ 0~'!'~~Jl,t, LL!T!!i j(;§- 03080 1) 

1~ ~= ,;1,J.iai:{z±k'.¥' 117-t'.¥'1.JJ-iJ1J:t-xt~, :>i""iJr1 ~H1\,k'.¥' 1.-tf.atfaJ'if.f!l'.~di!4,tf.aiJ1'.,;J:JI!, eratfaJ:>i""!!ic.T--t 
•• atM'if.f!l'.·~~~. 'it.f!l'.~ *T-#'.¥'.~tt£~. ~,~~h~. ~a~~~~~-~~.f!l'. . #~~~~--~ 

ra~~~~a~•.~~ttff~k'.¥'1.~~#'.¥'~.f!l'.~'if.f!l'.••at~.•~*•at~~~m~•. 
~ililil: k'.¥'1.; atfaJ'ifJ.'l'.; xtX 
t:fl i!l:5t~~: G645 )t~ti;i..Rii~: B )t~t,ii,i~: 1671-8 16X (20 15) 01-0068-03 

College Students' Spare Time Management of Survey and Research 

Wang Xiaojuan, Wen Xinle i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gu Shan xi 030801, China) 

Abstract: For 11 7 students of Shanxi agricultu ra l univers ity , to ana lyze the problems exi s ting in the contemporary co llege 

students in terms of tome management, namely the tome distribution is not reasonable, time management consciousness, 

management method is not scientific , execut ive degree is low, its poor self-control, and sa tisfy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quo. To solve above problems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 tions of improvement coun ter meas ures , expecting to guide col

lege s tudents sc ienti fi c and reasonable management of their s pare time, improve the effi ciency of the use of their spar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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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College Students Extracurricular Life Management Using the Hierarchy of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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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ook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 ity for example and investigated students' whole situation in the 

form of questionnaire using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Analysing these problems and reasons and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from both school and individual, which hope s tudents can manage their ext racurricular life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meet their needs, and real ize self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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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众创时代，创业教育作为农林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备受关注。审视农林院校创业

教育的发展现状，发现在理念上对创业教育存在“形式化、表面化、个别化、脱离专业化”的误

解，在发展实践上存在“师资缺乏、课程单调、氛围不浓、主体被动”的困境。在对国内三种典

型创业教育模式内涵特质分析的基础上，阐释了创业教育融入“专业优势”的必要性，并结合

山西农业大学实践教学与创业教育的实际，总结提炼出了“着眼于创业能力培养”的创业教育

教学模式框架———“1144”模式，凸显农林院校创业教育路径的“专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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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趋势来看，培养具备“创业技能与主

动精神”，使“毕业生将愈来愈不再仅仅是求职者

而首先将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1］的创业教育

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面对严峻

就业压力，许多农林院校尝试以创业教育作为优

化人才培养方式、解决学生就业难题的一个重要

突破口。但从目前创业教育开展的情况来看，地

方农林院校创业教育的开展还存在理念与操作层

面的诸多问题，影响着这些院校创业教育的深入

开展。

一、农林院校创业教育的理念误

区与发展困境

( 一) 理念误区: 对创业教育存在“形式化、表
面化、个别化、脱离专业化”的理解

创业教育是系统工程，但许多农林院校仍是

将创业教育视为可有可无，或仅将其看作就业教

育的补充，只是解决学生就业难题的一种不得已

的途径而已; 或把创业教育视作是培养致力于自

主创业的人才，大学生创业教育被当成是企业家

速成教育，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活动就是成立
“学生创业公司”，培养“学生老板”，而忽视了本

应关注的“专业教育”优势和“通识基础课程”的

学习; 或课程设置只注重创业的基础理论与基本

技能，把创业教育主要局限于操作层面和技能层

面，结果是创业教育成了与专业教育相脱节的
“第二课堂”。与专业教育相隔离的创业教育，注

定成为一种形式化、表面化的应景做法。另外，许

多时候创业教育仅针对部分有创业动机的学生，

而非针对全体大学生的创业精神、创业意识与创

业素养的培养，这又使创业教育成为一种形象工

程、政绩工程，使专业教育中本有的创业教育特质

彻底丢失，专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未能体现

出创业教育的理念，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被人为

地割裂。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 农林教育版) 2015 年

( 二) 发展困境: 开展创业教育的“师资缺乏、
课程单调、氛围不浓、主体被动”

1． 师资缺乏。有关专家强调，高校的创业教

育相对滞后，师资缺乏是主因。农林院校虽为行

业背景高校，但其师资来源主要是“院校 － 院校”
的供给模式，师资类型单一，普遍缺乏符合创业教

育模式所需的专业师资。而且，受“985”、“211”
高校的“基础研究 + 理论论文”导向趋向的影响，

师资管理上形成一种脱离“农业一线”的科研趋

势，绝大多数教师都埋头于提学历、忙出国、抢项

目、发论文、争奖项，不愿走出“象牙塔”将所学专

业与农业生产实践作紧密结合，且创业教育所需

的经管类知识背景也不具备，难以胜任创业教育

的工作。另 一 方 面，由 于 学 历 和 科 研 的“高 门

槛”，许多具有实际创业经验的高水平人才却被

拒之高校门外。师资严重缺乏已成为制约地方农

林高校创业教育深入开展的瓶颈之一。
2． 课程单调。其一是课程体系不健全。要么

重视了创业理论实践课却忽视与专业优势的结

合，要么重视了专业技术技能培训却忽视经管学

科知识设计，顾此失彼，不系统、不完善。其二是

课程结构不合理。农林院校已有创业教育课程多

以全校性“就业指导课”为主，兼有创业教育课程

的部分内容，也有少部分老师开设创业教育类的

选修课程，但在整体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中缺乏必

要的创业教育理念在各个课程环节的渗透设计，

课程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性，显得结构单一且不

协调。其三，课程内容不新鲜。多数农林院校创

业课程开设者多为行政管理人员的“兼业”，对农

科专业实践中的问题和技术缺乏必要了解，也由

于经历、精力和水平所限，课程内容取材陈旧，缺

乏新意。其四，课程实施不灵活，已有课程的授课

方式以讲授为主，不少创业教育课成了教师的演

示课，“黑板上谈合同、黑板上跑市场、黑板上办

企业”，不能贴近学生、贴近现实，缺少生机。
3． 氛围不浓。目前，创业教育的研究和推广

主要局限在高等院校内，政府引导创业和创业教

育的力度不够，国家虽然也下发了很多关于培养

学生创业能力的文件，但少有具体的实施细则; 社

会各界对创业教育的认识有限，还未引起普遍的

重视与回应，高校孤军奋战力单势弱，不足以形成

声势、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 大多农林高校创业教

育氛围不浓，机制不顺，措施不力，投入不足，设施

条件有限、创业案例库一穷二白，很难满足面向全

体学生创业教育的实际需求。
4． 主体被动。大学生应是创业的主体，但据

笔者对所在学校观察，受传统观念的片面影响与熏

染，大部分学生都希望能找到一份稳定、收入可观、
环境较好的工作，缺乏强烈的创业意识，且对农林

类专业认同度不高，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缺乏锐意

进取、勇于创新的能力，即使个别学生有创业想法，

也因周围同学打击而逐渐放弃，学生个人潜力得不

到有效挖掘。大学生的主体能动性不强，危机感不

强，严重影响学生的创业激情和愿望。

二、创业教育融入“专业优势”的

必要性分析与理念转向

学者孙星研究总结得出，目前国内高校创业

教育有三种典型模式: 一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为样

板，侧重学生整体素质和能力培养的模式。二是

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样板，侧重大学生创业知

识教育和创业技能锻炼的模式。三是以上海交通

大学为样板，重在将大学生创新教育作为创业教

育基础的模式［2］。

( 一) 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是增强人才

培养社会适应性的必然选择

从上述典型模式的分类可以看出三类创业教

育模式体现出的内在特征与规律，即专业教育是

创业教育实施的基础和载体，创新创业教育则是

专业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方向，实现创业教育

与专业教育的融合与互动，这应是高等院校人才

培养改革的必然选择与现实旨归。
在美国，中小企业就业是大学生就业的主渠

道。但在国内，随着就业难问题越来越突出，许多

大学生才不得不做出到中小企业就业的选择，虽

是无奈之举，却也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高等院校

要敏锐地研判这一新变化、新趋势，抓住契机，以

系统整合的观点，以增强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

为出发点，统筹考虑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融合的

人才培养综合改革，坚持“学科本位”与“能力本

84



第 5 期 农林院校创业教育的发展困境及改革路径选择

位”相结合，坚持“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结

合，在培养模式上、课程体系上、课程内容上、教学

方法上等方面全方位实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

有效互动与融通，以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创业

型人才的多样需求做出敏捷反应。只有将创业教

育与专业教育有机地融合，把培养具有专业优势

的“创业人才”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才是高校人

才培养改革的根本出路所在。

( 二) 服务农业行业的“农科特色”，是农林院

校创业教育的起点与基础

农科特色是地方农林院校的“安身立命”之

本，丢失“农科特色”得不偿失。大学四年的学习

积累使学生具有了其他专业从事农业行业所不具

备的专业基础优势与比较优势，这是农林院校应

给学生的首要的创业资本准备。因此，在农林专

业教育中，深度融入创业教育的理念，为大学生将

来“真枪实弹”地发挥专业优势做好充分准备，将

农林院校的创业教育课程与专业课程相互结合相

互渗透，将创业理论与专业知识技能无缝衔接，进

而形成创意思维与能力，这是农林院校创业教育

需要牢牢把握的主要原则与卓越农林人才培养改

革的方向。因此，农林院校要着力培养与正确引

导大学生做出正确的职业生涯与创业选择。

( 三) 创业教育凸显“专业优势”，也必须实现

“三个转向”，全面更新教育理念

实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通，就必须更

新观念，实现由侧重“知识导向”、“理论导向”、
“知识本位”，向侧重“问题导向”“实践导向”“能

力本位”的观念转变。其一，由侧重“学科知识导

向”向侧重“创业项目导向”的观念转变。创业项

目本身起于问题，学生对以不同项目、不同载体形

式呈现的创业问题进行探究与发现。国内外富有

影响力的创业计划竞赛与项目，启示我们要从创

业教育本身的实践性与开放性等特质入手，强调

针对性与操作性，这种“问题导向”的创业教育可

有效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的团队合

作意识，促进大学生创新意识、创业能力素质的提

升。其二，由侧重“抽象理论导向”向侧重“创业

实践导向”观念转变。主要是让学生通过参加一

些简单易操作的创业实训项目和丰富多彩的创业

实践活动来培育学生。创业教育的主流观点认

为，在对学生进行课堂的专业理论教育的基础上，

更应侧重对学生创新素质、实践能力与创业能力

综合素质的培养，力促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笔

者曾在教学实践中提出的“三课堂”［3］概念，与之

有异曲同工之妙。三课堂，即第一课堂( 教室: 理

论课堂) 、第二课堂( 校园: 活动课堂) 和第三课堂

( 社会: 实践课堂) ，实现大学教学在内容、时空上

的延伸，形成“三课堂”贯通联动的开放式教学。
旨在让学校与社会结合、师生与劳动者结合、课堂

教学与实际操作结合，分别解决教学育人与社会

需求衔接的问题、认知与感知结合问题、理论和实

践问题、科学与技术相结合问题。简言之，创业教

育与专业教育之间一定是经过“实践 － 认识 － 再

实践 － 再认识”的融合、环动螺旋上升的过程才

最终实现融通的。其三，创业教育应由侧重“系

统知识掌握”向侧重“多维能力发展”的观念转

变，多年的教学实践工作，笔者也认识到仅限于正

式课堂的理论教学是难以引起学生兴趣，也难以

培养学生多维能力素质的，而应拓展延伸到课外、
校外，搭建供学生边做( 研) 边学、边做( 研) 边悟、
做( 研) 学合一的、参与体验式的综合教育实践载

体平台，以培养学生职业胜任力和增强可持续发

展的社会适应力为目标。

三、凸显“专业优势”的农林院校

创业教育模式设计与路径选择

( 一) 基于全学程、面向全体学生的“创业教

育”模式设计

笔者结合所在的山西农业大学实践教学与创

业教育的实际，尝试总结提炼出了“着眼于创业

能力培养”的创业教育教学模式改革框架———
“1144”模式( 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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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专业优势的创业教育“1144”模式

一条主线: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创新意识与创

业实践能力，能够形成职场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

社会适应力的卓越农林人才。
一个循环: 让低年级学生在学习通用基础课

和专业基础课的基础上，开展初步的农业见习、农
事操作等实习与实践，安排高年级学生参加一个

完全生产周期或两个生产过程中的主要生产环

节，然后再根据生产实习中的实际问题，进行诊断

性学习，让学生从课内走向课外，从校内走向校

外，再从校外带着问题回到课堂，让学生经过四年

的学习完成从“理论 － 实践 － 再理论 － 再实践 －
再理论提升”的提升过程，直至完成毕业论文，结

束这样一个循环。
四年不断线: 让学生在大学的四学年八学期

中，参加“认知实习 － 技能实习 － 专业课程实习

－ 毕业综合实习”的过程，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由
浅入深的实习与实践过程。将创业课程开设、创
新创业计划项目策划训练、创业技术竞赛、学科竞

赛、创业基地实践、课外自主创业实践、教师课题

训练、社会调查实践、校园调查实践、创业学院创

业先锋班、卓越农林实验班、校企合作班等形式多

样的创业教育实践活动贯穿于大学四年，让每位

大学生有机会参与创业实践训练。
四个结合: 实践与理论结合、基本专业技能训

练与丰富多样的创新创业实践知识能力培养的结

合、课内学习与课外实践 ( 校外实战) 的结合、理

论教师与创业导师的协同结合。

( 二) 凸显“专业优势”的农林院校创业教育

路径选择

围绕“培养什么样的农科大学生，怎样培养未

来种地的人”的地方农林院校办学的根本问题，积

极探索农林院校学生创业教育的有效路径［4］。
全方位渗透、营造农林大学生创业的浓郁氛

围。实践中，笔者所在学校坚持将创业意识、创业

理想和创业信念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其

一，发挥课堂主渠道的作用，“在各专业课程设置

上注 重 将 创 业 教 育 渗 透 其 中，坚 持‘四 年 不 断

线’”［5］，倡导多层次国情省情教育、农情民情教

育，不断强化学生学农、爱农、立志献身农业的理

想信念。其二，启动“青年企业家进校园”大学生

创业论坛，邀请创业成功人士来校做报告，坚持开

展“校友导航 － 成功者之路”教育工程，邀请 200
多位优秀校友现身说法，还选树出以 2014 年中国

大学生年度人物江利斌( 2014 届毕业生) 等为代

表的在校大学生优秀创业典型，以“身边事”教育

“身边人”，增强信服力和感染力。
全程化培养，夯实农林大学生事农的创业底

气。工作中，笔者所在学校以“实践育人”为抓

手，在深化理性就业、择业和创业等观念的过程

中，坚持“四年不断线”，全程提升农科大学生的

创业意识、能力与素质。其一，在各项创新创业和

专业实践活动中强化动手能力，坚持把深化实验

实践教学改革作为改革的“重头戏”，将科研育

人、社会服务育人常态化，鼓励和引导学生积极参

与社会调查、创业竞赛、学科竞赛、校企合作班等

丰富多彩的创新创业实践。学校每年还拨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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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专款用于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资助，并定期

举办大学生“兴农挑战杯”科技作品竞赛和创业

计划竞赛活动，鼓励学生大学四年中要“参加一

个科技社团，申请一项科技创新项目，投身一次科

技服务活动，参与一次科技竞赛”。目前，共有

600 多项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立项，先后有 160
多件作品获省级以上奖励。其二，举办创业专题

培训，丰富学生创业知识，设立“山西农业大学大

学生创业服务中心”，为大学生提供创业培训、咨
询、援助等公益服务，先后有 38 支大学生创业团

队从中受益，还先后举办 18 期 SIYB 创业教育培

训公益 项 目，开 展 科 学 化 系 统 化 的 创 业 教 育。
2013 年经团中央、全国青联等等部门评审，学校

还被确立为全国“大学生 KAB 创业教育基地”，

全面完善了大学生创业教育培训体系。其三，启

动“大学生创业能力提升工程”，打破学院、学科、
年级界限，向山东省寿光 8 家农业现代企业首批

选送了 100 余名有志在农村、农业领域自主创业

的青年学生，进行顶岗锻炼，让学生在农业企业中

提升创业能力，现在已有农学院等更多学院共派

出 200 余名学生分赴 10 余个现代农业企业进行

实战锻炼。学生创业实习期间，实行“双导师”协

同管理，由企业师傅负责学生创业技能培训、指导

和考核，由校内导师对学生进行创业理论和专业

知识的远程指导和课业考核，学校还同时对创业

实践基地( 企业) 进行技术服务与联合攻关活动。
多模式帮扶，创建助推农林大学生创业的网

络化新机制。工作中，笔者所在学校探索了行之

有效的多模式网络化的创业教育机制管理。其

一，多渠道为大学生创业筹措创业资助金，学校设

立了“金银焕创新创业基金”等基金对大学生创

业项目进行资助，还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项目孵

化合作，与相关金融机构协商解决大学生创业小

额度融资问题; 其二，为孵化大学生创业团队搭建

创业平台。学校从紧张的实验用地中专门辟出

“大学生农业创业园区”，并配备由 60 多名专家

组成的导师团，为创业学生提供创专业化的创业

服务指导，已有 90 多个团队 1 000 多名大学生在

园区开展创业实践; 学校还建成 700 余平方米的

大学生创业大厅，为创业团队提供小型办公室和

创业场所; 学校新成立山西农业大学现代农业科

技创新园区，为创业学生协调提供了 100 多亩土

地及相应设施，方便学生开展设施蔬菜、中草药、
牧草种植、果树管理等的创业实践。其三，实施

“大学生创业助推工程”。坚持“扶上马、送一程、
做后盾”的原则，对于在校期间就投身创业实践

且毕业时项目仍未成熟的毕业生，为他们提供各

种优惠政策与服务。对于起步较早、发展较快且

企业发展已经进入快车道的校友，则请回校为在

校生做报告，送学生到他们企业学习、实践和锻

炼，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在扩大企业知名度的同时

吸引更多毕业生加盟企业，共同开辟创业之路。
总之，只有发挥“专业优势”的创业教育才具

有生命力，只有面向全体学生的创业教育才符合

教育公平的理念，只有“四年一贯”的系统全面的

创业教育才最具实效。地方农林院校不仅仅要把

创业教育作为解决学生就业难题的权宜之计，更

要把基于“专业优势”的创业教育作为人才培养

的新理念、新趋向，渗透到每位大学生学习的全学

程中，为在校学生将来的创业发展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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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课程实施叙事与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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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山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高校文科“三课堂”协同、融合、环动人才培养模式实验研究》（项目编号：J2012031）的研

究成果。
作者简介：1.何云峰（1973-），男，山西翼城人，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矿业大学科技与教育管理博士研究生，主要

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2.郭小兰（1990-），女，山西长治人，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S 高校于 2003 年设立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侧重教育管理方

向）。纵观该专业十年的发展，其人才培养发生了如下变化：更强

调学生的通识教育，注重培养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更注重文理

渗透，强调建构合理的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终身学习与创业实践

能力；使课程体系与专业内涵更贴近，使学生实践生活与理论学

习更贴近。同时，依据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该专业的课程设置

与实施、教学方式与评价也进行了一系列变革。本文将阐述公共

事业管理专业课程实施的发展历程，对高校同类专业的发展做

有益探索。

一、课程实施的理论依据与分析框架
（一）课程实施的理论依据

课程实施是指把课程计划付诸实践的过程，它是达到预期

的课程目标的基本途径〔1〕。目前，人们对课程实施涉及范围的

理解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课程实施是一个将预期的课程

方案付诸实践的过程，此过程将涉及从国家、地方、校区直至学

校、课堂等各个层面；二是课程实施就是教学，持此观点的人认

为课程实施就是对课堂教学的研究 〔2〕。根据对课程实施本质

的不同认识，一般而论，课程实施有三种取向观：忠实取向观、相
互调适取向观及课程创生取向观。课程实施的模式很多，“研究

- 开发 - 推广模式”认为课程变革是“研究 - 开发 - 传播 - 采

用”的线性过程。兰德变革模式将课程变革分为启动、实施与合

作三个阶段。帕克斯提出课程变革的情境观，并强调教师可作为

课程知识和课程变革的创造者，以促进学生创生新的教学情境。
课程的意义不是单方面呈现或传输的，而是通过教师和学生的

“自传性思考、叙述性调查、修正性诠释、情境化理解、对话性交

互作用所创造的”。李小红的专著《教师与课程：创生的视角》综

述了教师课程创生的内涵、合理性、理论基础、历史发展，并通过

明晰其表现方式与形态，尝试构建教师的课程素质结构要素。韦

冬余论述了课程创生的方法、创生取向课程实施中教师问题的现

状及消解策略等问题。创生取向的课程实施备受关注，越来越成

为研究者的研究课题。
（二）本文的分析框架

课程实施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并伴有理解和对话的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课程实施的过程就是从理想的课程到现实的

课程的过程，最终都是通过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而完成的。在课

程实施的过程中，课程的设计者与课程的执行者、教的主体与学

的主体互动调适、共同建构，这必然涉及实践者的课程理念和个

性化工作。高校的课程实施应依据专业特点，围绕专业定位。然

而，目前高校的课程实施普遍“重模仿借鉴，轻自主创新；重历史

传承，轻尝试探索”〔3〕等问题，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现实诉

求：所设课程的实用性与本科阶段课程所占比例不成正比且缺

乏特色；教学模式很难突破传统，教师参与的积极性有待提高；

教学方法手段传统，缺乏变化；实践教学涉及面小；评价内容单

一，评价手段单调；“硬”科研、“软”教学的明显倾向使教师忙于

科研，无暇教学，课堂中教师和学生常处于被动状态。解决这些

诉求的前提是更新教育理念。依据课程创生取向，课程不应是预

先设置、独立于实施过程的，而是具有生成性、丰富性的特点；课

程实施也不仅仅是一个在具体的校情、班情及课程变革计划中

摘 要：课程实施是一项复杂的教育活动，创生取向的课程实施对凸显高校办学理念、衡量高校教学条件与

管理水平、促进教师专业成长与学生综合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S 高校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具有交互合作性、深
度体验性及动态生成性等教学亮点。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课程实施应根据专业特色，创造开放教学氛围，采

用课程创生取向；转变教师课程观念，提高教师课程创生素质；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提高学生对主动学习的认同

感与参与度。
关键词：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课程实施；课程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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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与适应课程目标和内容的过程，而是师生在具体的教育情

境中根据已有的经验催生、增长出新的教育经验的过程。课程实

施的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应根据具体课程内容具体选择。教学是

课程实施的核心环节，也是其基本途径。故本文以叙事研究的方

式细述 S 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课程在发展中不断凸显的教学

特点，从学校管理、教师以及学生的视角反思该专业课程的实施。

二、课程实施的实然行动与问题透视
（一）专业教学改革的亮点

1.交互合作性

学习共同体作为学习者及助教者（包括教师、专家、辅导者

等）共同构成的团体，是课程创生中的一种重要团队。团体成员

在学习过程中经常进行沟通、交流，并分享各种学习资源，共同

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际联系。
在该专业主干课程与教学实施中，教师在教学中创建具有共享

性学习、交互性学习、实践性学习、默会性学习等优势与特质的

“学习共同体”，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学习等教学组织形式形成

多个“学习团队”，让学生从一种“客位”的学习状态转向一种“主

体”的学习状态。此外，师生间也应积极组建“共同体”，完成创新

科研项目。S 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2011 级学生走向社会进行

了公共事业管理学生就业应备能力调查研究，与教师团队创造

性地形成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能力体系构建及教改路向

选择—基于能力本位的理念的启示》的科研成果。“尽最大努力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强迫—习惯—主动，让师生在交流合作中得

到发展。”在访谈中，H 老师这样说。良好的“学习共同体”不仅是

学生提升综合素质、成才成长的“孵化站”，也是教师实现蝶化发

展、充盈生命状态的“实践场”。让学生在做课程小论文、案例、方
案、课题、辩论、演讲、书评、影评等“项目”的过程中，有效弥补

“知识本位”学习的缺陷，学生的能力、素质得到明显提高，有效

实现了考教融合的目的。
2.深度体验性

创生取向课程实施的最终目的是创生出适合师生真实需要

的教育经验，在此过程中，师生的深度体验是不可或缺的。该教

研团队坚持“第一课堂”与“第二、三课堂”的教学协同，从开放教

学时空、创生教学过程、平等教学主体、多变教学方式、创新教学

评价五个方面展开研究性教学，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4〕。
例如，《教育学》灵活采用师生辩论式、阅读式、书评式、影评式教

学；《经典导读与训练》的课堂现场师生即时互动，并利用网络优

势开展博客异步讨论；《管理学原理》中教师通过“小案例 + 综合

案例”式教学呈现知识板块，并指导学生分析案例；《教育管理

学》采用“理论导师 + 实践导师”协同教学法，让学生运用理论知

识分析和解决实践问题。这一系列的专业课程特色化改革旨在

深化以有意义接受式学习为主的第一课堂（理论课堂）、强化以

研究性学习为主的第二课堂（活动课堂）、亮化以服务性学习为

主的第三课堂（社会课堂），并将三者有机结合，形成联动的、融
通的、环动的开放式教学新环境，使师生在课堂内外充分体验、
深度感知教学的情境性、真切性、互动性与交流性，从而实现课

程的有效实施。
3.动态生成性

在师生、生生合作的对话与碰撞中，可以生成课程预设之外

的新的教育经验与师生个性。经过多年的探索，S 高校公共事业

管理专业教师组成员致力于以“课堂观”的重新认识与解读为切

入点，为新时期高校文科人才培养改革提供一种通用的模式性

理想架构。上过《经典导读与训练》课后，H 学生说“通过阅读，我

不仅充实了理论知识，还真正学会了尊重个性、与他人共同生

活”。大三的 Y 学生兴奋地告诉笔者：“每次活动结束看着调研报

告完成时，我们都好高兴！谢谢老师们提供这些能锻炼我们的综

合素质的机会。”笔者感触于教师的“让位”，真正将课堂教给学

生，变讲桌为平台，使学生大胆说出心声，让学生深度阅读 - 课

堂展示 - 多层次互动，与经典的作者形成跨时空的心灵默契，使

学生走进经典，感动自己。课堂外的“实战”训练更是让学生受益

匪浅，当学生以“主人翁”的态度参与到活动中时，更易于找准自

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特长，获得团体认可，实现自身价值。学生

及时发现实际操作中出现的问题，并将之归纳。教师组织学生共

同商讨解决途径，并指导学生实际操作。这样的动态螺旋式渐进

过程锻炼了学生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表达能力及反思能力。
（二）专业教学改革的问题

1.学校教学管理偏重规范性、忽视创新性，影响课程创生的

深广度

S 高校为省属全国重点农科高校，历史悠久的农学、工学等

专业在该校百年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崇学事

农、注重工科实验的氛围也为该校的教学管理体制打下了偏重

农科的格式化烙印。近十年的发展中，S 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进行了一系列课程与教学改革，逐步淡化了对学生的“分数”评
价〔5〕，但这与现行教学管理强调的规范性存在必然的冲突。在传

统的课程与教学中，强调标准的教案、规范的程序，强调对教师的

规范化要求，而对学的主体———学生的能动性的发挥却缺乏必要

的规约。在实际的改革中，一些课程因其课程内容的广博性、课程

考核的开放性及学生主体性、能动性的极大调动，颇受师生欢迎，

但教学改革的风险性、不确定性以及改革的渐进性，显然与学校

对专业课程与教学的规范性评价要求有一定距离，传统规范化

的管理氛围必然直接影响着专业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深广度。
2.教师囿于忠实取向的课程实施，缺乏进行课程创生的意

识和能力

我国的课程实施是自上而下展开的，长期遵循“研究 - 开发

- 传播或推广”的模式使教师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观念

或习惯，即教师只需完成教材所规定的教学内容和要求。这种观

念或习惯导致教师高度依赖已有的课程文本，低估了学习者已

有的认知能力和知识经验，轻视了学习者心理世界的差异性。一

些教师对课程的无意识改变造成了对所教内容的不恰当拓展，

以致学生能力培养出现了偏差。另外，实践中教师的课程创生被

演化为课程实施层面的创生，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开发、课
程评价等层面的创生被排斥在外，从而大大窄化了课程创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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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容和方式。
3.传统的接受式学习方式占主导地位，学生不愿意参与研

究性、开放型课堂

受凯洛夫教学思想的影响，我国教育界通常认为课程要以

一门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核心，学生掌握了双基，也就

等于发展了智力。S 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课程与教学改革

进行得如火如荼，但仍有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学生认为课堂是教

师讲课的“天地”，“我只要带着脑袋去教室就行了”，缺乏积极参

与教学、投入研究的意识与行动。长此以往，在忠实取向的课程

实施中，教师的主导地位将课程实施引向了原封不动执行教学

计划的过程，实施过程中的相互调适及创造性少，教师的课堂，

渐渐失去激情、缺乏互动；学生接受了“理论”，遗忘了“创造”。

三、课程实施的优化策略与保障机制
（一）学校要创造一种鼓励开放教学的氛围，不断推动课程创生

教学是课程实施的主要方式，课程管理主要是针对教学管

理，教学管理包括了备课、上课、布置作业、辅导、考核、教学实施

等基本环节的管理，加强对专业的规范管理，是公共事业管理专

业课程与教学改革协同发展的基础。课程编制与管理权力应适度

下放。教学管理改革应该更加民主化、个性化、人性化、人文化，更

加崇尚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以教师的专业发展为依

托，要大胆突破大学教学的模式化、管理的格式化、评价显性化等

教学管理范式，有效保证教师的学术自由，也给学生创造自由表

达的机会，提高敢于追求的品质与特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转变教师的课程观念，提高教师的课程创生素质

课程实施是体现教师课程观念的主要途径，也是促进教师

专业成长的重要平台。不断发展的时代要求教师应不断表现出

创新能力，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利用现有的条件，能动地、艺术

地创设可激发学生探索欲和创造欲的有效问题环境。教师不仅

是课程的实施者，还应是课程的开发者、创生者和反思建构者；

不仅要树立多元开放和动态建构的课程意识，还要提高整合课

程内容并将之有效实施的能力；不仅要勤于与文本、学生的对

话，还要善于自我对话。这就要求教师应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结

构，主动建构复合型知识体系；加强课程与教学的整合，不断将

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养成热情执着的生活态度，锤炼持之以

恒、勇往直前的科研品质；增强批判反思能力，增强自我效能感。
（三）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提高学生对主动学习的认同感

与参与度

课程创生取向认为，真正的课程是教师和学生联合创造的

教育经验，课程实施本质上是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创生出新的

教育经验的过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应成为课堂的重要发言

人。课堂教学不应是就原初的课程计划“按图索骥”的过程，而应

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真正进行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创生出智慧

的火花。转变学生死读书、读书死的被动局面，把高端化、综合化

作为人才培养的特色，通过课堂内外的持续改革赢得学生对主

动学习的认同感，并动员或带动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逐步培养学

生具有全局观念、整体策划意识、广泛的适应性与终身的学习能

力，以优秀人才的输出和事业的创造逐步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可。

参考文献：
〔1〕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M〕.北京:教育

科学出版社，2003.28.

〔2〕黄甫全.大课程论初探—兼论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关系〔J〕.

课程·教材·教法，2000，（5）:1-7.

〔3〕赵 枫.我国大学课程改革研究综述〔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08，（1）:81-85.

〔4〕何云峰.大学“研究性教学”的发展路向及模式建构〔J〕.中国

大学教学，2009，（10）：81-83.

〔5〕何云峰.学生评价的转向:基于发展性评价的视角〔J〕.教育理

论与实践（学科版），2009，（3）：16-18.

作者单位：何云峰 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山西 太谷 邮编 0308011；郭小兰 山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山西 临汾 邮编 041000

45第 21 期

The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nd Reflec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pecialty in S University

HE Yun-feng1, GUO Xiao-lan2

（1.Public Administration College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is a complex educational activity. The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actment orientation is significant to highlighting the university running idea, measuring the teaching condition
and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university and promoting the teacher’s major growth and th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he majo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S University has the teaching strengths such as the interactive
cooperation, the depth experience and the developing generating. In the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ccording to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the university should create the open teaching atmosphere and be curriculum enactment -
orientated; change the curriculum concept of teacher and improve the curriculum enactment quality of teacher; change
the learning style of student and improve the students’identity and participation in active learning.

Key words: public administration specialty;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curriculum enac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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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教学影响力弱化的释读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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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校教师教学影响力弱化现象集中体现在师生尤其是学生对于教学的逃离、漠然和阻抗，从教师的角度分析，高校

教师不同程度地存在专业学识欠缺、教学能力不足、专业精神贫乏等问题，造成了教师作用力即影响力的弱化。在教学主体

方面，要主动自我反思，注重意识唤醒，实现价值认同; 在教学管理方面，要完善管理制度，反映师生诉求，凸显人性伦理; 在教

学文化方面，要回归教学本位，尊重教学规律，倡导创生型教学文化以强化高校教师教学影响力。
关键词: 影响力; 教学; 高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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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项影响人、成就人的事业，教育的作用体现在

以教师为主体的学校教育对学生的作用力即影响力上。影

响力指个人在与他人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对他人行为、心理

和思想产生影响，使其发生转变的一种能力。教师教学影响

力主要指教师在与学生的交往及相处过程中对学生施加知

识、思想、心理、行为、道德等方面的综合影响。目前，高校教

师对于学生的教学影响力普遍弱化，大学生从教师教学、学
校教育中获取的东西越来越少，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阻碍了

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本文尝试从高校教师教学影响力弱

化的现象入手，着眼于教师的角度展开原因分析，并提出高

校教师教学影响力的强化策略。

一、高校教师教学影响力弱化的现象呈现

( 一) 逃离: 学生显性逃课与隐性逃课并存，教师满足于

上课、上完课，教学沦为师生的“表演”
目前，我国高校学生的逃课现象较为普遍，60% 以上的

学生都有过逃课经历［1］。从大学四个阶段来看，大学生从大

一到大四，学生的逃课率呈现上升趋势。除了直接逃离课堂

的行为之外，来到课堂的学生也存在“身在曹营心在汉”的

“开溜”行为。一项针对农林院校大学生隐性逃课的调查表

明，11. 1% 的大学生在四分之三比例的所学课程中存在隐性

逃课，20. 2% 的大学生在二分之一比例的所学课程中存在隐

性逃课，在四分之一比例的所学课程中存在隐性逃课的大学

生达 49. 5% ①。大学课堂上，教师在台上讲，学生在座位上

各做各的事，如: 玩手机、听音乐、睡觉、发呆、自己看教材、学
习其他科目、看小说杂志等。大学生逃离课堂的一系列行为

反映了高校教师教学影响力弱化的严酷现实，打乱了教学秩

序，给高校管理、教师授课以及学生正常学习带来很大的影

响。
再反观教师，在网络信息的冲击之下教师仅凭知识的传

授已经不能树立权威，无法吸引学生，然而，现实中一些教师

依然“故我”，按照固有的套路、固定的内容、固化的方式讲

课，至于为什么要讲课，已经全然不顾了。当服务于学生学

习的教学沦为目的，当教师满足于上课、上完课，把教学作为

一项任务来完成，教学不仅离学生越来越远，教师内心同样

盼望着“快快地结课，再远远地逃离”［2］，教学彻底成为师生

的一种“表演”。
( 二) 漠然: 教师教学难以触动学生，课堂沉默②现象普

遍，师生关系疏远

教育是关乎人的事业，教学也是通过授受的方式实现教

师对学生的影响。然而，大学课堂上教师的讲授无法吸引和

打动学生，普遍存在“学生眼睛不亮”的状况。一些教师停

留在“为上课而上课，为完成教学任务而上课”，而不顾学生

“听了没有，听进去了没有”; 多数学生出于应付考勤或碍于

教师面子等来听课。
教学的本真是师生共同参与的交往活动，师生在教学过

程中基于平等、需要和理解展开对话。在大学课堂上，学生

的反馈是推动教学进程，检验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也是学

生参与度的直接反映。然而，目前大学课堂中更多的是教师

以其特定的主导性和主动权进行的“自恋型独白”［3］。在大

学课堂上，大多数学生选择沉默，师生交流陷入困境，具体表

现为: 教师提出问题学生主动回答的少，教师点名抽查时部

分学生选择沉默或直言“没听清”、“不知道”等，久而久之，

教师提问次数减少，课堂越发倾向于单向传授，学生越发沉



默，陷入不良教学的恶行循环。课堂沉默现象体现了教师教

学的“无力”，不仅无法保证应有的教学质量，更无法形成师

生之间的良性互动，甚至会导致师生关系的疏远。
( 三) 阻抗: 学生把作业作为“负担”，完成作业消极被

动，考试作弊频繁发生

作业是构成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配套课程教学布置作

业是教师进行教学评价的手段，也是目前高校教师沿用的做

法。对于学生而言，完成作业是对知识的系统总结或综合应

用，可以帮助学生完善和巩固专业知识，有的作业还可以帮

助学生积累实践经验。然而，有调查表明，1 /3 的学生认为大

学里没有必要布置作业，10% 的学生认为作业可有可无，从

来不做作业的大学生占 39% ，多数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

对网络的依赖性很大，存在拼凑、抄袭等现象［4］。学生对作

业的态度主要与作业的形式( 如主要为论文) 和作业的管理

( 很少给学生反馈讲评，评分差距不大) 有关，但也从侧面反

映了高校教师教学影响力的弱化。在平时学习动力不足，学

习投入有限的情况之下，学生依旧想在考试中得到高分，这

直接促成了考前“歪风”，即要求教师划重点、突击记忆“好

学生”整理出来的笔记。即便这样，应急之下难免准备不充

分，客观上造成很多学生铤而走险去作弊。如果学校不能教

育学生坚守诚信，如果教师不能影响学生积极学习课程知

识，反被学生“影响”去划重点，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即使

“考”得再好，对于现行教育教学模式和教师也是一个讽刺。

二、从教师角度分析高校教师教学影响力弱化

的原因

( 一) 教师专业学识欠缺，教学内容缺乏深厚度与灵活

性，教学影响很难纵深

高校教师应该具备的基本专业素养包括学科专业素养

和教育专业素养，学科专业素养保证教师“能教”，教育专业

素养使教师“会教”。显然，高校教师要能够吸引进而影响学

生，仅仅具备任教学科的专业知识远远不够，还需要熟悉并

掌握教育教学知识、技能与技巧。问题在于，目前高校专任

教师登台之前教育专业素养的训练与实践不足，多数教师存

在从就读学校到任教学校的经历，缺少教育教学实践的历

练。其关于教学的个人实践性知识尚有所欠缺: 一方面不能

有效地把专业研究很好地转化为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局限于

教材知识点; 另一方面，不能很好地融通生活世界、相关学科

知识以丰富课堂，增强内容的趣味性，让学生觉得课堂呆板

枯燥，缺乏吸引力。另外，大众化高等教育之下学生数量迅

速增加，高校师资增扩相对滞后，总体数量不足，一些学校不

得不吸收一些行政管理人员兼职代课。行政管理人员兼职

代课由于缺乏学科专业背景，课程讲解容易停留于简单呈现

教材内容，缺少深入的分析与阐释，不利于学生学习、掌握专

业知识。
( 二) 教师教学能力不足，教学过程僵化而欠缺灵动活

力，教学影响缺少场域

1． 教师教学组织与管理趋于程式化而缺少情境性

谈及教学组织与管理，高校教师倾向于认为其主要是中

小学课堂的事情而在大学课堂不同程度地忽略，且由于高校

教师多数没有经过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的专门性、系统

性训练，仅通过模仿自己教师、学校前辈教师或自我学习研

究获得教学相关知识，缺乏对教学有意识地规划设计、组织

管理，体现在课堂上就是几乎千篇一律地按照“回顾—呈

现—总结”的固有程式组织教学，且整堂课完全是教学内容

的传授，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念学生记，这种惯常的教学组织

方式看似“平静、完美、高效”，实则客观忽略了学生的需求，

缺少纳入学生因素的情境性设计，既无法激发学生的课堂积

极性与参与度，也无法实现学生主体的创造性生成。
2． 教师教学语言表达专业性有余而生活化不足

教师语言的主要功能是进行内容传递和问题讲述，通常

体现出较高的规范性、科学性与启发性。高校教师课堂语言

的基本特点是专业性强，具有强烈的逻辑性、抽象性和周密

性。据学生反映，有些教师讲课逻辑性差，作为学生较难捕

捉并跟随其思路; 有的过多充斥专业术语，缺少触类旁通的

引导，未能启发学生持久深入思考; 少数教师语调平缓，缺少

平仄起伏，节奏感和感染力不足，讲课不仅不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致，反而起到“催眠”的效果。专业性较强的语言加之

信息量大，容易造成学生接受性疲劳，使课堂沦为“满堂灌”，

直接影响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兴趣，影响教学效果。可以说，

专业性语言是高校教学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但如果课堂

中充斥过多的专业性语言，教学会止于“呈现”而缺少“传

递”。而在现实中，一些高校教师总是“高估”大学生的接

受、理解和学习能力，或由于自身对于教学语言重视不够、锤
炼不足而导致课堂教学语言效力低下。

3． 教师课堂调节与控制表面化而缺乏力度

在上述的课堂教学组织与课堂语言表达之下，在大学课

堂上，学生的听课纪律并不乐观。面对这种情况，有的教师

以“学生没有方向、缺乏动机”为理由听之任之，有的教师出

于责任心会进行善意的提醒或在教室走动，然而这些表面化

的调节与控制很难“入心”，真正能够被“打动”进而“主动”
投入课程学习的学生寥寥无几。某些教师会采取随机点名

的方式，但逃课现象不仅得不到长效控制，反而招致学生的

反感甚至逆反心理。可见，现实中教师要么由于伴随“熟视

无睹”而来的教学惰性而忽略对课堂的调节与控制，要么满

足于进行一些表面化的“自我慰藉”式的课堂调节与控制，而

这些“无关痛痒的作为”往往不能抓住学生心理，无法触动

学生的内心，收效甚微。
( 三) 教师专业精神贫乏，教学个性遮蔽，教学影响失去

灵魂

1． 多因素裹挟下教师专业精神难于建构、日渐失守

高校教师的专业精神可能与教师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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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教师的职前培养和在职教育紧密相关，更与教师自身的

教育教学实践行为及反思习惯息息相关。在价值多元化、功
利化的今天，教育教学因其固有的复杂性、长期性、内隐性和

效果滞后性等特点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身处信息时代的

大学生由于年龄、阅历的限制迷失于海量信息之中，对于教

学的依赖性减弱，对于教师的敬畏感存在不同程度的滑落。
教师个体在这一角色失落“圣坛”光环的同时缺少来自环境

的更多个性化的、人格的、文化的精神支持，加之教师教育中

对教育信念和专业精神的忽视，不少教师即使工作多年依然

没能建构和生成基于教育教学实践的专业精神，呈现出道德

感的衰微，精神发展陷入困境，教学成为日复一日的重复性

工作。与此同时，教师作为职业人，与其他职业群体一样承

受着工作中科研的压力、家庭中琐事的困扰。多因素裹挟下

教师专业精神不仅难于建构，甚至有日渐失守的倾向。如果

教师没有专业精神发展的支持，会满足于完成学校布置的教

学“任务”，或者仅仅把教学作为任务来完成，越来越缺少从

事教育事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缺失专业精神、远离教师心

灵的教学越来越无法触及学生的心灵。
2． 教师个体思想缺乏导致教学个性遮蔽、人格失魅

“知识社会对教育最大的挑战，是对人才个性、品格、责
任感、道德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个人都必须面临复杂

的情形，每个人的个性都会暴露出来”［5］。个性张扬的知识

社会呼唤个性化教育，具体到教学中，要更加注重培植学生

不偏信、不盲从以形成自己的价值立场，培育学生应对复杂

情境和各种可能的智慧，培养学生灵活处理问题的创新能

力。而目前高校教学领域的改革明显滞后于社会的要求，教

师在教学中仍然循规蹈矩、千篇一律，对教学制度的固守成

为一种惯性与惰性，教师作为教育者的独立性消解，缺乏结

合自身实践对教学进行思考，教学思想匮乏，教学成为经过

训练的机械活动，陷入平庸，根本谈不上教学个性。没有个

性的教学是教师缺乏“人性”的体现，没有个性的教师缺少了

为人为师的真诚与真实，既丢失了个性的本我，也丧失了影

响学生的核心要素。

三、高校教师教学影响力强化策略

( 一) 教学主体: 主动自我反思，注重意识唤醒，实现价

值认同

教师是自主性的教育者，教师不仅应该引导学生发展，

还应该进行自主性的自我成长。自我反思是基于教师内部

实现教师成长的基本形式，教师的自我反思是萌发教学影响

力的源头，比来自外部的管理和约束都更为重要。反思是对

教学活动、经历和片段进行回顾与反省，对教学现象背后的

原理和规律进行思考以沉淀为内化于主体的缄默知识，更是

对教学活动中存在问题的探索和解决。教师要主动思考自

己的职业活动，对自己的教育教学观念、行为以及由此产生

的结果进行审视和分析。教师应该及时思考并记录自我反

思中发现的问题、疑惑、见解，逐步积累并形成自己对教学现

象及问题的独立思考和创造性见解。
教师既是教学的重要主体，也是教学影响力的发起主

体。很多高校教师不知道自己上课是为什么，不去了解学生

需要什么，自然也不知道自己能给学生什么。教师作为教育

者，教育意识有待觉醒，专业意识有待加强。有学者对于这

个问题有精辟的看法:“育人爱智”，即对学生进行情感的培

育和智慧的启迪［6］322。这虽然是针对教育家的抽象的完美

的描述与要求，但对于普通高校教师同样有深远的意义。那

就是，作为高校教师，既要传授知识，但又不应该仅仅停留在

传授学生一定的知识，还要教给学生思维的方式、做人的道

理等，使学生在“有知识的基础上有精神”［6］323。教师要实

现意识觉醒，认识到教师自身潜在的本质力量和独特价值，

使教学朝着有益于学生的方向发展。唯其如此，教师对学生

的影响才是触及本质的深刻的影响，教师才能真正体现出现

今社会网络信息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虽然现实生活中每

个人由于个体差异能够达到的理想教师的程度不同，但高校

教师应该认同“为师”的教书育人价值，高校也应创造相应的

环境对教师价值观进行引领，使教师的主体能力在教师改变

自身教学中发挥关键作用。
( 二) 教学管理: 完善管理制度，反映师生诉求，凸显人性

伦理

制度是管理的惯常手段，高校现有教学管理制度在协调

和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管理效率方面功不可没。然而，

机械划一的管理制度对于调动教师教学积极性方面作用甚

微，甚至会阻碍教师教学上的创造性和个性化。教学方法灵

活不易确定，教育活动所依赖的情景多变，工作成果难以准

确量化和客观评价，因此，对教学的管理要凸显师生“人”的

因素，构建人性化教学管理制度。教师拥有教学的专业自主

权，教学管理制度在实现教学控制的同时应该保证或预留给

教师一定的权利和空间，使教师能在自己的专业学科教学中

灵活组织教学，自主确定教学内容和进度，选择教学形式和

方法，进行学生管理，开展学生学业评价等，以满足大学生多

样化和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习自由

是大学生个性和创造性的基石［7］。教学管理制度应该尊重

学生的个人利益、选择权利，认可学生的学习自由，避免僵化

制度对学生过度不合理约束而造成学生学习兴趣低落，同时

教学管理制度要引导和服务学生的学习，使学生成为独立和

自主的存在，“对自己的学习负责”［8］。在具体做法上，可以

在某些与学生利益相关的各项规章制度制定过程中邀请学

生代表发挥权利参与进来。只有体现伦理观念，确认和肯定

师生权利，赋予他们教学自由，才能激发他们的教学主体性，

实现有效的教学管理，为教师影响学生理顺制度、搭建平台。
( 三) 教学文化: 回归教学本位，尊重教学规律，倡导创生

文化

高校担负着文化传承创新的使命，在肯定教学是传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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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主要工具与手段的同时，不可否认，教学自身就有文化，

不同的教学就是不同的文化。2012 年教育部在《关于全面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把本科教学作为

高校最基础、最根本的工作”，高校工作“要体现以教学为中

心”。然而，有关调查显示，超过 60% 的人会把科研放在教

学前面，67． 8% 的人坦言“教学质量不会影响晋升”，只有不

足两成的人把学生的认可度当作教学压力的来源［9］。可见，

在功利化盛行的当下社会，大学追求科研经费的增加，把科

研任务逐层分解下达至学院、系，加之职称评聘中的科研“硬

要求”，大学教师的工作重心已经发生了偏离，教学让位于

“学术 GDP”，教学日趋边缘，教学在教师心中愈来愈无足轻

重。因此，高校应该通过政策倾斜、经济奖励等措施多方营

造教学文化，使教学回归本位，让教师专注于育人，让教学重

新赢得尊严。
创生型教学文化的提出最初源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

需要，但因其契合时代信息化、多元化、民主化的特征而在高

校同样具有意义。创生型教学文化认为教学是师生共同体

进行创造和生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实现符合主观需

要和自身条件的发展。高校应该致力于建构“创生型”教学

文化，增强师生的互动创生，使教师更好地影响学生: 一是明

确创生文化的重要性。宣传“创生型”教学文化的重要意义，

让教师目睹创生理念在教学实践中的长效性与实效性，激发

教师“创生”的动力。二是重视师生主体作用的发挥。创生

型教学文化关注师生个体的体验与反应，注重教师与学生在

文化创建中的主体地位。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要反映社会

对学生提出的要求，更要考虑学生的需求与想法，教师和学

生共同致力于教学实践中的创造和生成。三是鼓励、宽容各

种形式的创造与创生。鼓励教师突破固有教材和制度的限

制，根据需要灵活选择、组织教学内容，鼓励教师创造性地设

计教学途径、考核方式与方法等。同时，创设宽松的氛围，允

许创生探索过程中的不足。

注释:

①本数据来自山西农业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1102 班李芬

等同学在“教育科研方法”课程中的研究性课题“大学隐

性逃课的调查研究———基于农林院校的调查数据分析”。
②这里专指消极的课堂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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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and Solution to the Weakening
of Colleges Teachers’Teaching Influence

ZHANG Li，HE Yun － feng
(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Taigu 030801，China)

Abstract: The teaching influence of teachers is weakening in universities，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especially resulting in
students’fleeing，indifference，and impedance to teaching． It is mainly due to teachers’lack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teaching a-
bility and professional spirit to various degrees． College teachers should emphasize on self － reflection and teaching consciousness and
value approval． the system of teaching management should be improved to reflect the demand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and to high-
light human ethics． In terms of teaching culture，teaching standard should be relocated besides the respect for the teaching rule，and
the teaching culture of enactment should be advocated to enhance the teaching influence of colleg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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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校教师，教书育人的职责永远都不过

时。然而，教师教学影响力弱化又已成为不争的事

实，其教育力量似乎越来越无法对学生产生强有力

的影响与作用。大学生逃课现象普遍，师生关系疏

远，大学教师很难影响、触动所教学生，等等。这不

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目前，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

的研究多是现状描述或提出建议，且局限于教育学

学科范围进行探讨。而理论界越来越认同，研究高

等教育的问题，只有聚合多学科的观点，才能提供

新的思维方式，才能获得较完整的认识。在多学科

研究方法的启迪下，笔者尝试从多学科的角度对高

校教师教学影响力弱化现象进行分析，为深层次理

解这一现象并消解这一问题提供借鉴。

一、文化学视角: 在大学教学管理
中，规训式教学文化根深蒂固
而创生型教学文化尚未形成

自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以来，学校成为一种类似

科层制的组织，教学不仅体现为教师与学生的共同

活动，还涉及学校、学院、系、教研室等不同层次机

构的协调与运作。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高

校对教学的管理沿用了科层制管理，自上而下不同

层次的组织机构立足于不同的管理职责与权力分

工，对教学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
这种发端于科学主义的管理有利于“多元巨型大

学”正常教学秩序的建立，客观上推动了教学管理

效率的提高。然而，这种效率一元的管理思路之下

长期形成了一种规训式教学文化，注重教学管理部

门和管理人员对教师的约束，对教师的管理未能建

立在对教师及其教学了解、认同的基础上，也因此

未能充分挖掘教师的潜力，对他们的影响多具有短

期性，成效明显且快但缺乏持久性，无法促进教师

形成相对稳定的工作态度与教学风格，更难以培育

教师对教学的专业热情。现实中，学校对教师教学

的直接管理多体现为各级机构学期开始和中期的

常规性检查，检查结果也多是一时性的“良好状

态”。而所谓“良好”的状态多是把教学作为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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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表演，教师按照教材、教学习惯等开展教学，教

师的内心、情感、喜好等被遮蔽，学生作为面目不清

的整体与教师共谋合作演出教学之剧。学者佐藤

学早有预言:“学校生活愈是充塞规则主义和惯例

主义，教师的职业生涯便愈是渗透黯然失色的无力

感和无动于衷。”［1］268 充满无力感的教师对于教学

和学生只有无奈，难以产生有力的影响。
显而易见，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教师教学具

有不确定性，“不存在确凿的理论与技术”［1］258，教

学工作的评价也是随意的，那么，对待教师教学的

管理就要考虑教师所面临的复杂问题，鼓励教师结

合科学知识与技能，通过省察与反思形成实践性见

解与学识，从而面对复杂的实践情境创造性地解决

问题。教学变革的根本在于教学文化的变革。高

校应该自觉反思规训式文化，明晰其来历、形成过

程、特色和不足，在此基础上积极吸收新的教育价

值观、教育理念建构适应教育发展的教学文化，实

现教学文化的转型与创新。教学文化的转型应该

抓住根本性问题。教师对待教学的态度，对待学生

的态度才是决定教育的真动力，创生型教学文化关

注的是教师个体在教学实践中的体验与反应，是教

师的内源性动力，是“师生在互动中的创新和创

造”［2］，而这不是仅靠行政管理的几次检查和听课

就能了解、监督和控制的。如果学校对于教学的重

视只是体现在一时性检查而忽视常态性建设，如果

学校对教师的管理没有促进教师教学中的自我反

思、境遇生成以及与其他教师的群体合作，如果教

师对于科研的关注超过了对教学的关注［3］，重视

教学、反思教学，鼓励创造、倡导创生的教学文化没

有真正形成，大学教学管理的制度、措施只不过是

规训式教学文化下“蹩脚的表演”而很难触及深层

问题，是教师落后教学观念与行为的圈滞者，甚至

会成为有效教学的阻碍因素。

二、政治学视角: 大学教师在课堂
“政治空间”的权力权威滑落

课堂潜有社会的权力与权威，并且以特有的方

式发挥作用。教师作为成人社会的代表是社会主

流价值观念的传道者，担负着传承人类文明、社会

准则以及价值观念的责任。然而，象征近代学校的

规范性与正统性的权威与权力在现代学校式微了，

作为教师的权力与权威凸显了失势，演绎着空洞。
究其原因: 一是大学生的身心发展阶段与所处境

遇。中小学课堂中，由于学生的身心特点，教师的

评价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体现了教师课堂教学话

语的非日常性、威严性。相比中小学生，大学生身

心已经相对成熟，在自我认知与自我意识方面的发

展明显增强，形成了一定的个性与独立人格，对自

我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评价，对于教师课堂中肯定评

价的需求相比较而言并非十分强烈。在就业压力

之下，各种因素和资源参与就业市场工作机会的配

置，大学生甚至对于考试成绩也并非特别在意，教

师所持的评价权力在大学生心中地位淡化、相对衰

弱。二是信息来源的多样化。进入网络时代，海量

信息产生并通过大众传媒迅速传播，使得每个学生

可以无障碍地获取所需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教师失

去了以往“知识垄断”的地位，教师在课堂传授的

信息占学生获取的信息总量的比例越来越小，甚至

与教师的专业知识相比网络所提供的信息无法对

学生产生原本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对教

师知识结构、职业能力的要求有攀高的趋势，如果

教师的实际水准与学生的理想期望存在差距，就会

导致大学生对教师权威的认同危机。三是多元价

值观念的冲击。在信息开放的网络时代，各种不同

的价值观念同时出现、相互融合，为学生的多元价

值选择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此同时，大学生的个

性化特征日益凸显，不再把教师作为“体制内”知

识分子所渗透的官方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念作为

唯一可信奉的道统权威。教师的观点与主张未必

同社会强势集团的需要保持完全一致，国家所期待

的教师代表社会的身份就不可能彻底实现，国家赋

予教师的制度权威、教师实际上所代表的政治权力

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打了“折扣”。这样，教师驾驭

课堂的权力主要归属于纯粹的教师主体内部的教

育力量。如果教师一方面迫于时代环境的改变不

得不淡化作为课堂权力性存在的权势，另一方面又

没有足够的能力强化作为实践主体的教育力量，教

师权力权威的式微就成为必然。
卢少华等人认为，权力有两个基本意义之一，

其中之一就是权威［4］。教师权力的主要来源是教

师权威，教师权威是推动学生接受社会主流价值

观、成功实现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催化剂，是“教师

所拥有的使学生信从的力量”［5］。高校课堂上，教

师权威帮助教师维持课堂纪律和秩序已退化为一

种低层次功能，更重要的在于教师权威能够使得学

生信服、敬重教师，进而愿意并自觉投入教学过程，

积极主动地参与各个教学环节，从而掌握所学知

识，提高思维水平，接收价值引导。大学教师是国

家意志与民族精神的传递者，而伴随着教师权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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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的滑落，教育系统的正常高效运作必然受到影

响，高校对学生的教学影响力势必减弱。

三、经济学视角: 大学教学渗入现
实社会的利益化与世俗化，师
生交换关系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压缩式成

长”( compressed growth) ，在欧美国家花了几个世

纪才得以推进的“现代化”在中国只用了不到一个

世纪的时间就完成了。进入 21 世纪，伴随经济与

文化的高度全球化、国际化、信息化，学校教育所开

展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根基上撼动

学校教育的规范性与正统性。身处知识社会的教

师与学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飞速发展的影响

具有功利思维，对现实性利益的追求超越于对理想

信念的向往。大学教学本应充满理论的深度、探究

的乐趣，怎奈在教师对职称论文等的现实性追求之

下，课堂日益边缘，成为对教材内容的照搬或表演，

缺少教师作为主体对教学内容的加工与创造。而

学生由于就业压力、对专业的认识不足、对未来发

展的困惑等因素，满足于教师教学语言的幽默性、
趣味性，忽视真理探索的严肃性。师生双方潜在的

功利思维与行为使得教学与师生生活相离，“世俗

的罗格斯成为大学课堂教学的实然法则”［6］。
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是交换。大学里，教师拥

有专业领域的高深知识，学生及其家庭缴纳学费接

受高等教育。居于买方的学生及其家庭拥有选择

权，居于“顾客即上帝”的位置，而教师则凭借其专

业知识为其服务。按照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学生

往往考虑的是“我缴费，我投入时间和精力，你能

给我什么?”一方面，教师所持的高深知识受信息

浪潮的冲击已经不是学生获取信息的唯一来源，另

一方面，课堂教学中传授的知识相对于学生对显性

获益、就业等的需求失去了实用价值，因此无法构

成对学生的吸引力。大学生在权衡中很难看到教

师教学的潜在价值与意义，相比之下更愿意亲近掌

握奖学金评定权、入党机会等利益机会分配的辅导

员。除此之外，大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消费主体对

高校、专业、课程等的了解并不充分、选择权有限，

客观上导致部分学生入校后才发现所学非所爱，在

“假学分制”下却不得不按照学校排好的课程听指

定老师的讲授，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排斥课程教

学、疏远授课教师。
作为经济社会的变化与学校的保守性之间摩

擦的一种体现，高等教育的就业问题客观上加剧了

高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离向。市场经济体制下大

学生就业问题主要体现为结构性失业，即经济结构

和人才结构的不适应现象［7］，具体表现为工作岗

位对人才的需求与大学毕业生文化技术水平之间

的不适应所引起的失业问题。这是由于随着经济

的持续增长过程，生产和生活对科学和技术的实际

应用体现出高度综合的趋势，一些新行业、新兴产

业大多需要复合型、综合型和创新型的人才，而与

科学高度分化和专业化的总体特征或主导趋势相

一致，高校专业及课程呈现出数量增加、高度分化，

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面临着学科专业结构的分化

发展同职业技术的综合应用之间的矛盾［8］，高校

课程调整相对滞后，使得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进入人

才市场后陷于被动。具体而言，一方面，社会上新

产业对高校毕业生的知识、专业技术水平、能力和

素质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另一方面，高校学生

在校期间所学知识相对陈旧，能力和素质相对欠

缺，不能及时适应产业在用人方面的变化。不得不

说，大学无法抵挡现实社会市场化、利益化与世俗

化的渗入，而大学教育教学的改革又相对较为滞

后，未能及时适应社会发展与产业需求，在提高学

生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方面的作为有限。社会经

济的发展与变化带给大学的这种不协调最直接的

表现就是: 高校教师在影响学生方面越来越力不

从心。

四、社会学视角: 教师承载不同的
社会角色期待，教师表现未能
完全符合或达到学生期望

教师作为文化传播者，在其教学中亦承载社会

结构、文化传承对教师角色的不同期望。F·迈克

尔·康内利德“场景”( landscape) 概念既包括教师

在其所身处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中的背景资源，

也包括教 师 在 其 所 置 身 的 课 堂 教 学 的“当 下 情

境”［9］。在教师所处的特定“场景”中，包括决定教

师角色期待的如下结构因素: 其一，“剧本期望”，

指社会法定文化对教师明确的期待与要求，它赋予

教师以制度的合法性，亦赋予教师相应的话语权

力，剧本期望表征着教师所皈依的制度文化; 其二，

其他演员的期望，指有别于制度文化的真实的“社

区文化”、“地方文化”等世俗文化的期望; 其三，观

众的期望，即学生的期望，而学生文化的本质是在

成人主流文化的空隙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文化;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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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演员自身的期望［10］69。在特定的社会中，各个

国家总是希望把社会法定文化、制度文化通过教师

的教育教学活动传递给青年学生，甚至社会各阶层

也希望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渗入各自代表的地区文

化、地方文化，而青年学生作为特定时代的群体又

有自己的年轻人文化，这种文化与学校课程中给定

的文化存在差异，青年学生似乎总是与试图教育他

们、影响他们的“代言人”教师发生冲突，形成“代

沟”。教师作为体制文化的代表试图实现对年轻

人世界的强控制。事实是，运作中的年轻人文化对

体制文化采取冷淡疏远的策略; 年轻人文化与世俗

文化有同构之处亦有紧张成分: 年轻人文化在“务

实”上向世俗文化妥协以求其认可; 年轻人文化与

作为演员自身的教师文化亦存在或多或少的差

异［10］72。实际上，课堂是多质的文化载体，身处课

堂场景的大学教师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复杂，常常

体验到种种角色期望间的紧张和冲突，不得不在各

种角色间进行角色转换或角色融合。教师不可能

完全消弭各种角色期待之间的冲突，面对冲突采取

的对策决定了教师的角色整合程度。如果教师倾

向于尊重并遵守体制文化，教师可能成为无人喝彩

的“自说自话”; 如果教师转向接受并迎合年轻人

文化，教师可能陷入尴尬难堪的“不知所云”［10］73。
不难发现，教师教学中如果不考虑青年文化的特

性，不考虑青年学生的兴趣、需求和爱好，不易产生

良好的教育效果，不会形成较好的影响力。
高校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的控制多采取

普遍主义的原则，即按照特定的社会要求，对全体

学生施以相同的控制。这种控制是学生社会化的

基本要求，是以教师权威为基础的。这种被当作

“理所当然”的日常课堂生活其实暗含着强制的规

训关系，影响师生之间的对话、协商和互动，导致高

校教师课堂教学的影响力弱化。

五、生态学视角: 大学教师生态位
重叠，教学中师生生态平衡被
打破

生态位是在生态群落中，一个物种和其他物种

相关联的特定时间位置、空间位置和功能位置［11］。
态位是描述某个生物体单元在特定生态系统与环

境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地位与作用，是某

生态单元的“态”和“势”或影响力［12］。在生态系

统中，每个物种在长期的生存竞争中都拥有一个最

适合自身生存的时空位置。如果把高等教育作为

一个大的生态系统的话，各种高等院校在这一系统

中分别占据着特定的生态位，独特生态位的确定对

于缓解高校目前存在的同质化竞争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近年来各类型各层次高校在发展战略规划中

逐渐重视寻求自身的定位，在合理准确定位的基础

上扬长避短、特色发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然而，

长时间以来受政府政策、高校评价等影响，目前高

校尚未形成良好的生态格局，身处高校的教师自然

也受到影响。当今高等教育领域，科研不仅能够给

大学带来更多的政府经费支持，也能给教师带来职

称的晋升以及随之而来的收入提高。由于科研在

教师生态位拓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教师生态

位的影响作用大，教师为了使自己在高等教育系统

中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工作中就倾向于把

自己的角色定位于“研究者”。相比之下，教学对

教师生态位的影响作用小，往往容易被忽视。而在

高校教师这个微观生态环境当中，青年教师多，中

老年教师少; 中低级职称教师多，高级职称的教师

少( 以山西省为例，高级职称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

的比例自 2005 年持续走低① ) ，专业和学科带头人

更少; 直接来源于高校的教师多，理论教学师资较

强，有相关工作经验的实践教学师资比较薄弱。由

此造成难以形成学术群体和学科梯队，在过度一致

的评价标准的导向下，教师多数追求显性的科研

GDP，对于教学采取敷衍的态度。这一过程忽视了

教师个体对于工作环境、具体工作的适切性，造成

不同特质的教师拥堵、生态位重叠。生态位重叠极

有可能导致种间恶性竞争，最终导致科研的功利、
教学的敷衍，教学科研消长式而非互促式发展。

课堂是一个特殊、完整的生态系统。课堂生态

系统主体是教师和学生，作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

教师和学生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课堂中不可或

缺的生态主体，缺一无法构成课堂。据此推之，有

教无学或无教的学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生

态课堂的构建依赖于教师改变教学的根本理念和

价值取向，转变展开教学活动的基本思维方式，创

造维系师生交往活动的人际氛围和精神氛围。然

而，高校很多教师教学观念落后，尚未能在教学中

真正视学生为学习的主体，导致课程教学缺乏师生

互动，学生缺少表达自己观点与质疑的权力，课堂

成为教师“独白”的专场，生态课堂原本的平衡与

共生被打破。在这种僵化的教学环境中，教师习惯

于充当“课堂生态系统能量的主要输出源”［13］，不

自觉地把学生作为型塑的白板、空的容器，而忽略

掉了教师输入能量真正持续有效流动的程度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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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接受程度。这样的课堂教学弱化了学生这一

重要的生态因子，忽视了学生的认知基础与需要，

脱离了学生的发展，自然无法对学生施以有效影

响，由此，课堂教学的价值失去了重要依托，师生之

间的互利共生关系受到阻滞，教师的生命活动价值

也难以实现，教学的生态意蕴难以企及。

以上从文化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

学等学科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不同学科的分析有相

通之处也有差异，虽然并非周全与穷尽，但至少为

学界较为全面地理解高校教师教学影响力弱化现

象提供了新的多样的视角，有助于深化相关理论。

注释:

① 参考山西省教育厅网站公布的各年教育年鉴及教育事业发展

统计公报。http: / /www． sxedu． gov． cn /JYWX /index． 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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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ltidisciplinary Attribution of the Weakening
of Teaching Influence in Universities

ZHANG Li，HE Yunfeng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Taigu，Shanxi 030801，China)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and complex practical problem that the teachers＇ teaching influence
is weakening in universities，which can be analyzed theoretically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1 )
The disciplining teaching culture is deep-rooted while creative teaching culture has not yet
formed in the university teaching management．2) The power and authority of university teach-
ers in the classroom“political space”goes downward．3) The interests and secularization of the
social reality has infiltrateds the process of teaching，which makes the relationship of exchange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obvious．4) Teachers carry different social roles expectations and
fail to fully meet students’expectations．5) The niche of university teachers overlap，and eco-
logical balance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eaching has been broken．This paper through
the multidisciplinary analysis of the reason for the weakening of teaching influence in universities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deep understanding and resolution of this problem．
Key words: university teachers; teaching influence; multidisciplinary at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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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高校面临窘境: 教学资源相对短缺，难以满足教学需要; 教师资源相对匮乏，严重影

响教学质量; 知识资源相对不足，无法满足师生需求; 交流资源相对有限，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慕

课作为一种优质教育资源，其对传统教学的镜鉴表现在四方面:“自主学习”的教学理念、“技术

性、便捷性”的教学设计、“以学为本”的教学模式和“重在评学”的教学评价。据此，提出慕课资

源长入地方高校教学的四大机制: 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改善教学资源短缺现状; 实施“双师教

学”项目，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平; 拓宽信息来源渠道，开阔师生视野; 加强师生对外交流，提升高

校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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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慕课的出现，被看作是教育界的一次

重大革命，是未来教育的曙光。为了顺应这一全球

化趋势，我国也加快了慕课建设的步伐，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在 2014 年工作重点中明确提出: 要加强

建设、推广使用慕课。现阶段，如何充分利用慕课

这一优质教育资源，与传统教学紧密结合，以解决

地方 高 校 资 源 短 缺 问 题，无 疑 具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意义。

一、地方高校资源短缺的窘境

1． 教学资源相对短缺，难以满足教学需要

丰富的教学资源是高校得以存在与发展的重

要物质基础。然而，与国家各部委直属高校相比，

地方高校的教学资源相对短缺。受国家和地方政

府财政投入不足及高校扩招带来的规模膨胀等因

素影响，地方高校教学楼、办公楼、实验室等教学资

源严重不足: 教学楼紧缺，以至于公共课的班容量

超大，许多专业课也无法实现小班教学; 办公用房

紧张，很多教师没有自己的备课室或工作室; 实验

室短缺，许多新办理工科专业长期没有专业实验

室; 实验设备不足，导致本应开设的实验课不能正

常开出; 等等。地方高校发展所需的基本教学资源

都面临短缺的局面，更不用说优质教学资源。
2． 教师资源相对匮乏，严重影响教学质量

充足的教师资源是高校得以运行与发展的核

心竞争力。自高校扩招以来，地方高校在校生数量

增长迅速，而教师数量却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在增

长。这就导致地方高校教师资源相对匮乏，生师比

严重失衡，加重了教师的工作负担。很多高校教师

每天疲于应付繁重的教学任务，超课时工作; 新入

职教师还未接受系统、专业的教育教学培训即被推

上讲台，讲授有一定难度的专业课; 有的教师自己

都没弄懂、甚至未学过的课程却要在入职以后给学

生讲授; 有的教师从教后讲授的课程与自身从事的

专业相去甚远; 等等［1］。这些因教师资源匮乏而

带来的问题，在地方高校中屡见不鲜。如果这种状

况持续下去，必将严重影响地方高校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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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识资源相对不足，无法满足师生需求

智识资源主要包括知识资源、学术资源和信息

资源，这是高校最宝贵、最具优势的资源形式，充沛

的智识资源是高校之所以为高校的本质所在［2］。
地方高校大都地处中小城市，与地处大城市的高校

相比，图书储备有限，且很多图书呈现的知识已过

时，无法满足师生对知识资源的需要。受教学资源

和教师资源的限制，地方高校自身学科实力不强，

学术团队声誉不高; 与同类知名院校的学术合作机

会较少，无法实现学术资源的共享，使其学术资源

非常有限。
4． 交流资源相对有限，不能顺应时代潮流

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高校的对外交流已从国

内拓展到了国外，互派留学生、互派访问学者、参加

或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同类高校合作办学、共同攻

坚克难等方式均十分常见。然而，受传统、保守、封
闭的办学理念影响，地方高校对外交流意识不强，

主动性不够，对外交流方式仅限于聘外教、单向访

学，缺少与国内外同类知名高校开展知识、人才、信
息等方面交流的积极性; 受所处地域限制，地方高

校对外交流渠道不畅，除固定的几所国内外高校

外，很少有机会与其他知名高校进行多形式的广泛

交流; 受领导层面对对外交流工作重视程度的影

响，地方高校在这方面的投入非常有限; 受行政权

力制约，地方高校对外交流工作基本由专门的行政

部门———外事 处 负 责，各 学 院 只 能 被 动 地 接 受

安排。

二、慕课资源的优势对传统教学
的镜鉴

1． 教学理念:“自主学习”对“接受学习”
现行的高校教学理念是“接受学习”，教师是

教学的绝对主体，他们是知识的拥有者，以“传递

高深学问”为己任，将教材上的知识以及自身所拥

有的知识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教给学生，“教”完

全支配“学”。而慕课的教学理念是“自主学习”，

它将学习的主动权交回给学生，允许学生根据自身

知识、能力水平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自行把握学习

进度，自主选择学习环境。一门慕课课程通常会持

续 4 ～ 16 周，每周一次课，每次课一般 2 小时左右，

以事先录好的视频形式呈现，每次课程的视频又经

过事先处理被划分为若干时长 10 分钟左右的知识

单元［3］。这种设计的目的就是允许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自定学习步调，不必受

传统教学的限制; 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

择学习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在学习环境方面，学生

也可以自由选择在宿舍、教室、家庭等不同场所进

行学习; 在学习工具方面，学生可以选择台式电脑、
笔记本电脑、手机等不同设备。由此可以看出，慕

课所主张的是一种自觉、自愿、自立、自为、自律的

学习，体现了“自主”的本质特征，避免了“一刀切”
所产生的尴尬后果。

2． 教学设计:“技术性、便捷性”对“工具性、
繁琐性”

传统的高校课堂教学是满堂灌式的，教师为学

生提供现成的知识，学生只要边听边记笔记就行，

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教师怎么教，学生怎么

学，教师教多少，学生学多少。大量的时间是在进

行填鸭式的教学，师生互动很少，因而很少做系统

的教学设计。而慕课的教学设计是技术性和便捷

性的统一。以 edX 为例，其课程的教学设计包括

两大阶段: 前期阶段和核心阶段。前期阶段主要是

对学习者需要、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进行分析［4］。
首先，根据学习者的职业、学习背景对其学习需求

进行分析; 其次，根据不同类型学习者的需要确定

不同类型的教学目标; 再次，根据对学习者需要和

教学目标的分析，确定教学内容，并将其科学地划

分为若干个相对完整且相互关联的知识点。核心

阶段则是对学习资源、教学活动、学习评价和学习

支持的设计。对学习资源的设计主要就是对教学

视频的设计，它包括对教学视频的制作、视频内容

的设计等方面; 对教学活动的设计主要是对学习者

个体活动、生生互动、师生互动的设计，对学习者个

体活动的设计就是根据学习者的兴趣合理设置小

测验或试题库，对生生互动的设计是根据合作学习

原理合理设置小组、互评等形式的活动，对师生互

动的设计则是以注重交互性为前提，设计线上师生

问答互动、线下博客、微信互动讨论等; 对学习评价

的设计就是根据学习者需要、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对相关内容的测验、作业以及试题的设计; 对学习

支持的设计就是对学习资源、教学活动、学习评价

等工作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
3． 教学模式:“以学为本”对“以授为本”
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是“以授为本”，这体现了

教师对整个课堂教学活动的绝对控制。也就是说，

教什么、怎么教和教多久都要由教师决定，较少考

虑学生自身的需要和想法，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
而慕课是将众多优质课程资源置于专门的网络课

程平台，供学生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和需要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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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学，其规模之大、时空范围之广、开放程度之高是

传统课堂教学无法比拟的，其核心就是强调“学”，

体现了“以学为本”的特点。这种从“以授为本”到

“以学为本”的转变，归根到底是由慕课自身的特

点决定的。首先，慕课的大规模和开放性为学生的

自主选学提供可能，而慕课简便的操作方式、低廉

的学习成本使得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其次，慕课

的可重复性为学生正式学习之后的温故知新创造

了便利条件，学生可根据自己情况重复学习其认为

重要的或必须掌握的内容。最后，慕课重视学生自

身的体验和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有助于巩固学

生的自主学习成果。体验是一种静态的自主学习，

它突出的是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独立认知和感悟; 而

互动是一种动态的自主学习，它突出的则是学生对

学习内容的相互交流和碰撞。可以说，慕课是学生

对学习 内 容 的 认 知、感 悟、交 流 和 碰 撞 等 的 集

合［5］。因此，慕课的设计必须突出“以学为本”。
4． 教学评价:“重在评学”对“重在评教”
高校现行的教学评价主要是对教师教学过程

及结果的评价，对教学过程的评价重在对教师授课

过程的评价，而对教学结果的评价则重在对教师授

课结果的评价。概括地讲，现行教学评价重在评

“教”。然而，教学是由“教”与“学”两方面组成

的，只评“教”就容易忽视“学”，也就无法真实、全

面地反映实际的教学状况。事实上，检验教学效果

好坏的标准只有“学”。因此，如何科学合理、切实

有效地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是开展教学评价的根

本。而慕课正是从这一根本出发设计的。以美国

三大慕课平台为例，他们都利用同辈评价或软件评

价的方式，为学生提供第一时间的反馈，同时开放

课程论坛作为学生与教师、助教、学生与学生之间

的交流平台，促进学习过程中的互动。edX 为给成

千上万学生提供有效的学业评价，MIT 教授开发出

Caesar 软件，将作业和测试的批复任务分配给世界

各地的校友志愿者，既巧妙地利用校友资源，保障

教学评价质量，又促进校友与学生的直接互动，拓

宽双方选贤或择业的机会。

三、慕课资源长入地方高校教学
的机制

1． 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改善教学资源短缺

现状

教师可以借助慕课平台获取备课所需各种资

料，无需再受场所限制; 学生可以在任何一台互联

网电脑上以在线注册的方式学习这些课程，享受全

球教学资源，无需再受几百人共同上课的困扰，也

不必再担心不能正常上实验课等问题。因此，将慕

课融入传统教学，可以切实改善地方高校资源短缺

的现状。具体做法是: 课程开始前，教师将所授课

程内容按课时划分后上传至慕课平台，并给学生详

细安排每节课的自学任务。然后，学生在每节课开

始前自学慕课平台上的相关内容，并完成习题和小

测验。在学生自学期间，教师每周组织一次线下讨

论课，安排学生针对自学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开展小

组讨论; 之后，教师再针对课程中的重点内容提出

若干问题，由学生回答，并进行点评讲授。在这个

过程中，教师只是一个引导者，在适当时候负责牵

线，大多数时间都是学生发言。这种“自学—讨

论—讲授”的混合式教学，是慕课资源长入地方高

校教学较为理性的模式。
2． 实施“双师教学”项目，提升教师专业化

水平

在慕课平台上，教师资源非常充足，且不乏许

多世界知名高校的优秀教师，每一门课程均由 1 ～
2 名优秀教师主讲，有的课程还配有 2 ～ 3 名负责

线上课程测评及论坛区工作的课程助教和论坛助

教。如此充足的教师资源是传统教学无法比拟的。
慕课平台上的每一门课程，都可以供成百上千，乃

至几万、几十万学生共同选择学习。因此，为了解

决地方高校教师资源匮乏的问题，可以引入慕课平

台上的优秀教师资源: 对于一些慕课平台和地方高

校共有的课程，地方高校可以尝试让全校学习同一

门课程的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在慕课平台上按要

求自学该门课程的主要内容，并完成课程测评及讨

论; 之后由本校教师集中时间开展辅助教学，主要

针对学生在慕课学习各环节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

及时解答。这样就形成了集地方高校与慕课平台

教师资源于一体的“双师教学”。在慕课平台上，

一方面学生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课程的学习，另

一方面教师也可以从优秀教师身上学到很多平时

无法学到的知识、授课技能与方法等。可以看出，

这种“双师教学”既是一种新型的远程教育教学模

式，又是一种可行的教师资源共享途径，还是一种

便捷的师资培训方式，可以使更多地方高校共享优

质教师资源，从而促进其教学质量的提高，提升教

师专业化水平。
3． 拓宽信息来源渠道，开阔师生视野

借助慕课平台，地方高校师生不需要进图书馆

就可以学到丰富的知识; 可以了解到国内外学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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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运作的基本情况，通过线上交流使线下学术合作

成为可能; 可以把握相关学科最新的研究进展和发

展动态，还可以接触国内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

方式。世界知名慕课平台之一的 edX，目前拥有来

自世界各地的 10 多万学习者，可以在全世界任何

地方学习哈佛大学的“古希腊英雄”、加利福尼亚

大学的“幸福科学”、香港科技大学的“商务英语”、
芝加哥大学的“城市教育中的关键问题”、北京大

学的“化学与社会”、东京大学的“重现战后东京”、
清华大学的“中国建筑史”等来自世界 100 多所名

校的 382 门课程，这些课程充分体现了相关领域最

先进的思想观念、最丰富的研究手段、最多样的研

究范式。因此，地方高校可以借助“双师教学”的

运行方式有效利用慕课提供的信息，丰富课堂教学

内容，拓宽信息来源渠道，开阔师生的视野。
4． 加强师生对外交流，提升高校国际化水平

慕课的到来，为地方高校的对外交流也提供了

极大的便利。教师不出校门，就可以与国内外名校

名师在线进行学术及思想的交流; 学生借助电脑和

网络，也能够与名校名师进行线上或线下的讨论交

流。许多慕课课程都有极其富有生气的讨论区，国

内外不同学校同一学科的教师之间可以针对所教

内容中的重点、难点及最新研究动态进行线上交

流; 数以千计选择同一门课程的学生以他们特有的

方式与教师、同学开展交流，如微博、微信、QQ 群

等。通过不同形式的交流，达到共享学习内容、分
享学习收获、共同感受学习乐趣的目的。地方高校

可以以慕课平台作为拓展师生对外交流的起点，通

过线上多次交流为线下交流奠定基础，使对外交流

从线上最终延伸到线下。因此，地方高校可以借助

慕课平台增强广大教师对外交流的意识，调动其积

极性，并以慕课为中介，为广大教师提供线下的对

外交流机会，不断开放线下对外交流渠道，最终提

升其国际化水平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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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ference and Introducing:
the Utilization of MOOCs Ｒesources in Local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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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predica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universities as follows: 1) educa-
tional resources cannot meet teaching needs; 2 ) lack of faculty resources has a serious impact
on teaching quality; 3) intelligence resources are insufficient comparatively，which cannot satis-
fy the demand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4 ) the limited communication resources results
cannot conform to the trend of the times．As an excellent teaching resource，MOOCs (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possess references for traditional teaching，including the teaching idea of
“Independent Study”the teaching design of“technicality and convenience，”the“Study-orien-
ted”teaching mode，and the“Study-oriented evaluation”assessment system．Accordingly，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o four mechanisms to introduce MOOCs resources to local universitiesas fol-
lows: 1 ) making use of a hybrid teaching mode to complement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re-
sources; 2 ) carrying out“double-teacher teaching”projects to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faculty; 3 ) broadening information sources channels to expand teachers and students ＇ hori-
zons; and，4 ) reinforc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eleva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of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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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教育部等部门颁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

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 加强高校实践

育人工作，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于国民教

育全过程，大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 ”［1］党

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

务。 ”［2］然而，现阶段，“ 实践育人”和“ 立德树人”仍然

是高校人才培养的薄弱环节。 当前，发端于美国的服

务性学习理论已经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广泛应用于高

等教育领域。 实践证明，它可以为高校实践育人和立

德树人工作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有益借鉴。

一、服务性学习的理念缘起与嬗变

（ 一）服务性学习的意涵

服务性学习兴起于 20 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美

国，它是“ 学校在特定的时间给学生提供服务社区的

机会，以此将社区服务和课程学习结合起来，目的是

要培养学生必要的社会技能和良好的个性品质”［3］。

在美国，服务性学习是这样一种学习方式：“ 学生积极

主动地参与学校组织的社区服务活动，这种活动可以

满足社区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学生在活动过程中通

过将服务与课程学习相结合，能使其自身得到发展。 ”［4］

综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服务性学习就是经过精心

组织的，以学生服务地方和社会为主要形式，在课程

中开展服务，在服务中贯穿课程学习，既能满足地方

和社会的需要，又能促进学生自身发展的一种新型学

习方式。

（ 二）服务性学习的发展

1.服务性学习在美国的兴起。 服务性学习最早可

以追溯到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经验学习，他极

力主张要将学生在校的生活与其个体经验紧密联系

起来，又被称为“ 做中学”。 服务性学习的发展大致分

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萌芽阶段 （ 20 世纪六十年

代） ，典型的代表是和平队和服务志愿者项目，是志愿

者利用自身的知识专长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同时自己

也可以从中受益。 第二阶段是成型阶段（ 20 世纪六七

十年代） ，主要有三种形式，即公共服务实习项目、实

地研究体验项目以及传统的学生志愿者项目。但这两

个阶段的服务性学习并没有同学生的课程学习紧密

结合起来。 第三阶段是补充课程阶段（ 20 世纪七十年

代到八十年代初） ， 美国政府成立了联邦机构专门负

责志愿者服务活动的监管，并为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

持。这一阶段的服务性学习是作为一种特殊课程存在

的。 第四阶段是课程整合阶段（ 20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到九十年代末） ， 美国政府成立了全国实习和体验教

育协会，提出“ 将服务与课堂学习结合起来以服务教

学”的理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服务性学习

开始逐步兴盛和繁荣起来。

2.服务性学习的全球发展。 受美国的影响，世界

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开始将服务性学习引入本区域。早

在 19 世纪， 英国在培养学生社会性方面就将提升服

务意识、培养社会技能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到 20 世纪

上半叶，英国的职业教育则依托企业继续培养学生服

务国家和社区的意识和能力。到 20 世纪九十年代，英

国将“ 社区服务”作为培养学生社会性和开展公民教

育的一门重要课程。 20 世纪九十年代起，韩国首尔市

教育厅规定，初中要将志愿服务活动义务化，高中的

志愿服务活动要在高中成绩中占一定比例，大学则要

服务性学习：理念阐释、价值重估及机制建构

○陈晶晶 何云峰

［ 摘要］ 本文从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视角对服务性学习的教育价值进行重估，认为：服务性学习

是促进教育与劳动相融的新型教育机制，是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优质教育资源，是一个获取实践经验的新型

教育载体，是一个实现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教育途径。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高校开展服务性学习的长效机制，即：
加强总体规划，形成完备体系；建立导师制度，提高服务水平；建立实践基地，搭建良好平台；确立保障机制，实

施科学管理。
［ 关键词］ 服务性学习；理念；价值；长效机制；建构

［ 作者简介］ 陈晶晶（ 1980- ） ，女，硕士，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课程与教

学论等；何云峰（ 1973- ） ，男，在读博士，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教育管理。（ 山

西太谷 030801）
［ 课题来源］ 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高校文科“ 三课堂”协同、融合、环动人才培养模式实验研究

（ 项目编号：J2012031） ；山西省教育科学“ 十二五”规划项目：转型发展中山西农业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策略研究

（ 项目编号：GH1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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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志愿服务活动作为学校的教学科目，要求学生一年

之内必须参加规定学时的志愿服务。

3.服务性学习的本土实践。 进入新世纪，服务性

学习也引起我国教育界的广泛关注，许多高校在教育

教学实践中成功地进行了服务性学习的实践探索。具

体来说，服务性学习在我国的实践可以总结为四种类

型：第一种是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服务性学习，通常在

假期进行，持续时间较长，且与学生所学课程紧密相

关。 它有多种形式，如环保服务、支教服务、科技支农

服务、社会调研等。 第二种是课程教学活动中的服务

性学习，有三种形式，即服务性学习课程群、教学实习

模块和科研训练计划。第三种是志愿服务活动中的服

务性学习，通常在特殊节日或周末开展，持续时间较

短，形式不限，如清扫校园、募捐物品、资助孤儿、敬老

院服务、义务献血等。 第四种是自发创业实践中的服

务性学习， 是高校学生在创业实践中结合地区实际，

采取适当方式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既无固定时间要

求，持续时间和服务形式也无明确规定。

二、服务性学习的教育价值重估

（ 一）哲学视角：服务性学习是促进教育与劳动相

融的新型教育机制

从哲学角度看，服务性学习是促进教育与劳动相

融的新型教育机制。“ 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这是社会主义学校教育的基本原则之一。知识的全部

功用就在于被有效地运用于社会的各种实践之中；并

且， 任何已有的知识若是不在实践中被充分地运用，

就会失去作为知识的价值，更不会自动翻生出新的有

用的知识。 对学生而言，学习书本知识只是“ 获得能

力”的“ 准备阶段”，一个人的“ 真才实学”是在实践中、

在运用学得的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逐步获得

的。但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这一原则在高校并没

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脱离于社会生活，规避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学生不能真正地深入社会实践中体验丰富

多彩的现实社会， 更多的是聚集在学校里啃书本、背

教条，这种“ 学究式”的学习方式使得高等教育失去了

生机和活力。 与之相反的，服务性学习却特别注重社

区服务与课程学习的整合，主张在课程学习中开展服

务，在服务中贯穿课程学习。 无论是社会实践活动中

的服务性学习， 还是课程教学活动中的服务性学习，

抑或是志愿服务活动和自发创业实践中的服务性学

习，都能够将课程学习与社会实践、生产劳动有机地

结合起来，这才是“ 真正的教育”“ 有用的教育”。

（ 二）经济学视角：服务性学习是一种低成本高回

报的优质教育资源

在教育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上，人力资本理论最有

代表性。服务性学习同样也可以从人力资本理论中找

到理论支撑。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因受到教育、培训、

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技

能及能力的积累。 由于这种知识、技能及能力可以为

其所有者带来工资等收益，因而成为了一种特定的资

本———人力资本。 可见，学生在学校里获得的知识技

能是其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它是带来一定经济收入或

其他收益的源泉， 其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

高校能够为学生提供各种资源来发展和提高其智力、

体力与道德素质等，使其形成更高的生产能力。 而服

务性学习正是这样的资源之一。 一方面，服务性学习

可以帮助学生诸多能力的形成和提高，如对所学知识

的应用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他人交流、沟通与合

作的能力等， 这些能力能够提高其人力资本存量，使

其适应未来升学和就业的需要。 另一方面，由于服务

性学习非常注重学校与地方的合作，使得学校易于了

解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最新动态，培养

出的人才更易为地方所接受，因此服务性学习在降低

失业率和提高就业率方面能够发挥重要的经济作用。

可以说，服务性学习是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优质教

育资源。

（ 三）心理学视角：服务性学习是一个获取实践经

验的新型教育载体

从心理学角度看，库伯的经验学习圈理论可以为

服务性学习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库伯认为：“ 经验

学习过程是由具体经验、反思性观察、抽象概念化和

主动实践四个阶段构成的环形结构。具体经验是指学

习者要从日常生活学习中获取直接或间接经验，这是

学习的起点；反思性观察是学习者对自己获取的经验

进行反思；抽象概念化是学习者要将已获经验升华或

使之理论化，形成某种概念；主动实践则是指学习者

将所形成的概念加以运用，以检验自己的学习效果。”［5］

学习者经验的获取只有经过这四个阶段的循环才能

完成。通过这种循环既可以强化学习者对所获经验的

认识，也有利于学习者将这些经验灵活运用于各种情

境中。可见，这一理论非常注重在实践中获取经验。服

务性学习非常注重社区服务与学术学习相结合，在服

务性学习过程中学生个体性实践经验的获得正是通

过不同形式的实践完成的。 因此，服务性学习又是一

个获取实践经验的新型教育载体。

（ 四）社会学视角：服务性学习是一个实现个体社

会化的重要教育途径

从社会学角度看，服务性学习是一个实现个体社

会化的重要教育途径。 所谓“ 个体社会化”是指“ 个体

学习所在社会的生活方式， 将社会所期望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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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规范内化，获得社会生活必需的知识、技能，以适

应社会需要的过程”［6］。一句话，社会化即是个体由一

个“自然人”变成“社会人”的过程。个体社会化的目的

不仅是要使人学习和掌握成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社

会技能，接受和认同一定社会的文化价值与社会规

范，而且要使先进的思想、技能和经验得以传承，推动

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而服务性学习将课程学习与

社区服务相结合，让学生在校期间有部分时间可以进

入社会，在深入各种真实环境的过程中了解社会对个

体的期望、要求与限制，因此可以使学生较早了解个

体社会化的整个过程，甚至较早实现自身的社会化。
而学生所服务的地方也可以在接受学生服务的过程

中帮助学生社会化的形成。
三、服务性学习的长效机制建构

（ 一）加强总体规划，形成完备体系

为了使服务性学习能够在高校长期有序地开展，

各高校要将其纳入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并进一步

加强服务性学习的总体规划，把服务性学习作为课程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巩固理论教学成果的重要手

段，在课程设置、实践基地建设和教学科研等方面，努

力探索将服务性学习融入其中的方式，以形成较为完

备的服务性学习体系。同时，各高校还要注重将学生

的课程学习和服务性学习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引导

大学生走出学校，深入社会，广泛开展社会实践、教学

实习、科研训练、社会调研、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

活动等内容丰富的服务性学习活动。
（ 二）建立导师制度，提高服务水平

指导教师对高校学生的服务性学习来说是至关

重要的，要想使服务性学习取得成效，必须建立相应

的导师制度，提高服务水平。首先，各高校可以要求讲

师以上职称的教师兼任学生服务性学习的指导教师。
其次，将服务性学习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学习纳入教师

职后培训体系中，定期对其进行培训，培养教师的服

务意识和能力。同时，还要给各指导教师提供相应平

台，鼓励教师之间围绕学习心得和指导经验多多开展

交流，提升指导质量。再次，为了激励广大教师指导学

生服务性学习的积极性，高校可以将教师指导学生服

务性学习的工作量按一定比例折合成课时，纳入年终

教师教学工作量的计算范围，以增强服务性学习指导

工作对广大教师的吸引力。
（ 三）建立实践基地，搭建良好平台

服务性学习不是一种短期行为，更不是突发行

为，因此，各高校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需

要，建立服务性学习实践基地。由于服务性学习主要

在校外实施，因此服务性学习实践基地以校外实践基

地为主。服务性学习实践基地是高校学生在校期间结

合课程学习，走出校门、服务社会的重要场所。在基

地，通过开展各种服务性学习活动，可以加深学生对

所学课程的认识，增强学生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能力。
高校要重视服务性学习实践基地的建设，主动与地方

企事业单位联系合作，为学生的服务性学习搭建良好

的平台。在此基础上，高校可以主动与地方企事业单

位签订服务性学习实践基地建设协议书，以约束双方

认真履行协议内容。
（ 四）确立保障机制，实施科学管理

高校服务性学习要想长期有效地开展，保障机制

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是制度保障。高校服务性学习必

须建立一系列完整而规范的管理和考核制度。第一，

要制定服务性学习的课程管理制度，对服务性学习的

课程教学计划、大纲、学分及课程设置等做出具体规

定。第二，制定一系列确保服务性学习实施效果的管

理制度，比如：服务性学习组织管理制度、服务性学习

指导教师管理制度、服务性学习学生管理制度、服务

性学习基地建设与管理制度等等。其次是经费保障。
服务性学习的实施离不开必要的经费支持。各高校应

从学校经费中划拨出一部分作为服务性学习专项经

费，支持各学院学生的服务性学习活动；鼓励长期接

受服务的地方企事业单位以捐赠、资助的方式对大学

生的服务性学习提供经费保障；高校、地方企事业单

位要对在服务性学习中表现突出的团体和个人进行

表彰和奖励。再次是机构保障。高校可在分管学生工

作的校团委和学生处设立服务性学习管理机构，由校

团委书记或学生处处长任组长，各学院分管学生工作

的党委副书记任副组长，各学院辅导员具体组织实

施，并明确各级管理机构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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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无法满足课程资源开发的需要，现有课程资源的使用效率低，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和社会支持

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研究探讨了“互联网 ＋”背景下高校课程资源开发

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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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 ＋”时代给课程资源开发带来新的视

角和途径。高校课程资源是指教育教学活动中一

切可资利用的人力、物力以及自然资源的总和，它

具有多样性、多质性和价值潜在性等特点［１］。课程

资源的有效开发不仅保证高校课程的数量，同时，
也提升了高校课程的质量，拓展高校课程资源的广

度和深度是高校课程开发的必然要求。美国课程

专家泰勒声称：“任何单一的信息来源都不足以为

明智而综合的决定学校目标提供基础”［２］。所 以，
要决定学校目标就要结合多元信息，挖掘课上、课

下、校内、校外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使之成为可以

利用的课程资源。本研究在总结课程资源含义的

基础上梳理了高校课程资源开发的研究现状，发现

高校课程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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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原因，并 提 出 了 在“互 联 网 ＋”背 景 下 解 决 这

些问题的有效措施。

　　一、高 校 课 程 资 源 开 发 的 研 究

现状

　　当前，关于课 程 资 源 的 开 发 的 研 究 主 要 涉 及

课程资源 开 发 的 现 状、原 则、特 点、策 略 等 方 面。
一是对 课 程 资 源 开 发 现 状 进 行 研 究。从 段 兆 兵

课程资源 的 内 涵 与 有 效 开 发 中 建 立 正 确 的 课 程

观，课 程 资 源 开 发 要 突 出 特 色［３］，范 兆 雄 对 我 国

现代 课 程 资 源 短 缺 问 题 进 行 了 探 讨［４］，到 近 年

来，张春利、李 立 群 研 究 的 课 程 资 源 开 发 的 困 境

与对策［５］等，可见我 国 学 者 对 课 程 资 源 开 发 进 行

了不间断的深入 探 究 和 挖 掘，使 课 程 资 源 开 发 适

应了时 代 的 发 展 变 化。二 是 对 单 学 科 课 程 资 源

开发研究，由于课 程 类 型 的 多 样 性 和 课 程 性 质 的

不同，单学科的课 程 资 源 开 发 也 成 为 研 究 者 的 研

究内容。吴 文 生 和 曾 军 宏 就 地 方 美 术 课 程 资 源

开发和利用过程 中 出 现 的 问 题、特 点 以 及 地 方 美

术传统文化的 传 承 等 内 容 做 了 研 究［６］。段 长 波、
李颂华以高校体 育 课 程 为 例，对 高 校 体 育 课 程 资

源现状、问 题、改 革 策 略 等 进 行 深 度 探 析［７］。于

云荣以思想政治 课 程 为 例，从 明 确 思 想 政 治 课 程

资源开发的出发 点，抓 住 思 想 政 治 课 程 资 源 开 发

的基本 点，把 握 思 想 政 治 课 程 资 源 开 发 的 关 键

点，凸显思 想 政 治 课 程 资 源 开 发 的 闪 光 点，寻 求

思想政治课程资 源 开 发 的 拓 展 点 五 个 方 面，探 析

了思 想 政 治 课 程 资 源 开 发 的 多 维 路 径 选 择［８］。
关于单一课程资 源 开 发 的 研 究 还 有 很 多，涉 及 的

学科也 很 广 泛。三 是 依 托 新 媒 体 进 行 的 课 程 资

源开发研究。新媒 体 的 出 现，为 课 程 资 源 的 开 发

提供了新的平台。李 林、魏 晓 俊 研 究 了 慕 课 背 景

下的课程资源开 发，依 托 慕 课 这 一 外 显 形 式 搭 建

起课程 资 源 开 发 的 平 台，从 课 程 资 源 的 开 发 步

骤、开发路 径、开 发 方 式 及 高 等 教 育 信 息 资 源 的

利用等方面做 了 详 细 介 绍［９］。楚 京 予、余 本 功 等

人通过分析慕课 平 台 中 教 学 资 源 的 组 织 要 求，设

计出了慕课平台 中 教 学 资 源 的 组 织 方 案，为 慕 课

平台中的个性化 学 习、相 关 课 程 的 智 能 聚 合 提 供

了基础［１０］。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无论是单学科还

是多学科的 课 程 资 源 开 发 都 是 为 学 生、学 校 服 务

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学职能的丰富，高校

课程资源开发工作不能仅仅进行单一的内容上的

研究，还要与社会发展接轨。

　　二、高校课程资源开发中存在的

问题

　　１．课程资源开发的理念滞后

在“互联网 ＋”如 火 如 荼 发 展 的 今 天，高 校 缺

乏与“互 联 网 ＋”时 代 相 适 应 的 课 程 资 源 开 发 理

念，仍沿袭旧有的开发传统，对新鲜资源缺乏敏感

度。高校缺乏有特色的学生培养方案，目光依旧停

留在已有的课程资源上，对原有资源做重复开发，
对新资源却不闻不问。在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

体高速发展的今天，手机改变着个人和社会的交流

沟通方式，高校却排斥这一新生事物进入课堂，把

手机作为课程资源开发的一个元素也未尝不可。

２．课程资源开发人力资源不足

“互联网 ＋”所“＋”的 是 教 师、学 生 和 所 有 社

会成员，所有的人力、物力资源都可以被加在互联

网的大旗下。“互联网 ＋”背景下的课程资源开发

却没有有效利用这些人力资源，单独由指导教师来

完成毕竟能力有限，视角单一，指导教师的课程开

发能力和课程生成能力有待提高。在新媒体素养

方面，教师应用新媒体技术指导学生的能力也比较

薄弱，往往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不了解新时期

课程资源的含义，忽视了对学生资源的开发，以“应
试教育”为主导，仅把教材、习题、多媒体等作为课

程资源。互联网网罗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参与到高

校课程资源开发这一工作中来，却没有形成完整的

人力资源系统，造成人力资源不足。

３．课程资源开发保障不力

高校课程资源开发并非是一项单纯的课程设

计活动，而是需要实物来支持课程实施，保障教学

目标实现的综合教学活动。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

制约着课程的实施，高校实践教学基地未能以学生

实际需要为依据，而是根据高校固有资源，缺少高

校、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位一体的共建的、科

学的、规范的实践教学基地，未能利用互联网整合

校内、校外课程资源，未能将校园与政府、企业有效

连接，实现网络化管理。所以课程资源的开发工作

较少涉及实践操作。此外高校实验室、图书馆、活

动室资源严 重 短 缺，无 法 满 足 课 程 资 源 开 发 的 需

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利用互联网开发课

程资源的积极性。

４．现有课程资源的使用效率偏低

历史上把课程等同于所教科目由来已久，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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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开发更多是对教材的开发，学校和教师都存

在对课程资 源 的 闲 置 和 浪 费，只 注 重 对 教 材 的 讲

解，完全是“教”教材，忽视了对活动、图书馆资源、
校园建筑、班风、校风、师生关系等隐性课程资源的

利用，只把学生禁锢在小小的教室里和薄薄的书本

上，现有课程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造成极大浪

费，抑制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５．课程资源开发缺乏制度化支持

制度保障和社会支持是高校课程资源开发的

保证和动力。从我国教育制度的层面来看，“互联

网 ＋”时代的到来，受益较多的是东部沿海发达地

区和较发达地区的学校，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学校

则因为互联网普及率不高，网络覆盖不到位而受到

限制。缺乏制度的保障，使运用互联网开发课程资

源的工作受到重重阻碍。社会对教育比较重视，但
是资源分配不均，学校发展不平衡，使追求名校名

师之风盛行，加剧了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距，缺乏

必要的社会 力 量 的 支 持，课 程 资 源 开 发 将 举 步 维

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所以，社会力量将成为高

校课程资源开发的动力，赢得必要的社会支持将为

高校赢得课程资源开发的动力。

　　三、高校课程资源开发中存 在问

题的成因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高校对课程资源开发利用

还不充分，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源
于以下三方面原因：

从学校层面来看，高校是智力资源相对集中的

场所，承担着创造和知识生产的重任。课程资源开

发理应包含在大学的使命与责任中，高校应主动承

担起课程资源开发的重任。然而，很多大学在这方

面却“默默无闻”，经常缺位，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

高校存在着因办学规模扩张导致校舍面积不足，教
育经费紧张等问题，致使条件性课程资源不能配套

跟进，校外课程资源难以选择，现有学校资源的配

置不够合理，最 根 本 的 是 课 程 资 源 开 发 的 意 识 淡

薄，缺乏制度上和资金上的有效保障，不能保证课

程资源开发的有效性和连贯性。
从教师层面来看，其一，教师对课程资 源 的 认

识比较狭隘，对课程资源的内涵缺乏正确而深刻的

理解，大多数教师对课程资源的理解都是凭自己的

感觉，而这种感觉往往是不够全面、客观和深入的。
其二，教师 自 身 在 课 程 资 源 开 发 中 的 功 能 认 识 不

清，由于教师所拥有的知识结构、能力和道德观念

等都可以实现课程目标，所以教师本身就是一种重

要的课程资源。教师必须适时调整自己的功能定

位，才能对课程资源有充分的认识，并在课程资源

开发中有用武之地。其三，教师参与课程资源开发

的自主性不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师缺乏合法

的课程资源决策权力。除此之外，有限的课程教学

时间、空间和无限的课程资源之间的比例失调，使

不少教师或视而不见或手足无措，教师还面临来自

家长、社会及舆论等方面的阻碍。
从学生层 面 分 析，学 生 受 应 试 教 育 的 影 响 很

深，难以在 短 期 内 适 应 课 程 资 源 开 发 对 自 身 的 要

求，学生的个人生活经验、社会阅历、个性兴趣等难

以被学生自觉地认识并主动发掘，难以引入课程资

源开发轨道。学生虽然对网络感兴趣，但也仅限于

娱 乐，很 少 有 人 能 真 正 掌 握 网 络 技 术 并 为 自 己

所用。

　　四、运用“互联网 ＋”开发课程资

源的途径

　　１．搭建网 络 平 台，构 建 课 程 资 源 开 发 的 网 络

智能系统

“互联网 ＋”是 一 个 综 合 概 念，是 未 来 教 育 大

发展的重要引擎，要改变以前把互联网当作“轮胎”
的旧观念，树立互联网是“发动机”的新理念。新时

代的课程资源开发需要实现系统化、网络化、校本

化相结合的裂变式增长，这就要求做到：
（１）依托互 联 网 搭 建 课 程 资 源 开 发 的 管 理 系

统，课程资源怎样开发，由谁开发，开发后如何实施

都将纳入这一系统，形成先进、高效、稳定、可靠的

网络化管理方式，系统以课程资源为核心，显示课

程资源的使用频率、开发状态等，将学生、教师、校

内外所有被开发的资源都收纳进来，用大数据直观

展示资源的运行状态。
（２）搭建微信公众平台，依托手机、平板等移动

媒体，将全部资源模块化，这样资源的管理和搜索

更方便，有效利用手机、平板等媒介，来解决课程资

源开发中信息更新滞后、信息孤岛、资源重复利用、
资源浪费等问题。通过微信公众帐号的建立，搭建

起课程资源与学生、教师之间的桥梁，解决当前课

程资源开发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２．依托互联网，构建校内外资源共享系统

课程资源与课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没有课

程资源就没 有 课 程，课 程 必 须 有 课 程 资 源 作 为 前

提，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是课程资源，只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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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进入课程并与教育教学活动联系起来的资源才

是课程资源［１１］。所 以，课 程 资 源 的 开 发 就 要 注 重

与课程的联系。面对实践教学基地不足，课程资源

开发滞后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形成校内外联动

互通的课程开发共同体，连结学校、社区、企业，实

现学生校内学习，校外实践的发展模式，拓展课程

资源的范围，解决实践教学基地短缺的问题。建立

校企合作，利用互联网机制，建立网络平台，由学生

自主选择，实现学生与实践基地的直接对接，减少

中间环节，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３．利用网络资源，培养结构合理、业务精湛的

教师队伍

教师作为当前课程资源开发的主力，“互联网

＋”思维的缺乏，实际操作能力的不足，导致教师对

课程资源开发的积极性不高，培养专业化的教师队

伍，加强教师的专业素养是当务之急。首先，培养

教师对教材的多样化开发能力，改变教材是唯一课

程资源的观念。把“教”教材转变为用教材“教”，把
教材作为课程资源开发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其次，
培养教师对学生资源的开发，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开发课程资源是为学生服务的，同时，学生也是有

待开发的资源，学生的品格、行为习惯、学习方式都

可能成为待开发的课程资源，教师要注重对学生资

源的开发。最后，形成教务部门统一规划，教师主

导，专业技术人员配合的课程资源开发人力系统。
由专业技术人员来弥补教师互联网运用方面的不

足，在教务部门统一规划下，共同完成课程资源开

发工作。

４．建 立 规 范 的 制 度，构 建 有 效 的 社 会 支 持

系统

高校课程资源的开发需要完备的制度保障，课
程资源开发中信息收集，网络平台开发，实践教学

基地资源的拓展都需要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保障

收集的信息可靠、实践基地质量高、网络平台更新

及时，通过互联网监控，保障课程资源开发工作高

效。“智慧校园”将云计算、物联网、虚拟化引进学

校，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一个与外部世界相互交流、
相互感知的接口，课程资源的开发实现了校园内部

的整合，同时，还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地方政府加

大支持力度，企业引进高校实习生，建立校、地、企

三位一体的社会支持系统，解决高校课程资源开发

的后顾之忧，让高校课程资源开发的热情蔓延到社

会中，实现课程资源全方位，多元化开发。
总之，高校对互联网技术的有效运用，为 高 校

课程资源的开发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高

校应该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充分利用大数据系统，
从点滴做起，逐 步 发 展。“互 联 网 ＋”和 课 程 资 源

开发相结合不能一蹴而就，在此过程中，会遇到许

多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只要革新观念，建好机制，教
师、学生各司其职，紧跟互联网发展的潮流，提前做

好准备，“互联网＋课程资源开发”将会取得更加突

出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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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大学生社团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培养和提

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了整个学校校风和学风

的建设，是现代大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代大学

生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体现着整个社会

的精神风貌，引领着社会文化发展的潮流。创建学

习型社团进一步提升了大学生社团的品质，有利于

大学生思维和创造力的培养，在学习型组织理论的

指导下，社团的凝聚力加强，社员更有归属感，每个

社员不仅学习成绩提高，而且获得了更长久的发展，

思维能力、创造力、学习力得到提高，为完成学业后

进入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２００４年国务院颁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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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高校学生社团活动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有

效方式，在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引导学生适应社会、促进学生成才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要加强对学生社团的领导和管理，帮助学生

社团选聘指导教师，支持和引导学生社团自主开展

活动［１］。２００５年，教育部、共青团中央颁布了《关于

加强和改进 大 学 生 社 团 工 作 的 意 见》；２０１１年 全 国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处长论坛的召开，都涉及高校

学生社团的发展建设问题，表明了团中央、教育部对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活动和大学生社团活动的肯定，

也进一步明确了大学生社团活动应该保持的方向和

目标。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７日以德为先 合力育人—中央

１６号文件印发以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

育工作综述中也提到了要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团工

作。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６日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国 务

院副总理、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刘延东率中央代表团

分团考察新疆大学时说：大学生社团是校园文化建

设的重要载体，是学生的“第二课堂”，要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办好学生社团，营造良好的校园

文化氛围，坚 持 社 团 的 开 放 性 和 多 样 性［２］。强 调 了

学生社团在高校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学生社团的

发展提供了价值导向。以上政策文件为高校学生社

团有效开展活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学生社团的发展

越来越受到国家和高校的重视，为学生社团的跨越

式发展提供了契机。

在梳理学习型学生社团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本

文拟从学习型社团的概念、重要性、特征、存在问题、

构建模式及构建对策等角度对学习型学生社团作进

一步的述评，以把握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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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现状

（一）学习型学生社团内涵特征研究

１．学习型学生社团的概念研究。总体 来 看，在

对学习型组织的概念界定上国内研究者有以下几种

观点，张声雄指出，“学习型组织是一种具有持续增

长学习力的组织，是一种能够让组织成员体验到工

作中生命意义的组织，是一种能够把学习转化为创

造能量的组织”，同时他还指出，“学习型组织是一个

强调学习力、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组织”［３］。邱昭良认

为：“学习型组织是通过培养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

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而建立起来的一种

有机的、高度柔性的、扁平的、符合人性的和能持续

发展的组织。”［４］李 宏 琳 指 出，学 习 型 组 织 的 五 项 修

炼，最特殊的是它的“整体动态搭配”的能力，其核心

是强调 系 统 思 考，学 习 的 关 键 词 应 该 是 团 队 和 竞

争［５］。吴铁钧等人认为：“大学生学习型团队是指有

相同学习兴趣或爱好的大学生，在共同目标的激励

和指引下，通过共同学习和分享学习经验，共同完成

某一目标或任务”［６］。尹惠斌认为“学习型学生社团

是一种以传播相关专业知识信息，结合科研课题、社

会现实问题进行理论研究探讨，深入社会实际进行

实践探索为主要目标的学术活动型社团组织，也是

一种学习型 组 织”［７］８０。关 于 学 习 型 学 生 社 团 的 概

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但都是围绕共同目标，

以学习为纽带，以扁平化的组织形式，把理论和实践

相联系的学生自主进行的团队学习模式。

２．学习型学生社团的特征分析。我国研究者对

高校大学生学习型学生社团的特征进行了全方位的

研究，以不同的视角诠释了大学生学习型社团的特

征。岑道权等人认为学习型社团的特点包括拥有共

同的愿景，能 持 续 学 习，不 断 超 越 自 我 以 及 共 同 进

步［８］２７。许俊、冯凌云认为大学生学习型社团的特点

包括学习，以 人 为 本，组 织 结 构 扁 平 化［９］８３。高 晖 在

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注重成员全面发展与特色突出

的统一，与时俱进的创新学习能力”这一内容［１０］，更

突出了社团发展中“创新”这一重要因素。徐治初、

韩天莹、梁沪东、柴楠的观点相同，都从彼得·圣吉

的五项修炼出发以学习型组织理论为背景指出学习

型 学 生 社 团 要 包 括 五 项 修 炼 的 五 个 要

素［１１］８１－８２［１２］６０－６１［１３］。袁玉 芹 总 结 出 学 习 型 学 生 社 团

的十大特征“学习的文化，强烈的愿景，扁平化的组

织结构，科学的制度建设，良好的文化氛围，系统思

考的工作理念，合理的资源利用机制，灵活、实践的

精神，知识创造和共享，以人为本”［１４］。在对学习型

社团的特征研究上，尽管每个研究者的表述不同，但

核心内容是一致的，都是围绕彼得·圣吉的五项修

炼，把学习型 学 生 社 团 的 特 征 归 纳 为：拥 有 共 同 愿

景、团队学习、系统思考、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

从以上研究者的论述中不难发现，社团集体愿景的

建立是实行学习型学生社团的第一步，这就在目标

层面上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其次，系统思考是学习型

组织的重要基石，也是学习型学生社团的精神基础。

（二）学习型学生社团创建的意义研究

对于学习型学生社团的重要性及意义研究，大

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其一，对学生个体的意义探究。赖晓红、杜军认

为“学习型社团的构建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

质，有利于激发大学生的学习潜能，有利于大学生自

我学习、自我成长的培养”［１５］。梁沪东、袁油迪提出

了相同的见解，他们认为学习型学生社团的建设调

动了学生的内在动力，发挥了大学生的学习潜能，更

重 视 对 学 生 的 创 造 性 和 团 体 合 作 精 神 的 培

养［１２］５９［１６］１６５。

其二，对学校发展的意义探究。曲志丽 认 为 将

学习型组织理念融入高校教育管理能够“顺应时代

的发展，增强高校的竞争力，促进高校组织变革，营

建合理组织结构，促进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实现高

校自身发展，实现各种学习资源有效整合，增强高校

的核心竞争力”［１７］。

其三，多角度意义探究。岑道权等人从个人、学

校、社会三个角度指出了建设学习型社团的意义“有

利于成员开阔视野，创造新知识，有利于学校素质教

育工作的展开，有利于高校输送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的人才”［８］２８。顾思 伟 从 社 团 对 校 园 文 化 建 设、大 学

生素质拓展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角度提出

高校学生社团的重要作用［１８］４０。

学习型学生社团之所以能蓬勃发展，有其存在

的合理性，满足了大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弥补了第

一课堂和传统社团的不足，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

要力量，也为校园创新提供了基础，加强了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促进学校管理的革新。

（三）学生社团的发展研究

１．存在问题分析。大学生社团随着大学的发展

而蓬勃发展起来，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开阔了学

生视野，提高了学生的能力，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作

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社团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

系列问题。石丽飞、史晶璐从社团管理的角度提出

几点问题：社团缺乏制度保障，硬件设施落后，经费

不足，社 团 内 部 风 气 不 正 没 有 明 确 的 准 入 退 出 机

制［１９］［２０］。毛建国也提 出 了 大 学 生 社 团 目 前 发 展 建

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社团数量，管理，组织结构，

监督机制，参与机制，评价机制，发展专业性等都有

或多或少 的 问 题［２１］３８。袁 油 迪 又 增 加 了“社 团 发 展

不平衡，学生 参 加 社 团 的 目 的 不 同”这 一 问 题［１６］１６５。

顾思伟指出社团无创新性，重复单一的活动让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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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团 活 动 失 去 了 兴 趣，不 能 保 持 持 续 创 新［１８］４１。

从这些研究中，笔者对于学习型学生社团发展存在

的问题有了一定了解，研究者从客观条件限制和学

生主观欠缺等角度进行了分析，问题的暴露显示出

进行深入研究必要性的同时，也引发了其他研究者

的深思，例如，尹惠斌认为“有关高校学习型学生社

团的研究 成 果 还 不 够 深 入。一 是 宏 观 层 面 的 研 究

多，能对高校社团管理起到指导作用的具体操作层

面研究较少，二是理论探讨的研究多，个案分析和实

证研究较少，三是在研究内容上，对高校学习型学生

社团的界定不清晰，对学习型社团偏少的原因分析

还不够深入，对学习型学生社团的功能与作用的研

究也不全面。”［７］７９建 设 学 习 型 学 生 社 团 首 要 的 就 是

直面社团问题，综合上述研究成果，研究者从社团内

部、外部、组织结构、管理机制等角度比较鲜明的指

出了我国大学生社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但这些问

题只是表面上的泛泛而谈，很少有针对性的对学习

型学生社团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学习型学生社团除

了具有传统学生社团的共性问题外，还存在起步晚、

起步难、发展慢、阻力大、社团骨干缺乏学习意识、学

生重视程度不高等问题。研究者们没有把它当作一

个新生事物，而 只 是 把 它 嫁 接 在 了 传 统 社 团 之 上。

这种盲目性是致使学习型学生社团发展缓慢、止步

不前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亟待解决。

２．学习型社团建构研究。徐治初、韩天 莹 提 出

构建学习型学生组织应注意内部环境、外部环境、组

织结构三 方 面［１１］８２。毛 建 国、付 琬 舒 从 创 新 角 度 提

出社团发展的有效机制［２１］３８。闫利雅则着重指出应

重视学习 观 的 转 变［２２］。许 俊 提 出 了 学 习 型 社 团 的

“组织学习鹰”模式［２３］。徐长江、钟晨音也以五项修

炼为依托 提 出 学 习 型 学 生 社 团 的 构 建 措 施［２４］。在

社团构建模式的指导下，我国研究者也有针对性地

提出了一些构建学习型学生社团的对策，总的来说，

这些对策都与构建模式有关。李宁、岳颀认为高校

学习型学生组织创建设策略要从思想上，制度上和

精神上来 展 开［２５］。许 俊、冯 凌 云 认 为“大 学 生 学 习

型社团构建模式指导下的构建对策有：营造学习型

社团文化，积极推进五项修炼，制定推进规划，辅以

机构、制度与管理方法，建立学习促进机制和学习保

障与控制机制”［９］８３－８４。袁玉芹则提出了更为具体的

对策，制订了行动计划表和组织模式结构图［２６］。高

晖提出了操作性较强的创建大学生学习型社团的途

径，从构建理念，构建原则，构建内容，构建平台，构

建机制和 构 建 环 境 六 个 方 面 进 行 阐 述［２７］。不 可 否

认，这些建议和措施的提出，都是研究者在进行一定

调查和实践上得来的，针对性强，丰富了学习型学生

社团发展的相关理论，并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积极

的借鉴意义，但是，由于研究者水平、物质条件、客观

条件等的限制，致使解决措施缺乏实践价值，这就使

得理论和实践的鸿沟拉大，在其他研究者的理论基

础上，后继者 应 该 从 这 一 方 面 出 发，进 行 相 关 的 研

究，以缩小二者的差距，以实现学习型学生社团的长

远发展。

三、研究趋势与反思

大量文献表明，我国大学生社团发展硕果累累，

大学生学习型社团也在稳步推进，但是学习型社团

推进、深化的过程中还存在理论和实践脱节，视角单

一，深度、广度欠缺，研究方法单一，缺乏可操作性的

问题，需要广大研究者共同努力，致力于学习型学生

社团的研究。

（一）统筹战略全局，创新研究理论

理论创新的缺乏，成为近年来制约学习型学生

社团发展的一大问题。我国研究者在运用与内化彼

得圣吉的五项修炼的过程中，仍然是一种形式上的

学习和运用，研究者的论文也只是重复介绍各个学

校的社团现状，很少有独到见解的文章，且引入理论

对高校社团的现实情况考虑较少，缺乏实践意义上

的价值延伸。许多教育家指出，未来的社会将是一

个学习型的社会，未来的教育是终身教育。学习型

社团也要注入终身学习的理念，重视人的能力培养

和素质提高。完善学习型学生社团，要有战略眼光，

从国家社会长远考虑，实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

结合的方式。国家层面大力推进学习型国家、学习

型社会、学习型社区的建设；学校自下而上大力创建

学习型学生社团，然后逐步将学校建成学习型大学。

在这一点上，可以采取先实施再完善的方法，在探索

中前进。

（二）关注交叉研究，拓宽研究广度和深度

深度和广度缺乏是一个普遍问题。采取多学科

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有助于扩大对学习型学生社

团研究的视野，运用管理学、社会学、组织学理论，融

会贯通，拓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站在新的高度，用

更开阔的视野来推进学习型学生社团的发展，树立

正确 的 发 展 观，实 现 数 量、结 构、质 量、效 益 统 一

发展。

（三）创新研究方法，革新研究观念

对学习型学生社团的研究主要是以理性分析为

主，量的研究很少。高晖、柴楠、袁玉芹的硕士论文

中采用了调查研究的方法，但仅仅局限于某一所高

校，并且研究结果不能普遍适用于所有大学。在以

后的研究中应多采用量化研究方法或量化研究与质

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也可

以促进对学习型学生社团研究的发展。从方法和观

念入手，扭转学习型学生社团发展势头不足的问题。

（四）结 合 理 论 研 究，探 究 操 作 性 较 强 的 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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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个颠扑

不破的真理，同样，各种教育理论的研究都离不开实

践的检验。在研究学习型学生社团发展的过程中，

国内的研究者大多都从理论的层面出发，简单的引

入国外的先进理念，不加修改，不考虑我国高校社团

发展的现实情况，直接嫁接其上，简单直接的方式致

使学习型学生社团的发展在实践方面不容乐观。在

以后的研究中，要重视实践操作，制定符合学生身心

发展规律的社团规章制度，开展学生乐于参加的社

团活动。

学习型学生社团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在学生素养提升方面有普通社团不可替

代的作用。在自由、规范、民主的社团氛围里，每个

成员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共享型的文化

氛围中，有助 于 培 养 学 生 乐 于 助 人、善 于 分 享 的 品

质；以“学习”为灵魂的社团定位，可以拓宽学生知识

面，加深学生专业知识，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有

利于从知识、能力、素养等方面有效提高大学生的核

心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５年全国群团工作 会 议 上

对群团组织提出“三性要求”，分别是：政治性是群团

组织的灵魂；把保持和增强先进性作为重要着力点；

让群众当主角。新形势下，学习型学生社团的创建

更要紧紧围绕群团组织的“三性要求”，除了在思想

行动上与党 中 央 保 持 高 度 一 致 外，尤 其 要 突 出“学

习”这一特性，切实把学习作为社团发展的灵魂，让

学生成为社团主角，使社团成员紧紧围绕“学习”开

展活动，承担起学习型学生社团的任务，充分发挥好

社团在育人中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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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往往局限于第一课堂，缺乏向第二、三课堂的延伸，导致其存在教学

内容与学生思想及生活实际脱节、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学平台整合不够、考核方式较为单一等问题。因此，高校教师

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要把“三课堂”结合起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全社会、高校、学生也要各尽其责、协同推

动，以形成立体化教学的新局面，进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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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是

提高该课程教学效果的重要渠道。近年来，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已经基本上形成共识，即要在第一课

堂教学的基础上，加强第二、三课堂的实践教学。第一

课堂是指教师指导学生在课堂中完成的学习活动，可

以使学生获得必要的理论知识。第二课堂是指学生在

课外于校园内围绕相关主题开展的各种学习活动，可

以使学生掌握的知识得到巩固。第三课堂是指在教师

和学生的共同参与下，在校外围绕思想政治理论知识

开展的各种实践活动，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实效

性的重要载体。笔者认为，高校教师只有把思想政治

理论课“三课堂”结合起来形成立体化教学的新局面，

才能使体现时代要求的思想政治理论以及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与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密切联系起来。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高校教育要遵循知、情、意逐步发展的规律，要把

知识的传授和学生对知识的运用协同起来，不能顾此

失彼。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只有和大学生生活实

践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使他们真心接受〔1〕。目前，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一）教学内容陈旧，不能真正激发大学生的学

习兴趣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果能

针对大学生普遍关心的时事热点和学生生活实际问

题开展教学，就更容易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在实

际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不善于结合大学生生活实践

及思想状况对思想政治理论进行讲授和阐发，导致一

些大学生虽然能够掌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

内容，但是在课后却往往不知如何正确运用所学内

容。另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一般只承担教学

和科研任务，不直接参与学生课外的学习生活，从而

导致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往往列举不出贴近学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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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实际的案例，难以真正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二）教学形式单一，不能有效调动大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

不可否认，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教学形式单一，不能有效地调动大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使其从“让我学”转变为“我要学”。笔者认

为，高校教师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如果只

是停留在第一课堂上，而不去充分利用第二、三课堂

创新教学形式，就很难有效调动大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使其真心接受思想政治理论并加以有效运用。
（三）教学平台建设滞后，不能满足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的实际需要

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实际情况来

看，其主要还是在讲台上进行知识的传授，而围绕相

关主题的课外活动及社会实践却往往没有广泛深入

地开展。在现今“互联网 +”风起云涌的大潮中，“讲

台”已经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来源，课堂外的校

园里以及社会各行各业都蕴藏着丰富的教学资源可

供教师利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如果只是把

讲台作为开展教学的唯一平台，就不能使大学生把

理论知识和实践感知有效结合起来。
（四）考核方式单一，不能激发大学生参加社会

实践的积极性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考核方式比较单

一，往往以笔试形式来考核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情

况，而对学生们学习了相关理论知识后在实践中的运

用、收获以及在实践中获得的提升则很少加以考核，

即使对其加以考核，但因这部分成绩在总成绩中所占

的比例相对较低，导致大学生更愿意把过多的精力用

来进行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对实践运用等方面则无暇

顾及，参加社会实践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二、“三课堂”协同教学模式在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中的独特价值

高校在人才的培养上一定要强化“能力培养”，
坚持以“能力为重”，这就要求我们对当前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深刻

认识到“三课堂”协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独

特价值。
在第一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起主导作用，目

的是为了向学生传授基本的理论知识，侧重于理论

和系统知识的传授。在第二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起

主导作用，目的是为了提升学生的理论应用水平和

实践动手能力〔2〕。在第三课堂实践过程中，教师和学

生高度配合、全方位互动，共同发挥主导作用，不仅

能够提高学生的理论认知水平和实践动手能力，同

时也能够使教师的教学水平得到有效提升〔3〕。在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第一课堂是理论课堂，

采用接受式学习方式，第二课堂是活动课堂，采用探

究式学习方式，第三课堂是社会课堂，采用服务式学

习方式〔4〕。大学生思想大都比较活跃，教师通过第一

课堂往往达不到最佳的教学效果，但在第二课堂，尤

其是在第三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实践感

悟更多、体会更深。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将“三

课堂”协同起来，不仅能够形成开放互动的教学局

面，教学内容不再局限于书本，而且能够更加贴近学

生生活，教学形式也更加的多样化，进而能够充分引

导大学生在实践中去感知和运用思想政治理论知

识。其次，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三课堂”结合起来，既

能够发挥“第一课堂”的主渠道作用，又能够结合第

二、三课堂丰富的精神文化活动和实践活动开展教

学，更有利于提高教学的实效性〔5〕。
三、“三课堂”协同教学模式的构建

在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利用“三

课堂”协同开展教学活动，有利于引导大学生由“被

动接受”向“主动探究”转变，使理论和实践结合、学
校和社会结合、课堂教学和实际操作结合，以打造精

彩的第一课堂、务实的第二课堂和卓越的第三课堂，

进而构建“三课堂”协同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首先，要打造精彩的第一课堂。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在实施“三课堂”协同教学的过程中，要打

造精彩的理论课堂，就必须转变教学理念、改进教学

方法，通过精巧的构思、完善的课堂设计、鲜活的案

例使学生从被动的“听课者”转变为主动的“学习

者”。在教学案例的选择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

紧跟时代步伐、贴近学生实际，这样不但能够激发他

们的学习兴趣，同时也能够使思想政治理论更加具

有说服力。其次，要开展务实的第二课堂。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结合课程要求，充分利用 QQ、微
信、微博、贴吧等交流工具和平台，开展富有实效的

校内活动，以充分调动大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并使其

能够把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在活动中得到有效

的提升。实践中，许多高校都能够积极围绕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一些主题开展课外活动，引导大学生去主

动感知并有所体会，如组织大学生拍摄反映校园文

明风尚的图片进行展览、针对一些时事热点开展辩

论和演讲、组织学生开展读书会并制作读书卡等。再

次，要建设卓越的第三课堂。学生在第一、二课堂学

到的知识，只有通过第三课堂才能转变为实实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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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领和社会生产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要想使学生把第一、二课堂学到的知识

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必须通过第三课堂实施多项

有效的措施，如通过组织大学生到厂矿企业进行实

习，让他们切身感受到我们国家选择市场经济体制

的客观必然性和优势所在。
四、推进“三课堂”协同教学工作的路径

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把大学生培养成实现两个

“一百年”宏伟目标所需要的人才，已经成为当今社

会的重要课题。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社会、高校、
教师和学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三课堂”协同建设

的重要力量，要努力成为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工作的新合力。
（一）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宏观把握“三课堂”协

同教学工作

我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一是要对高校大学生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做好规划和设计，合理调配

行政、财政、人力等资源。二是要组织专家学者积极

开展“三课堂”协同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为

推进“三课堂”协同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三是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测评标准，鼓励和支持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四是要加强思

想政治理论课“三课堂”协同教学工作，并将其整体

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体系。
（二）全社会要形成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合力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接地气”，让大学生

在社会这所大学校里切实感受到在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的正确指引下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这样做

不仅有利于大学生了解世情、国情，而且有利于他们

培养高尚品格、锻炼坚强毅力、发扬奉献精神和培养

社会责任感。我国一些企事业单位、红色展览馆等要

与高校共同建立长期的实践教学基地，让大学生在实

践中既感受到党的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落实情况，

又深切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三）高校要为“三课堂”协同教学工作开展创造

必要的条件

各高校要严格执行相关教育部门对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总体要求，为推进“三课堂”协同教学工作的

开展创造必要的条件。高校一是要积极与展览馆、纪
念馆、厂矿企业等联系，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二是要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的实际情况，鼓励教师科学制订“三课堂”协同

教学方案，并适当调整学生课堂学习、课外活动、实
践成果三项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比例，以期为教师开

展“三课堂”协同教学创造条件。
（四）教师要创新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内容与形式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认真研究大学生的特

点，指导他们针对自己关注的社会问题深入开展第

二、三课堂教学活动，然后把自己在活动过程中的收

获和感受在第一课堂上大胆、认真地讲述出来，并在

此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建议、解决方案等。这样做能

够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社会的认知，如教

师在讲授“道德”这一内容时，可以把社会公德、职业

道德、家庭美德等方面的内容通过情景剧的形式让

同学们展现出来，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生

动性。教师还可以引导大学生将实践活动中自己的

认识和收获在课堂上进行分享，使其真正参与到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去。
（五）大学生要积极参与“三课堂”协同教学的实

践活动

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需要思想政治理论的正确指

引，而其要掌握思想政治理论，就必须在实践过程中

去不断地学习和感悟。在实践过程中，大学生通过自

身的面对、认识和感知，能够尽早地接触社会、感知

社会，并在活动和社会实践中学习、成长。另外，大学

生在课堂上学习了理论知识之后积极参加社会实

践，不仅可以检验自己对所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

而且还可以学以致用，将第一课堂学到的思想政治

理论转化为自身的素养和能力。
总之，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不仅

需要加大第一课堂教学改革的力度，还需要加强第

二、三课堂建设。实践中，高校教师只有将“三课堂”
协同起来，才能真正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把

大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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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这一概念在 2008 年首次被加拿大学者提出。2012 年，

Coursera、edX 和 Udacity 三大平台成立，由此，教育领域进入“慕

课元年”。2013 年，慕课正式进入中国，超星慕课、学堂在线、智
慧树和 C20 等本土化慕课平台在中国生根发芽，教育观念、教育

体制、教学方式和教育市场等都悄然发生变化。关于慕课对教育

产生的影响，学者们众说纷纭。Coursera 国际发展部部长认为，

慕课可以改变大学在社会中的角色，促进终身教育的发展，改善

传统的课程与教法〔1〕。梅耶等人指出，慕课具有极大的开放性，

使全球普通大众都可以接触到高等教育〔2〕。刘杨钺和刘戟锋认

为，慕课有利于大规模在线学习者相互启发，产生思想碰撞〔3〕。
支持者主要看到了慕课对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走向普及化、教
育资源公平、变革学习方式与教学方式等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

而反对者质疑它的质量、评价方式以及可持续性等，担心它对知

识产权和教育市场的消极影响。可见，慕课是一把双刃剑，给教

育领域尤其是高校教师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一、慕课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
（一）慕课给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带来的挑战

1.要求高校教师提升专业能力，成为研究者与革新者

慕课是一场技术革新和创新革命，要求教师提升综合素质，

做创新型教师。第一，传统的教师是资源提供者和课程执行者，

慕课时代要求教师进行课程设计与资源开发。一方面，传统教学

方式不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高校教师不得不设计独特的课堂

活动吸引学生的眼球，激发其学习兴趣；另一方面，网络平台打

破了教师垄断资源的局面，高校教师不再是资源提供者，而因其

丰富的经历、深厚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学习能力，成为资源开发

的生力军。第二，慕课作为新事物，给高校教师带来适应、接受、
利用和参与的新挑战，教师要通过研究接受并参与慕课，改变固

有观念和教学行为，成为革新者和研究者。第三，慕课为学生自

主学习提供了平台和资源，高校教师要研究自主、合作和探究的

学习模式，思考如何使学生进行有效的自主合作探究学习以及

如何运用线上学习平台和资源进行课堂教学，促进深度思考与

交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2.要求高校教师加强自身修养，成为引导者与伦理者

第一，慕课的一大特点是时间短。通过这种短时间的碎片化

学习，学生难以建构完整的知识体系，这就需要高校教师发挥组

织者与引导者的作用，进行自主学习前的导学，引导自主学习后

的反思总结和知识体系建构。同时，慕课要求学生有较好的自控

能力和自我监督能力。高校教师要利用慕课帮助学生掌握学习

方法，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学生的元认知能力和自我教育

能力。第二，慕课是基于互联网开展的，学习环境更加开放，信息

更加繁杂。面对国际文化的冲击和不良价值观的侵袭，学生是否

可以分辨是非、理性对待纷繁多元的信息，是否能形成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需要高校教师发挥伦理者的作用，积极

引导，帮助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第三，慕课

平台可以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但它缺少道德修养方面

的教育，不能代替教师言传身教的影响。因此，高校教师要发挥

伦理者的作用，重视价值观教育和理性教育，以自身的道德修养

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引导者与伦理者。

摘 要：慕课被认为是“印刷术发明以来最大的教育革新”，在全球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对教育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高校教师在慕课背景下面临着向研究者与革新者、引导者与伦理者、激发者与合作者以及次要评价者与

被评价者转变的新挑战，同时也具有实现专业发展、建设师生关系和改进教学方式的新机遇。未来，高校教师要转

变观念,提高角色调适能力和综合素养，以实现专业发展。
关键词：慕课；高校教师；教师专业发展；师生关系；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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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求高校教师更新教育观念，成为激发者与合作者

慕课时代，高校教师不再是权威的知识传授者，而是进行课

前导学，组织课程学习。正如《学会生存》所指出的，“教师的职责

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除了他

的正式职能以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

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真理的人”〔4〕。高校教

师真正的作用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组织师生之间、生生之

间的互动交流，指导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学生可以在

线上获取基本知识，而高校教师要做的是，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激发学生深度思考，培养其情感、态度、价值观，让学生获得

学习的快乐和满足感。要实现激发者的角色，高校教师首先要激

发自身的积极性。教师要参与其中，成为参与者和合作者。高校

教师要秉持建构主义的学生观，营造和谐平等的课堂氛围，设计

多样的活动形式，创造性地进入学生学习团队，尊重、信任学生，

倾听、洞察学生的想法，将自己的情感、价值观、知识与能力融入

到师生双向互动的学习活动中。
4.要求高校教师转变评价方式，成为次要评价者与被评价者

慕课背景下，学生可以利用线上小测验、互动和独立思考等

方式进行自我评价，形成元认知能力，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监

控。高校教师成为次要评价者和被评价者，学生在线上进行自我

评价，线下同伴评价，教师的评价机会减少，主要进行补充性评

价。慕课背景下，一方面，师生可以在线上线下、课内课外进行平

等的交流和探讨，学生有更多机会评价教师；另一方面，学生会

将线上教师与线下教师进行对比，多方面地评价教师。慕课时

代，高校教师不仅仅是一个或几个班的教师，而逐渐成为面向更

多听众的公众教师，会受到来自各方的评价。因此，高校教师要

改变固有观念，做到评价方式多样化、评价内容多元化，主动听

取评价、虚心接受评价。
（二）慕课给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带来的机遇

1.慕课帮助高校教师实现专业发展

学习型社会兴起，高校教师只有坚持终身学习，成为学习

型教师，才能不被时代淘汰。慕课具有时间短、面向所有、免费

开放、随时随地学习等特点，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提供优

质的、全球化的学习资源，可以满足高校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

需要。高校教师也可以借此开阔眼界，与国际接轨，形成国际视

野，把握国际新的教学理念和认识等，提升教学水平和科研能

力。同时，慕课要求高校教师更新教育观念，提高综合素质，加强

道德修养，改善传统的教育教学内容和方式，推动教师完善专

业知识，实现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慕课平台加剧了教师间的

竞争和合作，促使高校教师在竞争中加强学习，在合作中快速

成长。
2.慕课为建设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创造条件

“教学相长”指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教师的教和教师的学、
教师与学生相互促进。传统的教师是权威，掌握课堂主动权，学

生没有自主表达的机会，教与学难以实现相互促进。慕课以学习

者为本，强调学习者的自主体验，锻炼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

促进师生平等互动。一方面，在慕课平台，学生可以自主获取更

多的知识和资源，为课堂上与教师、同伴进行学术探讨、产生思

想碰撞创造了条件，教师可以通过提问、质疑和观察等方式了解

学生的学习情况，从学生身上得到启示，反思教的内容与方式，

以学促教、以教促学；另一方面，有些不精通现代技术的高校老

教师可以向学生请教。教师与学生相互学习、相互请教，这样，教

与学这对矛盾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利于形成教学相

长、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3.慕课为高校教师改进教学方式开辟新思路

第一，慕课背景下出现了混合式教学和反转式教学〔5〕两种

教学模式，为改革高校教育教学方式提供了新思路，促使高校教

师反思教与学的方式，激发高校教师创新、创造，完善线下课堂

教学内容和方式。同时，教师可结合线上讲解，根据学生实际情

况，有针对地进行线下辅助教学，发展“双师教学”〔6〕。第二，慕

课平台为高校教师丰富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提供了海量的

多样化资源。教师可以利用慕课平台，延伸传统课堂，将课内与

课外、线上与线下结合起来，设计具有学术性、探究性和创新性

的课堂活动，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能力，增强学生的自

主探究和创新意识，实现寓研于教、教研结合，发展“教学学术”。
第三，在慕课平台，学习者可以根据个人能力自主设定学习目标

和学习内容，进行个性化学习。

二、慕课背景下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策略
（一）深入理解慕课，转变教育观念

在慕课浪潮下，高校教师不再是权威的知识传授者、资源提

供者，而是成为次要评价者和被评价者，这些角色转变对高校教

师来说是极大的挑战。因此，一方面，高校应组织系统的学习，帮

助教师认识、了解慕课，明确时代发展对高校教师角色的要求，

同时，对教师进行角色训练，帮助教师完成角色转变；另一方面，

高校教师要加强学习相关理论，关注最新研究动态，积极与专家

同行进行交流学习，深入理解慕课的内涵、特点与发展前景等，

认识慕课给高校教师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教师应转变传统教

育观念，树立为学生服务、以学生的“学”为本的理念，调整心态，

从讲台上走下来，走向学生、走向慕课，成为一名与时俱进、引领

时代的教师。
（二）主动参与慕课，提高角色调适能力

要实现角色的重塑与转变，首先，高校教师要主动参与到慕

课平台中，通过与团队合作进行资源开发和课程设计，探索新的

教学模式，主动走向公众平台，深入了解和接受慕课。其次，角色

调适能力是面对角色的不适应与冲突进行调整，进而适应角色

要求的能力〔7〕。教师角色具有多元性与时代性，高等教育教学

改革、慕课时代的到来不断向高校教师提出新要求，要求高校教

师进行角色转变，而提高角色调适能力对高校教师实现角色转

变具有重要作用。慕课背景下，教师首先要进行角色定位，并通

过向学生学习、向同行学习及向社会学习等手段丰富自身的知

识涵养，形成终身学习意识，提高终身学习能力。教师只有不断

学习，才能更新自身观念，拥有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积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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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角色，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三）积极适应变革，提高综合素养

慕课对高校教师的综合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应具

有教学技术和方法运用、教学内容解读和资源建设、教学组织掌

控、教学异步管理、检测研究和教学环境营造六个核心能力〔8〕，

除此之外，信息技术能力、创新能力、策划能力、组织能力和研究

能力等都是慕课时代对高校教师的新要求。高校教师要主动适

应时代的需要，通过主动参与慕课、开发新课程、参加学习培训

以及向同仁学习等多种方式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只有提高研

究能力，教师才能进行课程研究、资源开发，成为研究者和革新

者；只有加强道德修养，教师才能成为学生学习与成长道路上的

引导者与伦理者；只有增强创新能力、策划能力和组织能力，教

师才能成为激发者与合作者。因此，教师要积极通过各种方式，

提高综合能力，做综合型教师，完成角色的重塑与转变。
慕课是新技术与新理念的融合，是“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创

新。作为新生事物，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引领着一个新时代，激

发高等教育领域思考如何进行“互联网+”时代的教育活动，如何

利用互联网改革高等教育教学方式、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校教

师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等问题。高校教师是“互联网+”时代教育

变革与创新的生力军，应正确认识慕课的优点与不足，以及它给

高等教育带来的影响，理性看待它对教师角色产生的积极影响

与消极影响，更新教育教学观念，秉持能力本位思想，把握互联

网思维，提升专业素质，努力成为新时代的“双师型”“创新型”
“综合型”和“学习型”教师。慕课时代才刚刚开始，高校教师要抓

住机遇，积极应对挑战，适应并引领变革潮流，掌握未来慕课的

发展方向，进行教育创新，建设中国本土慕课，推动慕课在中国

大地上良性发展。高校教师能做的就是不断学习、更新自我、提
升综合能力，积极适应并引领时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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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OCs is considered to be“the biggest educational innovation since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creat－
ing an educational revolution all over the world, which exert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education. College teachers
face the new challenges of the changes between researchers and innovators, guides and ethical persons, prompters and
collaborators, and secondary evaluators and evaluated persons in the context of MOOCs, and meanwhile have the new
opportunities to achiev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ui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im－
prove the teaching methods. In the future, college teachers should change ideas, improve role-adjustment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so as to achieve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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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 i± {, fr< PP -'CJ ;),\_ .' llc ji,'j 1.LL p)(. "'j:;' I' 1-;r, i!J j{f ,),'(, .:lL ':~ "'7C 

89 ii¥ 9'1, !fl Jc. 00 89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KSU) 

~~1~~**&~~##. ~~~~~-~~ 
.:1r ;k ifZ a'9 -.: >t ; rt :JIP , { * .:1r ws fr ~Y- it } if ~ ~ 
rh_ .:llC CF'' &,· _ A,,,,{1,: ,p, ',C _k A'fE pl~,., .f, '}: *"' _ -'r 1111 
T, ; 1 ,'f: .%> r . . _lL h- 1:1-1:oe 0- wr I'-" __ ·* r _!L 

{B ( Ministry of Primary Industries , MPI ) it :ijJ' 

t'9 ( Situation and Outlook for Primary Industries , 

SOP[, 2016) 1t f.J ~ 5J # ,fHt 1n]1J ~ ( Quiz) ; 

U, -i, ~ ck ,j1, _;... V" "' ....., rh K ,l:L Jl l-i: ·"'' .l,;J, I.A_ ..l- '°"' 'I-, 
H'.'.i ;,:P q;,:_ Fl ccy- -<[ JF-2!. ~ <} T , en =--r::. 1fJJ :C-]J,_ 1'"5l ~11 /\. ~\. FlJ 

tl:L:rHi}!Hii: C Critical thinking ) 87~ 1'~' . fUf-MU~ 
,.,_ #4 •t·,l. 3.J: Ji ,fil. i' I T1, ¥,, ~' ,<,(-, ~-t :f-.J?, •ttJ: {,b .:fr, it J.,b ±,_ £:.:Z.F1X :±--.. rc:._ . ,.:..-....1 '.±:,:J, /X .. /1'-- / uD:J.....l...!...'l:1;. _ ____._ , ; ~"!·µ/, IL::J-~ 

!;i:; BC 'A.-'~ "" -tE' ,1 ,1 ,. k '~-"'-.'I;,;,;,•;-; •'-", ' ' U-Jd Py,, , - fr !'11 lie. 11 J 'JR 13';- 1f }7 ":1'c Fl1J :Y~' JV! 1,t, 1:i\; B'] ·'VJ 1"r ' 13:. 

~fil*A1~1~~tt~~~m~ltR~~~~ 
~ , *fi~~tt~~*~M-~I~,ti~~* 
, - +'1, ,t:,I ,µ.. EE '& 'L ' , -1- 1'1 ~ 4'1 ,,.;, ['"] scr ·' .LL ·(!:;,;,',D 1rw 7·', 11±:. ,,,.., ~i Fl'.) ·;ti >s: 10 /,x_ IIJ-f &'c ' JF'i!. 8'] ix.. - J ,f' o 

1f-m•~2 n* ~~~ ~;f£~ ~t:J=1. ft~ rn 
~~ij ~~ -**1~ * *~ · ~~,~~:i±~W 
~--r.:!t~~~* '~~A~~ ~ * · ~£~ 
!&~:::J ~~. ~~* fl. ~~~*·~~~*~ 

%, ~~~~ft~ , *#~~~o~~ ' ~~~ 

~!:flit~~ ~~fflf , ~~~-~*~ · ~ij~ 
~~~~~*~ o ~~fil~ ~fil ~~OO*~~~ 

t· -tb. ~~ # :* i\_,' • TI: ( 1t- £ ~ .t.. .11t WI i 5{ ~ » i!lU: .. , 

Nicola Shadbolt , Elena Gamevska ~~viji--12,-~(*~ 

~~ffi 7~~00~~~t~OO~*#Wffr,*.:it 
tlg~ , t..~~~t..~#ttmfr~~~R1t-£ 
~±$ffl:*t·~~~~rlo-12.~~ ~~ffi~~ ' 

' ±L_ ,l;f; ~ ·~ . ~ ',J. G'] r-- 1•t, I b ,;';, " *' -ri, '~ ;.y, Tnsh :1::, Y'r :l\ 'f~ ft ":i >-'l!c i!J ri.F 1.., 7C ¥1n:. 81] ,BC -,;p- , 1-1c x 

~~~~~~ o/80~-~~~ffi*fi*~ ~~o 
3.~~ff§~~~~ 

(1) ~00~~~~~~~~· ¥.:it~ fr 
M*~<*£~*~Wffr~~»~~ . *~ 

~fr~~~~~W~;ti,,~.:It. ±ffi ~~M , ik. 

v , 1:1::1 ·7 --·JI)(. J::::1 v 

00 , * .'[ , m JL ~~ 1JH ~ 00 Fffi r .:it it!& D"J ~ ~J} o 

.±to/ .;-, -~ ·" 'A -tl, 'f.i, -r '7 ··- ·-1 "P *- iE :h 1- '"' _,_,_ • 7F :7 5". ZM ::w C ' i '/*- f.i l CC- J • ; /;j • -1 1," c!_J ~- ' ; T..:. .,J, - --.J ... !·"' ~"\,,: • ..J • . I .:A : ' ' h i 

!.l..,h! '' 'g:j-+:- ,Ii, 1r.._ ' 'FE c' .±L.•/;f; P ,a,e, .i!:F -,±-/r,l,-
-1'~ -r-t JX, 1;;;j E- ./'t:t 113 , _r_ 1,c ,.rr -~ ~11J / , 1rn x - ,x... =e , -

, ' '- '" I ,:; :;:j_ , .)_ /:: i:=1 W- ~ ,,!.. (E ,-;,<- ,.)_ I- ,, .. 
1.'JJ..-=] ~ ':;: .':L "YJ , - VJ_ ~J i P /x... -'r" :±. '"-' AJ , - 1!!_ };'!, 1-T" , 

-~~-4-ffi-~~~~~%~ 1-*~4~ 
~~~~o~~~~ ~~~~ ' :i±4~~ti#, 
el;' ;. '$ ~ ' ' -< ' _,_ ,<,/... , ., ..J., l=1 ;..). 1' )'• -l;;l, ' 6'_ '' .le' '.ll · 1" 1-JK. iE * ..z. B 1"l 1:1'j Tr- /J o 1"J B, , ~iii ,t ilK.8'11:z 

"" ,,,, 'li'i JI= -'1;, _,_ r-e· .1.,c- ,1., -I·" 't1'1 ' ..,,_ ~ ,:;.; ..lirT A ,;;; ·...l-'.:f- }t Ji,,, -1r ·* -"F- @, , '/IJ: .;_;..._ ,>'.'. l7JZ z.. mu • q:x. v;,, 'EP r, 1!f.l. Jj_ 

Stream Li'~+ I s0 i )ot-#, ~ 9'1 ;Fl ~t l'l ~-&-1* f:.. 
~ ( Harvard University) , :tutl J1f-;lt)i· JH 1 JC~ (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 EJ·9 i t1 }'H4, 1'sf 11:i*~ ljiji § t'., ~~ 

~it* ~~~m~~#~Rffl*~~~gf#$o 
( 2 J PJ j 11J 1t 09 ~ .:it 1f -J§- R I 1t :h i'lJ ti ¥ 

:Jffl-f 
2 M1<,,~ Wffr~ E"Jif;f£, 1f-il;f£tp;wJ, ~;wJ, 

~ :i±-R~MWm*~· ~~~~*~*filffl~ 
a0 ~ !'Fi] ii:.~~ 1~~ ~ ;] ffii:.. :;f, (Presentation), ~ ~ 5 

+!c-+~ffl . ~*~W~ffl:*r.:it , ~~'~' 
ftf. , :t tt , 1J<. *-~ }},_ 2-'.i. Jif :'@: 5(, SWOT Jt .f}r , :tz.. 
Iii' -!) 'J<l, ~, 0 4' · ' I Is/!: ' ~ '" /. - ,(:,._ .Jc~''- ;ft. II, 1,L J/c> Iii' '" 't1 

/J,'C Jt2. 71· A~ 1,X_ "T J7 I.EU J2I -fJ" 7J ' iJ I 1°x I .1Jr.. l:l'J /x.. /Jt ),'7C_ -1/u o 

~#~!&~~~~@~~~ . IE:h - n~tt~l'sr 
;tr -f ;j: Et Presentation, DJ 11 -~ Jj\ ±EL ( Assignment 

group ) # ~ Jc h\ , ~ t~ ~ fili ~ EJ *,§ jc ?- .:it , ~1 ~ 

~~-~·~ ~~*% , ~~~*r~iliMM . 
# * fr-i)-... JPBht , rt }§- 1f- tp t'f! *° ~ * , t~ + i]. 71 
iJi 111ti 2 :k. fR %- ( Presentation ) , :f -;{; ~ ~ ~ ~ 

( Internal students ) it it :ift, ti.~ ;J t'9 ¥ 1:. ( Distance 

learning students ) , t~ ~ tR t.% ~ ljip s'9 ~ >Jt * fi !& 
ffe y[tlio 

-\11, t J,ll !!;: 1 - );( { ;/J__ ~Ir l t}E } ( Agriculture 

system ) D'9 Presentation, i;t -if ft#* 4 111f if~ 

ij , ~ ~~ ~ 2 ~~~ij , * 3~~ffl~M/& ~ 
1~ 1f-~ij ft~r ~~~ ~~ .-5 lcffl~
++ffl. ~ill~--~. *~~~ 15 ~#~~ . 

~ij~~*~%~~ ~W a ~M*£*~~±f.J 
' J+ _..{L ,r- J.=. , J..- c ~' cf~ ...\-- "v "'1c 8 kl<- ""' kJ ~ +I;,= cf' .:I. f'I'-- , -'\.'., ~ljl '/IJ: J;._ ,lit 11 .:r:.. 1,:- ;r,,_ ;;z: 1'i'- .'f.;r_ fti, '"-'' , 1tr;: I'-" 1°1'. 

Z..7-J Tutorial. -tiP'19~ if, ~ 1.. i.~ ~btHi, it~+ 
-i* ,~ f:k tt~ tL 

4. ~'*Wffl-~!Bf:1iJ1-t 
·...!- ~::: cµ... ~ o= t;!.. ..,.'- .!}-, 1·1., • • ¥ •" ;'li ,IA E1 -U, = 

:1::... fi-. :=--" 15:.. ~ . .:=.-.. .=..';: . ~ i... 8"9 -:'.fX. 'q:. Vi f)J :;.Z Ttff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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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o W§~ij~~~~ . -W~~ -W~%£L~-~* .~~1.~*~ffl~m~c 
~ ~~ #. f rJ 1ir. , ~ 1. ~ ;J ~ft~~ #. ii ,P- , Q. 1% ~ -f ~ AA ;R :ill ]§- -- /i'- Presentation, it ~ -4t ~ Nicol 

-W * i iiE Jc% ot ~ tJ:J 1t st~ 1. ~ Jt if 11r;1*- J , Shaldbolt ~ :}{ -tl1, :;fP ffi 13}, -1-t 1! ::t- YiJi ~ ~k f1J ~ , rt 
~~1.~~~~~~~w~~:jt$ffi~ . f~~ w~~t~~~-~tt~~-*oJ* . ~~~ 
i! t!:i JrJ 60% ~) L , i@. :i± if ,ffr. JJIR #J {!°J +JJ ;);. ;);. re ~ 1. :t ifJ f PJ 4r, ,~ iiJ :& Jt f~ 9§-1-Jt *- i+ ~ 1. q; iu 1~1J W fp 

;t :t 7'J 31 ~ frJ f E-:r ~ ;J _t " i.iE a #= IE] ~ iJt , f Ef i!fH:i ~ i*. 'ti1f );1, ll;£ ~ ~~ #.Ft} , 
~ { ,t Jb $ ;t Jt ]tif 9§- ~l ajl-)) (FAC) iJ f.j 1f:j , #t W JC ~ * { ~ 1. ~t ,if ~ 1·t f~ wJ)) ( Academic 

:f-rr:-t± ~ # 'r4- a~ 3Jt i~ , 1t ~lL 1± :~ e·g it , tl 3t 1t :-It Integrity Student Guide,AISG) , ;Z 1-'f ;t ~ 1. ~ ;ft 

et ~ ~Fi. & ff. f,J 1lr !k $ , ~J R 4fJ: - -t-1t Jt 1± .i JJT t5 ~ 1·t * :jt ~Jo 1¥; ittJ , ~Jo 1J''; F , tL ~ ~ 1. if 1t St i)J--

~~-~~ ' *%,*jz , BW~ , ~~~~~ 
*-*1*jz~Bt$~W , ML~~~-#& , ;);. 
~ft·~~. ·~~~~~~~~·~it:fftW 
r'l·1:J o jE 1-!tJ fi!i, ,ffJ 1± { }~ m )) th :3f :* )'JT i# , " ~ ;ft i( 

1.t l!Ut m . f~ 1*- 1 :t & M ag ~ "5J JxV\ o t*11i'-m . 11r :!t 1~ w * ~ a~ ti ,.-:., ~ '*-~ oo. • it 1!t 1fJ ~ JJ -f ~ 
Stream JdJtil* ~~ t -=f 1t Jt o1g ·Jm.1t tt l1 ( view I ~ 89 tJ 1\_i' ~ 1:l!o:Jt " r21

, 1fE\ 1fJ it~~[ -f ·is'-t} /t, §i'd)1g 

grade all submission) 'Jt * W iffJ ~ :jt ( ~* 2) c :l:g- .fie. , ~ ·i;..JD 1l. :j;j\_ 1i 1 :t:g' ~A a1g *-•o ~ tE, Q. Jl:t 

;& I Assignments & Assessment about FAS 

Assignment 
Due on O/o 

Assign. Content creterias 

one international CD Case studies reports: 

agribusiness region report Do not repeat what we all already know about the 22 
Assignment 1 20%, 

(e ither USA or East Asia) case studies. August 

and case studies 1 

one case study report (2) Listen to the online presenta tions on the KSU/ 

(e ither C as e study 2 or Mas sey website and write a short report on each 
26 

Assignment 2 3) and one internati onal region. 20% 

agribusiness region (South 
September 

Asia) (!) Length of the assignment: 

2,400 words (max 1,200 words each part X 2) 

on e case s tudy report ( @) Deadlines and Penalties: 

Ca se s tud y 4) and o ne Assignment reports that are handed in later than five 21 
Assignment 3 20% 

international agribusiness days after the date due would be not marked. Project October 

region ( either EU or Africa ) reports, whi ch are handed in later than the date due, 

will be marked with deduction of 2% off for each day 

of delay. 

TBA 
Exam 40%, 

(To be announced) 

( i!f-f4 3>1dilt : http: //stream.massey.ac.nz/mod/book/view.php?id= 1698270. ffi. ti Stream q1 FAS i~:)jl -1:g ~i-tt; :t' ti~ 

;& 2 Assignments i¥J s J ffl ~Nffl' 

~, .rn l:t 111 0-20% 21-30% 2'.31 % 

$.Pl ft OK OK, but? Need checking 

( f,f r4 3>lt )[')I : ti& Ken kilpin fl'- ±-t! , :tl:- .l::f ffiJ * ) 
II ':>f'\O 

I 
I 



{!fl it m 1$r-:f~ 1f J ~ ;J o~ " 
=, ";&.¥_t" ag~~m1-tf.t¥:~t~mi~ 
',;; -~ •' " -e,1,- ,';,!. -let- ' •n " '' 1,• .c!,,1.- "' R:j ~ I 
f-tf iZ'J - $c. El"J -J;X. q- ~ tilli i_st l-E , - %TIE ti'J qx ¥ i'.LJ 1;/\ , 

-~~~~~#*~ - ~~i~~*~~*· · 
~~~~r~oo~~~h~~h~#o 

l. ®I ~ a{Jf-'+~:fiHJi'.~ ~W:~ 
~~~~*fflt~~ttffi~A~gw~~~ 

~~~~W. fi~~Mt~ -~~~o/~ , +~ 
1:~ it-ffl :4~ o/ ,(' , ,tz._»; 1& 1r P-f Jj o/ i\.i' , Hopkirk 19f t 

* - •~*~*##~~*tt*-Br~m. oo*~ 
~ ~ 1sf -Br~ o/ i'\.i' , Riddet tb·4lt ~ 8 1'· 00 7f'._iR *~ 
:zJJ: ~, rf-i ' __j_ rh I, ' 40 h A ~+ ~ <:J n1 ;S, .).., ' 'h oi,;_ ~ 4:1 
'JI 5'L T 1\ ; {-i:. !':J d'] '3J / I~ JI.~ "f" 1-'r '"JI ;'L 't' 1\o' El~ ir7 -'f- 'l"f 

n1 '"' I'/ ' !i!i ·,-,,; 7: l'l'r. 1,1-. .10:1 T.l:L{,-,I ciu'.-~ :illL ·-'"- 'L, 4-1 ~ ;k_ FiF 
''J I Ji'.. , ~ /],·f !Jif, -" l'' lX!f t:J'j 1-t 't'l l d~ ~l -1·µ F 11t 8·') "J~ '-=-f- .~, tX.. .. 

-±- .ti;!!, ;;}t +;!· .!; ".Jo ' I:, .\4 ~ +!;, -;ii;- J- ~ ,!-lz _:i:. 2017 o;: L J--r_ 
A 1-~ ,jsj f-+ -=i - .ill& El '; !'fX "f" o 'i"'f ~ / '- "f" i'J J -'-r _[_ 1:1-

D~ tA fr ~1] ~ -K: Jan Thomas :tz ~ , ~ W *-~ - .:i ~ 

&~~~*~~~*-Br~ , ~~~~~~~if* 
~~#fflft~ . ~~*~~~~~~~~tl~W 
-It?. -h [3] 
71· /,J O 

2. ftm a{]W::'}'2i9:ta1:t-J!W:~ 
( 1 ) '*- ~t ~ -lli} :tj 316 

+!;, ;:rr, ,}, ,I! , , " U0,- , I- ( MA'ES ) El ~ = 'L ,,,. A·" 
1t?f ~ /~{. jL '1,j:\ :..,;fl_ 1-ci . . . . ,• )Z. /J)1 I S:J ~ d~J ··* -

t--*-:·i-l.i-lli}:,15, -~- rnif;;M±t 2000 1} tvi , ~ -1'-~ 
~ +, 1f, ,ffl:: 14000 _§; 3k-tJ~ 8 /r-*?Jil~-lli}~~ ;t.»; 1 

~*OO~fi~0~~~*~~~~~*# . ~~ 

Jt 40 :i 1-- Ht~ f+ 1?f t rp ,(.' ary ,tz. ~ # ~ m t E.i ~ w 
tt ~ ?Jr ffff c Brian Best 4f- 1'! fr±{ J tlii' W *-~Ht ~ H 
J\.±1:: .cl!,',.~'"'""-,,., it)>:_ .'Jr-,±,;/.,+ ±1: -& >!r _,,_ );z 1·4"' 
1~ /' ,C.J.x.-f- :K~ *~, .,,., .1n 1j,,:p,,1LJ -"" · /, .=-t-, ~~ '4' 1-1-i:iJ 

~~m~~~-~'ill~~mmt~:Jo 
C 2 ) + 'i # 1f !'lt ffl 4Ht ,t JU/~ 

-i,/;, rlh--'- CJ + .~.:.. -;r; --,:- -iiI', !Ju +~ '' -lei- ·,), L 
1-tf ~ Ji± §, /rl -cc1_ El ;J , ,,J SJ TJ El'] ;::'-J!; 11u, _L , M.~ s 

~~*~~*1ffiW~ 15 M3c~~ffl~~~M . ~ 
.frJ ;i£ ±I: ~ '3,c 1•-1 _t)J '_)_ ,::; llJI. !TI +t' Cl, ,-,. ); 'lj1_ ri' •_lo 
;,t., yt /, .If ') s JtJ ftii.1:L 7 00 JJ JJJJ m -P c ;M', J'1:_ "tl' 1;,i PX. 1,:,:\ 

~ . ~~ffl~~{!fl~~•oo , s~~~~~~* 
?004 i£ .h: g'!;, _k ."' JS 'cf '1: (. ,b, J.. t1." ) :?' " 1 " 175 101 + - / 71'- " , ·f:l' f)f' ,ct i ~1. ::(ti 9:'.. .J 1~!7_ I 'f)( Y,J.. , 

examination papers" tit f J;j }}, 2004 if-- -2016 cfj=

El~ :r±-%-1\.i' Jj ~ ( Phychology as A Social Science ) 

48 10-~i!ti-ii.~ . :li~i;\~5t}J1J3tt gi ~L~B\l"J:Wi'~ilI 

( Palmerston North ) , t Ji.. ~Ji ( Well ington ) , 

~~ E.ft,( Albany )~ r!.t~ ~-$ 0--iA~1
~ ~ T. i'- ;- : 

]*~~~~~*~~~~ ~~~-~~ - ~~ 

~± iT ~"- * 1J, ,H, ~ pi;, gii & . . ;;t{_ a.-r- / J ,A-. JJC ~J<. J i41X- /JO 

( 3 ) 1t£asi2tK~1i'~t;y 
+/;, = J.,ic; _;..- -4+ i;!;1 '-'- ' ' ' -· 4P }4 -&: +, -!±- Le, +;;J'.- ,h 
'l"'f !!.:i :rnJ ,,.Fl L':'- -1 r- - ,tit H"} ~ 1£ qy,_ FJ .,x_ 1"'f , ' E':!J 1.:; 9:'.. 

-+- ,1r ·r,e; 1i ;l, -,- R A ·'.Li. 1t tr. n, cf. rn J_,, ! , . " t:1 ,1( 
-.; J)':f ?1;i~ , -·-'- b/ J -1- > , " ) 12:.t. · rf P)J /J ~ D -tJ C§ 19K 7:r , 

=~*-~~~;- --~~-~±~~~~ ~ !IIJ J:i.. 'TtiJ lt0 /\... '..=f" JJJ] \. J 1~ /!:£ ~X: ~ -=] 71\._ _;)ft q- /..; >t!C .i,1 

( Distance Education and Learning Futmes Alliance-

DELFA ) , Ej 7,~ -}ct1J~ , *00, ;!JP'**· 1f~~

~#fliiJtft~$00*~*~- ~ff-Wo/~.~* 
~ :5J o/ ,(' ~ #*1' RM- o~ 1k·(~ ~ t:v-1t :k -~ o 

( 4 ) %if#~~OOl«Jili-r 

~@ 89 i_ :Dr ( Website ) -tl2, ~~ 'ii'i _jt * , f'~ :Dr ~w 
;;g Cli llpl' -l',c NJ 'li 1;4 ' "' ;-l- '.li ilia ':Ji ,:ff, ,,n: 0:- 6 ' li JA .t.:p, r .. J 1JL it: 1cr " ·11~ 1:a- , $1cr, -1~1::r::r, ~ >JJ.../J , 1i:,, 

:t * 5¥1J i-2-~ :i[c 20 tt m- ;§ J,i, iL "iiJ ~ ~p rii +JJ t~ a 

( 5 ) 1t itl ·f:t. 1f ~ ~ o/ i\.i' ( Recreation and 

Sport Center) 

:tt~~~ff~ . ~~M~~* · -1'-3c~~ 
it li A~ ~~~*»;~~~~·* · ~t 2+~ 
~ 21'-#~·*»; , ~rit~~~ 31'-fil*»; · ~ 
~ 6+~~ 61'-~~*»;~0 ~~$~m1•
~~~ . •--t-at& , ~~1~~~%ff~filf* c 
•' IE -b .± 11-'c ± ~t:l ,1( AJ': ~ LI- · _!:. ,,..,- ~.;. r..1- Lt, .;;,_ 11• :JK _cc. /pj ':f /\. J1L ' ,J /jf)l 'ff' 1 Fu -'f' '.±. [D -1, 'j J'.lfL µ'.J ;,t, ·'iJf 'if 

J¥J tit. , :rt =ts , WJ *1 lt ±iL 
3. 1ltf a{J :'}'2 :sJ * t3tRt~W:~ 

tt W * f st ~ ~ ~ ;J j fft (Online learning 

system)-:-- STREAM , it±~ ViJi ~ # 1f st gig_ 

it;( ~ ;J :r± g (Virtual Learning Community), 

JJ.. E! A ~ -;ii;- :,.J. .§.. -la ,1, • -k fl' ~ ~ '± ~X . , I ~ !+-
11!'.. 'A:: '.r ,r,,1 !!.=i .:::. ,R ,,.'1 tt''] 1:1: ~?<; "f" <J 1' 16- o fA "f" = 
A ~ fr -ft& ~?,\'. ~ {t ff-] Stream =r,l x_ it ~it , Ej ~ YiJi 

( Lecturers ) , f§j 14'- ( Colleagues ) , f§j ~ ( Peers ) 

~~ . -M . ~ffl . ~ ~~-lli} . ••x.~~~~ . 
'EU~~ TX#! fJ. ( Eportfolios ) , ~ £ ~ * 71' iritfi 

#t :iffi1J ~ ~ ~ if :it~ 3'L~ $ o 90% st*- i4iAHL 
60% th ffl t 1- iJ tHt /¥] Stream, if,~ ~ 22000 

A ( )y~ ) "1 ~ ~ 1t /fl Stream , *- *- if! ~ J 17. * 
I 1'-!=o~ ~ $ o ffiJ iL , ft 'JJt WrFl ~ 00 ± 1i j: , ;ft 

~ ~ 5J ( Mobile Learning ) 1± :it ~ ~~ # ·t-11§_ o 1R 

~!~it~MiE~ili r§*~*-~~~~s~E~ 
.. Stream .. ;e:. t!k. ~ ;J j iif.-Sakai, 1~ W Stream ary 

~~s~~~~fiT~ . +~afil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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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l.,'81¥,,f:>ttifB~-%~¥ 

- xf - ( Face to Face ) ill;; ~ :;it 3[ t'f AR fro #Jc 

~*~~~.i·*~~Wf~~~:;itJz.# . ffifl 
~.i~~~~~~~*~~lJz.#~~~AAfrc 
--}fw . #t~*~-tn ~ ~~.i~* ~ ~~•~ 
,1i - OWLL (Online Writing and Learning Link) , 

{z ~ £ ?iill t,1 i~ ( Maths First ) , ii it;I * i~ ( Video 

resources ) ~ ' .:% - -jf ffi ' ,st fl -t n at ;,~ ~ ~ 
~ 1 t:p ,.:_,, (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CTL ) ,, ;>!£, ,J_ .l-$ 1''L )X. '= CH S' },~. -I.cc -"', _J,. ,.-,. )Jc ;cf'. Ilil. 1'J 'f' .:±- 1z * J;T J/,r- JJli .9r , -"Affl TJ 'f' /I'- E; r r , 7JJ, 

( Academic Writing Booklet), ii it ·fl 1t it it :it1J it 
Sf .~ ( Assignment Planning Calculator) , mfr, fl -t 
l'l '!-, ,!J;. 71 ,- ,,~ +. ~ +i: ;. ' E'! '!!- -k "' _;,. J' - ' EJ, -1- -<) ;F;)/ ;:C,J ' 1:1: L,.., ,--, ,% - ,lz; lix. ;fl 'cf- /I:~ '!'F TF!ii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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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实践能力培养方案

一、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现代管理理论、技术与方法等方面的知识以及应用这些知识的能力，

能在文教、体育、社会工作、环境保护、社会保险、城市社区等公共事业单位和行政管理

部门及相关企业从事管理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

二、实践能力培养目标

本专业技能培养目标是掌握现代管理科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一般管

理方法、管理人员基本素质和基本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掌握现代管理理论、技术与方法，

能从事公共事业单位的管理工作，具有规划、协调、组织和决策方面的基本能力。

三、专业核心技能

在培养学生语言表达与沟通技能、基本写作技能、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技能、管理及

基本的协调技能等专业基础技能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行政管理技能、公共组织财务管理

技能、公共管理文书写作技能（含速记技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技能、公共政策分

析技能、办公自动化及电子化政务管理技能等专业核心技能，同时通过实训与实践活动提

高学生的学习研究及实践操作能力。

四、专业实践能力模块

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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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基本技能模块

技能名称
技能培

养要求

承担的课

程（环节）
相关项目

时间分布 考核或成绩

评价方式学时 学期

英语应用 合格 大学英语 听说读写 240 1/2/3/4 闭卷考试

计算机应用 合格
大学计算

机基础

计算机一级、大学计算机基

础、数据库应用技术、网页

制作等

48 1 闭卷考试

二、专业技能模块

（一）专业基础技能

技能名称
技能培养

要求

承担的课程

（环节）
相关项目

时间分布
考核或成绩

评价方式

学时 学期

语言表达与沟

通技能

具有较好

的表达能

力与沟通

技能

演讲与口才

口语的基础训练 2
3

情景模拟及

考试
实用口才训练，涉及各

类常用口语的训练
2

大学语文

称呼与介绍的艺术 2

2
情景模拟及

考试
演讲的技巧 2
论辩的才能 2
主持人的语言艺术 2

公共关系学

沟通技巧沟通技能实训 2

2
情景模拟及

考试
公共关系语言艺术 2
公共关系交往礼节

参与互动体验
4

基本写作技能

了解应用

文的特点，

掌握日常

应用文的

写作技巧；

熟悉管理

工作的基

本职责与

任务。

应用文写作

公务文书写作训练 2

3
写作考查

及考试

事务文书写作训练 2
财经文书写作训练 2
法规文书写作训练 2
礼仪文书写作训练 2
申论写作训练 2
文书处理方法 2

大学语文

行政公文写作 2

2
写作考查

及考试
企事业单位事务文书 2

经济管理文书 2

科技应用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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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与统

计分析技能

注重数据

收集与分

析能力的

培养，使学

生掌握调

查研究的

基本原理、

一般程序

和基本方

法，将社会

抽象问题

数据化，为

深入分析

政策问题

准备工具

社会调查与

研究方法、

调查方案设计；问卷设

计、抽样技术、访谈技

能

6

4
问卷调查统

计及考试
统计软件（SPSS）运用

分析调查结果
4

整理和分析资料、撰写

调研报告
4

社会统计学

统计基础知识模块 4

4
考试

调查报告

统计基本分析方法模

块，包括综合指标法、

指数分析法、抽样法等。

4

上机实验：包含 Excel、

SPSS 在描述统计、推断

统计

8

相关回归分析、时间序

列分析
6

社会实践：组织学生进

行社会调查
4

统计建模等 4

管理及基本的

协调技能

能够将管

理的基本

原理运用

于实践，以

便更深入

地学习和

实践专业

管理课程

管理学原理

管理决策分析、管理计

划设置
4

1

情景模拟实

验及考试

管理控制，组织活动控

制调节
4

组织协调、领导活动分

析
4

组织激励应用 4
团队建设 4

公共关系组织信息传播 4

2

协调沟通技巧 2

公共关系的创意策划、

公关策划文案的分析和

撰写

6

危机处理 4

公共关系公关礼仪模拟 4

社会学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社会变迁与社会现代化

4

3
情景模拟实

验及考试

社会化过程及其影响机

制、社会角色的扮演及

其问题、社会化与社会

角色扮演的关系；

4

具体社会问题的认定与

分析

2

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

的特征及其比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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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核心技能

技能名称
技能培养要

求

承担的课程（环

节）
相关项目

时间分布 考核或成绩

评价方式学时 学期

公共管理的

基本技能

形成分析和

解决公共管

理共同性问

题的意识、

能力与方

法；提高学

生的沟通能

力，认识和

处理个人行

为、群体行

为和组织行

为的能力

公共事业管理

概论

教育事业管理技能 2

3 考试

科技事业管理技能 2
文化事业管理技能 2
卫生事业管理技能 2
体育事业管理技能 2

非政府组织管

理

非政府组织战略管理 2

6
情景模拟实

验及考试

非政府组织的领导、决

策、人力资源管理
4

非政府组织的营销管理 2

非政府组织的筹款 2

非政府组织的财务管理 2

非政府组织评估 2

西方经济学

经济学基本分析方法 4

2 考试
运用价格机制研究资源

配置
4

理解并熟悉相关理论 4

公共政策认

知技能

能够对政府

及非政府组

织政策、教

育政策、农

业政策及法

律、教育政

策及法律进

行了解、分

析、预测与

管理

公共政策学

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 4
4 考试公共政策的执行 4

政策评估的程序 4
中国公务员

制度

了解和认识我国公务员

制度
2 5 考试

申论
对给定材料的分析、概

括、提炼、加工
4 6 考试

行政职业能力

测试

数量关系、判断推理、常

识判断、言语理解与表

达、材料分析

4 7
材料分析及

考试

教育政策

与法规

掌握教育政策制定的步

骤、设计教育政策方案
4 2 考试

农业政策

与法律

掌握农业政策制定的步

骤、熟悉与农业相关法律
2 4 考试

公共部门财

务管理技能

公共组织财务

管理

公共组织预算与财务核

算
4

6 考试
公共组织资产、负债和净

资产的管理与核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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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组织收支的管理与

核算
4

公共组织财务报告和财

务分析
4

公共经济学
政府的经济行为及经济

关系
2 3 考试

公共管理学

政府职能与角色 4

3
情景模拟

考试

公共组织决策模拟 4
公共组织人力资源培训 4
公共财政预算 4
公共部门危机管理 4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 4

公共组织行为

学

个体心理与行为 4

3
情景模拟

考试

群体心理与行为 4
领导心理与行为， 4
团队沟通障碍、团队沟通

策略
4

激励理论应用 4

社会工作

包括接案、预估、计划、

介入、评估和结案六大环

节的社会工作实务过程

6

5
情景模拟实

验及考试社区实务操作 4
综合性项目实训，深入社

区
6

公共部门人

力资源管理

技能

具有公共部

门人力资源

进行统筹管

理的能力

公共部门人力

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获取与测评 2

6
实验报告

考试

人力资源激励发展与保

障维护
4

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管

理与人力资本管理

公共组织人力资源培训

2

模拟人力资源预测、规

划、培训等开发过程
2

公共部门项

目管理技能

能够公共领

域中的工程

项目、城市、

社区等具体

内容进行项

目管理

公共工程项目

管理

公共项目需求预测与实

施技术条件评估
2

5 考试

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方

案评估、风险评估、公共

项目后评估

2

成本-收益评价、社会评

价
2

采购管理、合同管理、监

管管理
2

公共投资项目审计 2
城市公用事业 公用事业管理的战略规 2 5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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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理论与实

践

划

公用事业管理的绩效评

价
2

城市交通、水、电、煤气、

邮政、通信、互联网管理
6

社区管理

社区管理的实施 2

5
参与社区管

理及考试

社区管理的方法 2
社区服务、社区卫生、社

区文化、社区环境、社区

治安、社区教育

6

教育管理技

能

熟悉教育基

本理论与知

识，开展教

育管理的能

力

教育学

熟悉教育的功能、目的、

制度
2

4
设计教案及

考试
课堂教学设计 2
班机管理与班主任工作 2
教师教育、学生评价 2

中国教育史 熟悉中外教育发展的阶

段、历史、人物及主要思

想

2 1 考试

外国教育史 2 2 考试

教育科研方法
问卷法、访谈法、个案法、

实验法等方法的运用
8 4

科研训练及

考试

教育管理学

把握教育管理体制和机

构
4

4
助岗实习及

考试

熟悉教育政策和法律 4
能够进行教育人员和教

育对象管理
6

教育实务管理 12

教育心理学

掌握学习的性质及其分

类
4

5
教学设计及

考试

把握不同类型知识的学

习过程
6

熟悉影响学习的重要因

素
6

能够进行目标导向的教

学设计
4

教育哲学

关注教育哲学，学习、思

考、体悟人生与教育、知

识与课程、理性与教学、

自由与教育的关系

6 6
人生反思及

考试

电子政务管

理技能

能够娴熟运

用电子化系

统处理政

府、社区等

单位的日常

政务，提高

电子政务

电子政务总体结构 2

6 考试

电子政务系统项目建设 2
电子政务的发展 2
电子政务模拟试验 2
体验电子政务系统的运

行过程并掌握基本的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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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管理效

率，并进行

日常维护；

掌握政务人

员在工作与

交往中应该

掌握的利益

规范

作技能

政府办公系统模拟电子

政务业务处理的流程
2

政务礼仪

修饰礼仪 2

6 面试及考试

行政礼仪 2
外事礼仪 2

接待礼仪 2

（三）综合技能

技能名称 技能培养要求
承担的课

程（环节）
相关项目

时间分布 考核或成绩评

价方式学时 学期

基本科研

能力

能在教师指导下，

进行选题，思路清

晰；能撰写有关公

共事业管理研究的

文献综述和科研论

文。

科研设计

基本科研写

作训练

了解该学科科研设计

的选题原则
2周

6 实习报告

熟悉科研设计的基本

知识
2周

资料收集 4周

撰写有关公共事业管

理研究的文献综述和

科研论文规范

2周

自我学习

能力

掌握有效阅读的方

法，具有快速阅读

能力；具有主动寻

求专业知识的意

识，掌握查找资料

的途径和方法，并

取得有关资料；

阅 读 及 资

料 查 找 训

练

阅读练习 6

分散
读书笔记

实习报告

主动寻求专业知识的

意识启发
4

掌握查找文献资料的

途径和方法
4

综合表达

能力

能准确地表达自己

的思想，语言流利，

措辞确切。同时

具有较强的文字表

达能力，熟悉各种

管理类文书及工作

计划、工作总结的

书写

语言表达

训练

演讲与口才、语言表达

训练；
4

分散 情景模拟演讲活动比赛 4

仿真谈判模拟 4

会议组织演练 4

文字表达

实训

文字表达写作训练

应用文写作训练
6

7
情景模拟

写作考查
收集基本文书资料

基本文书范例欣赏
4

求职信、个人履历表 4

专业综合

实践能力

学习处理日常事

务，熟悉实习单位

工作过程；通过实

期 中 教 学

实习；各种

实践活动

指导教师带队到单位

实习。实习鉴定与总结
2周 5

实习表现；实

习鉴定与实习

总结；

毕业实习； 单位实习 17 周 8 实习鉴定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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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学习，验证所学

理论，扩充知识面；

利用所学知识，在

教师指导下完成科

研项目。

毕业论文 结

撰 写 毕 业 论

文，获得科研

成果

资料收集与整理

开题报告

阶段性成果检查

中期考核

撰写论文

答辩

三、专业技能拓展与创新能力培养模块

技能名称 技能培养要求
承担的课

程（环节）
相关项目

时间分布 考核或成绩

评价方式学时 学期

就业与创

业技能

树立起职业生涯发

展的自主意识；清

晰地认识自己的特

性、职业的特性以

及社会环境；掌握

自我探索技能、信

息搜索与管理技

能、生涯决策技能、

求职技能等

求职面试

实务

面试的准备与应对策略 4

7
面试模拟成

绩以及课程

考试成绩

面试问答分析 2
模拟面试的组织 4
对学生临场表现的点评 2

速录基础

亚伟速录机键盘介绍和

指法练习
4

6
实验成绩以

及课程考试

成绩

声码练习 15
韵码练习 15
读打练习 15
听打练习 15

大学生职

业发展与

就业指导

大学生职业规划 4

6 考查
大学生就业形势介绍、

就业咨询
4

大学生创业经典案例分析 4

运用软件

对统计数

据进行分

析的技能

学会动手操作 spss、
Stata、excel等社会

科学研究中广泛使

用的统计分析软

件，为从事研究和

管理工作做好准备.

统计软件

分析

数据生成机制 4

1
实验成绩以

及课程考试

成绩

数据预处理 4

统计建模 4

掌握测量理论、模型及

其分析工具的能力
4

批判阅读能力 4
创造性写作能力 4

科技创新

能力
掌握综合研究技能

实验课、综

合实习、参

加教师科

研、学科竞

赛、科技创

新大赛

独立完成完整科研计

划，获得科研成果，撰

写参赛论文

课余

大学

2-3年
级

获得各级奖

励

科学研究

能力
掌握综合研究技能

自选科研

课题，参加

教师科研

课题

完成完整科研内容，获

得科研成果，撰写并发

表论文

课余

大学

3-4年
级

发表学术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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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技能

专业技能

拓展技能

专业基础技能

专业核心技能

专业综合技能

外语应用技能

计算机应用技能

大学英语、专业英语等

计算机基础及信息检索、VFP程序设

计、统计学及软件应用等

听说读写

计算机基础、数据库应用技术、网页制作、统计软件应用等

基本写作技能

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技能

管理及基本协调技能

公共管理的基本技能

综合性课程作业

就业基本技能

普通心理学、管理学原理、管理心理学、

公共关系学、社会学、策划学导论等

研究性课题训练、经典导读训练、专

题讲座、课程双导师协同教学实践、

统计软件应用实践

学生自主选题创新训练、申报各级各类科创

项目（参与学科竞赛）、参与教师科研项目

毕业综合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等

职业认知与选择、求职实务与面试技

巧、职业生涯发展规划、职场人际交

往能力等

秘书学、公文写作、大学语文等

社会统计学概论（含统计软件分析）

等

口语与书面表达训练，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语言流利，措辞确切；熟悉公

共关系沟通技巧、公共关系交往礼节等。

结合毕业论文选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毕业实习，搜集案例，获取数据资料并综合

应用所学理论知识与方法，完成毕业论文，提升综合素质与能力等。

引导学生熟悉科研工作，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激发学生自主申报科创项

目、参与学科竞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与能力等

公务文书写作及公文处理等

确定研究问题，搜集研究资料，形成研究假设，制定调查方案，开展社会调查，

数据处理与分析，撰写调查报告等

管理决策，拟定计划，过程控制，人员激励，团队建设，创意策划，品牌经营等

企事业单位管理、项目规划与管理，机关事务处理，公共危机事件处理，舆情监

控与管理等

公共组织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及方法，国家相关的财经法纪、财政政策及财务规

则，财务操作实践能力等

职务分析与描述，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员工招聘与甄选，员工培训与开发，绩

效考评，员工激励技巧，薪酬设计与管理

掌握教育科研方法，熟练使用统计软件，熟悉教育及相关学科的经典著作，了解

高等教育前沿动态，强化教育行政管理技能与素养的训练等

清晰认识自我潜能，了解社会需求与职业发展动态，增强职业规划与发展的主体

意识，具备就业信息的搜集与选择、求职与生涯决策技能等

电子政务管理技能

基本科研素养

专业综合实践能力

创业发展技能 培养终身学习的意识与习惯，积极关注各行业的发展趋势，能够适应职业的转换

与更替，提升创业发展能力等。

可持续的学习力、职业的适应与转换能力

等

语言表达与沟通技能
大学语文、实用口才学、社交心理学等

公共事业管理概论、非政府组织管理、西

方经济学等

公共部门财务管理技能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技

公共组织财务管理、公共经济学等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等

电子政务、政务礼仪等
熟练掌握电子政务的相关技术和方法，恪守政务管理纪律与规则，能热忱、高效、

优质服务等

公共政策认知技能 公共政策学、中国公务员制度、申论、行

政职业能力测试、教育政策与法规、农业

政策与法律等

公共部门项目管理技能 公共工程项目管理、城市公用事业管理理

论与实践、社区管理等

教育管理技能
教育学、中外教育史、教育科研方法、教

育管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

公共政策认识与分析，国家公共组织及治理，公务员制度，关注中央一号文件，

把握三农最新动态，熟悉教育政策法规，把握国际国内教育发展趋势等

公共项目需求预测与实施技术条件评估，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方案评估，成本效

益评价，风险评估，采购管理等

应用心理及教育管理基本理论，具备教育行政管理能力，熟悉学校事务管理，掌

握教学管理技能等





“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实验探索

2.基于“三课堂资源整合”的学业规划实验





《管理学》“三课堂”实践考核方案及激励机制

为调动学生自主研究的积极性，培养全方位高素质学生，对平时成绩和案例研究的满分

标准做了以下要求:

1、在本学期做的笔记拓展内容最丰富，最精彩的学生。

2、在本学期读书最多的学生，学期末把书名报给老师，与老师分享读书感受。

3、在本学期课堂上最积极踊跃地发表自己看法的学生。

4、在校期间，课外创业实践最成功的学生。

5、在本学期课堂上以及课后，积极主动找老师探讨问题，最具有见识阅历的学生。

6、在本学期发表过校级以上作品的学生。

凡符合以上要求中任意一条的学生平时成绩给予满分。

另:在本学期内阅读五本以上推荐书目的学生奖励 200 元。

1、对经典案例有新颖独到的分析研究的小组。

2、对非经典案例（身边案例）有理性分析以及对策展望的小组。

3、案例研究与书中所学理论紧密结合的小组。

4、PPT 制作精致别样，别出心裁的小组。

5、PPT 演讲透彻明了，精彩简练的小组。

凡符合以上要求中任意一条的小组案例研究给予满分。

另:所选案例与农业创新有关的，案例分析深刻以及有明确的对策展望的小组给予适当

的资金支持与奖励。

附件：管理学“三课堂联动教学”记录表



附件 管理学“三课堂联动教学”记录表

所在班级：

姓名 拓展性笔记 校园第二课堂实践活动 校外第三课堂调研活动 备注

数量 质量 时间地点 活动内容 时间地点 活动内容



管理学“三课堂联动教学”记录表

所在班级：公管 1601班

姓名
拓展性笔记 校园第二课堂实践活动 校外第三课堂调研活动 备注

数量 质量 时间地点 活动内容 时间地点 活动内容

张小蕊

较多 优秀 2017.4 艺术团管乐队表演

2017.6.13 大学生消费观采访调查

2017.6.6 采访大学毕业生

杨梦帆

一般 良好 2017.4--6 参加学校辩论赛 清明，端午
“高薪职业战略规划”

助教

2017.4--6 带“奔跑吧，青春”俱乐部 五一
参加人才招聘市场调

研，面试与交流

五一 主持活动两场

张丽薇 一般 良好 2017.4--6 参加校歌队 端午
去杭州看中华农业电商

博览园

冯盼盼

一般 良好 2017.4--6 参加社团公益活动

2017.3--6 看《管理学名著》

2017.5 管理学案例研究

佳伟 一般 良好 2017.5.21 参加曲艺大赛表演

刘家维 多 优秀 2017.4--6 参加学校辩论赛

贺艺伟

多 优秀 2017.5
参加山西省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
2017.6 参加高考志愿者活动

2017.6.17
太谷县城兼职进行实践

活动

薛志凯 一般 良好 2017.6 参加健美操大赛

刘雅琪 多 优秀 2017.5 参加国学知识竞赛 2017.6 太谷中学开导高三学生



次珍 一般 良好 2017.5 参加“你画我猜”活动 2017.5 参加模拟法庭活动

赵泽蕙 一般 良好 2017.6 SIYB 创业培训班 2017.4凤凰山 参加“风筝节”

贾如雪 多 优秀 2017.6校园 SIYB 创业培训 2017.5.30 去大学城参观

牛川川

多 优秀 2017.4校园 征文《我的青春，我的中国梦》 2017.4、5、6 家教兼职

2017.4校园 丁香笔会征稿 2017.4凤凰山 “千人风筝节”

2017.5校园 农大百年华诞摄影图文 2017.5内蒙 旅游学习带队

2017.6校园 农大义务劳动 2017.4、5、6 销售代理

曾媛

多 优秀 2017.4校园 参加文艺部合唱活动 2017.5县城 拉运动会赞助

2017.6校园
参加“科技创新带对中国农谷启示”

研究
2017.5 去大学生游玩

2017.6 兼职

2017.6 去太原游玩

曹玉玉

多 优秀 2017.5校园 组织“反蓝鲸”游戏 2017.3 东关小学捐书活动

2017.4 太谷中学交流会

2017.6 助力高考志愿者活动

2017.6 县政府见习活动

陈姿颖

一般 良好 2017.5 组织“反蓝鲸”活动 2017.3
鑫炳记太谷饼参观车间

并制作

2017.3 东关小学捐书活动

2017.4 太谷中学交流活动

2017.6
参加太谷县政府见习工

作

张佳鑫

一般 良好 2017.3 学习雷锋一帮一活动 2017.4凤凰山 参加千人风筝节

2017.5 校运会志愿者服务 2017.5太原 参观太原各高校

2017.6太谷中学 助力高考志愿者服务



裘梦杰

一般 良好 2017.3--6 组织管理班级各类事物 2017.4
太谷中学交流会担任班

级主持人

2017.4、5 参加学院各类活动 五一 去太原参观各高校

端午 去平遥游玩

史灿灿
多 良好 2017.4校园 主办雷锋活动 2017.4学校周边 宣传宪法知识

2017.4校园 配合校 4 队在谷园充当监督队 2017.3 去王家大院游玩

任文卓

一般 良好 2017.3校园 公益广告设计大赛 2017.4天津
历史与现代的和谐，参

观意式建筑

2017.3校园 主持人风采大赛 2017.5西安 历史文化古城

2017.5校园 青训杯辩论赛

司玥

一般 良好 2016.11-2017.6 参加校啦啦操队 2017.5 游平遥，览中华历史

2017.6 主持 2017 入团仪式

2016.10-2017.6 学生会办公室工作

2016.11 参与组织公管院人才招会

冯刚

一般 良好 2016.11-2017.6 组织管理班级各类活动 清明 游绵山，追忆历史

2016.10-2017.6
学生会办公室工作

阅读《致加西亚的信》

任钰璟 多 优秀 2016.11-2017.6 参加校排球队 端午 游华山，锻炼意志力

李召娅

一般 良好 2017.5校园 参加“一日店长”活动 端午榆次 体验不同的大学校园

2017.6.7 太谷中

学
参加高考加油站活动 2017.6.17县城 兼职举广告牌

龙亚琦

一般 良好 2017.5校园 参加“一日店长”活动 端午榆次 参观大学城

2017.6.7 太谷中

学
参加高考加油站活动 2017.6.17县城 兼职举广告牌

曾书婳 一般 良好 2017.4校园 参加英语四级活动交流会 2017.5西安 感受秦古都文化



2017.5 参加校级的合唱比赛 2017.4.1 参观孔祥熙故居

傅支娴

一般 良好 2017.5 参加“一日店长”活动 2017.5西安 感受秦古都文化

2017.6.7 太谷中

学
参加高考加油站活动 端午榆次 参观大学城

2017.6.17县城 兼职举广告牌

阎晋楠
一般 良好 2017.3操场 参加校运会田径队训练 2017.5大同

云冈石窟，感受佛教文

化

2017.5体育馆 乒乓球队训练 2017.5 感受其他大学的氛围

于君 一般 良好

胡俊 一般 良好 5 月 19 日 模拟法庭

姬广超 一般 良好

吴翰 一般 良好 5 月 19 日 模拟法庭

刘威岐 一般 良好 4 月 26 日 创业实践活动 3月 25 创业路展

张轲 一般 良好 5 月 19 日 模拟法庭

韩庆龙 多 优秀

刘建国 一般 良好 3 月份 参加院足球队

鲁鹏 一般 良好 6 月 1 日 于文体馆参加校羽毛球比赛

朱淼杰 一般 良好 5 月 1 日
游玩平遥古城，感受北方古建筑文

化
6月 1 日

于文体馆参加校羽毛球

比赛

刘甜甜 一般 良好 3 月 7 日
鑫炳记太谷饼车间参观，感受太谷

文化
5月 30 日

参观山西各高校

感受校园文化



公管1601班《管理学原理》小组成绩表
组次 组长 学号 成员 1号评委 2号评委 3号评委 4号评委 5号评委 6号评委 总分 均分 每人得分

第一组 傅支娴

20161009001 傅支娴 94 91.5 91 86.5 89 89 546 91 90.2 
20161009002 贺艺伟 95.5 92 92.5 85 91 91 546 91 91.2 
20161009003 李召娅 94 92 89 82.5 88 88 546 91 88.9 
20161009010 阎晋楠 93 91.5 90 83 89 89 546 91 89.3 
20161009011 曾书婳 94 94 90 84 89 89 546 91 90.0 

第二组 任钰璟

20161009016 任钰璟 91.5 91 94 94 96 96 564 94 93.8 
20161009013 裘梦杰 94.5 91 92 94 94 94 564 94 93.3 
20161009012 陈姿颖 95 93 92 91.5 93 93 564 94 92.9 
20161009015 曹玉玉 94 91 91 91 92.5 93 564 94 92.1 
20161009005 龙亚琦 95 91 91 91 93 93 564 94 92.3 

第三组 张丽薇

20161009021 张丽薇 97 96 95 95.5 94.5 87.5 565 94.2 94.3 
20161009024 杨梦帆 95 95.5 93 94 95.5 88 565 94.2 93.5 
20161009025 司玥 93.5 94 92 93 94 89 565 94.2 92.6 
20161009026 冯盼盼 94.5 94 92 93 94 88.5 565 94.2 92.7 
20161009031 张小蕊 94 93.5 93 93 94 88 565 94.2 92.6 

第四组 牛川川

20161009032 牛川川 89 89.5 89 88 89 89 544 90.7 88.9 
20161009017 张佳鑫 89 90.5 90 88 88 88 544 90.7 88.9 
20161009018 刘甜甜 88 91 89 88 88 87 544 90.7 88.5 
20161009042 赵泽蕙 89 91.5 90 88 88 89 544 90.7 89.3 
20161009034 贾如雪 91 93.5 90 89 88 88 544 90.7 89.9 

第五组 曾媛

20161009040 曾媛 94 91 90.5 92 96 96 564 94.0 93.3 
20161009037 任文卓 94 92 93.5 94 95.5 96 564 94.0 94.2 
20161009039 史灿灿 96 92 91 91 94 94 564 94.0 93.0 
20161009041 刘雅琪 96 92 92 92 95.5 96 564 94.0 93.9 
20161009038 次珍 93 92 92 91 93.5 94 564 94.0 92.6 



组次 组长 学号 成员 1号评委 2号评委 3号评委 4号评委 5号评委 6号评委 总分 均分 每人得分

第六组 朱淼杰

20161009019 朱淼杰 98 89 93 92 95.5 96 568 94.7 93.9 
20161009022 佳伟 98 90 95 96 95.5 96 568 94.7 95.1 
20161009023 姬广超 94.5 89 93 93 94 94 568 94.7 92.9 
20161009020 鲁鹏 96 89 93 92 96 94 568 94.7 93.3 
20161009033 韩庆龙 96 88.5 93 93 94 96 568 94.7 93.4 

第七组 张轲

20161009029 张轲 94.5 90.5 92 79 89.5 89.5 537 89.5 89.2 
20161009030 刘威岐 95.5 89.5 92 79 89.5 89.5 537 89.5 89.2 
20161009028 吴翰 94.5 89 92 79 89.5 90.5 537 89.5 89.1 
20161009014 冯刚 94.5 89 92.5 79 89.5 89.5 537 89.5 89.0 
20161009008 胡俊 94 90 92.5 79 89.5 89.5 537 89.5 89.1 

第八组 刘建国

20161009006 刘建国 95.5 90.5 91.5 79 90.5 89.5 537 89.5 89.4 
20161009004 刘家维 95.5 92 91.5 79 89.5 90.5 537 89.5 89.7 
20161009007 于君 96.5 91.5 91.5 79 89.5 89.5 537 89.5 89.6 
20161009009 薛志凯 95.5 89 91.5 79 89.5 89.5 537 89.5 89.0 



管理学案例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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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家和美食品
有限公司                                                  

经营管理案例分析

家和美公司简介

家和美公司理念

质量第一

1

2

3

目录

4 家和美鸡蛋的销售策略

目录

5

6

7

可持续发展之路

对家和美公司的评述

对山西农业发展提出的一系列建议

。

家和美公司简介

湖北家和美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18日，落户于湖北浠水
县清泉镇月山村的清泉工业园，是浠水晨科集团旗下子公司。公
司注册资金876万元，经营涵盖禽蛋收购、冷藏、分销、禽类养殖
、销售、道路货物运输等。

公司注册商标“家和美”，经授权使用“金莲子”、“昌泰”商
标的鸡蛋每年销售100万件。销售市场遍布全国，销售额达亿元，
为浠水鸡蛋在全国良好的声誉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浠水鸡蛋走出
去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2017年被大连商品交易所目前全国唯一的“鸡蛋车板交割产所”
。

公司以“质量第一，优质服务”为经营理念，以“争创一流，拼
搏进取，团结务实”为企业精神，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人才为
根本，以质量求生存，以科技谋发展，以管理出效益，开拓创新
，积极进取，不断完善自我，努力开拓新市场，努力创造经营佳
绩回馈客户和社会。

公司理念 质量第一

1、养殖场的保健与管理（源头质量管理体系）

a、合理安排鸡舍的密度

b、有完备的加温、照明、饮水器等设施

c、良好的通风环境，定期清洁消毒鸡场内部

d、定期检查鸡场内有无病鸡，防止疫情

质量第一 质量第一

2、收购点质量管理体系

3、出库监控拦截管制

4、客户调查（市场满意度调查与改善）

销售管理



2017-7-3

2

销售管理

家和美公司内部对销售人员提出了一系列销售概念（

销售分为低级、初级、中级、高级、顶级），强调效率，

公司内部制定了按销售业绩提成的机制（员工参与分红）

，激励公司销售人员努力去开辟新市场 。

工作内容相对单一的之质检部分（即对蛋品和包装进

行收购之后的二次清洁和消毒），对翻箱工人实行计件收

费制。

销售管理 可持续发展之路

1、坚持对鸡蛋质量的高标准化道路，保好企业的根。

2、加快商业模式的研发与创新，建立平台，充分利用互联网，加强企业间
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企业间的内外联合，解决当下鸡蛋市场内部恶性竞争
的问题，重构秩序。

3、熟练运用金融手段——期货，进行期现结合。意识到本企业的天
然空头身份，通过卖出保值和买入保值的双向结合来规避风险。

4、直接对口销售终端以谋求更大空间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之路 可持续发展之路 评述
优势：业内人士认为，浠水鸡蛋受的创伤比其他产地要小

得多。经验除了集团化经营，品牌化养殖，还有善用期货工具。

晨科董事长戴小方介绍，晨科集团对期货市场运用处于行业前

列。而闫铁山又是最早进入期货市场，最善于利用期货工具的

贸易商。鸡蛋期货上市后，他们2015年9月做了第一单鸡蛋价格

保险，保险+期货+银行，对现货养殖补贴效果明显。闫铁山带

记者看了他制作的鸡蛋期货上市以来历年的“鸡蛋价格统计

表”，他发现了鸡蛋价格波动规律，并掌握运用到产销实践中

    家和美公司能够妥善经营与其公司总经理闫铁山先生所

走的期货之路可以说是开创了国内鸡蛋期货的先河。成功运用

期货工具也是家和美能够成功的一大因素。下面图片为中央财

经频道关于鸡蛋价格下跌对闫铁山总经理的采访。

评述

养殖户不稳定（货源供应不稳定，养殖户契约精神差）
下游散户销售渠道不稳定

不足：

下一步打包鸡场，解决养殖户供货不稳定的情况
壮大自己的品牌形象，直接对口销售终端

措施：

总结：在浠水，以家和美公司为代表的鸡蛋贸易商
在鸡蛋销售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使得鸡蛋的相关上
下游产业在浠水得到迅速发展，促进了当地经济发
展的同时解决了许多的就业问题。

对山西农业的发展
建议

 山西省要充分利用好“互联网+”的大时代环境，
抓住互联网的特点，建立农业信息交流平台，
加强农业信息交流，推动农业平台化发展。

 建立强大的适合于现代农业的产业金融新模式，
推动农业金融的发展。

 针对农户整体信用体系的特点推出针对性的贷
款方案

THANK YOU
 2017.6.23

质量第一

小组成员：张丽薇  杨梦帆 司玥 冯盼盼 张小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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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员 ：曾媛 任文卓

次珍 刘雅琪

史灿灿

+简介及其独特之处
+成功因素
+发展劣势
+发展前景
+启示

主讲人：曾媛

任正非 1987年在深圳
正式注册成立

是一家生产销售通
讯设备的民营通讯

科技公司

我们是为世界各地通信运营商及

专业网络拥有者提供硬件设备，软件，
服务和解决方案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销售通信设备的民营通信科技公司，于
1987年正式注册成立，总部位于中国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华为基地。

+ 华为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解决方案供应商，专注于
ICT领域，坚持稳健经营、持续创新、开放合作，在电信运营商、企
业、终端和云计算等领域构筑了端到端的解决方案优势，为运营商客
户、企业客户和消费者提供有竞争力的ICT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
并致力于使能未来信息社会、构建更美好的全联接世界。2013年，
华为首超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商爱立信，排名《财富》世界500强第
315位。

+ 截至2016年底，华为有17万多名员工，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
应用于全球170多个国家，服务全球运营商50强中的45家及全球1/3
的人口。

+ 2016年8月，全国工商联发布“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
华为以3950.09亿元的年营业收入成为500强榜首。8月，华为在
"2016中国企业500强"中排名第27位。

股权不集中

原始股股东众
多

中国股市处于
非特殊时期

资金雄厚

主讲人：刘雅琪

创新战略

企业狼性文
化

企业制度

全球经营战
略

+华为一直坚持
自主创新的道
路，每年投入
至少不低于
10%的费用进
行产品和技术
研发。



2017-7-3

2

u拼命精神                团结
u平等                         拼搏
u直言不讳                执着
u压强原则                忠诚
u偏执的使命感       合作

+《华为基本法》

    “华为基本法”
是确定华为经营
的观念，战略，
方针和基本政策，
构筑华为未来发
展的宏伟构架。

l 虚拟股的体系当中，明确了持股人没有所有权，表决权。只享有股票
增值所带来的收益和业绩分红。

l 华为应届生入职满三年，职级达到13A可享受员工配股，员工购买每
股5.4元，配股之际最低的13A最多累积可购买3万股

+ 华为1996年进入香港；1997年进
入俄罗斯；1998年进入印度；
2000年进入中东和非洲；2001
年迅速扩大到东南亚和欧洲等4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02年进入美
国。

+ 截止2016年底，华为在全球168
个国家有分公司或代表处；同时，
依据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能力优势，
在美国、欧洲、日本、印度、新
加坡等地区构建了16个研究所，
28个创新中心，45个产品服务中
心。

+ 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市场网络与
研发平台上，产品的研发需求来
自华为，架构由欧美顶尖专家设
计，硬件由华为中国团队完成，
软件主要由印度科技人才承担，
制造主要由富士康公司完成，最
后再在华为的全球市场网络进行
销售。

全球营销体系

全球创新战略

全球本土化战略

主讲人：史灿灿

领导个人色彩强烈

品牌问题

研发基础薄弱

文化冲突

低调的公关风格

主讲人：次珍

Ø华为坚持管道战略，开放
合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对未来方向进行
探索和研究，掌控不确定
性。

Ø未来智能社会，我们面临
的大信息流量的低成本与
低时延问题，要敢于探索
新的理论和技术。

Ø  随着时代发展，华为正在
不断变革。只有“力出一
孔，利出一孔”的团结奋
斗，才可能有未来的成功。

主讲人：任文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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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苏宁
管理对比

小组成员：薛志凯 于君 刘建国 刘家维

     国美简介
■ 1987年1月1日，黄光裕主席在北京创立国美电器。  
■ 1992年，国美在北京将所有店铺统一命名为“国美电器”，形成中国最早的连锁雏形。
■ 1999年12月，国美进军上海，实现了京、津、沪连锁的构架。
■ 2000年12月，国美对《经营管理手册》进行了修订，长达330页的手册将国内外先进
     连锁企业成功经验与自身实践经验相结合，创造出国美特有的经营模式，并成为国
美
     的根本大法。
■ 2001年5月，国美在全国范围内有13家连锁店同期开业， 标志着国美电器进入“全国
连
     锁网络”建设的高峰期。 
■ 2003年11月，国美在香港的成功开业，标志着国美在实施国际化战略道路上迈出了关
     键性的一步，国美也由此成为中国家电零售领域走向海外的第一商家。
■ 2005年2月，国美建立大区管理制，实现国美各分公司在区域间的资源共享和整合，
     进一步增强企业竞争力。
■ 2005年4月，国美收购哈尔滨黑天鹅电器品牌及全部网络。
■ 2006年2月，美国基金公司华平投资集团投资国美，国美成功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
■ 2010年11月，国美控股库巴购物网。
■ 2011年4月，国美电子商务网站www.gome.com.cn全新上线。国美率先创新出“B2C
     +实体店”融合的电子商务运营模式，成为业内首个以消费需求为基础的电子商务
平台。
■2016年8月，国美电器在"2016中国企业500强"中排名第104位。

苏宁简介

1990年12月26日 ，苏宁电器集团开始创业

1994年，苏宁以年销售5.6亿，荣登全国空调销售第一

1996年，扬州苏宁挂牌，苏宁全国第一家连锁店成立

2001年6月，苏宁电器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准成立。

21999-12月南京新街口旗舰店成功开业，标志着苏宁电器从空调专营转型

到综合电器全国连锁经营。

2003年由信息系统中心建立起全国性的VOIP系统（内部IP电话）

2004年3月，苏宁电器新街口家店卖场成功升级为3C店
2007年8月1日，苏宁SAP-HR系统上线 成为人力资源基础作业管理中的一

个划时代的事件，提升HR部门“底线价值”

2007年7月16日 海尔集团与苏宁签署了具体的ECR（高效消费者响应）合

作协议，开创了中国家电供应链的又一次创新模式革命

2009年11月18日，家电零售行业首个SAPCRM系统在苏宁电器成功上线，

标志着中国家电零售行业真正进入了以顾客为中心的销售模式时代。

2013-11月19日，苏宁硅谷研究院将着眼于融合线上线下O2O模式，聚焦于

智能搜索、大数据、高性能计算、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前沿技术研究。

国美的企业文化

国美使命  ——  成就品质生活       
核心价值  ——  企业利益高于一切  敬业感恩 诚信正直知

行合一 立规兴业 追求卓越 
经营之道  ——  创新  开放  合作  竞争

人才理念  ——  品德为先  文化认同  选贤用能  公平竞争 
                          业绩导向  奖惩分明  团结协作  共同成长

国美精神  ——  待客如友  快乐服务  言行必果  敢于负责 
                          创新务实  精益求精 
 

苏宁的企业文化

精神内核——大气 稳重 庄重 动感 流畅 精致

苏宁价值观——做百年苏宁，国家企业员工，利益共享；

树家庭氛围，沟通指导协助，责任共当。

苏宁服务观—— 至真至诚，苏宁服务。服务是苏宁的唯

一产品，顾客满意是苏宁服务的终极目标。

苏宁人才观——人品优先，能力适度，敬业为本，团队第

一。

苏宁精神——执着拼搏，永不言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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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与苏宁在组织文化上
的异同 

• 所谓组织文化，是指组织成员共有的价值和

信念体系。这一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组

织成员的行为方式。它代表了组织成员所持

有的共同观念。

• 关注细节——期望雇员表现出精确性、分析和关注

细节的程度。

•  从关注细节上看，国美在这方面的特征更明显。

首先从它对促销员的欢迎词要求上就可以看出他要

求员工表现出的精确性。它还不断强调对员工上岗

前的培训和鼓励在职中的不断学习。这些工作显然

是希望员工在工作中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从细节入手，精确，精准的完成自己的任务。而苏

宁就没什么可圈可点的成绩。

• 成果导向——管理者关注结果或成果，而不是如何

取得这些成果的程度。

• 从成果导向上看，国美与苏宁在这方面的重视程度

都是很高的。国美挑选出业绩高的员工作为标杆，

苏宁给工作骨干分配股权。决定谁得到认可，最有

发言权的就是工作的结果。

• 员工导向——管理决策中考虑结果对组织成员影响

的程度。

• 从员工导向上看，国美与苏宁还处于低级阶段。管

理者在决策时考虑的还是自身利益。如国美对新进

员工的培训计划，他只考虑到了培养新的人才，却

在培养老员工这方面做的有些欠缺。而苏宁在制定

组织目标的时候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员工，所以导致

员工为了实现定量的销售额而超时工作。 

• 团队导向——围绕团队而不是个人来组织工作的程

度。

• 在团队导向方面，苏宁就略胜一筹了。苏宁电器的

人才观中明确指出“团队第一”，个人再优秀也不

能脱离团队。据调查，国美虽然也是以团队为单位

进行工作，但它还没有成为一种强势文化，还没有

被多数人认可。

• 进取性——雇员富有进取性和竞争性而不是合作型

的程度。

• 国美苏宁在进取性方面都属中等程度。可以在案例

中看到，他们一方面为员工培训，鼓励员工学习，

树立标杆，意在调动起大家的竞争意识和进取心。

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员工间的合作。两者都要

坚固，那么进取性只能处于中间水平。 

• 稳定性——组织决策和行动强调维持现状的程度。

• 从案例中可以看出，苏宁的发展是相对稳定一些的。

他们也在改变，如与供销商研发产品方面，但是这

种改变并没有使公司出现大的动荡。而国美则不然，

他们更急于改变现状，扩大规模。国美先后两次的

同行业并购对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以及财务的影

响都是很大的。

• 创新与风险承受力——鼓励雇员创新并承担风险的

程度。

• 国美与苏宁两家公司员工的创新能力还比较差。也

许是因为两家公司并不是制造企业，他们不涉及新

产品的研发与新技术的开发。他们更注重的是用有

一套持久的服务理念吸引更多顾客。在风险承受力

上，由于国美的发展稳定性性差，这就需要员工有

一定的风险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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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美

1、国美合并永乐后，网点规模更为庞大，
稀缺网点资源得到补充，总部在北京，其销
售规模大；    
2，国美的低成本低价格策略，使得国美在
价格导向的消费者中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3、国美在香港上市，有较大的资金调拨能
力。 

苏
宁

1、坚持先练好内功再发展的内生扩张模式，
经营稳健；

2、有战略眼光，坚持发展思路不动摇；

3、主要财务指标优于竞争对手；

国
美

 1、低成本低价格的战略使得消费者过多关注国美的低价格
策略，而忽略国美的品牌影响力，另一方面，强势的要求低
价，也导致国美与供应厂商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过于紧绷，
更为重要的是，低价格毕竟是手段，绝非企业长远的核心竞
争力。

   
2、国美的疯狂扩张，对国美企业形象，以及品牌形象带来不
好的影响，也更易使上下游渠道成员间产生冲突和矛盾。 

苏
宁

1、执行力差，精细化运营不足，经营理念好但没有切实落地；

2、品牌及服务无明显优势；

3、自弹自唱，太自以为是，不关注客户，危机意识不强； 

国
美

1、大规模的扩张给国美带来了更多的优势与机遇，从国美在并购
与门面的扩张，和在香港上市后的融资中，都可以看出国美在积极
的寻求外部的机遇。结合大的环境，网络是国美可以抓住的很好的
机遇。

2、国美应该在利用本身的影响力的同时，研发自己的品牌，提升
品牌影响力，并利用现有的零售商地位，与常年的合作网络，来努
力维系与供应商的合作，改善关系，努力实现双赢。

苏
宁

1、国美出事给了苏宁发展以良好机遇；

2、家电下乡给了新的市场扩张空间；

3、以沃尔玛为目标，可能扩展到其他连锁零售市场，发展潜力大；

4、截止2008年，家电连锁渠道商在全国的市场份额占20%左右，
发展空间仍然很大：日本家电连锁渠道份额达到75%，西欧家电连
锁渠道份额达到50% 。

国
美

 1、企业自身形象，国美与格力空调之间的风波，曾经闹的相当轰
动，从国美封杀格力，到格力自己创建销售模式，都与国美的扩张，
野心与强势联系在一起，这无疑对企业形象具有很大的杀伤力。

  2、竞争者，如苏宁电器，一直在市值与名气等方面都与国美不
相上下，而苏宁在服务以及品牌塑造上似乎更胜一筹，国美必须寻
求低价格低成本以外，最能与竞争者相抗衡的企业核心竞争力。

  3、如今很多国外的成功大型零售商试图进军中国，国美必须随
时做好应对外来竞争者的准备。

苏
宁

1、收入增长速度放缓、单店运营质量下降、单平米产出效益滑坡、
可比门店利润增幅为负; 
2、B2C网络营销及厂商自营可能将影响其市场空间:网络的发展逐
渐改变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电子商务在家电销售领域已有所作为，
淘宝网跃升为中国第二大综合卖场;
3、外资巨头的进入和竞争:百思买和山田电机都对中国家电连锁市
场野心勃勃。

总结

• 首先，他们有相似的发展轨迹

• 其次，依赖的产品不同：苏宁以空调专卖
起家 ，国美则重在影音产品。

• 第三，组织文化：加强员工的进取性，创
新与风险承受力。

• 第四，“一条龙”的顾客服务：苏宁模式”
还包括“配送、安装、维修”的一条龙顾
客服务。还实施“订制、买断、包销”的
策略，以满足该地区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 第五，苏宁电器的连锁店与国美电器的相
比更少地集中在一线城市；

• 第六，各品类产品收入占比趋同，表明它
们产品组合的差异化降低；

光裕呀，你还是太
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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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的野蛮人—‘蛇吞象’式
收购的管理方式案例分析

组员；韩庆龙   姬广超   朱淼杰 
                        鲁鹏      佳伟

门口的野
蛮人！

你来咬我啊！

  标牌公司                    罗斯.约翰逊 纳贝斯克 标牌与纳贝斯克

• 标牌公司

•   由1928年摩根家族创立，后来兼并了弗莱
希曼蒸馏酒公司，皇家面包厂。

• 纳贝斯克

•    前身是国家饼干厂公司，创立于1898，由
东西部两家公司合并，有着‘饼干托拉斯’
的称号，第一个采用桶状饼干，它首先实
现饼干商品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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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式

• 1.对员工的管理

• 2.对公司的管理

对员工的管理

• ‘拜把子’式管理

‘拜把子’式管理

• 原文中说道‘约翰逊他们白天致力于加拿
大标牌公司的改革，晚上则沉醉于灯红酒
绿之中’

• ‘他们不断吸收新成员，约翰逊给他们每
个人都起了绰号’并结成‘快乐男人’组
织

• ‘约翰逊每天都和这些伙伴逗留至深夜，
喝着苏格兰酒，谈着公务，抽着雪茄，过
着一种反传统的生活’

标牌权力斗争

• 罗斯.约翰逊

• 与董事会每个人和谐
相处谈笑风生

• 和每个人友好，为他
们打气

• 与身边的同事以兄弟
朋友的方式相处，工
作与生活分开

• 老板韦格尔

• 独来独往不与董事会
接触，有时与其较劲

• 只懂得严苛的批评与
指令

• 传统上司做派，保持
绝对的权威，冷漠，
刻薄，吝啬

‘拜把子’式管理

• 工作与生活身份相分开

• 将心比心，远胜过讲大道理

• 平易近人，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自己有利
的助手

合并背景

• 标牌公司

• 在七十年代率先运用新
人

• 始终保持年轻人在管理
层不断激发创新

• ‘拜把子’式管理员工

• 经济滞涨速度远超于利
润增加速度

• 纳贝斯克

• 精神领袖死后只关心盈
亏，不注重创新

• 依靠早期产品和推销队
伍

• 领导层集中于中老年，
不进新人

• 公司保守停滞不前，不
懂得思变，呆板经营使
公司狼狈不堪，日渐衰
微

管理‘蛇吞象’

• 有足够的想象力，过人的勇气

• 示弱，并入较强的一方

• 专属的文化革命

• 鲸吞蚕食，慢慢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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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的文化革命

• 原文中写道‘呆板的谢伯利（纳贝斯克老
板）没用公司用车，甚至不是任何俱乐部
的会员，而约翰逊和他的助手开着豪华的
公司付款的跑车，游走于各大俱乐部，而
费用都由公司支付’

• ‘公司中36个标牌经理和15个纳贝斯克经
理相比，比他们多赚10万美元’

文化革命

标牌 • 纳贝斯克

鲸吞蚕食

• 原文中写到‘当公关部空下位置时，约翰
逊的亲信接管了那里，这样约翰逊控制了
外部信息’

• ‘后来有位置立即安排标牌的人，因为只
有标牌的人才理解这种管理思路’

• ‘约翰逊提议两家公司一体化，而约翰逊
的创新思维和生活方式纳贝斯克是无法接
受也不适应的，最终24名高层领导人有21
人是原标牌的人马’

对公司的管理

• 治公司其实就是治吏

• 创新无处不在何况在这个‘快鱼吃慢鱼’
时代

• 人性化，人绝对不是机器

• 打破陈规，有时收益会更大

获胜

• 原文中‘在董事会议中，他们现在不会再
说我不敢苟同，而是会说他妈的什么馊主
意’将纳贝斯克变成了专属标牌人员的管
理方式……

管理分析总结

• 优势；
• 对员工来说‘拜把子’式管理，赢得了人人心，也
为自己得到了想要的位置

• 对公司来说
• 1.创新才是一切成功的源泉
• 2.管好人，才是管好公司的基础
• 劣势；
• 任人唯亲
• 容易形成小集团如控制不好长久下去会威胁公司发
展

• 领导力会受到一定损害

谨记

• 不管什么样的管理方案，成功案例，都要
把握一个中心‘中国特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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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煤炭产业日益衰落
案例分析

小组成员：
 傅支娴   贺艺伟   李召娅   阎晋楠    曾书婳

丰富的煤炭资源
山西煤炭资源丰富 
全省国土面积15.7
万平方千米，含煤
面积5.7万平方千
米，占近40%，全
省118个县级行政
区中94个县地下有
煤，91个县有煤矿。
1995年全国第三次
煤田预测资料显示，
全省2000米煤炭资
源总量为6400亿t，
占全国的16%，截
止1996年末累计探
明储量2662亿t，
占全国27%（其中：
煤焦煤占57%），
保有储量2613亿t，
占全国的27%，境
内各类煤矿批准占
用储量约1500亿t。

山西煤炭发展“四难”问题

运
输
压
力
难
以
克
服

产
业
结
构
难
以
调
整

经
济
效
益
难
以
提
高

环
境
污
染
难
以
治
理

运输压力难以克服

煤炭生产量增长超过
运输能力的增长

外调原煤量逐年增加

铁路运输量
85%~88%是运煤

产业结构难以调整

产品初级化，加工深度
低

产品链条松散

产品结构倾斜，轻重比
例失调，轻工产品少，
重工产品多

缺少名、特、优产品，
产品更新换代慢

经济效益难以提高

经济效益低下原因？

山西输出的以煤为主的
商品价格低于价值，输
入的以消费品为主的工
业品价格平或高于价值，
进出之间造成双重价值
转移 

环境污染难以治理

燃煤排尘，

污染严重，

造成酸雨，

侵蚀农田。

合理规划山西煤炭工业布局

发挥大集团企业联合生产经营优势

提高单产水平 ,矿井接替和小煤矿的联营
改造

要学习和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

深化体制改革 ,优化管理，加强煤炭企业的内部
管理 ,减员增效 

总结

感谢聆听

公管1601 第一学习小组





 管理学“三课堂联动教学”记录表
所在班级：公管1602班

姓名
学号 拓展性笔记 校园第二课堂实践活动 校外第三课堂调研活动 备注

数
量

质量 时间地点 活动内容 时间地点 活动内容

王泓 20161009005 1 良好 2017.5.20 校级曲艺大赛，冠军 2017.2
巨鑫创业园一日调研分析红颜
奶油草莓市场优势

2017.5 校级心理剧比赛

2017.6.7 参加高考助力活动

2017.4.28 校运会采访小组，志愿者

2017.5 广播站校园生活广播站获最佳采编

2017
文字爱好者共同创建美文微信公众号发文受
到众多关注

何星杰 20161009128 1 良好 2017年3月初 创业园项目路演

张颖 20161009123 1本 优秀 2017.5 体育场 运动会志愿者 4-6月 海文考研 计算机office二级内容学习

2017.6.11 谷园门
口

班级品牌团支部活动

2017.7 喜迎十九大征文活动

3—6月 五号楼 活动坐场

读书，练书法

实验大楼 品牌团支部画板活动

3-6月 参加社团剪纸活动

韩书 20161009135 1 优秀 2017.3.15 获得“公管院3.15诚信说”演讲比赛一等奖
2017.03月
——2017.06月

作为记者参与对山西农业大学
时事热点，校园活动的采访，
并于公众号“山西农业大学”
发表四篇采访文章

2017.4.16
获得晋中市高校新区诗词大赛农大赛区一等
奖

2017.03月
——2017.06月

参与学生社团“支农队”的调
研，支教活动以及交流会分
享，并于公众号“山西农大支
农队”发表三篇文章

2017.4.23
代表农大赴太原理工大学参赛，获得“晋中
市高校新区诗词大赛”决赛一等奖

2017.6.7 获得山西农业大学“丁香笔会”优秀奖

胡玉姣 20161009118 1本 优秀
实验大楼

参加班级“品牌团支部”画板和展示活动
谷四招聘洽谈室
及线上

海风-小站运营大赛，乔布简历

实习，微信公众号推送校招实
习信息

线上培训
学习6.6-6.11



谷园
参加校会组织的谷园怡膳园文明监督队

新晨曦市场 “萌芽咖啡”一日店长活动
5.25 4月份

小操场5.24 参加我院文艺部，体育部，权益部，女生部
合办的小型趣味运动会

旧北门服装店 校外兼职

实验大楼，谷四，
图书馆报告厅 多种班级坐场活动
3―6月

谷四3-6月 就业与职业发展协会值班，负责校园招聘会
相关事宜

就业办3-6月 就业办值班，辅助老师进行工作整理

操场4.18-4.28
校运会千人啦啦操训练，走方阵4月份

李皓玥 20161009131 1 良好

2017.3-2017.6 2017.6  东关小学 支教

谷园门口，旧北门 卖酸奶和其它产品 长治县，太谷县 山西振东集团实地调研与市场
调查2017.5   校园 参加学校和社团组织的活动

刘敏 20161009139
三
分

优秀 5.15谷园门口 广场文化节
6.7太谷中学门
口

高考加油站

5.18谷四 校心理剧 4.11太谷中学 主题班会演讲

5.25谷园门口 21天蓝鲸活动

6.1旧北门 我是小记者

冯伟婷 20161009141 2 优秀 2017.5.1 学习部与农学院举办的百科知识竞赛 2017.4.5
参加网上三行情书大赛，获得
优秀奖

2017.5.10 学习部活动说出你的青春的负责人 2017.4.25 旅游去中国天文馆

2017.5.28 品牌团支活动班级活动 2017.5.1 关于“低碳生活的征文”

2017.6.1 参加权益部的三行情书大赛 2017.6.8
清华大学案例分析，个人赛小
米手环案例分析

2017.6.5 参加省创新摄影大赛
2017.6.10-
2017.6.20

下乡活动培训

2017.6.10 学校庆祝110周年的摄影图文比赛 2017.3 全国大学生互联网＋创业比赛

2017.6.15 学习部活动成语大赛做PPT
2017.5.26 校运会当志愿者

2017.5.27 校运会走方阵，千人啦啦操

2017.6 SIBY创业培训

2017.6.20 校内“一学一做”征文比赛



杨丽娟 20161009104 1 良好
2017.5.21图书馆
报告厅

模拟法庭
2017.4.17太谷
中学

开主题班会，调查高中阶段学
生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

2017.4.14/15谷园
门口

组织义卖多肉，为孤儿献爱心 2017.3.21市场
调查农大周边苹果价格，帮哥
哥打理网店

2017.5.18谷四 校心理剧大赛主演

2017.5.27农大 参加“爱自己的蓝鲸游戏”

张愫驿 20161009115 1本 良好 2017.4学校谷园
心理剧排练， 2017.3东关小学

开展捐书活动，为小学生做演
讲及汇报演出

2017.4谷园门口 护航高考活动，呼吁大家参与为高考加油 2017.4太谷中学 主题班会活动，主持人

2017.5学校部门 参加“蓝鲸”活动
2017.6.7太谷中

学门外
高考加油站，志愿者服务

2017.6  实验大楼 品牌团支部活动参与展演准备
2017.3

一元生存体验活动
太谷县城

2017.4学校 做运动会志愿者
2017.4鲜谷魔方

店
“一日店长体验活动”

2017.3――6 参加活动坐场

“美食活动”集赞领奖品
2017.5谷园门口

2017.4――5学校操

场
参加千人啦啦操训练，运动会方阵练习

2017.5学校 参与三行情书征文

高牧远 20161009116 1本 合格 2016.4-6 进行兼职送外卖

2016.5 参加广播站运动会期间的值班和审稿 2016.4-6 报名参加计算机二级的考试培
训

2016.4 参加运动会运动员的训练 2016.4-6 阅读书籍《陆小凤传奇》《毛
泽东选集第一卷》《猎魔人》
1-4卷等2016.4-6 参加校内和院内活动的坐场 2016端午节 在端午节期间去大同旅行

2016.4-6 在广播站杂志社的公众号上发表文章

张艺苧 20161009137 1本 优秀 2017.1学校 主办“模拟面试招聘活动” 2017.3北门
探访多家商铺，拉商家为学生
找兼职

2017.3——6月学校 排球队训练

2017.6.3学校 校羽毛球比赛
2017.6.15——6.17
学校

校排球比赛

岑达林 20161009136 2 良好 4.22  校内 权益部“时政时鲜”演讲

2.23  校内 权益部三行情书展示活动



4.28  校内 校运动会志愿者后援会

5.06  校内 “一学一做”征文活动

6.19  校内 “喜迎十九大，坚定跟党走”征文活动

全学期  校内 研读《红楼梦》文本及写实性

路瑶 20161009111 一
半

良好 五一假期 青岛三日行

某个周末 太原会计公司参观并体验一日
生活周末 参观某仪器公司的乔迁

萌芽之森 与创业学长探讨

窦立平 20161009130 1 良好 2016年12月谷四 参加T台比赛
2017年4月东关

小学
小学课堂支教

2016年10月报告厅 为模拟法庭出礼仪
2016年10月萌芽

咖啡
参加一日店长活动

2016年10月谷四 校园歌手大赛
2017年4月凤凰

山
参加骑行活动

2016年9月谷四 为街舞大赛出礼仪

2016年1月谷四 为迎新出礼仪

栗苗苗 20161009114 1 优秀 4月底大操场 校运会志愿者服务
5月――6月中旬

海文考研
参加四六级英语培训

3月24日四号楼 参加与农学院合办的成语大赛
4月――6月海文

考研
参加全国计算机二级office培训

3月――6月 协助学习部活动的策划和实施

3月――6月 参加诸多活动的坐场

4月16日小操场 参加与软件院创业部合办的创业活动

6月11日谷园门口 参加品牌团支部书法展示

3月――6月 参加社团的剪纸活动

王勇 20161009117 1 合格 图书馆报告厅 以社联干事的身份参加法协活动，模拟法庭
六月八号太谷中
学

高考加油活动

李浩斯 20161009120 一
本

优秀
3月到6月   教室、

实验大楼
班级坐场活动（多种形式的活动内容） 4月 新晨曦市场

与创业学长交流，参观学长创
业实体店，“一日店长活动”

参与品牌团支部展演活动

3月到4月 校舞队日常训练

3月到6月   图书馆 看书，查阅资料

           谷四 值班

4月       操场 参加学校校运会的千人啦啦操



4月    操场 走方阵，前导兵训练

参加社团活动，去东关小学支教

狄星邑 20161009119 2017年4月 “青训杯”辩论赛获胜 2017年5月
“阳光杯”辩论赛获胜，并获
最佳辩手

2017年5月 校级合唱比赛担任指挥，获全校一等奖 2017年6月
作为团支，在班级建设过程
中，获得“品牌团支部”，并

2017年3月 参加“科技创新交流会”，获一等奖 2017年3月
参加“说出你的青春”演讲比
赛，获一等奖

刘静 20161009122 1 优秀 3——6月 参加校级心理剧
4——6月萌芽咖

啡
一日店长活动

学校，实验楼，操
场，教学楼，谷四

参加品牌团支部的画板及展览 太谷县 哇哈哈营销实地调查
活动后来
取消

参加校园清理活动

参加与农学院合办的成语大赛

组织与经管、农学院、动科院等协办的国学
知多少活动
组织心理知识活动

组织学习部各种活动，当活动评委

组织考研经验交流会

参加21天蓝鲸活动

参加校运动会啦啦操，走方阵

参加各种活动做场

宋琴琴 20161009121 1本 优秀 3~6月 校运会啦啦操队员，走方阵，校运会志愿者 3~6月 太谷中学主题班会演讲

21日反蓝鲸运动 萌芽咖啡 一日店长体验活动

丁香笔记征文 东关小学 东关小学义务捐书活动

品牌团支部活动 太谷中学 高考加油志愿者

谷四招聘室，办公
室，就业办公室

组织，参加各种招聘会，乔布简历的学习 翰林时代 翰林时代家教

微信公众号的运营和推广

线上 “海风―小站杯”运营大赛

乔鑫 20161009140 合格 2017.6.15 主持健美操大赛 2017.6.16
带校领导，留学基金委，太原
教育局，华南师大 转校园

2017.5 带晋中市委转校园 2017.4 华革助学基金校园校史



2017.5 参加主持人大赛 2017.6 参加校朗诵，代表山西省参赛

程亚静 20161009133 1本 优秀 2016年12月 主办模拟招聘活动 鲜谷磨坊店内 一日店长体验活动

图书馆报告厅 读书会活动 杭州创业大赛

图书馆报告厅 模拟法庭活动 校庆110周年摄影文化展品

文体馆 乒乓球队训练 新媒体农大摄影活动

体育场 足球队训练 计算机二级考试(已通过)
体育场 运动会志愿服务 丁香笔会摄影活动

参加互联网+
实验大楼 在学生会组织活动

SIYB创业活动

课外书

我与农大摄影活动

三行情诗活动

品牌团支部活动

杨国栋 20161009125 一
本

合格 四月 训练方阵 无

三到五月 读《指环王》

王二欣 20161009112 2 合格 2017/4/28 三行情书

余洋 20161009127 5|7 良好
上学期，校园歌手
大赛

参与其中，收获颇多，虽败犹荣
5月19日，东关

小学
校级社团支教活动

上学期，院级‘影
音时代’活动

个人代表班级拿下一等奖殊荣

5月27日，申请

加入自己家乡的
大学生联合会文
艺部

申请及面试通过，参与策划，
并将在此暑假的8月初左右进行

演出—大学生返家乡联合汇演

参与创业部各种成
功前辈们的演讲活

参与创业部成功前辈们的各种演讲活动
此学期开学初，
萌芽咖啡

向创业成功的学长咨询并请教
创业相关事宜

放假期间，进行
售卖酸奶社会实
践

从当地品牌代理商那儿那拿
货，进行户外流动售卖，

放假期间，组织
同学们自发去9
当地敬老院探望
老人

帮敬老院的长辈们做清扫工
作，给他们买一些营养品，听
他们讲述，陪他们聊天。陪伴
他们度过一个愉快而温暖的一

潘鑫 20161009113 1 合格 2017.4  创业园 参加“滴嗒创蚁”创业团队
2017.5  新晨曦市

场
参加创业部“一日店长”活动



2017.6.8 太谷中学 参加实践部“高考加油”活动

田得雨 20161009132 1本 良好
2017年3月21日

参与观看主持人大赛
2017年5月19日

支教
谷园四层

山西省太谷县东
关小学

2017年3月26日 于“科技创新分享会PPT展示活动”中担任活

动主持人
实验大楼四层公共
管理学院会议室
2017年3月29日

参与观看“科创部手工制作大赛”
五号教学楼110
2017年4月1日

参与观看“说出你的青春演讲比赛”
农学楼154
2017年4月12日

参加科创部科创交流会实验大楼四层公共
管理学院会议室

2017年4月14日
创业部合办趣味运动会

小操场

2017年4月18日
参与观看女生部快妆小技巧交流会实验大楼四层公共

管理学院会议室

于晴 20161009109
一
本

优秀

2月-四月 1.在图书馆查阅学习的相关资料，阅读书籍 2月-4月 1.参加乔布简历公司的运营培
训教学楼教室、宿舍

、谷四招聘洽谈室
、谷四会议室、谷
四面试室、谷三休
闲区、谷四舞台、
大操场、睿智文体
馆、图书馆、招待

2.参加清华大学公共事业管理案例大赛
家里、新晨曦市
场、大学生创业
园

2.学习修改简历

3.在谷四办公室值班，接收老师或者来校公
司电话，录入名单

3.在微信推送文章

4.在谷四招聘洽谈室接待来校宣讲公司人
员，负责处理现场事物

4.学习使用秀米、创可贴等新
兴实用工具

5.在谷四面试室负责公司面试事宜
5.在校外参加一日店长活动，
帮忙经营店里事物

6.在教室参加学生会的一些实践动手活动 6.校外兼职体验一天



于晴 20161009109
一
本

优秀

7.参加院合唱队训练，校级合唱比赛获得第
一名

7.大学生创业园实践学习

8.参加院心里剧比赛，获得第一名，进行校
级心理剧展演
9.参加啦啦操训练，院内篮球告别赛展演

10.参加动科院，林学院大型招聘会，负责修
改简历和现场一些事宜，平时帮大三大四修

11.学习会计从业相关知识

12.打排球，参加排球比赛

13.参加支农队组织，进行为期十天的支农训
练，为暑期下乡支教做准备

陈静 20161009108 2 优秀 教学楼，学生会
学生会各部门举办的活动，（各类演讲比
赛，知识竞赛，征文投稿，坐场等）

2016.12 杭州创业大赛

2016.12
到2017.2
月份的活
动

谷园四层 校园心理剧 2017.4-6 清华大学公共事业管理案例大
赛

新晨曦，每周日
会计从业资格证，计算机二级学习，人力资
源管理师考试

2017.5
第五届大学生艺术节（设计作
品投稿）

《全国大学生预防艾滋病知识竞赛优秀奖》
《全国百所高校大学生环保知识竞赛优秀奖

2817.4
娃哈哈营销大赛（市场调
研），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

宣传委员日常工作 2017.6 山西农大和山西大学女足足球
赛岳校宇 20161009126 1本 良好 2017.5月 三行情书活动 2017.5月 合唱比赛

2017.6月 东关小学支教 2017.6月 高考加油

2017.6月 打扫跳蚤市场

李晓叶 20161009129
半
本

良好

三月末至四月末

校运会 名次 1500米第六名 无 无
健身 坐场 六月十
一号班级活动品牌
团支部

田媛 20161009134 ¼本 良好 6月12日球类运动场 排球比赛
4月11日太谷中

学
主题班会演讲

5月24日谷园门口 反“蓝鲸游戏”活动 6月7日太谷中学 高考加油站，助力高考

3月17日谷园门口 “舌尖上的农大”

张乐 20161009110 2 良好 6月   谷四 校健美操大赛 3.10东关小学 东关小学捐书

4月到6月 21天蓝鲸游戏活动 4月 太谷中学 主题演讲

舌尖上的农大活动 5月 太谷县政府 实践部政府实习



主办助力高考活动 太谷县城 一元生存挑战

参加校庆绘画设计

品牌团支活动

参加创业培训

参加各个活动坐场

参加运动会志愿者

参加文艺部你画我猜活动

参加两学一做活动

熊尚上 20161009107 1 优秀 4月11日谷园门口 主办志工部多肉义卖活动
大一开学至今翰
林时代教育

担任教员并负责机构新教员招
收的笔试面试

5月8日五号楼101 主办创业部计划书撰写讲座活动 3月19日新北门 采访3.19活动负责人

3月至今新北门

创业园
参加山西农大s软件的团队

4月8日巨鑫创业

园

去调查一下植来植趣和铭贤匠
师的经营模式以及日常销售范
围等。

师瑞萌 20161009124
二
分

优秀 2017.5 体育场 运动会志愿者 加入志工部去敬老院看望老人

2017.7 喜迎十九大征文活动 加入志工部去东关小学支教

操场4.18-4.28
校运会千人啦啦操训练，走方阵4月份

2017.6.20 校内“一学一做”征文比赛

2017.4 与动科院的青训杯辩论赛获胜

2017.3 在校园司令上发表两篇文章

2017.5 参加学习部英语交流会活动分享经验

张立强 20161009001 1本 良好 3-6月 足球农超杯比赛（第七名） 5月 太谷中学高一演讲

5月 校园合唱比赛（第一名） 3月 东关小学捐书活动

6月 校健美操大赛

张校 20161009103 1本 合格 谷四 街舞大赛 凤凰谷 爬山

平遥古城 游览

杨璐瑶 20161009138 半本 良好 3月–5月，学校
课外书。《第三帝国图文史》，《基业长青
》；校运会方阵训练

5月–6月，学校 无

郝束敏 20161009106 1.5 优秀 2017.4月底 清华大学公共事业管理案例大赛 2017.四月份
杭州娃哈哈销售大赛，在新北
门调查市场价格和销量



开学至今
校就业与职业发展协会值班，线上学习运营
技能，参与微信公众号内容编辑和整理，推
广就业岗位

2017.5月 文体馆。
谷四招聘洽谈室

跟学姐学长一起给经管院大三同学修改简
历；参加动科院大型招聘会，修改简历

开学至15周 晨曦市

场
每周日上计算机二级的课程

学习人力资源师视频课

2017.5.7 校合唱比赛，第一名

2017.5.18 校园心理剧大赛

2.17.6.10 品牌团支部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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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级：公管1602班
小组成员：陈静，郝束敏，于晴，杨璐瑶，王勇

鲁尔区的兴衰
地理位置1

区位优势2

整治与重生

转型与升级

转型经验

启示

衰落原因3

4

5

6

7

目录

德国鲁尔区位于德国西
部，莱茵河下游支流。
鲁尔河与利泊河之间的
地区。

德国鲁尔区的位置

u煤炭资源丰富。有鲁尔煤田，其煤炭资源的特点是储量大，煤质好，
煤种齐全，含硫低，发热高，开采条件好。

u水源充足。位于莱茵河、鲁尔河、利泊河等淡水河流之间，加上附近
的支流河、人工运河，河网密布，淡水资源充足，满足了生产和生活
的需要。

u水陆交通方便。位于欧洲中部，陆上交通的十字路口，连接了东欧西
欧南欧北欧。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水运网稠密，共同形成了交通网。

u市场。是生产中心，也是消费中心、鲁尔区是德国乃至欧洲最大的钢
铁生产中心。

鲁尔工业区突出的特点

是，以采煤、钢铁、化学、机

械制造等重工业为核心，后来

电气、电子工业有了很大发展

。

重化工业是鲁尔区经济

的基础，煤炭和钢铁工业是主

导部门。

产业结构单一。



2

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衰落。
先从煤炭工业开始，随后就是钢铁工业。

主要原因  :

1、生产结构单一。主要以煤炭工业为基础，钢铁工业为
主导。这种产业模式，只要某一工业部门生产衰落，都将引
起全区生产的衰落。

2、煤炭能源地位下降。天然气，石油的冲击，煤炭需求
量急剧下降。

3、世界性钢铁生产过剩。原因是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市场
需求量下降。

4、生产技术革命的冲击。这是导致整个鲁尔区衰落的 根
本原因。

鲁尔区衰落的原因
第一：产业结构调整，对老工业进行改
造，发展新兴工业和第三产业。
第二：调整工业布局，钢铁工业日益集
中到西部（获得通过鹿特丹港进口的铁
矿石），钢铁公司搬到荷兰海口等。
第三：加强交通建设，铁路，高速公路
和水运的建设。
第四：发展科技，用科学技术推动经济
发展和产业转型。
第五：美化环境，整顿污染，植树造林。

整治

1、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为支
撑的产业基础。

2、实现了由传统产业机构
向多元化产业结构的转变。

3、创意文化和旅游为主要
内容的新产业，提高了区域的文
化质量。

4、企业及各项中小型企业
发展。

5、区域空间结构得到进一
步优化使鲁尔区的国际市场竞争
中的竞争力得到提高。

转型阶段

传统能源城市转型，必须选择新的战略制高点。

传统能源城市转型，需要整体规划，通过立法保障。

规划执行，从而是转型高质高效。

传统能源城市转型，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必须符合

现代化产业升级发展规律。才能找到出路

传统能源城市转型，必须整治环境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这是重获青春的必要条件。

传统能源城市转型，必须积极解决就业问题一，产业结

构调整，促进就业结构调整。

传统能源城市转型，必须重视更多发展中小企业，众多

的中小企业是转型崛起的强大力量。

转型经验

完善交通基础设施，
加强水路，陆路交通的联
系。

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建设成就突
出。

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
段规划区域发展，社会市
场经济中要鼓励竞争，保
护竞争，规范竞争。

改变单一经济结构，使区
域经济发展走向多元化。

发挥科技优势，促进
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

第一个就是依靠能源充足兴起

第二个是衰落

第三个是整顿

第四个就是重生

德国鲁尔区是一个能源新城市于我国的东

北老工业基地非常相似。通过鲁尔区的兴

衰，以及它的转型发展，我们可以总结出

能源新城是必须经过的几个阶段。 谢谢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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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舟到大船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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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简介

发
展
历
史

组
织
结
构

企
业
文
化

1984年

成立

联想集团有限公
司成立于1984年，
由中国科学院计
算技术研究所投
资20万元人民币、
11名科技人员创
办，当时称为
“中国科学院计
算所新技术发展
公司”。

1996年

国内
市场

联想首次位
居中国国内
市场占有率
首位。联想
笔记本电脑
问世。.  

联想公司发展史

2014年

收购

联想以29.1亿美元
的价格从谷歌手里
买走了摩托罗拉移
动，其3500名员工，
2000项专利，品牌
和商标，和全球 50
多家运营商的合作
关系都归入联想移
动业务集团。

国际
市场

联想宣布使
用新标识
"Lenovo"为
进军海外市
场做准备。

2003年

联想集团组织架构

联想集团全球分为 2大总部，第1个是位于中国北京市联想集团全球行政总部的所在地联想中国大厦 ，第2个是
2004年中国联想集团收购美国 IBM全球PC业务时在纽约刚设立的临时总部，称为联想国际。 而中国北京市联想
集团联想中国大厦是联想集团真正的全球行政总部所在地。 2004年中国联想集团收购美国 IBM全球PC业务后，
同时在中国北京和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 罗利设立两个主要运营中心，通过联想自己的销售机构、联想业务合作
伙伴以及与 IBM的联盟，新联想的销售网络遍及全世界。联想在全球有 27000多名员工。研发中心分布在中国的
北京、深圳、厦门、成都和上海，日本的东京及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罗利。
联想的全球行政总部是位于中国北京市的联想中国的联想大厦。 中国北京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设立的两
个主要运营中心。作为全球个人电脑市场的领导企业，联想从事开发、制造并销售最可靠的、安全易用的技术
产品及优质专业的服务，帮助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取得成功。

联想集团企业文化

面向新世纪，联想将自身的使命概括为四为，即， 为客户：联想将提供信息技术、工具和服务，使人们的生活
和工作更加简便、高效、丰富多彩； 为员工：创造发展空间，提升员工价值，提高工作生活质量； 为股东：回
报股东长远利益； 为社会：服务社会文明进步。未来的联想将是 “高科技的联想、服务好的联想、国际化的联
想”。

二 管理模式分析

A
平
底
快
船
模
式

B
大船模式. 

C
舰
队
模
式

平底快船模式

时间：创业初期

. 

概念：总经理直接
指挥，权力高度集
中，人员和部门一
专多能，资金批量
投放、快速回笼。

目的：解决公司的
资金积累问题

作用：创造良

好业绩
促进资金原始

积累以及公司

发展

目的进军海外市场，调高企业竞争力

特点集中指挥，分工协作

作用

企业一旦形成坚强有力的整体，就能产

生“1+1>2”的总体效益。这种结构使联想

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和声誉，赢

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与信任，也帮助其

开发出了一系列高技术的前沿产品。同

时也增强了它开拓市场的能力、企业竞

争力及抗风险能力。   

大船模式

背景
联想的决策者认识到，没有一支
组织严密、战斗力很强的队伍，
企业就成不了气候，也就无从谈
起进军海外市场。

开
发

生
产

经
营

背景
   “大船结构”将权力收归
集团之后， “小船”是划不
成了，但下面也没积极性了。
1993年，联想第一次没有
完成任务。
1994年，为解决 “大船”
笨拙问题，柳传志提出 “舰
队模式”，以释放各条 “小
船”的活力，但同时又用统
一的财务将各条小船 “栓”
成舰队。

目的

各个业务单元在各自的
领域市场进行开拓，从
而寻找商业机会。
调动各部门积极性

作用

提高效率
应对挑战
与时俱进

舰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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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SWOT分析

SWOT分析

战略决策

SWOT分析

竞争对手强劲
缺乏核心技术

缺乏国际化经验

W劣势

中国农村市场
国外市场

O机会

生产成本问题
国内市场饱和

T威胁

S优势

海外市场
集团扩张成功
企业形象好

战略决策 增长型战略

优势·机会（S0）
  （1）品牌战略。
联想已连续6年位居国内市场销售量第一，由于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以及市场的
广泛认可，联想知名度得到极大提高。为联想新产品的推出提供了非常有利的
条件。
  （2）技术开发。
联想原为中科院的一家下属企业，有非常强大的技术开发人员，现已申请专利
数百项，这表明联想已初步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体系，为新产品
的研发提供了敦实的基础。
 

劣势·威胁(WT) 
（1） 尽管外国企业进入中国 PC市场已多年，但我们认为外企的能量尚未完全发挥。依靠高
配置低成本，联想一直雄居全国第一，但与其他大企业相比，联想竞争力仍显不足。主要表
现为：①资金实力不足。②技术能力有限。③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2） 产品方面。虽然联想新进机型有诸多优势，但也存在着不足：  

四
案例启示 案例启示

正确确定企业的宗旨和目标 并成为指导企业一切工作的指针。

善于制定并实施企业的发展战略。

强调科研成果要产业化、商品化、效益化 

Q&A

THANK 
YOU 

组长：田得雨
组员：高牧远  余洋
          何星杰  路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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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醋的历史
•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原大地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和华

夏农耕文化的起源与发祥地。而山西占据天时地利之条件、农

作物物种丰富之自然环境、人口繁衍众多之优势，在三皇五帝

开天辟地、泽及万方，化陂草木、教民稼穑之历史演化进程中，

较早地利用农作物作原料、谷蘖制曲发酵酿醋，并不断总结提

高。至 1368年“美和居”老醋坊有效利用地域天时环境首创

“夏伏晒冬捞冰 ”工艺，以日沐月孕阴阳和合的琼浆玉液 ——

山西老陈醋问及民间，福佑民生，老醯之名，遂天下播扬。

•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2000多年前就成为醋的

主要发祥地。

•     其次，明末清初， “酿醋第一坊 ”的“美和居”，以“夏伏

晒，冬捞冰 ”新工艺生产的老陈醋，使醋在酿造中生物因子产

生新的变化，可促进人体营养平衡的保健成分大大增多，长期

为人们所青睐。

•         紫林食品有限公司座落于山西省清徐县紫林路东段，公司成立于 2000年1月，坚持继承传统

工艺、自主研发、自主品牌、自营出口的发展战略，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实现了超常规、跨越

式的发展。今天的紫林食品已经成为一家拥有资产 6000余万元，高素质员工 300多名，其中中高

层管理人员 20余人，大、中专毕业生 60%、本科以上文化的员工 25%、中高职称技术员工 65人，

安置下岗职工 20余人，公司占地面积 10万多平方米，年生产食醋 31000余吨，实现销售 8000余万

元的现代专业化企业，成为山西最大的民营食醋生产企业，在全国调味品领域确立了全面领先地

位，成功地跻身于国内调味品生产厂商的前列。  公司走出了一条现代化生产与传统工艺完善相

结合的新路子。它集晋醋之魂，连醋业文化 ;取多家之长，生产出鲜明特色的产品。主要产品有

“紫林”牌老陈醋、陈醋、精品醋、保健醋、饮料醋、调料粉、酱油以及 “寇准”字号的七大系

列百余种产品，畅销全国，一直呈供不应求的趋势。其产品将 “酸、绵、甜、香、熏 ”五味集于

一身，在山西传统老陈醋产品中独树一帜，在生产工艺上承清顺治年间，至今已有 360多年的历

史，始终坚持 “新、奇、特 ”的开发思路，利用高科技开发名优精品、扩大品牌的效应，并在继

承传统工艺之上汇聚众多英才不断对产品进行挖掘与推新。在引进人才，改良设备的同时，通过

市场调查开发具有 “降压减脂”功能的保健醋 ;美容、调节肠胃功能的芦荟醋 ;具有调理目眩头晕，

腰腿酸痛的枸杞醋等。  国内安全、绿色食品推广掀起新高潮，公司更加坚定以质量制胜，以服

务推动市场的发展战略，将自己的经营理念和产品品牌相结合，大力推广 “紫林”、“寇准”两

个老陈醋品牌，把近年来凝练出的 “诚实做人、精明做事、勤奋学习、追求完美 ”的核心理念，

转化成团队一致的行动力，并依托紫林品牌网络覆盖全国的市场队伍和实力雄厚的生产研发队伍，

为顾客提供更加完美的能满足顾客需求的优质产品和贴身周到的专业化服务。以 “诚实做人”为

宗旨，以严谨的管理制度 ;以现代化的工作环境 ;以及超前的营销理念，优质的售后服务，骄人的

销售业绩赢得了社会各界及广大消费者的充分信赖和良好的口碑。

形象代言：徐帆
• 为进一步打造山西老陈醋强势品牌，紫

林醋业于 2006年初，与国内知名影星徐

帆签约联姻，徐帆本人气质优雅稳重端

庄，更富有亲和力等多方面因素，能够

很好的诠释紫林醋业的本质特色。紫林

投资上千万元进行整体形象策划、宣传，

经过沉淀和积累，形成以产品质量为中

心的集技术一流、包装独特、现代营销、

优质服务、思维创新的核心竞争力，形

成山西老陈醋强势品牌。

老字号的危机 ------山西老陈醋

• 危机起因

• 八月六日，有媒体报道山西醋产业协会副会长王建中在接受采

访时爆出：市面上的山西老陈醋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勾兑醋。醋

精本身不含营养成分，勾兑比例掌握不好的话还会对人体造成

伤害。国家目前虽有所谓配置食醋的标准，但尚无手段检测出

勾兑的是不是工业级冰醋酸以及勾兑比例是否合乎标准。

                          危机进展

•          八月七日，山西醋产业协会发表声明称：山西省正规食醋企业所产的山西老陈醋，山西陈醋全部是纯粮

酿造，根本不存在醋精勾兑，更没有所谓的百分之九十五为醋精勾兑。协会保留对王建中提起诉讼追究法律

责任的权利。

•          八月八日，山西当地媒体报道，正对目前国内市场食醋安全的争论，山西省食品质量监督检查中心八月

六日发布最新抽检结果：全省 11市，125家食醋生产企业 636个批次产品，合格 598个批次，不合格 38个批次，

合格率为 94%，防腐剂苯甲酸钠，山梨酸检出率仅为 0.3%。

•          新华社 8月10日消息，山西老陈醋新标准有望年底出台，不含防腐剂取消保质期。

•           8月16日，山西醋产业协会再次发表声明 “为保证山西老陈醋的产品质量，维护山西老陈醋的声誉，严厉

反驳2011年8月6日 ‘山西陈醋 95%是醋精勾兑 ’的谬论，山西各食醋酿造企业本着对政府和社会负责的态度，将

陆续向广大消费者公开作出郑重承诺：企业生产的老陈醋均系纯粮酿造，符合国际，消费者可放心使用。 ”

•           据介绍，首批作出公开承诺的醋企业有 27家，其中不乏山西水塔老陈醋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紫林食品有

限公司，山西老陈醋集团有限公司等行业领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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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网络营销的职能分析，建立网站应该具备以下八大职能：网络品牌、产品展示、信息发布、资源合作、网

上销售、网上调研、顾客关系、顾客服务。

• 1. 网络品牌

• 紫林陈醋一直以来就有很好的知名度，在网络品牌的塑造上，它建立了两个网站，一个是关于山西紫林食品有

限公司的，这个网站主要介绍山西紫林食品有限公司的信息，有产品信息，求购信息。而另一个网站是紫林陈

醋的网站就是一个典型的企业电子商务网站，它包含了企业信息和网络营销的信息。在这个网站上，注册会员

可与紫林陈醋直接进行网上交易。

• 2. 网站推广

• 网站推广是网络营销最基本的职能之一，是网络营销的基础工作。在网站推广方面，紫林陈醋的网站还是有一

定欠缺的，在其网站内没有太多同行业的交换链接，这就减少了其网站在搜索引擎排名中的优势，没有得到通

过链接的推广获得直接的访问量，也说明其获得了合作伙伴的认可，承认了其在醋行业中的地位。这为其网站

推广起到了一定作用。

• 3. 信息发布

• 在信息发布方面，紫林陈醋的网站对其公司的动态更新的比较及时，而且在主页方面突出了公司和产品的最新

的新闻动向，在产品信息的发布上，也做到了快速、准确、详细。产品介绍包括产品的认证证书、产品目录、

特色产品、资讯中心、产品宣传等，从各方面为其产品做宣传，是买家对产品有详细的了解，方便其在线购买。

网站内部有搜索引擎，方便顾客查找所需产品信息，而且对产品的品种、牌号、价格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网络营销

• 4.销售促进

• 在销售促进方面，紫林陈醋有线下的电话售后服务机制，这在其企业网站上也有所体现，它包括异议处

理、用户满意度测评、咨询投诉等，这可以为顾客及时解决问题，为其销售提供支持。而且紫林陈醋也

有在线处理机制，这也可以为顾客及时解决问题，为其销售提供支持。  网上销售是企业销售渠道在网上

的延伸

• 5. 网上销售

• 网上销售是企业销售渠道在网上的延伸，紫林陈醋的网上销售也做得比较好，而且其实行的是会员制度，

非会员是看不到其发布的产品供求信息的，只有经过其网站的认证才可以成为其会员并与之交易，这保

证了交易的可靠性，但是这种有限制的会员制度也会使紫林陈醋失去一部分小型客户，所以它的电子商

务网络营销模式是有利也有弊的。

• 6. 顾客服务

• 在顾客服务方面，网站提供了留言反馈的服务，在线 QQ服务，售后服务。而且我认为紫林陈醋的网站应

该增加电子邮件、在线论坛、在线客服等各种即时信息服务，这样会更加有助于其顾客服务方面的内容。

网络营销

• 7.顾客关系

• 顾客关系是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在顾客关系方面，在企业网站上

很难看出紫林陈醋与其顾客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其网站在处理顾客关系方

面做的不到位，欠缺一些巩固客户关系的系统，所以在这一方面，其企业网

站也应加强建设。

• 8.网上调研

• 网上市场调研具有调查周期短，成本低的特点。但是紫林陈醋的企业网站本

没有网上市场调研这个项目，这也是紫林陈醋企业网站需要改进的地方，它

应发布一些网上市场调研信息，从不同的群体中调研，从而改善自己的网站，

这样有利于其制定有效的网络营销策略。

醋都紫林飘香  彰显厚道境界

• 十二年励精图治，紫林的战略构架基本完成；十二年厚积薄发，

紫林新的征程即将开启。

• 作为2011年、2012年连续两年的省级重点工程项目，作为推进

山西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支撑项目，作为清徐转型跨越的

主要项目，作为紫林公司提高竞争力、打造百年品牌的奠基项

目，年产 30万吨食醋工业园及醋文化旅游园的建设承载神圣的

使命，一开始就站在了发展的高台上。

• 从中央一号文件，到省政府启动实施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513”工程，建设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示范基地

始终是其高奏的主旋律；从山西省出台 “醋八条”，到清徐县

对当地及周边小醋厂的整合，支持山西醋业做大做强始终是其

不变的目标。由此，项目建设的大氛围业已形成。

• 林立的小作坊、小企业，无序的竞争，阻碍了山西食醋

行业做大做强。所以，引导和鼓励醋产业向集约化、规

模化方向发展，就成为省政府和业内的共识。由此，项

目建设已是大势所趋。

• 在此大背景下，山西紫林食品有限公司充分把握产业政

策，决定利用自身的技术、销售网络和资源的优势，建

设年产 30万吨食醋工业园及醋文化旅游园项目，以扩大

生产规模，促进醋产业升级，提高醋产业综合经济效益。

正如清徐县县长张强在项目奠基仪式上所说： “山西紫

林食醋工业园及醋文化旅游园是我县加快转型发展、安

全发展、和谐发展，建设文化名城、醋都葡乡和汾河高

效观光农业区的重点工程，是紫林做强做大山西食醋产

业，推进山西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支撑项目。它的

开工建设，标志着紫林的发展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必

将对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及山西食醋产业腾飞产生重大而

深远的影响。 ”

• 该项目以弘扬晋商文化、传承晋醋技艺、创新山西食醋产业模式，推进晋

醋科学发展，做强做大食醋产业，创建山西煤炭可持续发展产业转型形象

代表为总体定位，总投资 6.8亿元，占地 300多亩。其中，食醋工业园项目

总投资 4.6亿元，醋文化旅游园项目总投资 2.2亿元，全部竣工后，届时将实

现年产 30万吨酿造食醋的生产规模和年接待 35万人次的旅游规模，企业总

销售额达到 21.5亿元，实现利税 5.5亿元。同时形成以现代食醋生产工业园

为核心，集醋文化旅游园、醋立方理疗保健养生中心、食醋生产技术培训

中心、食醋工程技术中心、醋与健康研究中心为发展格局的现代规模化食

醋生产示范园区；形成新的商业业态，以公司 +基地+农户的模式，有效促

进农业生产向专业化、商业化、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实现产业结构

的调整和优化升级，带动基地 26万亩、农户 9万户，农户效益达到 30亿元，

安排就业 3500余人；醋文化旅游项目的建成，将为全省食醋产业的发展打

造一个文化旅游基地，为山西醋产业创建一个历史文化展示平台；紫林以

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食醋行业的规模优势与经营实力，专注主业，延伸上

下游产业链，尽最大努力为消费者提供满意的产品。

• 新的项目，新的定位，是紫林二次创业的起点，也是紫林更好地履行社会

责任的开端。它将使紫林的规模不断壮大，实力不断增强，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稳居领先地位。

厚道文化   展示紫林发展内涵 • 一个好的企业，必有一个好的领导者。罗建纯就是这样一个深爱酿醋行业、善于勇于创新、思维

前瞻、思路清晰的领导者。

• 自称是老陈醋泡大的罗建纯入行 30余年，从一个毛头小伙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其间他经历

了山西酿醋业最深的熏陶，也见证了其传统工艺的发展，对酿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带着这份感

情，他用心执掌紫林，使紫林成功地跻身国内调味品生产厂商的前列，在全国调味品领域确立了

领先地位。

• 带着这份感情，他不断创新紫林，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对产品进行挖掘与推新，完成的 “葡

萄皮渣、高粱多曲共酿醋饮料工艺技术 ”特酿保健果醋饮料，在同类研究中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老陈醋同步发酵技术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通过市场调查开发出具有降压减脂功能的保健醋，

具有美容、调节肠胃功能的芦荟醋，调理目眩头晕，腰腿酸痛的枸杞醋等延伸产品，开创了一条

现代化生产与传统工艺相结合的新路。

• 带着这份感情，他大力发展紫林，从扩大品牌效应入手，在业内率先启用明星代言，在全社会征

集广告语，全面叫响了 “紫林醋”品牌；从提升企业竞争力着眼，提出 “攥成一个拳头打市场 ”

的理念，倡导山西醋业合力发展；从助推山西经济转型着力，通过与外省比较，认为山西应在农

产品深加工上大做文章，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并积极建设紫林食醋工业园及醋文化旅游园，

进一步带动清徐县食醋生产工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从而推动山西醋产业实现跨越。

• 如今，紫林人豪情满怀，他们将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以食醋工业园及醋文化旅游园项目建设为

依托，以厚道文化为内涵，以把紫林醋业建设成为科技、人才、产品、经济效益世界一流的调味

品生产企业为目标，在山西转型跨越的浪潮中，再创发展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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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的管理运营
案例分析

                                                                   公管1602 第三组                        

                                                                   组长：张艺苧

                                                                   组员：刘敏   田媛   

                                                                              潘鑫   王二欣

录
目

公司简介
1

危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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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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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英语： Alibaba Corporation ；纽交所，证券代码 “BABA”），
中国最大的网络公司和世界第二大网络公司，是由马云在 1999年一手创立
企业对企业的网上贸易市场平台。

2003年5月，马云投资一亿元人民币建立个人网上贸易市场平台 ——淘宝网。
2004年10月，阿里巴巴投资成立支付宝公司，面向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推出
基于中介的安全交易服务。阿里巴巴在香港成立公司总部，在中国杭州成立
中国总部，并在海外设立美国硅谷、伦敦等分支机构、合资企业 3家。并在
中国超过 40个城市设有销售中心。

阿里巴巴集团经营多项业务，另外也从关联公司的业务和服务中取得经营商
业生态系统上的支援。业务和关联公司的业务包括：淘宝网、天猫、聚划算、
全球速卖通、阿里巴巴国际交易市场、 1688、阿里妈妈、阿里云、蚂蚁金
服、菜鸟网络等。 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集团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挂
牌上市，股票代码 “BABA”，创始人和董事局主席为马云。 2015年全年，
阿里巴巴总营收 943.84亿元人民币，净利润 688.44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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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问题

人才管理

企业文化

创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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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结构

± 阿里巴巴首先在组织结构上实现 扁

平化，减少信息流通环节，达到快

速高效的决策目标。阿里巴巴的企

业各机构权责清晰、职能明确 ，设

立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

财务官和首席技术官，他们的职权

和责任是明确的。

2.激励机制

± 实行内部 271战略，20%是优秀员

工，70%是不错的员工， 10%的员

工是必须淘汰的。同时，还加强了

团队建设，他们认为唐僧的团队是

最好的团队。阿里巴巴不希望用精

英团队，如果只是精英们在一起肯

定做不好事情，平凡的人在一起做

一些不平凡的事，这就是 团队精神，

让每个人都欣赏团队，这样才行。

人力资源管理

3.让高人慕名而来

± 马云刚开始时创业时的物质条件是很

窘迫的，但总有一批优秀的专门人才

自愿加入。一方面与马云独特的魅力

有关，另一方面在于阿里巴巴有伟大

的理想、共同的目标， 能为加盟者提

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更在于阿里

巴巴是一个 新生事物 ，这是吸引人才

的关键所在。这就是马云和阿里巴巴

的独到之处，不用 “另请高明 ”，而

是让“高人”慕名而来。

4.把钱花在培训上

± 自己培养 则更容易向职工灌输企业

的价值观，培训员工良好的行为规

范，使员工能够自觉地按惯例工作，

从而形成良好、融洽的工作氛围。

通过正式地培训 ，阿里巴巴员工才

会具备高素质，拥有共同的目标，

这样团队才会有效率，队员彼此之

间的配合才会很协调。

人力资源管理

请在此处添加文本

请在此处添加文本

请在此处添加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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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第一：客户是衣食父母

团队合作：共享共担，平凡人做平凡事

拥抱变化：迎接变化，勇于创新

诚信：诚实正直，言行坦荡

激情：乐观向上，永不放弃

敬业：专业执着，精益求精

危
机
及
处
理

±假货问题：

±在2014年的6月1日江苏省阴市审理了淘宝网上

特大销售假货注册商标商品罪案和假冒世界名牌

非法销售数百万，假货事件一直没有停息过，这

两年更是更加猖獗、肆无忌惮。这不仅严重违反

了阿里阿巴的原则，而且更加严重的侵犯了消费

者的合法权利及利益。

（1）机器排查，对不能用机器排查的政府应设立

专门的打假小组

（2）制定相关严惩制度，加大打假力度

（3）同其他企业合作

（4）交换友情链接：

（5））论坛营：大量访问相同行业的论坛网站或者人

气旺盛的网络平台，发布留言和论坛信息，吸引爱好

者访问。

应对措施

2016年12月2日，国
家发改委与阿里巴巴
集团在京签署关于推
进商务领域诚信体系
建设合作备忘录。双
方在数据共享、联合
奖惩、试点示范、研
究共创等方面展开一
系列的合作，提升商
务领域诚信意识，推
进诚信体系建设，发
挥信用体系在优化商
业环境、促进产业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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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循环种养  
         创“绿”农业新模式

     班级：       公管1602班
     组长：       熊尚上

     小组成员：岳校宇 张校

            李皓月 窦立平 

    

———南平享通公司
享通公司

简介
石油农业

成功的原

因

南平享通公司简介
    福建南平享通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南

平市高新开发区，创建于2005年10月,主要提供农

业技术开发,农产品种植与销售,农业机械制造,半

净菜加工,分装,成为集种植、加工、销售、科研为

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公司已获得农业产 

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称号，公司自建3300亩蔬菜

基地已通过无公害产地认证，并被列为省副食品直

控基地，享通蔬菜被评为福建名牌农产品。产品在

福州、厦门、泉州、南平等省内主要城市各大超市

及网点销售。

享通公司现已达到年销售额无公害蔬菜无余吨，产值

近亿元

公司现已建成工厂房及检测中心大楼一座4000余平米，

还拥有冷链保鲜运输队，建立全程保鲜运输模式，公司种

植的53个蔬菜品种全部通过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还

带动了当地农户共同致富。

蔬菜加工统一在低温加工车间进行，引进先进的检查

人设施，批批检测，确保蔬菜安全出厂，还建立无公害蔬

菜后程冷链保障运输，保证新鲜安全的蔬菜运到消费者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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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肥料种植

享通公司深加工工厂

绿色产品超市上架 农业

石油农业亦称石油密集农业、化学农业、无机农

业或工业式农业（industrial agricul-ture）。是世

界经济发达国家以廉价石油为基础的高度工业化的农

业的总称。是在昂贵的生产因素（即人力、畜力和土

地等），可由廉价的生产因素（即石油、机械、农药、

化肥、技术等）代替的理论指导下，把农业发展建立

在以石油、煤和天然气等能源和原料为基础，以高投

资、高能耗方式经营的大型农业。

石油农业

以美国为例，1920年到1990年，美国的拖拉机数增

加了18倍，农用卡车增加了24倍，谷物联合收割机增加了

165倍，玉米收获机增加了67倍。1970年农用化学品的使

用量是1930年的11.5倍。1990年化肥的使用量为1946年的

6．1倍。与此同时，美国农业的投入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1920年农业投入中劳动、不动产、资本三者之间的

比例为50∶18∶32，这一比例到1990年变19∶24∶57。

美国石油农业
生产力影响

农业的现代化，使美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大幅度

的提高。从1930年到1990年，美国的小麦单产提高了

1．45倍，棉花单产提高了2．57倍，土豆单产提高了

3．48倍，玉米单产提高了5．12倍。1950-1975年美国农

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4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供养的人

数，1910年为7．1人，1989年增加到98．8人。农产品商

品率1910年为70%。1979年已达到99.1%。同时，农业生

产同农产品加工、销售以及农业生产资料制造、供应之间

的联系日趋紧密，农业的专业化、社会化程度也有了大幅

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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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这场“石油农业革命”不仅使美国的农业实现了

现代化，而且还促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范围内的农业

现代化努力。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石油农业”迅速

成为全球农业发展的主要模式。

60年代末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确立了这一模式是农业现

代化的必由之路，并把它作为此后二十年改变全球粮食供应

紧张、消灭饥饿的主要措施。这一努力的积极成果是大大提

高了农产品的产量，世界养活了比原来预期多10亿以上的人

口。

石油农业产品对人体的危害

食品中重金属含量都有严格的限定，超量就会产生危害。

如食用含量过高镉食品而造成的中毒大多是急性的，主要症

状是恶心、呕吐、腹泻、腹痛；食用铅过量的食品会影响人

体的神经系统、肾脏和血液系统，还会引起肾功能损害，影

响儿童的智力发育等。

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和生物毒素对人体健康都有损害，

生物毒素能够引起人和动物的急性中毒、致癌、致畸或致突

变。以人和动物为寄生的寄生虫可诱发人畜共患病。

石油产品对环境的危害

过度使用农药:大量使用农药会导致空气污染，

减少生物种类，破坏生态环境。

过度使用化肥：大量的施肥导致土壤板结，大

量营养物质流失到水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发生赤

潮、水华。

过度使用地膜:地膜的大量使用导致了白色污

染。

石油农业污染严重

农药污染

水
体
污
染

地膜白色污染

享通公司成功的因素

（一）严密的组织结构
董事会

副总经理

农残耗材事
业部

发展计划事
业部

副总经理

仪器生产部

信息技术部

副总经理

销售部

电子商务部

综合办

冷藏及运输
部

财务部

总经理

监事会

职能型组织结构

公司趋于
扁平化管理，
管理幅度大、
管理层次少，
这样使得信息
传递快、失真
的可能性很小、
使总经理管理
者能尽快的发
现信息所反映
的的问题，及
时采取相应的

措施

X--Y理论

享通公司注重人的作用，以人为本，充分调动

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个人目标与组织

目标一体化思想，让员工积极参与管理，采取内在奖

励，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

（二）领导者的优秀才能
1、规划力
       享通的总经理能够正确规划公司发展方向，用敏锐的洞
察力发现绿色蔬菜、有机蔬菜的市场需求，能比其他公司抢
先占领市场。
2、对员工人性化激励与管理
<1>定期或不定期训练员工。享通公司的经理会通过组织员
工进行一些科学种植方式的培训来提高提升员工的专业生产
水平进以提升产品的质量。
<2>提高员工福利待遇。享通公司对员工的五险一金全部承
担，每年的年终奖金比同等公司高15%-25%。
<3>经常举行员工之间的联谊，借此来提升员工之间的情感，
并了解员工对工作上的一些想法，以此来提升员工工作的积
极性。
<4>推行民主管理、提高员工物质待遇、对表现好的员工给
予奖励

（三）管理环境的优势

1、政治法律环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将“绿色发展”

作为国家五大发展理念之一，通过了以“绿色生态”为向导

的农业发展方案，发展“三品一标”已成为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的最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还结合国家“十三五”

规划，提出了“发展生态经济，推动绿色生态特色农业发展”

的战略方针，有机绿色食品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而享

通公司颈椎机遇，得到了国家大量的政策和资金补贴。

2经济环境。随着我国经济长期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提高，对食品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有机绿色蔬菜市场

需求量巨大。

3、技术环境。由于现在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在生产生
活中的普遍应用，享通公司充分应用互联网形成实体销售和网
上销售相结合，并将互联网与冷冻运输相结合，大大提高效率。

基
地
蔬
菜

物
流
运
输

蔬菜包装

物
联
网
技
术
种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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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员：栗苗苗  张颖
 李晓叶  师瑞萌  杨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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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介绍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中
国广东深圳市的生产销
售电信设备的员工持股
的民营科技公司，于
1988年成立于中国深圳。是
电信网络解决方案供应
商。

案例分析
之华为人员激励机制介绍  

1

文化激励

2

物质激励

3

精神激励

文化激励
                               

      代表性的文化为以下两点：

一是‘狼’文化其核心是互助，团结协
作集体奋斗是华为企业文化之魂。

二是‘家’的氛围，华为一直强调企业
就是家的理念，让员工感觉到时刻是在
为自己的家服务。

  

物质奖励

高薪奖励股权奖励

精神奖励
 职权：华为大多数为知识型员工，他们十

分在意实现自身价值并强烈期望得到组织
和社会的承认和尊重。

 荣誉奖励：华为各种各样的奖励应接不暇
荣誉部专门为员工进行考核和评奖。只要
员工在某方面有进步就能得到一定的奖励。

案例分析
                      之点燃华为人激情燃烧的因素

1.较大程度把握了知识型员工激励要求

2.针对知识型员工采取了综合的激励措
施

3.较大程度的把握了激励的尺度与时机

激励措
施

外部环
境激励

薪酬福
利机制

深厚企
业文化

激烈竞
争机制

总裁个
性激励

组织文
化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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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韩书
组员：张乐      张立强
          程亚静   冯伟婷

一，格力集团简介
格力集团成立于 1985年3月，经过28年的发展，成为珠海市目前

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企业集团之一，形成了工业、房地产、石
化三大板块综合发展的格局。全集团拥有 “格力”、“罗西尼”
两个中国驰名商标及 “MMC”广东省著名商标。格力的主要产
品有：空调、家电 (电风扇、暖气机、电饭煲、饮水机、电磁炉 )，
手表等等。多年来，格力空调奠定了国内空调市场的领跑者地位，
格力品牌深入人心，并以 “精品空调，格力创造 ”和“买品质，
选格力”着称国内空调市场，在广大消费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电饭煲 净水器 空调

电磁炉 洗衣机

二 所获荣誉
格力空调一直以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动力，严格
把控产品质量，并以 "好空调，格力造 "和"买品质，选
格力"著称国内空调市场，在广大消费者中享有很高的
声誉，先后多次荣获

"中国驰名商标 "、
"中国名牌产品 "、
"国家免检产品 "、
海关总署"进出口企业红名单 "、
B.I.D "WQC国际之星金奖 "、
B.I.D"杰出成就和商业声誉国际质量最高奖 "
2005年度中国"节能贡献奖 "称号，是空调品牌云集的
广东省内唯一获得这一称号的空调企业；

2006年3月,格力被巴西民意调查局授予"巴西人最满意品牌 "称号；
2006年7月，格力获 "中国空调行业标志性品牌 "称号；
2006年9月，格力被国家质检总局授予 "中国世界名牌 "称号，成为中
国空调行业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世界名牌；
2006年11月，格力电器获得了中国质量领域的顶级荣誉 --"全国质量
奖"；
同月，格力电器获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 "出口免验 "证书，从而成为
中国空调行业首家获得 "出口免验 "的企业；  
2007年1月，格力品牌被国家商务部授予 "最具竞争力品牌 "；
2007年7月，格力电器被国家人事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授予 "全国
质量工作先进集体 "称号，是家电业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 。
……

荣誉的背后，是科学合理，独树一帜的经营管理模式

经营管理模式

财
务
来
源

内
部
管
理

科
技
创
新

营
销
模
式

售
后
服
务

文
化
软
实
力

从资金来源，内部管理，
到产品技术，市场营销，
再到售后服务，格力形
成了自己的经营管理特
色。这些特色，最终熔
铸于格力的内涵之中，
成为格力一脉相承的文
化实力。

财务来源——专门成立财务公司，提高资金利用率

2003年格力集团通过重组成立格力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成为全国第一家经过重组方式设立的财务公司。财务公
司是集团未来发展的重要资金平台，通过集中资源，统
筹协调，建立以财务公司为支撑点的资金借贷新体系，
实现全集团资金计划一盘棋，结算业务一中心，将大大
提高集团的融资能力，为三大板块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2年多的运行实践表明，格力财务公司在提供信贷担保、
调剂资金余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等方
面已经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资金是公司运行的命脉，通过成立专门的财务公司，增
强资金流动，缓解了资金融合压力，促进企业活力。为
企业可持续发展迈出了良性开端。
 

内部管理——尊重员工，用心做好每一件产品
格力电器设有业内独一无二的筛选分厂， 300多名员工
利用先进的检测设备，对所有外协外购的空调零部件
进行100%的全检，这是一项不产生任何经济效益的工
作，但就是这样的 "笨办法"保证了每一台格力空调都
能经受岁月的见证。
 
企业最大的财富就是人，人都没有了还干什企业！不
管是员工还是伙伴客户还是股东都应该在公平的环境
中给予公平的待遇，并善待员工给予足够尊重足够奖
励，让员工忠于企业。
  格力为员工建设 45平米的住房让员工安定下来， 对
于员工，格力在尊严上给予尊重，在利益上给予足够
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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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科技创新，增强企业竞争对手

好空调，格力造， 用心做好制造业 ，即便是低端，也能在尘埃里开出妙
曼的花朵。
　由台湾知名企业家 施振荣提出的微笑曲线理论 ，是一条两端朝上类似
微笑的曲线，两端分别是设计和销售，中间为制造，两端附加值高，中
间附加值低。董明珠承认，人们往往将好企业定义为两端做得好的企业，
却没有真正去探讨如果将制造业拿走会发生什么问题。
    尽管对于格力电器来说，制造位于微笑曲线最底部，但董明珠却坚持
做“最辛苦、最有价值 ”的事，“我们恰恰有坚强的制造而延伸出微笑，
因为有了技术和营销 ,格力电器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微笑曲线，这恰恰是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董明珠说 。

唯有增强自身竞争力，打造 品牌效应，才是不变
的真理。
作为一家制造企业，格力同时进军能源行业，成
立了自动化研究院与新能源环境技术研究院。格
力为什么选择涉足新能源？背后自有其道理。
董明珠介绍说，在家电中空调耗电量最大，在中
国市场占全部家电产品耗电量的 30%，而煤炭并
非可再生资源，格力希望打造一个不消耗资源的
空调，因此自主研发推出了 光伏直驱变频离心机
系统。
　　正是因为格力在核心技术上不断创新，同时
与时代接轨，面对 “互联网”、“大数据”等概
念时镇定自若，并不将互联网视为对传统制造业
的颠覆性力量，而认为传统产业在互联网时代最
大的改变就是效率发生了变化，服务方式发生了
变化，“互联网其实是新的工具，能让企业更快
速地面对市场、提供服务。

这些观念与技术，使格力能
不断“更上一层楼 ”，领跑
于家电行业。格力至今已开
发出包括家用空调，商用空
调在内的20大类、400个系列、
7000多个品种规格的产品，
其中商用有 9大系列、1000多
个品种，拥有 国内外专利 1100
多项，成功研发出 GMV数码
多联一拖多、离心式中央空
调等高端技术，并全球首创
国际领先的 超低温热泵中央
空调，填补了国内空白，打
破了美日制冷巨头的技术垄
断，在国际制冷界赢得了广
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营销模式——以人为本，开拓市场

案例: 国美VS格力——不同营销模式的冲撞

2004年，二月中旬，国内家电连锁老大国美开展 “空调大战”计划，成都国美
分公司几乎对所有空调品牌进行大幅度促销，其中两款格力空调为降价之首，
降幅高达40%，此举给格力经销商带来了极大的混乱。格力认为国美擅自降低
格力空调品牌价格，破坏了格力空调在市场中长期稳定、统一的价格体系，并
有损其一线品牌良好形象，要求国美立即中止低价销售行为。在交涉未果后，
格力决定正式停止向国美供货。 3月9日，国美总部向各地分公司下发了一份
“关于清理格力空调库存的紧急通知 ”，要求各地分公司将格力空调的库存及
业务清理完毕，对此，国美解释道，国美坚持以直接供货的方式进入，把中间
的利润空间打下来，而格力仍通过代理商走货，价格上不肯让步，这与国美的
经营思路是冲突的。
  

2004年，这场“空调大战”概括即为，格力认为国美破坏了其长期稳定统
一的价格体系，决定停止向国美供货。而国美则宣称格力的做法违背了自
身“薄利多销”的卖场原则，开始在全国卖场清理格力空调。其后，格力
转而完善自建渠道体系，联合各省市的经销商全面发展 区域销售公司 ，形
成以专卖店为终端的销售体系，至今仍然沿用。
——格力PK国美，到底哪种模式为最好，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在国内这样
一个地缘广大、层次多样、消费能力差别明显的市场上，营销模式也应该
是多样性的，适合格力的未必适合其他企业。格力模式也未必能包打天下，
切合自己的实际才是最好的。海尔的专卖店加大连锁，美的的区域代理加
直营，志高的两条腿走路，格兰仕 “为你而变”的多种模式并存，都不失
为有自己的特色。 ——因此，适合自己的，方为最好的，纵观格力多年发
展历程，便是形成了自己的营销模式，独树一帜，却又不失风范。

           营销模式演变历程
1994年，首创“淡季贴息返利”模式。
1996年，首创“年终返利”模式，被
誉为“格力模式”，业内沿用至今。
(以及节日打折促销活动 )
1997年，独创了以资产为纽带、以品
牌为旗帜的区域性销售公司模式，被
经济界、理论界誉为 “二十世纪经济
领域的全新革命 ”。
21世纪,格力“另类”营销再次领跑
世界：稳健发展渠道建设 ,在全球开
设了2000多家格力专卖店。  
 

格力销售产业欣欣向荣发展的背后，其科学合理
的销售之道值得探究。

第一点 ：    
 “淡季返利”的销售模式，即依据经销商淡季投入资金数
量，给予相应利益返还。这样把 “钱-货”关系，变成 “钱
-利”关系，既解决了制造商淡季生产资金短缺，又缓解了
旺季供货压力。淡季贴息返利、年终返利，甚至不定期返
利政策，以人为本，能够很好的稳住经销商。
第二点 ： 
  以诚信口碑寻找合作商，则是一个以朱江洪、董明珠为
主导的诚信践诺、制度严谨、执行到位的企业文化的张力，
能够聚拢到一批大户经销商一起打拼市场。

第二点     格力的“股份制区域销售公司 ”模式，通过相对清晰
的股份制体系，很好地解决了利益的创造和分享的问题。
股份制销售公司是格力特有的市场模式，是建立在厂商之间的
营销联盟，形成利益共同体 。具体做法是：联合某地区内几家
经销大户，由格力电器 控股，以资本为纽带，以品牌为旗帜，
合资组建联合股份销售公司，代理整体某区域的格力销售，即
把当地原先各自分散的格力销售和服务网络收在一起，统一价
格对外批货。这样一来，在市场操作中，有效解决了价格混乱
等令业内头疼的难题，给商家和厂家都带来了更为丰厚的回报。
格力先后已经在 30多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区域性销售公司，
并通过进一步增持 “区域性销售公司 ”的股份，达到了更加有
效的掌控。

角
色
划
分

总公司
销售公司

代售商

专卖店

总公司：通过股权控股控制区域销售公司，但不对其日常运营实现直接操控。在必要
时刻总公司运用的强制干预措施包括断绝供货、经济处罚以及罢免分公司。总公司派
出管理人员监督区域销售公司销售体系的规范性。全国范围内的广告和促销活动由总
公司统一安排负责。

 销售公司：入股的经销商为当地的空调大户，担负培育和管理代售商的责任，为后者
提供有利、公平的竞争环境。每个销售公司管理范围可能是数个省份、一个省份或一
个城市，但为了避免多渠道竞争，不同销售公司的管理范围不会重叠。销售公司负责
本区域内所有的促销、分销和售后服务工作，有关费用可以折算成价格在货款中扣除，
或上报格力总部核定后予以报销。

代售商：代售商是该区域内各指定经销商的提货点，各指定经销商的提货量算做该代
售商的批发量；各指定经销商在指定的代售商处提货，在指定的区域内销售货物；各
代售商也只能给被指定的经销商发货 ,而不能给非指定经销商发货。

指定经销商（专卖店）：指定经销商作为营销渠道的终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专卖
店的设立需要经过格力总部的严格审批，达到一定标准之后方能设立。在专卖店建立
方面格力不需要投入资本和人员，货源由当地的销售公司责成代售商统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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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势:
格力只输出品牌和管理，在销售分公司中占少许股份，销售分公司负责格力
在某一区域市场开拓和公司管理的全部工作。为了加强对区域销售公司的控
制，格力针对渠道管理进行了改革： 一方面吸收小经销商参股和加大总部的
持股比例从而削弱原经销商大股东的地位，达到控股目的； 另一方面，总部
派遣管理人员到各销售公司管理层任职，加强合作。在此期间，格力积极与
以国美、苏宁为代表的新兴家电连锁企业合作，拓宽营销渠道。
 
正是因为有了这颗渠道布局的定心丸，格力能够开拓市场，在全国范围内撒
网。2004年伊始，在一场被业界高度关注的格力与国美的较量中，格力公开
叫板流通巨头。在国美单方面降价，二者在 2004年度的空调销售政策上未能
达成共识的情况下，面对流通渠道的强权，格力能够掷地有声，采取了与其
他家电厂默默忍受截然不同的做法： 全国范围撤场 。
                勇气的背后是谋略，是实力。

售后服务——一站式，人性化
2005年1月1日，格力电器率先在业内推出 "整机6
年免费包修"政策，彻底根除了消费者的后顾之
忧，肃清了游离在行业边缘的 "螺丝刀加工厂 "，
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
以客户体验为基准，不断改革，这样的企业怎么
能不受消费者青睐 ?

企业文化软实力 ——追求卓越

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向心力，格力在这种向心力的指引下，攻坚
克难，突破自我，争做最棒 !

国家标准噪音在 40分贝，格力在 17分贝，让国外提出声音太
小而忘记关空调了，现在格力电器研发除了可以通过空气循
环把有害气体净化，并使用空调不会有空调病，在投入研发
几亿几十亿，董明珠从来就是不吝啬的，但是办公室使用纸
张反面没有使用，一旦发现就重罚的。追求卓越是优秀企业
的一直文化，董明珠提出允许别人学习但是不允许别人超越，
就是追求卓越的表现。 “追求卓越”已经熔铸在每一位格力
人的骨子里。

企业精神

经营理念

管理理念

管理特色

服务理念

人力资源

经营者的管理之道——风骨犹似傲枝霜
掌握格局视野，赢在起跑线

                  战略眼光，领跑世界赢在战略
22年时间，为何格力电器屡屡在战场上得胜，从取得先
机到好空调格力造，又到掌握核心科技，再到让 天空更
蓝大地更绿 的战略目标引领世界方向，销售收入从 2000
万到1000亿元、利润从 300万到100亿元，关键是格力电
器的战略能力，可以概括为市场思想领导力、创新能力、
业务模型设计能力。这三个要素相辅相成，经过 IBM的
时间积累，并把战略的方法系统化。

                          响应国家号召，发展绿色产业
这种战略眼光，更多体现在与时代接轨上。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
要 ‘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 ’。人人都要生活在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
当中。我觉得未来新能源发展不仅限于新能源汽车，还有更多的领域都将用到这
样的新技术。 ”董明珠表示，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未来都会抛弃传统汽
车，而使用新能源汽车。”针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董明珠表示，中国制造业
在供给侧改革时段要充分调动自己积极性，主动作为。制造业一定要发挥自身的
技术创新优势，随着 “一带一路”走向国际。
　格力——让天空更蓝，让大地更绿

董明珠这位商界 “铁娘子”，她的管理王
道，历来被人称赞。虽有外界的质疑声，
我亦是自己的女王。在 “铁榔头”的带领
下，格力实现了巨大飞跃。
坚持原则不近人情 ‘六亲不认’。董明珠
刚当上业务部部长的时候，为了整顿纪律
对员工提出一系列严苛的要求，比如女性
不能留长头发，不能戴饰品，工作时间不
能聊天，不能吃东西。亲哥哥向她提出了
拿货要求，结果被拒绝了，导致后来哥哥
就不认她了。而对于生意伙伴，董小姐更
是曾说过：我比较直截了当，我不在乎你
喜不喜欢，我心中只有消费者和产品，我
是做企业的，不是搞关系的。 ”——坚持
原则

管
理
者
风
范

自信自强，理性执着
董明珠性格执著，鲜有摇摆， “我从来没
有失过手，”她曾经表示， “我从不认错，
我永远都是对的。 ”《金融时报》专栏作
家露西·凯拉韦对此评论说， “这话这么
爽快、惊人、出格，以至于我以为是个玩
笑”。的确，这种底气并不多见，但作为
一个时代的参照物，董明珠所开创的格力
也在遭受着国际化的湍急湾流。她在当下
所承担的命题，也是中国制造业大多数公
司所不可回避的一条路。

自信自强，挑战不公平
最著名的自然是 2004年与国美的那场较量，
让格力完全摆脱了当时国内话语权最大的渠
道商的控制。这也建立在对自身的充分判断
之上，以营销起家并见长的格力，始终是国
内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争斗当然不仅仅局限
于与渠道商之间。 2008年，在一次公开政府
采购中，董明珠因认为格力在招标中受到不
公平待遇而败给竞争对手美的，将广州市财
政局告上法庭，这种公开对峙令外界哗然。
这些桥段都足以令 “铁腕”成为董明珠的一
个著名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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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

――案例分析

                                  李安平

•                                                振东集团创始人，

•                                                 董事长。

•                                               

发展理念：“诚信阳光，        
创新日上”
名称来源：振兴东和乡，
标志寓意振东如日出东
山，蒸蒸日上。
石油起家的民营企业
突破口：转型创新

振东制药公司概况
• 公司全称：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长治县光明南路振东科技园

• 成立时间：1993年10月1日
所属行业：医药制造

• 法人代表：李安平
董事长：李安平

• 上市市场：深圳证券交易所

• 经营范围：以石油销售，中医制药、功能食品、
家庭健康护理用品，农业开发，文化旅游为主的
健康产业集团。

振东石油是集团的基础产业，下设长治、太原、
西安、石家庄、润滑油等五个分公司

     坚持以品质为保证，以贫困县为重点，按照国家中药材
GAP认证标准要求，先后在武乡、平顺、浑源规划建设了
苦参、连翘、黄芪规范化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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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 研
发

生产销售

营销网络：

科技创新：
• 一、振东制药长期与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药科
大学、中国复方新药开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山
西省中医研究院等多家科研院所合作，进行新产
品的研制开发，并承担了国家“十一·五”重大专
项科技项目。

• 二、与国际合作伙伴建立的合作点，在澳大利亚
阿德莱德大学联合建立的振东中-澳分子医药研究
中心；今年5月，联合国家中医科学院，在美启动
了复方苦参注射液临床研究，与美国
AGResearchCo.,LTD进行脂质体制剂平台的研究开
发。

企业文化：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设计独特、全开放式的
办公室围绕着生态园，茂
密的棕榈、榕树，娇艳的
蕙兰花，潺潺的流水充满
生机。

舒适的环境能调节职工
心情，提高工作效率。

人才培养：
•企业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强强联合，积
极进行人才信息交流，在人才培养和科技
攻关上形成合力。在山西中医药大学和山
西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基础上，成立了自
己的振东商学院，科学选拔人才并进行培
训

董事会

董事长

总经理

市场发展部 物流管理部 综合管理部

中药材开发
有限公司

北京光明药物研
究院有限公司

山西振东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

泰盛制药有
限公司

市场营销部 服务中心 环境管理部 质量管理部 秩序管理部 行政人事部 财务部

开元制药有
限公司

家庭健康护理用
品有限公司

医药有限公
司

山西振东健康产
业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 财务中心

组织结构 企业物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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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公益：精准扶贫

SWOT
         分析
         

优势（S）:
1.公司产业基础好，信誉度
高
2.有独特的品牌营销策略
3.自主掌握一定的关键技术
4.庞大的市场营销网络
5.国际合作
6.品牌形象：以人为本

劣势（W）
1.药品无法实现因人而异的
个性化治疗
2.分散性较高

机会（O）
1.“十二五”以来，创新驱
动战略
2.国内外医药需求快速增长
和全球市场结构调整的机遇
3.产业升级带来机遇

威胁（T）
1.原料供应绑架的威胁
2.制药企业多而散，产业联
盟作用虚化

应对措施：

• 1.拓展国际市场，集中原料优势自主掌握战略性
品种，摆脱原料供应绑架威胁

• 2.抓住发展机遇，进行科技创新，推进新技术开
发与应用

• 3.进行产业化升级，提升企业创新研发和产业化
能力

• 4.扩大品牌效应

    ……

谢谢欣赏



管理学“三课堂联动教学”记录表

体育 1601 班
姓名 拓展性笔记 校园第二课堂实践活动 校外第三课堂调研活动 备注

数量 质量 时间地点 活动内容 时间地点 活动内容

庄紫珍 较多 优秀 操场

操场

文体馆

武术馆

小操场

运动会裁判

体测裁判

棋艺大赛裁判

瑜伽训练

趣味网球赛

太原 迷你马拉松

太原理工看的运动会

去中北大学看的运动会

理工大学 115 周年庆

李鑫 一般 良好 谷四

操场

操场

操场

5 号教学楼

合唱比赛

运动会裁判

体测裁判

趣味网球赛

党课培训

新北门 案例分析采访

黄珊珊 一般 良好 谷四

操场

操场

谷四

图书馆报告厅

图书馆报告厅

合唱比赛

运动会裁判

趣味网球赛

丁香笔会唱歌

中华诗词大会

采访杰出校友冯国栋

太原

太谷

太原

迷你马拉松

调查江铃汽车的入手数

量

看太原理工大学 115 周

年庆

秦姣姣 较多 优秀 大操场

文体馆

小操场

图书馆

小操场

体测裁判

乒乓球队训练

趣味网球赛

听报告会

趣味运动会

太谷

太谷

新文化吉他作坊训练

调查江铃汽车入手数量



薛佳琪 较多 优秀 操场

操场

小操场

谷四

文体馆

文体馆

体测裁判

运动会裁判

趣味网球赛

合唱比赛

棋艺大赛裁判

羽毛球比赛

太原

太原

太原

太原

迷你马拉松

看太原理工大学运动会

看中北大学运动会

看太原理工大学 115 周

年庆

张宇娇 一般 良好 文体馆

武术馆

乒乓球校队训练

教职工乒乓球比赛裁判

参加乒乓球羽毛球比赛及

裁判

跆拳道校队训练

水秀村

太原理工

支教

调研

观看校庆，感悟历史

郭紫燕 较多 优秀 文体馆

大操场

谷四

武术馆

棋艺大赛裁判

趣味网球

校运会裁判

体侧裁判

迎新晚会

瑜伽训练

太原 迷你马拉松

中北大学运动会

刘雅卿 一般 良好 谷四

教学管理楼

学校内部

5 号楼教室

操场

合唱比赛，

院礼仪队迎新晚会，教学

管理楼颁奖晚会，

部长竞选，

“娃哈哈”校园销售竞赛，

演讲比赛，

成语大赛

运动会裁判

案例研究

薛进权 一般 良好 文体馆

体育教学部办公室

运动会大操场

教职工乒乓球裁判

杭州创业培训

运动会裁判

进行农业调查

了解西安旅游事业

路世翔 较少 及格 谷园

大操场

合唱

运动会裁判

清明节 植树活动

张家硕 一般 良好 运动会

谷园

裁判

合唱

假期 爱途领队



卓俊豪 较少 及格 谷园

合唱

校园外

校合唱

裁判

新北门 户外拓展

张雪花 较多 优秀 谷园

文体馆

创业大园

农大附小

校园

校合唱

调音后台

校运动会裁判

羽毛球比赛

优生一对一家教

欢乐颂幼儿辅导班宣传工

作

院礼仪队接待工作

创业意识培训

新北门

体育中心

饿了么案例调查

负责女生仰卧起坐体侧

王欣娜 一般 良好 孟家花园

文体馆

校园

志愿者

裁判

打扫卫生

杨晨倩 一般 良好 文体馆

图书馆

谷园

裁判

诗词大会选手

计时员

王维 一般 良好 教室

大操场

谷园

合唱

诗词大会选手

裁判

苏文瑞 一般 良好 谷园

操场

合唱

运动会

新龙挑战杯创业大赛

李梅玉 一般 良好 操场

谷园

图书馆

运动会

合唱

定向越野

趣味网球赛

赵重阳 较多 优秀 大操场

谷园

图书馆

运动会

心理剧

诗词大会选手

马玉 一般 良好 大操场

谷园

运动会

合唱

趣味网球赛

仙踪林案例调查



孙文娅 一般 良好 图书馆

小学

谷园

文体馆

合唱

支教

朗诵

网络 案例调查

单慧敏 较多 优秀 孟家花园

谷园

体育馆

教室

合唱

校史解说

部长竞选

农行杯绘画

新北门 案例调查

张力文 一般 良好 篮球场

教室

谷园

操场

部长竞选

合唱

户外拓展

趣味网球赛

新北门 案例调查

杨雯睿 一般 良好 操场

太原理工大

运动会

雅思考试

新北门 案例调查

达珍 一般 良好 操场

谷园

户外拓展

合唱

迎新晚会

新北门 案例研究

张凯悦 一般 良好 操场 运动会 新北门 案例研究

刘天雄 一般 良好 睿智文体馆

广播电视台

操场

礼仪队

校内创新培训

校运会后勤

参加了青年观察家回乡

看中国视频比赛

户外拓展领队

农大漂流瓶平安夜大使

胡涛 一般 良好 文体馆

篮球场

网球场

小操场

谷园

教职工乒乓球比赛裁判

农大各院篮球赛裁判

趣味网球赛

羽毛球比赛

趣味运动会

党课培训

创业意识培训

校运会裁判

校合唱

信息学院

太原公园

户外运动培训

户外拓展领队

马超 较少 及格 文体馆 棋艺大赛 刘胡兰扫墓



操场

小操场

谷园

羽毛球比赛裁判

校运会裁判

篮球赛裁判

趣味运动会

趣味网球赛

合唱指挥

晚会执勤

日常训练周一升旗

进行爱国教育

陈昌德 一般 良好 谷园

操场

信院

文体馆

教室

合唱

电脑编排

乒乓球比赛裁判

丁香笔会合唱

部长竞选

晋煤主席团换届

啦啦操

羽毛球比赛

校园

萌芽咖啡

三优采访

案例研究

李文海 一般 良好 谷园

操场

网球场

图书馆

小操场

院学生会

文体馆

合唱

校运会裁判

趣味网球赛

公管院模拟法庭

心理剧

部长竞选

羽毛球比赛

农大

县城

杭州大学生创业

校运动会拉赞助

案例研究

霍琪 一般 良好 图书馆

谷园

操场

文体馆

合唱

心里月视频

运动会裁判

啦啦操

农大信院

山西大学

高校传媒联盟年会

山西大学报社参观

张羽琪 较少 及格 谷园

操场

文体馆

体操馆

舞蹈

心里月视频

运动会裁判

啦啦操

太原康培公司

稻城亚丁

案例调查

义工

张嘉文 较少 及格 谷园

文体馆

体操馆

舞蹈大赛

心里月视频

运动会裁判

康培公司

文化广场

大学城

案例研究

教师培训

啦啦操培训



操场

阶梯教室

啦啦操

演讲

霍翔宇 一般 良好 谷园

文体馆

多媒体教室

操场

街舞大赛

啦啦操

运动会裁判

话剧比赛

象棋裁判

太谷县 拉赞助

杨慧 一般 良好 谷园

文体馆

图书馆

党课培训

丁香笔会

读书交流演讲比赛

合唱 校园文化节征文

心里月视频

运动会裁判

诗词大会

山西省工商学院 全国校园文化联盟

肖伟 一般 良好 谷园

大操场

校运会裁判

合唱

器乐大赛工作人员

主持人大赛金话筒

心理剧工作人员

新北门 案例调查

赵金仓 一般 良好 图书馆

谷园

操场

文体馆

太原理工大

建行广场

谷园门口

校运会裁判

趣味网球赛

教职工乒乓球裁判

T 台秀

教学信息部部门规划

调音后台

谷园

新北门

筹备各种晚会灯光音响

案例调查

高宇 一般 良好 谷园

文体馆

图书馆

网球比赛

合唱 校园文化节征文

心里月话剧

运动会裁判

丁香笔会

体育中心

教学管理楼

负责全校体测

学校历史的整理

程城 较多 优秀 谷园

大操场

文体馆

合唱

趣味运动会

运动会裁判

大学城

太原

榆次

诗词大会主持

张学友演唱会志愿者组

长



羽毛球比赛

大学生文明背包签名

诗词大会主持

太谷 雏鹰计划挑战活动

案例调查

袁慧森 一般 良好 操场

校园

运动会裁判

各种视频制作，剪辑

新北门 案例研究

PPT 制作



体育1601班《管理学原理》小组成绩表
组次 组长 学号 成员 1号评委 2号评委 3号评委 4号评委 5号评委 6号评委 7号评委 总分 均分 每人得分

第一组 赵金仓

20161109613 赵金仓 A+ A- A- A+ A+ A- A- 89.21 
20161109626 肖伟 A+ A+ A+ B+ A+ A+ A+ 89.36 
20161109602 张雪花 A- B- B- B- B+ B+ B+ 88.36 
20161109609 李文海 B+ A- B+ B+ B+ A- A+ 88.79 
20161109607 袁慧森 B+ B- B- B+ B- A- B+ 88.36 

90 90 88 89 91 89 90 627 89.57 

第二组 程城

20161109603 程城 A+ B+ A A- A- A+ A+ 89.14 
20161109642 胡涛 A+ B- A B+ A+ A- A- 88.93 
20161109610 高宇 A- A+ A- B+ A- B+ A+ 89.00 
20161109644 李鑫 A- B- B B+ A- A- A- 88.64 
20161109634 马玉 B+ A- B B+ A- B+ B+ 88.57 

20161109629 苏文瑞 B+ A- A B+ B+ B+ B+ 88.64 

85 87 89 89 94 88 95 627 89.57 

第三组 李梅玉

20161109631 李梅玉 A+ A- A+ B+ A- A- A+ 88.14 
20161109628 王欣娜 A- A+ A- A- B+ A- A- 88.00 
20161109625 杨晨倩 A- B- B+ B+ B+ B+ B+ 87.50 
20161109624 赵重阳 A- A- B+ B- B+ B+ A- 87.64 
20161109623 王维 A- B+ B+ B+ B+ A- B- 87.57 

87 91 89 89 91 85 88 620 88.57 

第四组 孙文娅

20161109621 孙文娅 A+ A+ A A- A+ A+ B+ 88.41 
20161109618 霍琪 A- B+ B B- B+ A- B+ 87.70 
20161109620 霍翔宇 B+ B- B A+ B+ A- A- 87.84 
20161109617 刘雅卿 B+ A- B B+ A- B+ B+ 87.77 
20161109616 杨慧 A+ A+ B+ A- B+ B+ A+ 88.20 

89 88 87 90 90 87 90 621 88.71 

第五组 达珍

20161109601 达珍 A+ A- B B+ B+ B+ B+ 86.94 
20161109608 张凯悦 A- B+ B+ A- B+ B+ B+ 86.94 
20161109604 张力文 A- A+ A B+ A- B+ A- 87.09 
20161109605 单慧敏 A+ A- A B+ A+ A+ A+ 87.37 
20161109611 杨雯睿 A- B- B A+ B+ A- B+ 86.94 



85 89 88 89 91 84 89 615 87.86 

第六组 薛进权

20161109632 薛进权 A+ A- B+ A+ A- B+ A- 88.64 
20161109614 马超 A- B- B B+ B+ B+ A- 88.14 
20161109615 张羽琪 B+ A+ A B+ B+ A- B+ 88.43 
20161109622 张嘉文 B+ B- B A- A- A+ A+ 88.43 
20161109640 刘天雄 A+ B+ A B+ A+ A- A+ 88.71 

87 89 88 91 92 84 93 624 89.14 

第七组 黄珊珊

20161109638 黄珊珊 A+ A+ B+ B+ A- B+ B+ 88.66 
20161109637 秦姣姣 A- A- B B+ A+ B- B+ 88.44 
20161109612 陈昌德 A- A- A+ A+ A- A+ A+ 89.09 
20161109630 卓俊豪 A+ B- A- A- B+ A- A- 88.66 
20161109641 郭紫燕 A- B+ A- B+ B+ B- A- 88.44 

85 91 89 90 91 85 94 625 89.29 

第八组 庄紫珍

20161109636 庄紫珍 A+ A- B+ B+ A- A+ A+ 88.17 
20161109643 张宇娇 A- B+ B B+ B+ A- A- 87.57 
20161109635 薛佳琪 B+ A+ A A- B+ B+ A- 87.96 
20161109639 张家硕 B+ B- B B+ B+ B+ B+ 87.46 
20161109633 路世翔 A- A- B B+ B+ A- B+ 87.74 

85 90 87 89 90 88 91 620 88.57 





管理学案例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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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之仙踪林

案例分析

体育1601

山西农业大学

小组成员：程城   胡涛  高宇  李鑫  马玉   苏文瑞

目录

基本的情况

近况的分析      
SWOT分析

案例的启示

目录

基本的情况分析

近况的分析

SWOT分析

案例启示
案例总结

“仙踪林”基本情况分析
  “仙踪林”位于本校新晨曦市场的百世快递旁边，
地属大学生创业园区。其是由本校体育教学部的四名
大三学生和一名教师共同创办的以股份制为分配方式
的水果饮品店。

   店内提供“狼人杀”等游戏道具，让顾客在享受美
食的同时也体会到游戏的乐趣。店内采用线上、线下
发展的模式，以本校广大师生及部分县城人口为主要
的消费对象。

“仙踪林”的近况分析

• “仙踪林”采用股份制，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由老师参与
股份，老师指导学生创业，主体由学生经营。

• “仙踪林”依托山西农业大学有较为广阔的市场，其中
学生成为主要的顾客来源，其周围的快递公司也变相的
创造商机（增加人流量）

• 其加盟美团等网络营销平台，拓宽了销售渠道和市场。
除此之外，他们也做了充分的市场调研以及大量的宣传

店内环境优雅大方，水果新鲜，并且有不同种
类的游戏来迎合当代大学生的兴趣，满足学生
的要求。

由于山西省对于大学生创业大力支持，并且我
校入选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所以店面费低廉，创业成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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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踪林”的优势（S）

• ①政策的支持：山西农业大学是全国首批深化创新
教育改革示范学校

• ②学校的鼓励：学校为大学生提供创业场所（山西
农业大学创业园区）门面费 1万/年，而其他门面费
3万/年

• ③县区的优势：太谷县位于水果生产示范基地，出
售的水果品质高，并有专门的水果批发市场，便于
采购新鲜水果

• ④地理位置方便：“仙踪林”位于本校新北门，交
通便利，运送水果方便快捷，并且，位于百世快递
旁边，有利于增加顾客流量，提高知名度

• ⑤网络的便利：本店有专门的微信平台，每日推送
各类水果信息，介绍食用水果的好处，吸引眼球。
除此之外，它还加入美团外卖，顾客可以从网上直
接购买，之后，配送员免费配送。

“仙踪林”的劣势（W）

• “仙踪林”主要是水果销售，水果易受存放环境影响，
保存时间有限，且易受季节等因素影响

• 进货渠道不便，易受杨家庄的经济形势以及区位特点的
影响，导致水果货源的种类不多

• “仙踪林”的水果经过包装等程序加工后，价位偏高，
超出部分师生的心理价位

本校校内及附近的水果商贩过多，引起水果市场
趋于饱和，所以市场竞争较为激烈

对学生而言，创业与学业之间有一些矛盾， “仙
踪林”的创业学生正处大三，而大三时期，有许
多专业课，这是学生创业者目前的一大难题

“仙踪林”目前缺乏一定的经营及销售人才，除
此之外，他们也没有采取有效的促销手段

“仙踪林”的机会（O）

δ   本校旧北门的小吃街的整顿和快递搬往新北门，这
为“仙踪林”带来很大的人流量

δ   在山西农谷科技创新城的发展下，加大对功能果蔬
的关注，采取科技创业模式，摆脱传统商业经营

δ   借助创业园区以及当地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资源，
运用所学专业知识，结合自身发展需求转换经营模式

δ    寻找稳定的进货渠道，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从
价格当面赢得很广阔的市场

δ    加大活动策划力度，减少利润，扩大 “仙踪林”
的名气，形成品牌效应

δ     进行市场调研，制定一份适当的季节性水果
供求关系表，充分了解市场变化，做到合理进货，从
容销售

“仙踪林”面临的威胁（T）

δ    店内没有大型的保鲜设施，导致水果存
放时间较短

δ    作为一个新的水果店铺，没有校园内水
果小贩的顾客及进货稳定

δ    七杯茶离校区较近，而且影响力较大

    

δ    在本店周边也没有水果店铺，不能够实现
产业的集聚

δ    校内的水果商贩较多，从而减少了本店的
人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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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仕 20亿不是在炒作

小组成员：张宇娇  薛佳琪            
庄紫珍  张家硕  路世翔

格兰仕简介

• 格兰仕创建于 1978年， 前身是一家乡镇羽绒制品厂。 1992年，
带着让中国品牌在微波炉行业扬眉吐气、让微波炉进入中国百姓
家庭的雄心壮志，格兰仕大胆闯入家电业。在过去 10多年里，格
兰仕微波炉从零开始，迅猛从中国第一发展到世界第一 :1993年，
格兰仕试产微波炉 1万台;1995年，以25.1%的市场占有率登上中
国市场第一席位 ;1999年，产销突破 600万台，跃升为全球最大专
业化微波炉制造商 ;2001年，全球产销量飙升到 1200万台，并让
国人又开始从 "光波炉普及风暴 "中全面领略 "高档高质不高价 "的
新消费主义。至 2006年，格兰仕已经连续 12年蝉联了中国微波炉
市场销量及占有率第一的双项桂冠，连续 9年蝉联微波炉出口销
量和创汇双冠 。

• 但2000年9月，格兰仕却携 20亿进军空调制冷业 。

微波炉 空调 格兰仕三巨头

       第一代总裁  梁庆德           第二代总裁梁昭贤            副总裁  俞尧昌

  
  被竞争对手、媒体称为 “枭雄 ”、“杀手 ”、“屠夫 ”的格兰仕集团首次
对外宣布，将投资 20亿进军空调、冰箱制冷业，并声称在短时间
内打造继微波炉产品之后的第二王国。

• 格兰仕向来以专业化著称，且一直将几乎全部精力集中在微波炉
行业，总成本领先和集中一点是其决胜市场的最为鲜明的战略趋
向，此次进军制冷业等于是向多元化经营迈开了一大步，更何况，
空调行业早已是供过于求、血雨腥风。虽然格兰仕对 20亿资金的
具体构成保密，只透露这是和 6家跨国公司、力量大基金获得成
果（格兰仕控股），但格兰仕此举似乎不像是空穴来风，倒像是
谋定而后动。 5年前，格兰仕就曾对外宣称：格兰仕将集中精力
将微波炉支撑到全球最大，然后在寻求第二个支撑点，再将其做
到全球最大，而目前，格兰仕已经实现了微波炉全球最大的一期
战略目标，于是，很自然空调、冰箱制冷业便成为其选择的第二
个经济增长点。

管理创新 P282

管理创新是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要环节。企业是科学成果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的中介环节，推动企业管理创新对于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提高我
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管理创新的过程

1寻找机会   
2提出构想   
3迅速行动   
4坚持不懈

决定格兰仕微波炉成功的三大因素

•拿来主义：

  通过受让国际知名品牌生产线的方式实现扩张

•专注于生产

  
•规模经济

管理决策 P143

• 决策的定义  
• 决策是针对组织目标，面向未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
出若干可行性方案，依据评定准则，研判备选方案，进而选出合理方案的活
动过程。

• 决策的过程，就是一个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 格兰仕微波炉行业已经达到巅峰，且接近饱和，基本已完成 5年前定下的目
标。所以管理者做出转型的决策，强势进入空调冰箱制冷业。这是公司战略
延伸的需要，也是为了回避规模不经济



2017-7-4

2

管理环境 P90-P105

• 格兰仕外部环境的影响

• 1格兰仕微波炉的市场需求饱和。微波炉市场占绝对优势，占有率高达 80％以上，
巩固了微波炉市场的地位，，微波炉市场需求饱和，在投资生产或扩大产量，必
然导致供给剩余，产品积压，价格下降，而且产品都有寿命周期，企业利润下降
时就不得不转向新的市场领域

• 2 销售价格战略难以持久进行。格兰仕是通过打价格战，从而充分发挥其规模优
势，才在微波炉市场上占领了绝对份额。在这种情况下，随时都可能出现强劲的
竞争对手。所以格兰仕想通过开发新的产品达到竞争相对缓和的状态

• 3政府的反垄断政策：政府的反垄断也不会允许格兰仕这个已经占据微波炉市场
70％–80％的企业再在微波炉市场上增加其份额了。格兰仕要实现持续发展，必
须要涉足其他领悟，争取更大的主动权和更多的发展空间

• 4社会需求的多样化：社会需求多样化是现代生活水准提高的标志，优秀的企业
更善于迎合这一趋势。格兰仕进军冰箱、空调业既是自身发展需要，也为将来市
场提供更多新的市场产品，迎合将来的市场需求

管理环境

管理内部环境

1潜在的剩余资源需要发挥  
增加企业获利途径是企业到一定阶段采取的措施，格兰仕本身拥有的品牌效
益能够帮助其他很快进入其他行业为新产品贴上格兰仕标签

2管理者力图分散企业的经营风险

他们想通过走多元化的道路来分散其风险

3企业集团在技术资金科研方面的联合作用和集团成员的独立法人作用，以及
疏密有致的多层次组织结构也使得多元化易于实现

SWOT分析

S管理经验上的优势：  具有大规模的生产能力

W 生产线窄，没有形成结构合理、具有一定梯度的产品结构

O市场前景广阔    需求弹性大  利润空间高  市场为出现具有垄断地位的寡头

T销售季节影响  竞争对手实力较强  环保要求

结论

• 20亿的资金只能形成 50-100万的规模

• 已经建立的微波炉销售网络可能空调有很大区别

• 技术不具备领先优势，甚至可能没有优势

• 但如果格兰仕拥有先导性的核心技术，并与电力公司银行结为利益联盟，分
期付款低价捆绑销售，那么实现这一目标是可能的

now
• 2000年9月，格兰仕携 20亿进军空调制冷业。 2001年以来，格兰仕在带着微波炉产业稳步升级的同时，

开始进军空调产业。以首创不锈钢豪华空调为先锋，格兰仕在第一个空调冷冻年度即跻身强势竞争品
牌行列。。 2005年， "全球最大专业化空调研制基地 "落户格兰仕，集中开发生产光波空调，同时具备
全球领先的空调核心配套能力。格兰仕计划将空调年产销规模扩张，继而创建微波炉之后的又一个 "
世界冠军 "。

• 格兰仕空调定位于 "全球最大空调专业化制造中心 "，高起点快速切入市场，在第一个冷冻年度 (2001
年度 )就实现产销 50万台。 2002年产销 180万台，其中内销 60万台，外销 120万台。

• 2007年 7月进军中央空调，成立格兰仕中央空调有限公司， 2010年销售额破一亿，  成长速度有目共
睹。

• 小家电是格兰仕继微波炉、空调之后的第三个支柱产业。 2005年以来，养精蓄锐多年的格兰仕小家
电从 "只做外销 "转向 "内外销赛马 "，组建了从研发、技术、生产到营销的专业人才队伍，集中研制和
销售高档电饭煲、电磁炉、电烤箱、电热水壶等生活小家电。近两年格兰仕小家电均以 100%以上的
增长率

• 向全球市场扩张，其中电烤箱、电饭煲、电磁炉等产销均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 现在，世界上每两台微波炉中，就有一台出自格兰仕；
格兰仕自主开发的空调、冰箱、洗衣机及电烤箱、电饭
煲、电磁炉、电水壶等小家电也源源不断地为全球 17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提供便利。格兰仕建企以来保持
持续快速发展的现象，被国内外经济专家、学者及媒体
称为“格兰仕现象 ”、“格兰仕奇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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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巴克正用咖啡毒害这
个世界

    
             ---《商业周刊》

Starb
ucks

星巴克

  名称由来
星巴克得名于赫尔曼·梅尔维尔的著作，《白鲸记》中亚哈

船长的大副名字—Starbuck。

发展历史
星巴克（ksStarbuc）咖啡公司成立于1971年，是世界领先

的咖啡的零售商，烘焙者和星巴克品牌拥有者。1987年，现
任董事长霍华德·舒尔茨先生收购星巴克，从此带领公司跨
越了数座里程碑。1992年6月，星巴克作为第一家专业咖啡公
司成功上市，迅速推动了公司业务增长和品牌发展。如今已
经在全世界三十个国家开了6000个店铺。并且这个数字以每
天三家的速度增长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明确的市场定位
以及积极的营销策略使得星巴克尽快成长为全球知名品牌。

优势
STRENGTH

劣势
WEAKNESS

机遇
OPPORTUNITY

威胁
THREAT

优势
产品品质
为了保证品质，星巴克坚
守四大原则：拒绝加盟，
星巴克不相信加盟业主会
做好品质管理；拒绝贩售
人工调味咖啡豆。星巴克
不屑以化学香精来污染顶
级咖啡豆；拒绝进军超
市，星巴克不忍将新鲜咖
啡豆倒进超市塑胶容器内
任其变质走味；选购最高
级咖啡豆。做最完美烘焙
的目标永远不变。

营销美学
1．风格。星巴克的过人之处在于既创造了统一的外观，同时又加入变
化，利用风格体现美感，创造了视觉冲击。
2：环境设计。星巴克咖啡制作的四大阶段衍生出以绿色系为主的“栽
种”；以深红和暗褐系为主的“烘焙”；以蓝色为水、褐色为咖啡的
“滤泡”；以浅黄、白和绿色系诠释咖啡的“香气”。四种店面设计风
格，依照店面的位置，再结合天然的材质，灯饰和饰品速配成因地制宜
的门店，创造新鲜感。
3．感官识别。嗅觉、视觉、听觉、触觉和味觉共同塑造了星巴克咖啡馆
浪漫的情调。重烘焙极品咖啡豆星巴克味道的来源，加上“四禁”政策
(禁烟、禁止员工用香水、禁用化学香精的调味咖啡豆、禁售其他食品和
羹汤)力保店内充满咖啡自然醇正的浓香。这种带有意式浓缩咖啡馆的气
氛和饮品被舒尔茨引进美国后，做了土化的调整，轻松的爵士乐取代了
严肃的歌剧和古典乐(如今也选播一些古典歌剧)
4：包装美学。星巴克的美学不仅是借鉴，还融合了自己的风格。不同的
标记在基本统一的风格下又显示出其多样性和变化性。美人鱼商标的创
造者根据各咖啡产地的珍禽异兽，文化特性和各种咖啡独有的情境，设
计出十几种精美贴纸。彰显各产地咖啡豆的独特性，让消费者看到包装
就联想到各种咖啡的脸谱。

在各地风格不同的星巴克店面

全世界第一家星巴克，位
于西雅图

中式装修风格的星巴克

美国的星巴克店面

日本

劣势
本土化问题：尚且先把“一
万家”的庞大数目放到一
边，眼下星巴克更重要的是
中国的本土化问题。任何一
个从国外进入中国的企业，
一定要考虑本土化的问题，
星巴克在中国一方面要考虑
到政策和市场的不成熟，另
一方面也要考虑法律法规的
不完善。
资金问题：但凡对星巴克有
点了解的人都会注意到一个
现象，星巴克店面的选址总
是遵循这样一个规律——租
金昂贵的城市繁华地段。

机遇
短短几年的时间，中国区域成为星巴克全球业务中的
一个亮点。香港星巴克分店开业第一个月就创下了全
球最快盈利记录，上海统一星巴克发展堪称“奇
迹”，在两年内就获得了3200万元的利润。这使得星
巴克总部眼红不已，如果能将这些代理权统一收回并
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壮大，那么星巴克在中国餐饮
市场的地位真是无法估量。

威胁
现实和潜在的竞争者众多。中国内地市场已有的台湾
上岛咖啡、日本真锅咖啡，以及后来进入的加拿大百
詒咖啡等无不把星巴克作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咖啡
大战”的上演已经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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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   
康培
集团
的创
新转
型发
展体育

教学部

选择并坚持做自己
喜欢的事情，
才是拥有这个世界
最好的途径。

生活的理想，
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我和我的创业小

在太原市晋源区有这么一家
企业，当煤炭市场向好时他
却转产绿色产业，当把园林
绿化企业做得红红火火时他
又挖掘起三晋文化做起了文
化产业，我们来看太原康培
集团的转型故事。

1

伙伴

初 梦想

康培集团旗下拥有 太原市康培园林
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一级资质）、
太原市康培庄园生态旅游娱乐有限
公司、太原市康培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二级资质）、太原康培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康桥国际艺术空间

有限公司五家子公司。

创 业者

所谓创业必备技能
去得了公司，回得了厨房

  不羡慕好车，不想买 新房  
经得起吹捧
受得了诋毁

--康伟

再不疯狂我们就
老了！

太原市康培园林绿化公司

公司紧紧围绕农业结构调整和 绿色产业转型的发
展战略，完成了 4000余亩的苗木基地建设和300
余项园林景观工程建设。园林绿化是康培集团一
个重要产业支撑，近年来，公司承揽了太原市滨
河东路和西路风景林带绿化工程、太原市民航机
场绿化工程、太原市龙城大街绿化工程、万柏林
区万亩生态园、长风商务区 S21、S9地块景观绿化
工程等300余项道路绿化及园林景观工程。集团
依托资源的优势， 2008年成功实现走出太原，把
产业的触角延伸到大同市和五台山景区，承揽了
建设大同城市主要街道绿化工程和 云冈石窟景区
绿化工程、五台山核心景区生态恢复工程等项目，
在高寒干燥的山西北部山区，以科技创新，圆满
完成了各项绿化建设任务，无论从工程规模还是
从工程质量上讲，均名列全省前 茅。

2

安 全感

太原市康庄园生态 旅游有限公司

太原市康庄园生态旅游娱乐有限公司
始建于2003年6月，是集生态农业观

光、旅游度假、餐饮娱乐、民俗文化、
晋商文化、文艺演出、素质教育等功

能为一体的景观园区。

康庄旅游度假村 ta

太原康庄旅游度假村

常 感恩 善 待家

太原市康培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拥有各类机械设备 300余台辆，具备
承建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公共广场工
程，城市供水工程、排水工程、 污水处理
工程，城市燃气工程、热力工程、城市生

活垃圾处理工程，砼预制件的制作和安装，
机械施工稳定土拌和施工等建设项目的综

合施工能力和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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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 盲从

康桥国际艺术空间有限公司
太原康桥国际艺术空间有限公司隶属于太原康培集团，是专业从事展会活动策
划执行、提供整合艺术文化传播服务的专业公司。近年来成功策划了 康庄生态
文化节、新疆达瓦孜高空走绳赴太原演出、国际大型娱乐项目 “嘉年华”、大型
灯展活动“奥运之光”、着名画家“何大桥油画展”、百余名资深画家赴山西景区
写生《漫游三晋》作品展、2009康庄生态度假杯 ——中国模特新面孔山西赛

区选拔大赛暨山西首届青年模特精英大赛、全国第六届（山西省第五届）烹饪
技能竞赛等一系列文化活动。

为 人民

经过10年努力，康培集团成功地进行了两
次转身，绿色产业与文化产业成为康培集
团腾飞的两只翅膀。 2000年，集团年产值
只有300万元，2009年提高到3亿元，增长
了99倍。2000年上缴利税10万元，2009
年提高到5000万元，增长了499倍。2000
年安排农村富余劳动力 50人，2009年发展

为2000人，增长了39倍。。

毋 盲从

康培集团煤炭产业向绿
色产业转型
创业背景
发展过程

体现的管理学原理

创业背景

• 曾今从事煤销和进行石料加工的土小企业。

• 太原康培集团董事长康伟：这几年虽然做煤是赚了些钱，觉得每天这样一直下去既

没品位、赚了钱心里也不踏实，内心很迷茫。

• 企业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呢？康伟的心里也没有谱，那一年他跑遍了大江南北，说是

去旅游其实是去寻找新的商机。

• 他认为，山西自然环境不太好，所以我在有了第一桶金后就想做绿色产业，为家乡

环境的改善做点实事。

• 最后回来下定决心，还是搞苗木绿化，当时太原苗木绿化施工企业也不多，苗圃也

不多，正好结合政府调整产业结构政策就这么下了决心就做了。

发展过程

• 承揽了太原市滨河东路和西五台山绿化项目、路风景林带绿化工程、太

原市民航机场绿化工程、太原市龙城大街绿化工程、万柏林区万亩生态

园、长风商务区 S21、S9地块景观绿化工程等 300余项道路绿化及园林景

观工程

• 2008年成功实现走出太原，把产业的触角延伸到大同市和五台山景区，

承揽了建设大同城市主要街道绿化工程和云冈石窟景区绿化工程、五台

山核心景区生态恢复工程等项目，无论从工程规模还是从工程质量上讲，

均名列全省前茅。成功实现了一次地域悬殊性的大跨越，一次园林绿化

高难性的质的大飞跃。

企业所体现的管理学原理

• 要充分熟悉并合理利用管理环境（创业初期）

• 企业要提升管理道德，承担社会责任（创业初衷）

• 科学的决策与计划（创业发展期）

毋 盲从

康培集团绿色产业向文
化产业转型
可持续发展

建设企业文化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

Reason

晋源区经济结
构调整

经济运
行质量
效益持
续提升

生态环境日益
改善

基础设
施建设
成效显

著

展示家乡的风采与魅力

• 开发文化旅游资源

建设企业文化

•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

Influence

• 1.可持续发展

市场竞争

文化整合

艺术创新

人才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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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 2.建设企业文化

成为我国文化艺术研究的展示平台

艺术作品展销的交易平台

艺术家交流互动的推广平台

为三晋文化艺术交流的延伸拓展了新的渠道

Influence

• 3.强化企业社会责任

• 企业拥有社会方面的权力，就应该行使自己的权力以促进社会进步

• 塑造良好的公众形象

• 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爱 现实

康培集团的SWOT分析法
内部优势/劣势
外部优势/劣势

机会
威胁

内部 外部

优势

• 1企业注重科技创新，积
极转型发展。

• 2集团涉及行业广，利于
优势互补，资金链稳定
。

• 3集团实行现代化的管理
模式和多元化激励的人
力制度。

• 1山西省政府大力支持。
• 2  1331 工程以及校企
合作为其提供人才及科
学发展技术支撑。

内部 外部

劣势

• 1集团未上市，融
资渠道单一，资金
实力相对较弱。

• 1企业发展主体在
山西省太原市，由
于地域局限性，制
约其发展。

1 2

机会

山西省处在转型
发展关键阶段，
省政府重视集团
发展。

退耕还林政策。

威胁
LOREM

LOREM IPSUM DOLOR

面面俱到，面面不到，集团跨
行业广，各子公司个体实力较
弱，很难与大型专业集团竞争，
发展机会少。

                                                               康培集团的未来发展之路
       

                                        太原市1331工程
                                                 太原市城市绿化项目
                                                 太原市城市发展建设

                                                        太原市周边景区发展建设
                                                             五台山旅游风景区生态维护

                                                晋源区旅游开发计划

展 未来
康培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康庄原生态旅游娱乐有限公司

康培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康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康桥国际艺术空间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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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案例分析 --富士康的管理缺陷

王欣娜    杨晨倩    赵重阳    王维    李梅玉

富士康简介

• 富士康科技集团是台湾 鸿海集团投资 ,创立于 1974年，总裁是郭台铭，

主要生产计算机网络通 讯 、 消费电子等高科技关键零组件与系统产

品。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专业制造商，为苹果、惠普等知

名知名 IT企业提供代工。 1988年，在深圳地区投资建厂，在中国从

珠三角、长三角到环渤海，从西南到中南到东北建立了 30余个工业

园区，在亚美欧等地拥有 200余家子公司和派驻机构，现有 120余万

及全球顶尖客户群。  

富士康对泰勒制模式的沿用

以秒来计
算工人完
成每道工
序的时间，
并以此安
排工人的
生产量。

呈金字塔状，居于 “
塔尖 “的高管层制定战略。                                                                    
中层负责分配和监督，                                                                  
底层员工棉纶的则是高                                                       
度分解的专业化的，重
复性很强的过度劳动任务  

实行 “黑白两班倒 ”，
白班工作人的时
间是8：00-20:00
夜班工人相反

1.作为苹果生产智能手机的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具有很大的

知名度和品牌，有充足的客源。

2.富士康规模大，在向内陆进行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有较大的

发言权，和在政策土地成本上的优惠

3.在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富士康也在进行产业链核心竞争力

的拓展 (产品研发 )和产业链加宽 (进军汽车零部件领域 )。

S(优势 )

       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承诺为富士康提供廉价的土地，

优惠的税收政策，并且，富士康还要求政府帮助企业

处理生产经营环节中可能遇到的重要问题，比如征地，

比如富士康进驻当地以后政府要代为解决劳动力紧缺

的问题，在企业融资贷款方面提供支持以及在税收方

面得到尽可能的优惠

O(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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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富士康模式只适合在劳动力成本非常低的地方。

2.“连跳门”事件后让富士康陷入了舆论漩涡，使其

品牌形象受损。

3.全球代工制造竞争日益激烈，代工厂商举步维艰，

集团产品价格压力增大。

T(威胁 )

1.劳资矛盾与贫贫富差化

富士康的加薪并非简单的企业行为，而是在社会变革中引爆劳资矛盾

的导火索

2.中国的工会制度

市场经济环境下 , 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私营企业中出现的层出不穷的劳

工矛盾 , 急切需要强有力的工会组织的监督和引导所以 , 克服工会组

织虚设的弊端 , 建立脱离于政府和企业 ,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新的工会

组织和运行模式是中国现代企业  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富士康事件折射出的深层次问题

富士康 12跳事件显示以政府
主导、单纯追求 GDP的经济
增长模式的冷酷面  。 在这
种模式下 , 个人在GDP机器
中只是一颗颗螺丝钉是工具 ,
而不是具有天赋人权、有血
有肉、有心灵感受的人。另
外，政府相关的法律法规不
够完善政府支持不足。

3.GDP崇拜与政府公共服务的问题

·企业缺乏人文关怀压抑人性，严重忽视民主，导致上下沟通渠

道不畅

·企业的社会责任严重缺失，更多的是唯利是图的冷漠商业文化

·对民工阶层进行最大限度的掠夺性的开发造成员工之间的冷漠

局面，并缺少最起码的尊重

4.企业文化与社会责任 5.80 90 后的新型员工 6.制造业 --代工模式进入微利时代，企业亟待转型

苹果CEO史蒂夫 ·乔布斯评论说 :   “我们对此十分关

注 ,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  在我的家乡中白罗奧多市

也有这种事情 , 模仿性自杀。我们试图了解事情的状

况。这是一个困难的处境。

7.“维特效应 ”--自杀的模仿性与传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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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案例分析

                                 

                             ______ 江铃汽车成功之路

简介
从一家濒临倒闭的地方小厂起步，江铃以开放的理念和富于进取性的发展战略从市场
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商用车领域最大的企业之一，国内汽车行业发展最快的企业和
经济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连续三年位列中国上市公司百强， 2005年被评为中国最具
竞争力的汽车类上市公司第一名。

江铃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率先通过引进国际上最新的卡车技术制造五十铃
汽车，成为中国主要的轻型卡车制造商， 1993年11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
江西省第一家上市公司，并于 1995年在中国第一个以 ADRS发行方式引入美国福特汽
车公司结成战略合作伙伴。

目前已拥有 10万辆 /年一流水平的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制造能力。节能、实用、环
保的江铃汽车产品，已经包括了 “凯运” “顺达”及JMC轻卡、“宝典”皮卡、“宝
威”多功能越野车、 “运霸”面包车在内的四大系列车型。江铃自主品牌的宝典皮卡、
凯运及 JMC轻卡系列的销量连续占据中高档市场的主导地位。江铃还将具有性价比优
势的汽车打入国际市场，海外销售网络已延伸到中东、中美洲的许多国家是中国轻型
柴油商用车最大出口商 ,被商务部和发改委认定为 “国家整车出口基地 ”，江铃品牌成
为商务部重点支持的两家商用车出口品牌之一。

管理成就
l作为江西较早引入外商投资的企业，江铃以开放的理念和富于进取性的发展
战略，积极吸收世界最前沿的产品技术、制造工艺、管理理念，有效的股权
制衡机制、高效透明的运作和高水准的经营管理，使公司形成了规范的管理
运作体制，以科学的制度保证了公司治理和科学决策的有效性。江铃建立了
ERP信息化支持系统，高效的物流体系实现了拉动式均衡生产 ;建立了 JPS江
铃精益生产系统，整体水平不断提升 ;建立了质量管理信息网络系统，推广
NOVA-C 、FCPA评审，运用 6sigma工具不断提升产品质量、节约成本。
2000年被中国机械工业管理协会评定为 “管理进步示范型企业 ”，2003年
更荣获全国机械行业九家 “现代化管理企业 ”之一的荣誉。 2005年底成为
国内率先通过 OHSAS18001 ：1999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EN ISO14001 ：
2004环境管理体系、 ISO/TS16949 ：2002质量管理体系等一体化管理审核
的汽车企业。

l公司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充分提供发展的空间，鼓励员工树立终身学习
的理念。根据工作需要，公司定期组织大量内、外部培训，同时不定期选送
优秀的技术、管理骨干出国培训，或到国内知名高校进行系统培训和深造 ;
员工申请经领导批准后，考取在职研究生毕业时取得学位或毕业证，学费予
以报销等优惠政策。

lU8管理软件与企业管理有效结合，协助企业实现管理增值。 U8在广州五十
铃有限公司的成功应用，协助企业消除了信息孤岛，真正实现了财务业务一
体化 ;采购流程的科学化保证了库存成本最携 ;项目管理的应用，加强了对成
本费用的控制和分析，加速了资金的周转，保证了资金的安全性 ;实现了产
品成本核算和管理。

竞争环境变化对企业管理的要求

随着 IT技术的飞速发展， Internet/Intranet 技术和电子商务的
广泛应用，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顾客
需求瞬息万变、技术创新不断加速、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
竞争日趋激烈等。

在这种形势下，企业管理必须转变：从生产导向向市场导向
转变，从粗放经营向成本控制转变，从部门管理向企业级协
同管理转变。

国内企业的前车之鉴
目前国内很多企业在经营中遇到了诸多困难，如销售不畅、三角债
泛滥、资金匮乏、库存积压、生产管理成本高等。形成这种现象的
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忽视以计算机管理
为基础的财务业务信息一体化的建设。各部门不能及时得到相关信
息，尤其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不能很好沟通，造成结算拖延、坏账
损失加大、信用下降、库存与账目不符等弊端，财务对各购销存业
务的发生情况也无法做到有效监控。作为企业整体来讲，根本不能
形成完整的分析决策体系。

五十铃通过一系列的分析，意识到企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因此
一上马就开始进行财务业务一体化的筹划。

U8管理软件的解决方案

l采购业务管理

l销售业务管理

l库存业务管理

l财务管理

l实现财务业务一体化管理

l加强库存控制，降低企业财务运营风险

l以项目和个人两条主线，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l加强产成品成本核算和管理

l采购业务管理

五十铃的采购业务由其采购部来执行。采购业务发生后，采购部将采购发票
录入采购管理系统，采购物料入库时，采购部储运科根据验收单在库存管理
系统中录入入库单 ;财务部根据采购发票和物料验收单据进行采购结算，系
统自动生成相关凭证，登记相关库存账。

l销售业务管理

销售是企业生产经营成果的实现过程，是企业经营活动的中心。五十铃的销
售业务主要由其销售部进行处理，一般根据订单进行销售，销售部将签定的
销售订单录入销售管理系统，动态掌握销售订单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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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库存业务管理

     在五十铃管理信息系统中，库存管理系统从物流的角度来加强对存货的管
理，而存货核算系统则是从资金流的角度来加强对存货的成本管理。库存系
统录入各种出入库单，登记出入库台账 ;存货核算系统生成存货成本的凭证传
递到总账。

l财务管理

      财务系统由总账、工资管理、固定资产、应收款管理、应付款管理、成本
管理、UFO表和现金流量表等模块组成。内部各模块之间自动传递数据，财
务系统和购销存系统之间自动传递数据。

• 实现财务业务一体化管理

在各子系统直接录入原始单据，由计算机自动生成记账凭证传入总账系
统，并且自动登记各相关账户。出、入库单、发票信息一次录入，仓库、
财务以及各业务部门共同使用， “数出一门，全厂使用 ”，实现了数据
共享和信息的有机集成。解决了长期以来一直困扰财务部门的账务串户、
错账以及财务与业务部门账账不符，账证不符的问题，真正实现了财务
和业务的协同。

• 加强库存控制，降低企业财务运营风险

生产技术部提供的材料定额和制造部提供的生产计划编制采购计划，采
购部严格按照采购计划进行采购 ;材料发放时严格按照生产工艺定额进
行。这样保证了每批采购的原材料都被对应生产令号所消耗，仓库中不
会有积压原材料，在保证生产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实现库存成本最携。

• 以项目和个人两条主线，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业务的发生、资金的流出都和公司的职员紧密相关。某项业务发生前，可能
需要有关职员去财务部借取一笔款项，业务发生完毕，业务员取得相关凭证
才能到有关部门报账。这样在借款与报账之间就出现一个时间差，因此有必
要将这笔资金的管理落实到人，五十铃系统中，对职员个人借款进行个人往
来管理。而当某职员为某项投资或其他业务从财务部借取现金时，这笔资金
暂时当做职员个人借款进行管理，待业务结束，结清该笔个人借款。这种管
理方式将与现金有关的责任落实到人，每笔资金将用于哪种用途，正由谁经
手等情况一目了然 ,保证了业务的迅速开展、资金的正常流转。

• 加强产品成本核算和管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成本是生产消耗的尺度，是对产品进行定价的依据，
企业必须以销售收入抵补产品产过程中的各项支出，才能确定盈利。广州五
十铃的产品是大、中型客车，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以满足客户的个性
化需求，这种生产模式必然导致每个产成品即客车的成本都会不一样。因此，
无论从产品定价还是公司损益计算的角度来说，正确、及时计算每个产成品
的成本都十分必要。生产准备部根据销售订单下生产令号，一个生产令对应
一张订单，而一张订单一般对应单台客车。五十铃以一个生产令为一个生产
批次，成本核算采用分批核算方法，对每天客车的实际成本进行核算。五十
铃成本核算保证了及时、准确的为销售定价、损益确认提供成本资料

采用管理学知识分析

1、管理创新

环境在变，管理手段也要随之变化，传统的管
理职能只能维持现状，进步努力都离不开创新。
江铃汽车始终走在前沿，运用最先进的管理技
术水平，透明公开化管理不断拓展创新，研发
适合国人的汽车产业，同时进军国外市场

2、明确目标

江铃汽车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他们把 “以商用车
为核心，成为一流的汽车制造商，生产和销售
具有行业最佳顾客满意度的世界级产品 ”为自身
努力奋斗的目标，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市场，打
造自主品牌，提升自身品牌认知度，稳固技术
基础和良好的市场业绩，促使企业进一步发展。

3、激励原理

江铃实行员工绩效动态评价，不拘一格使用人

才，中青年优秀人才不断脱颖而出。实行 “技

术三主师（主任工程师、主管工程师，主管技

师）”聘任和“日薪制”等灵活的用工形式，

薪酬、激励机制与市场接轨。追踪全球最新技

术、经营管理理念，全方位的员工国内外培训，

建设学习型企业。给予员工不断的培训、深造

机会，激发工作热情和创新活力。

                               小组成员

        
        黄珊珊      郭紫燕       陈昌德   
               秦姣姣      卓俊豪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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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一

月

十

二

月

十

一

月

十

月

1.能力锻炼：写入党申请
书，参与竞选班委
2.学习:完成《四年学习生
活规划》作业,完成能力调
查报告
3.生活:每晚锻炼,练习轮滑

1.学习:参加期末考试,精读
《中国教育史》
2.生活:练习轮滑,
3.能力锻炼:有条理组织班
内各项活动

1.学习:阅读《全球通史》上册,
精读《中国教育史》, 报计算
机二级培训班
2.生活:晚上跑 1200米

2014年
九

月

十

月

六月

一

月

十

一

月

七、八月暑假

1.学习:复习各门功课,准备
期末考试,争取好的成绩，
争取奖学金。上计算机二
级班
2.生活:坚持锻炼.练习轮滑
3.能力锻炼:完成办公室任
务，处理班内各项事务

1.学习:报英语四级培训班，阅读
《全球通史下册》,保持学习状态
2.能力锻炼:打工,积极准备竞选
办公室副主任，报考驾照假期
班，努力考取驾照。
3.生活:坚持锻炼,练习轮滑,游泳

五月
1.学习:复习《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国教育史》,上计算
机二级班
2.能力锻炼:参与心理协会活
动
3.生活:到具有历史文化气息
的平遥古城旅游,每日锻炼

1.学习:认真学习专业课程,了解考
研相关内容，开使为考研做准备
2.能力锻炼: 学习跳交际舞，丰富
自己的闲暇生活。处理班内各项事
务，完成办公室各项事务
3.生活:坚持锻炼,练习轮滑,坚持游
泳

十

二

月

1.学习:全面准备期末考试
2.生活:每晚锻炼,练习轮滑，
参与心理协会活动
3.能力锻炼:处理班内各项事
务,完成办公室工作

2015年

大二阶段由锻炼自身能

力向积极准备考研过渡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九

月

四月

二月

1.生活:熟悉新的校园,参加
军训
3.学习:阅读《狼图腾》
2.人际交往:认识同学,认识
带班
3.身体锻炼:参加军训
4.学好导学课,并预习课本

2013年

1.生活:回家整理冬季衣物
2.能力锻炼:参加办公室面试,
服务班级,积极准备竞选班委
3.学习:预习课本

1.生活:晨跑,练习轮滑,每晚锻炼
2.学习:准备期末考试,.每周日看高数
教学视屏,精读《中国教育史》
3.能力锻炼:组织班内迎新晚会
4. 准备迎新晚会

1.生活:和家人过年 , 珍
惜与家人相处的机会
2.学习;看《老友记》, 阅
读《全球通史》上册,预
习专业课程

1.能力锻炼: 组织班内各项
活动，在办公室努力表现
2.学习:学好专业课程 ,上计
算机二级班
3.生活:练习轮滑

2014年

1.学习：认真学习专业
课程，准备计算机二级
考试
2.能力锻炼:处理班内
开学相关事宜,竞选办
公室副主任
3.生活:整理宿舍,坚持
锻炼, 游泳,练习轮滑

1.学习:背记英语单词,积极
准备英语四级考试, .全力
战斗。阅读教育管理学相
关书籍
2.能力锻炼:完成办公室工
作,处理班内各项事务
3.生活:坚持锻炼,练习轮滑

1.学习 :完成期末考试 ,,
阅读《欧也妮葛朗台》
2.能力锻炼:完成办公室
工作,处理班内各项事务
3.生活:坚持锻炼,练习轮
滑

1.学习:学好专业课程
2.能力锻炼:完成办公室工
作,处理班内各项事务，加
强社会实践，提高自己的
实践能力
3.生活:坚持锻炼,练习轮滑

1.生活:和家人过年好好与
家人相聚。
2.学习:预习下学期各门功
课，阅读《欧也妮葛朗台》，
保持学习状态

1.生活 :坚持锻炼 ,打羽毛
球,练习轮滑
2.学习:学好专业课程, 阅
读教育管理学相关书籍
3.能力锻炼: 完成办公室
工作 ,处理班内各项事务 ,
参加心理协会活动

1.学习: 学好专业课程, 阅
读教育管理学相关书籍 ,
复习各门课程
2.生活 :坚持锻炼 ,每天晨
跑,坚持游泳
3.能力锻炼: 完成办公室
工作,处理班内各项事务

1.学习:复习各门课程,参加
期末考试,制定假期计划
2.生活 :坚持锻炼 ,打羽毛
球,游泳
3.能力锻炼:准备从学生会
退出

1.学习:参加考研辅导班, 阅读教
育管理学相关书籍,保持学习状
态
2.生活:坚持锻炼,游泳,打羽毛球
3.能力锻炼:打工,自备考导游证

七、八月暑假

大一阶段以锻炼自身综

合能力为主要目标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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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月暑假

六月

五月

一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十

一

月

十

月

1.学习: 准备英语六级考试，参
加考研培训班,认真学习专业课
程知识,准备英语六级考试
2.能力锻炼:处理班内各项事务
3.生活:坚持锻炼,打羽毛球,练习
轮滑

2016年
十

二

月

1.学习 :完成期末考试 ,
参加考研培训班
2.能力锻炼:处理班内各
项事务

3.生活:坚持锻炼,

1.生活:和家人过年
2.学习: :参加考研培训班，复
习专业知识
3.生活：坚持锻炼，打羽毛
球1.学习：:参加考研培训班,认真

学习专业课程知识，去图书馆
阅读专业书籍，认真精读中国
四大名著
2.能力锻炼 :处理班内各项事
务，扩大交际范围
3.生活:坚持锻炼,打羽毛球,

1.学习：:参加考研培训班,认
真学习专业课程知识
2. 能力锻炼:处理班内各项
事务
3.生活:坚持锻炼,打羽毛球,

1.学习：准备英语六级考试，
认真学习专业课程知识，去
图书馆阅读专业书籍，劳动
节期间参加公益活动
2.生活:坚持锻炼,打羽毛球。

1.学习：参加英语六级考试，
认真学习专业课程知识，制
定假期学习计划
2.生活:坚持锻炼,打羽毛球,
3. 能力锻炼:处理班内各项
事务

1.学习:参加考研辅导班 , 阅读教
育管理学相关书籍,保持学习状态
2.生活:坚持锻炼,游泳,打羽毛球
3.能力锻炼:打工，考取驾照

四月

二月

一

月

十

二

月

十

一

月

十

月

1.学习：准备考研，学好专
业课程，大量做考研试题，
阅读相关书籍
2.生活:坚持锻炼，保持良
好身体状态

3.能力锻炼：提高应试能力

2017年

1.学习：参加研究生考试，
尽最大努力，同时准备公
务员考试
2. 生活:坚持锻炼，保持良
好身体状态

1.学习：准备研究生面试，
同时准备公务员考试
2.能力锻炼：提高面试能力
3.生活：和家人过年

1.学习：准备公务员考试，
学习专业课程，准备毕业论
文
2.能力锻炼：选择实习单位，
开始实习
3.生活:坚持锻炼

三月 1.学习：参加公务员考试，
准备毕业论文，继续进行知
识储备和积累
2.能力锻炼：继续实习，积
累工作经验和社会实践经验

3.生活：锻炼体魄

五月

老师签字：姚琦、董英俊、陈倩玥

学长签字：黄文学、郜雪峰、韩婷

六月

毕业

九

月

九

月

2015年

1.学习 :参加考研
培训班 ,认真学习
专业课程知识 ,准
备英语六级考试
2.能力锻炼 :处理
班内各项事务
3.生活:坚持锻炼 ,
游泳,打羽毛球 ,练
习轮滑

1.学习:参加考研培训班,认真学习
专业课程知识,准备英语六级考试
2.能力锻炼:处理班内各项事务
3.生活:坚持锻炼,游泳,打羽毛球 ,
练习轮滑 大三阶段全面准备考研

相关事宜

1.准备英语六级考试, 参加考研培训班,认
真学习专业课程知识
2. 能力锻炼:处理班内各项事务，策划迎新
晚会
3.生活:坚持锻炼打羽毛球

2016年

1.学习：认真学习专业课程，
为考研作准备，继续参加考
研培训班
2.生活：坚持锻炼,打羽毛球，
游泳

3.能力锻炼：处理班内事物，

了解实习事宜，提高应试能

1.学习：准备考研，学好专业课
程，大量做考研试题，阅读相关
书籍，加紧对考研必备课如英
语，马哲等的学习
2.生活：坚持锻炼，玩轮滑

3.能力锻炼：提高应试能力

1.学习：做考研最后准备，大量做
考研试题，阅读相关书籍，阅读
《资本论》。
2. 能力锻炼：提高应试能力

1.学习：完成毕业论文，进
行毕业论文答辩，领取学
位证书和毕业证书
2.能力锻炼：建立人际关系
网，积累工作经验和社会
实践经验
3.生活：保持大学时期状态

大四阶段努力考研的同时

积累工作经验，步入社会

1.生活:黄金周去九寨沟旅游
2.能力锻炼：继续实习，积累
工作经验和社会实践经验，进
行考研面试，凭借所掌握的知
识与能力，争取顺利通过。
3.学习：准备毕业论文，准备
公务员考试。

座右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大学规划图

最终目标：考上一所天津高校的管理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家乡为家乡的公司做贡献

大学是我人生的又一个新的开始，在这个新的征程中，我不希望自己是毫无目的的活着，走着，所以

我必须为自己做些规划~~~
I：大一主要任务是适应，适应再适应，再熟悉学校的情况下扩大交际范围，懂得如何在大学中生存

II：大二主要把学习搞上去，学生的任务是学习，我必须把学习放在首位

III：大三主要准备考研，出去考察工作

IV：大四主要实习，积累社会经验

:

公管 1301 任旭飞

9 月：①军训，入学教育，认识

舍友，参观学校，了解农大，

②适应大学生活，制定大学计

划

10 月：①上专业导学课，认识、

了专业，②端正学习态度，参

加社团，学生会

11 月：①认真学习，②

报个吉他班，提升情操，

在玩中学习

12 月：①坚持看火影，②多看

新闻，关心国家大事， 为入党

做准备，坚持锻炼身体，每天

50 个俯卧撑

1 月：①认真学习，锻炼身体，

学会游泳，②去图书馆的时间

增加

寒假：①打工赚钱，体验生活，

走访亲友。②在家中休息，陪

父母

3 月：①收回心来，端正

学习态度，认真学习，②

享受美好的春天

4 月：①泡图书馆，看名著，增

加文化修养，②外出旅游

5 月：①读《狼图腾》。好好学

习，②参加社团活动，学生会

活动

6 月：①准备考试复习，泡图

书馆，常与家人联系，②开始

游泳

暑假：①打工赚钱，家中休息，

完成暑假作业，②开始准备大

二生活，伟大而生活做规划

9 月①：收回心来，端正学习态

度，下定决心把学习搞上去

10 月：①坚持练吉他，坚持锻

炼身体，②泡图书馆，考四级

11 月：①适时外出去其他

地方游玩，看望同学，②

修双学位

12 月：①学习，参加各种学习

活动。②养个花草鸟鱼，修身

养性

寒假：①打工，游玩。②考察

工作，多与社会接触。在家陪

父母

3 月：①收回心来，继续努力

学习，早起晚睡，养成好习惯，

锻炼身体

暑假：①打工赚钱，旅游，②写

作业

6 月：①与舍友加聚餐，②改

善生活。读书，学习，练吉他

4 月：①在学校步行，享受

美好的春天，看一本书

5 月：①学习学习在学习，学习

专业知识

9 月：①泡图书馆，看大量书籍

额，复习知识，为考研做准备

10 月：①学习，锻炼身体，好

的体魄是考研的重要条件

11 月①：学习，准备考研，

重温高三生活，三点一线

12 月：①看一本文学著作，缓

解紧张的学习，放松心情

1 月①：继续学习，适时改善生

活，②坚持锻炼身体，练吉他

寒假：①打工，接触与专业有

关的工作，为以后积累经验

3 月：①出去考察工作情况，

市场机制，就业机制

4 月：①出去旅游一番，看看看

那大好河山

5 月：学习、学习、学习 6 月：准备考试，复习，图书馆 暑假：打工，②结交社会朋友，

打好人脉基础

9 月：①个人出路定位，了解专

业就业方向，确定毕业发展方向

10 月：①个人求职规划，规划

求职步骤，方式

11 月①工作积累经验，选择

并确定实习企业，实习或理

论积累经验

12 月：①毕业论文规划

1 月：①毕业论文选材，查资料 寒假：①打工，完成毕业论文 3 月：①回到学校，完成毕业各

种事项

4、5 月：①珍惜与舍友在一起

的时间②总结反思大学生活



公管专业 1301 班王晓婷大学学习生活规划图

大学一年级

9月：军训及初步适应大学生活、认识新朋友

10月：适应上课节奏、努力学习、准备班委竞选

11月:积极表现留在办公室、渐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12月：与学长学姐交流取经、练轮滑、院里迎新晚会

1月：准备期末考试

3月：新学期参加各种活动、培养广泛的兴趣

4月：多看英语电影、努力学习英语

5月：泡图书馆找有英语原文的名著、为四级考试准备

6月：学习社交礼仪为以后出身社会做准备

寒假：打工或者旅游 暑假：考驾照

7月：准备期末考试、泡图书馆

大学二年级

9月：接待新生、帮助新生熟悉校园

10月：办公室招新工作、选修各门课程

12月：积极入党、学习一定的理财知识

1月：准备期末考试

3月：报一个计算机二级班、深入学习计算机知识

4月：尝试找一份兼职工作

5月：涉猎一些非专业知识、扩充眼界

6月：准备期末考试、去自习室学习

7月：准备期末考试、为假期找一份工作

寒假：回家过年学习包饺子 暑假：打工

11月：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可能的话报会计班

大学三年级

9月：努力学习英语为考试做准备

11月：咨询毕业及快毕业的学长学姐面试技巧等

12月：加深学习专业课程

1月：努力学习决定是否考研

3月：泡图书馆、增加各方面知识

4月：努力练习英语口语

5月：专心学习深化课程

6月：考察就业形势

7月：准备考试

寒假：回家过年、陪父母过年 暑假：出去旅游

10月：学习写简历、求职信等

大学四年级

9月：努力学习、为考研或公务员做准备

11月：努力学习、为考研或公务员做准备

12月：找工作单位进行实习

1月：找工作单位进行实习

3月：寻找各方面资料准备毕业论文

4月：写毕业论文及寻找工作单位

5月：写毕业论文及寻找工作单位

6月：准备毕业

寒假：在家学习、陪父母

毕业后：找工作或念研究生

10月：努力学习、为考研或公务员做准备

每日必做：背 10 个英语单词、40 个仰卧起坐 有空就做：他、体育锻炼读课外书、看美剧、练吉

虽然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是有必要对自己的大学生活进行规划。我的大学生活以学习为主，计划考研与找工作同时进行做好两手准备。在学习的同时，注重培养自己的各方面能力，培养自己的各
方面爱好。在学好吉他的基础上学会一些其他技能充分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计划在大二以后谈恋爱，相互陪伴，相互促进。四年之后，希望自己足够成熟来面对社会，成为一个坚韧美好的女子。



公管专业 1301 班黄智东大学学习生活规划图
导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自己的人生道路先从四年学业规划作为自己职业生涯总规划的开始篇。走好第一步，才能为以后更长的奋斗史打下坚实基础。

总

目

标

1.学好专业知识，提高专业能力；至少拥有一门特长；具备领导，组织，协调和决策方面的基本能力。

2.考上能够从事业务管理和综合管理工作的公务员。

能

力

1．基础知识 2.心理素养 4.逻辑分析 5.语言表达 6.提出和解决问题 7.写作能力 备注

目

标

阶段目标 分段时间 1.坚持每天背习英语单词

50个，练习口语 10分钟，

每天练习英语听力。（英语

听力磁带，歌曲，电影等）

2.每天早上六点起床锻炼

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3.每周去图书馆看书，读杂

志和报纸四次以上。了解时

事。扩大知识多元化。

4.每周六晚写一篇该周的

生活日记，并坚持写两年。

5.每周日下午参加乐器社

培训课，培养自己特长

6.每周日晚有选择地预习

下周一周要上的课程。如英

语，高数，政治等。坚持到

以后没课为止。

7.有选择性地参加社团活

动，培养语言交流表达能

力。

8.每个月至少看三本著作

书籍。可以是人物传记，小

说，散文，科技杂志类等。

大学四年的读书量要达到

三百本。丰富自己阅读量。

9.大三开始进行申论的练

习，多方面看一些关于考公

务员方面书籍或资料，官方

文章如人民日报的<人民

论谈》等

10.多与同学交流心得体

会，在课堂上多发言。随着

时间的推移，可以稍微改动

计划。

11.大四下学期看具体公务

员考试结果而定。

大

一

基

础

熟

悉

上 学 期 ： 逐 渐 认 识

重点学习基础课程知

识，全面分析自身特

点，明确自身的兴趣和

目标。有目的有计划的

学习，提高自学能力。

养成看书阅读习惯。

九月 1.熟悉校园环境，向学长学姐了解校园生活，了解农大历史，图书馆。2.熟悉本专业相关情况。

十月到十

一月

1.转变学习态度，适应大学学习方式，适应大学课程安排。2.向老师请教如何在大学中学习。3.每
周给自己定一个学习目标，并且完成它。4让老师或同学推荐书籍，要多买一些名著书籍看。5.加
入社团或学生会，为以后锻炼自己组织和语言表达能力做准备。6看完《平凡的世界》。

十二月 1.边上课边自主复习各科，重点高数和英语，逻辑学，准备期末考试，坚决每课都过。

一月 考完试后，调理自己，去平遥古城散心。总结这学期的进步与不足之处，学会改正。

寒假：参加社会实践，找份兼职工作，历练自己社会能力。按期完成假期作业。

下学期：深入学习

加强英语学习，开始为

四级英语考试做准备；

加强行政能力基础知识

学习；探寻自我发展最

佳道路。

三月 1.重归学校，把假期的心情回归学校学习方面，根据课程表的安排重新计划学习目标。2.重新复习

一遍逻辑学和政经，时刻记住公共基础知识。3.找一份家教兼职，赚些生活费。

四月五月 1.强化英语学习，参加英语培训团，提高英语成绩。2.参加支农队的社会调查活动，锻炼调查和分

析资料能力。

六月 全面复习学科知识，减少课外活动，应付期末考试；要考进班级前十名。

七月 1.认真考试，考完试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总结这一学年的得与失，向老师同学请教分析，及时更

改，为下学年做准备。2.放假后下农村参加支教活动。

暑期活动 八月 找份暑期工，挣钱买台笔记本电脑，为以后学习用。

大

二

专

业

发

展

上学期：注重专业

根据新的课程表按排，

突出重点学习方向，严

格安排时间，全面为英

语四级考试做准备。

九月 1.适应繁重学习任务，分配各科目学习时间。2.根据新课程表安排把线性代数和英语放学习首位。

十月十一

月

奋发学习，抓专业基础知识，尽可能多去图书馆看一些与兴趣爱好和专业相关的书籍。如《大学》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等开阔专业知识。为以后打基础。

十二月 复习学科知识，为考试做准备，过英语四级。

一月 把考得不好的科目认真总结，找出原因，并改正。每天温习一次这学期需要记的基础知识。

寒假 二月 买几本关于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的书籍，进行自主学习。每天练习键盘打字一小时。

下学期：积累知识

深化管理类专业基础知

识学习，接触管理类工

作技能

三月至五

月

主要还是学习专业知识，突出管理类知识学习。学会自主组织一些有关本专业的实践活动，如讲座，

调查人才就业市场等。探访管理类一线人员，了解他们的工作技能。

六月七月 复习与考试，总结两年来自己的发展变化，是否进步，有多大，是否需要改进。向大四学长或老师

们询问，在以后两年里如何计划，为进大三做准备。

暑期工作 八月 下工地基层，找机会与同学试做一份大学生创业调查报告，培养调查分析能力。

大

三

把

握

关

键

上学期：培养能力

总结专业知识，有计划

加强薄弱知识复习；有

意识进行能力和经验积

累，提高逻辑分析能力。

九月到十

一月

除了学习课内知识外，上网看报，关注三农热点问题，民事纠纷材料，并进行归纳整理，提炼概括，

对材料事件问题进行说明申述，并试着发表中肯见解，请老师批阅。

十二月

一月

做好期末考试准备，考完试后照例总结并提高，对前几个月能力训练进行充分总结归纳，看训练是

否有效，如没有提高再转换方式做进一步调整。

寒假活动 二月 回家拜访中学和小学同学，和老同学聚会。

下学期:参加实践 1.进
一步明确自己人生选

择，关注考公务员的信

息，目标锁定在积极提

出和解决问题能力上。

三月到五

月

1.请求老师或同学帮找申论材料，然后自己练习。请老师帮点评。2.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活动，在

活动中大胆发言和提出建议。3.关注每日时政分析并写短评。4.上课的同时，积极寻找实践岗位，

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能力。5
六月

七月

1.学期中开始反思，及时调整自己。社会实践，积极提高自己能力。

2.每隔两三周做一次面试练习

大

四

具

备

能

力

暑期计划 八月 约同学做一次长途旅游。

上学期：全面细致复习

公共基础知识，行政能

力测试知识。。同时学习

面试技巧，交流能力，

每月进行面试模拟。

九月 了解公务员考试信息。一边复习，一边大量做真题练习，同时兼顾速度练习

十月 关注招生考试公告和大纲发布时间及纤细的内容，练习考试速度。报考公务员。

十一月 查漏补缺，重视名题规律和解题技巧。模拟考试。参加公务员考试。

十二月到

一月

复习知识，为期末考试做准备。

下学期：完成毕业论文。

积极参加各种招聘活

动，在实践中检验自己。

其他根据实际情况随时

补充。

三到五月 积极学习毕业论文写作，参加岗位招聘活动，多找资料就业信息。约同学每月模拟两到三次就业面

试。在实践中检验自己。

六月 为大学毕业做充分准备。

结语：计划固然好，但更重在于实际行动，既然找到适合自己成才成功的道路就要努力实现，持之以恒，不断朝着自己的目标奋斗，相信自己一定会在这一道路上展示出

自己靓丽的风采，我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尽管现实是未知多变的，目标随时有可能遭遇问题，但只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灵活多变，就能以不变应万变，超越自己，我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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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学习规划
制作人：公管 2班高晓娟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同的，我们应该设计属于自己的人生，在大学这块模板上写

下自己的辉煌。

我的大学目标：提高自己的各方面能力 ，毕业后找一个好工作

大一目标：在探索中学习、发展；适应大学生活

大

一

上

学

期

2013.09 初步了解公共事业管理这个专业，利用网络、人才市场招聘启事等渠道充分了解从事的工作所需的专业技能和其他技能。

2013.10 按照从基础到精深的顺序给自己列出一个学习书录，进行有规律学习。

2013.11 进行调研工作，调查社会上需要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哪些能力，写调研报告。

2013.12 阅读书籍《哲学原理》、《存在与时间》、《纯粹理性批判》、《反杜林论》，学习哲学道理。

2014.01 十二月份进行有规律地学习，巩固复习课本知识，为考试做准备。并在学期结束时，总结这一学期的学习成果和学习方法。

大

一

下

学

期

2014.03 制定这一学年学习计划，沿用上一学期有效的学习方法，开始为考英语四级做准备。

2014.04 阅读《人间词话》、《尔雅》、《文艺心理学》、《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光的赞歌》，提高文学涵养。

2014.05 了解与自己所学专业对口的职业，提高学习效率。学习计算机知识，争取可以通过计算机和网络辅助自己的学习。

2014.06 制定周密的学习计划，有规律的巩固复习，为期末考试做准备。

2014.07 成功融入大学生活，适应大学生活，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总结这一学年的收获与失败，为下一学年做准备。

大二目标：通过英语四级考试，获得计算机二级证

大

二

上

学

期

2014.09 制定这一学年计划和这一学期计划，准备考英语四级，学好专业课，进行大量实践活动。

2014.10 通过参加学生会和各种社团，锻炼自己的能力，提升自己的知识技能。

2014.11 阅读《科学管理原理》、《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的实践》、《有效的公共关系》，增加知识。

2014.12 尝试兼职、社会实践活动，在课余时间长时间从事与自己未来职业或本专业有关的工作。

2015.01 进行英语四级考试，争取获得四级证书。总结学期成果，发表论文。

大

二

下

学

期

2015.03 制定这一学期计划，准备计算机二级考试，有选择地辅修其他专业的知识充实自己。

2015.04 阅读《麦肯锡方法》、《学术与政治》、《中国文化概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提高文学素养。

2015.05 增强计算及应用能力，学习 flash、ppt、几何画板等计算机应用程序。

2015.06 进行学校调研活动，写调研报告。多参加实践活动，发表论文。

2015.07 为期末考试做准备，积极巩固复习，有效学习，争取获得奖学金和助学金。

大三目标：获得教师资格证，获得会计证，考驾照，为英语六级做准备

大

三

上

学

期

2015.09 制定学年与学期计划，为英语六级做准备，多进行教学活动，提升教学水平，

2015.10 在撰写专业学术文章时，可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锻炼自己的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性

2015.11 阅读《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师职业道德》、《教育法规概论》、《教学方法导论》等书籍为考教师资格证做准备。

2015.12 进行家教工作，发表论文，提高实践能力，提升教学水平，努力获得教师资格证。

2016.01 进行学期学习总结，有准备地复习，争取获得奖学金。

大

三

下

学

期

2016.03 搜集公司招聘信息，了解社会上需要什么类型的人才，多做兼职工作，提升能力。

2016.04 阅读《会计基础》、《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初级会计电算化》、《会计实务》等书籍为考会计证做准备。

2016.05 阅读英语概念 3，进行听力练习，做六级模拟真题，争取获得英语六级证书。

2016.06 报考驾照，努力学习驾车技能，学习专业知识，考取驾照。

2016.07 参加和专业有关的暑期工作，和同学交流求职工作心得体会，学习写简历、求职信，了解搜集工作信息的渠道，并积极尝

试，加入校友网络，和已经毕业的校友、师哥师姐谈话了解往年的求职情况。

大四目标：通过英语六级考试，为考公务员做准备，增强实践能力，写毕业论文

大

四

上

学

期

2016.09 先对前三年的准备做一个总结：首先检验自己已确立的职业目标是否明确，前三年的准备是否已充分，完善自己。

2016.10 开始毕业后工作的申请，积极参加招聘活动，在实践中校验自己的积累和准备。

2016.11 阅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沈从文小说选》、《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书籍。

2016.12 找一份兼职工作，提高自己的能力，学会更好地与人沟通，增强实践能力。

2017.01 在公司实习，增强工作经验，提高自己的责任心、耐心，为以后工作做准备。做英语 6 级真题，进行改错练习，进行听力

练习，获得英语六级证书。

大

四

下

学

期

2017.03 增强自己与社会的沟通能力，为以后走入社会做准备。尽可能多的进行社会实践活动，锻炼自己。

2017.04 阅读《申论》、《法律知识》、《公安业务知识》、《公共基础知识》、《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等书籍为考公务员做准备。

2017.05 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增强实践能力，多进行社会调研活动，积极发表论文。

2017.06 积极利用学校提供的条件，了解就业指导中心提供的用人公司资料信息、强化求职技巧、进行模拟面试等训练，尽可能地

在做出较为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行施展演练。

2017.07 进行四年大学生活总结，回首自己的得与失，写毕业论文，获得毕业证与学位证。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5%AD%A6%E6%9C%AF%E6%96%87%E7%AB%A0&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6%9A%91%E6%9C%9F%E5%B7%A5&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5%BF%83%E5%BE%97%E4%BD%93%E4%BC%9A&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6%B1%82%E8%81%8C%E4%BF%A1&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4%B8%AD%E6%A0%A1&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5%B0%B1%E4%B8%9A%E6%8C%87%E5%AF%BC%E4%B8%AD%E5%BF%83&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6%B1%82%E8%81%8C%E6%8A%80%E5%B7%A7&fr=qb_search_exp&ie=utf8


公管1302班肖婉蓉大学规划表            学号：20131010715

个人信息

基本信息
姓名 肖婉蓉 性别 女 年龄 20

专业 公共事业管理 班级 公管1302

学号 20131010715 政治面貌 团员 民族 汉

个人定位

知识 英语基础知识，计算机基础知识，较好的语言交流能力

能力 组织协调能力，交际能力

素质 有团队意识

人际 交际范围较广

特长 手工，唱歌

他人评价

同学评价
优点 热情友善，乐于助人，有毅力

缺点 粗枝大叶

家长评价
优点 有灵性，能力强

缺点 过于个性、随意，过于自我

师长评价
优点 沟通能力强，办事效率高，动手能力强

缺点 缺乏恒心

大
大一

3-7月

知识 通过上半学期课程考核，去图书馆查资料，了解该专业的概况.读《上大学为了什么》，调整自己的心态，确立目标。

能力
积极参加社团、学生会活动和工作，进一步增强自己的组织协调能力，同时培养自己的管理能力。锻炼自己的的独

立能力，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积极参加各种征文活动，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

素质 在团队合作时，凸显自己的个性，不盲目妥协。周末徒步旅行，提高自己的忍耐力。

人际 扩大自己的交际范围，为以后求学、工作或创业打下坚实的人际基础。

修养 读《冲突与解决》，从心理上实现未成年人到成年人的转变

特长 通过参加活动，学会其他技能，使之成为自己身上的又一亮点

7-12月

知识
通过下半学期课程考核，准备英语四级考试。准备考会计证。读《管理学》，初布了解该专业需要具备的能力，以及毕业后可

以从事的工作。调查周边企业，了解他们对公管专业毕业生能力的具体要求。

能力 努力将社团、学生会工作做好，协调学生会工作与学习的时间，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争取大二当部长

素质 读《记住你是谁：15位哈佛教授震撼心灵的故事》在工作中灵活面对突发状况，增强自己的心理素质。

 人际 保持原有的人际关系，组织活动巩固人际关系

学

修养 读《做人处事》，从心理上完成校园人到社会人的转变

特长 将自己的特长充分运用到工作中

大二

3-7月

知识
通过上半学期的课程考核，通过英语四级考试。同时多看和专业课有关书籍，给自己充电。定期上党课，增强对党党的认识。

努力学习计算机知识。

能力
利用课余时间去做兼职，使自己在经济方面逐渐脱离对父母的依赖。同时锻炼自己的职业技能。拿到会计证。多听讲座，提高

自身的道德修养与心理素质，同时写自己的感受，并与老师沟通交流，提高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

素质
在课业繁忙的同时，不放弃体育锻炼，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以便更好地学习和工作。读《善用大脑，高效学习》

《用好时间做对事》，合理充分高效利用时间。

人际 找到可以交心的良师益友

修养 读《老板要你在大学里学的10件事》，从心理上完成校园人到职业人的转变。

9-12月

知识 通过下半学期课程考核，学习第二语言，准备英语六级。自学经济学知识，了解目前的经济政策。读《国富论》。

能力
利用寒暑假时间到企业兼职，将各方面知识能力融会贯通。多看经济类的新闻，并分析其中的原因与解决方法，提高自己的分

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人际 找到兴趣、爱好相同的朋友

规 大三

3-7月

知识 通过上半学期的课程考核，能看懂名人英语演讲，通过英语六级考试。准备考秘书证。读有关写策划的书。

能力
学会理财，合理规划时间，努力成为学生会、社团骨干。向同学学习其他的手工制品。举行一些活动，试着自己或在学姐学长

的帮助下写策划书，锻炼自己的组织策划能力。

人际 利用老师同学等各种资源，扩大自己的交际圈，开拓自己的眼界。利用空闲时间，多回家看看，沟通和家人的感情

9-12月

知识
通过下半学期课程考核，专业英语熟练，能看懂英语文献。观看经典美剧，提高自己的英语口语听力能力。拿到秘书证。对专

业知识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拿到计算机二级证书。

能力

利用课余时间去图书馆，充实、武装自己的头脑，关注时事。了解社会的动态。同时通过社会调查，充分了解认识社会。例如，

深入周边的乡村，了解他们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以及所欠缺的地方，反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运用自己所学知识提出相

应的解决方案，发表文章

人际 多于已经参加工作的学姐学长联系，向他们学习工作经验，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成长。

化

修养 利用假期去旅游，陶冶自己的情操，开阔自己的视野。

大四

3-7月

知识
通过上半学期的课程考核，能用英语写论文。准备考营销证，读《营销管理》，利用空闲时间，多读伟人的人物传记，学习他

们面对困境时的处理方式，锻炼自己的抗挫折能力。

能力
参与到老师的科研中，将有相同兴趣的同学组织起来共同学习，同时进一步完善自己的交际圈，学会处理工作中的分歧与矛盾。

假期回家向妈妈学习做饭。能用英语很好的与人沟通。

人际 多与老师联系，向他们请教就业与考验利弊。

9-12月

知识
多与老师联系，学习书本上没有的职业技能。读《10不如9大》，了解身边的经济。读《孙子兵法》与《战略家的思想》，学

会竞争策略。

能力
独立完成毕业论文，能独立面对生活中的问题。读《成功特质——早就顶尖人士的51种品质》，学习成功人士的经验。拿到营

销证。读《职场礼仪》并了解不同国家的风俗礼仪，同时向礼仪部的学姐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提升自己的气质。

人际 在企业实习期间，与公司人员搞好关系，做到能屈能伸，以便提升自己的能力。

素质 读《管理的新模式》和《企业的人事方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和素养。

毕业 准备 分析了解当前就业环境，同时分析自身条件。

规划 就业 去企业工作，去事业单位工作，考公务员，考村官

总结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指导老师：何云峰、王文昌、连鑫、赵鹭

        我认为，大学是我们人生当中至关重要的阶段。在此期间，我们不仅要好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不断完善自己，使自己适应
社会的需要，使自己拥有幸福的能力，同时也能给别人幸福。
           结束了大学的学习生涯后，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就业还是继续深造？
           综合考虑，我倾向于毕业后直接去企业工作。而且更多的倾向于文秘类工作。，首先，就我个人而言，我比喜欢与人斗争。而
考取公务员其主要目的是大多是为了在政坛博取一席之地。更何况，官场的尔虞我诈是我无法适应的。我想象力丰富，有创新意识。
如果去企业工作，正好可以发挥我的特长。在大学期间，做了很多的兼职，也曾在企业实习过，我已经知道了自己适合做什么。我
也已经考取了相关证件，我在这方面的理论知识也比较有把握。我比较喜欢自由，不喜欢一成不变。而当村官或去事业单位工作则
意味着受约束，对我来说，可能会导致工作没耐力没热情。与其这样，不如不去做。
           其次，考公务员相当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没有把握我能够通过。我不喜欢打没把握的战争。我不想随波逐流去考研，或许
我会面临就业与潜在失业的压力，但我想在我精力最旺盛的时间段做我最想做的事。我喜欢奋斗的青春。
            再次，在大学期间，我们实践参与社会的机会很少，虽然有了充分的理论知识，但社会经验还不够。毕业后先就业可以让我
们比其他考研深造的人提前接触社会，积累经验。有了相当的职业技能，大可不必担心找不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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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应该设计属于自己的人生。如今，我带着父母的期望，以及自己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山西农业大学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我将

在这儿播下理想的种子，耕耘人生想的种子，实现自我价值，拼搏进取，以成为农大的一名优秀者。为此，我要好好规划一下四年的大学生

活，让大学在我生命的历史中留下灿烂的篇章！

总目标；提高个人素质，交流交际能力，团队精神，多读些书，去外面走走，增长见识，为自己的青春留下一份宝贵的回忆。我向往的是一种

平淡又稳定的生活，毕业后， 我准备成为一名银行职员

大一 人际交往，英语口语，计算机二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假期

熟悉并适应学校及周边环境，调整状态，融入大学，交朋友，了解所学专业，网上查看相关资料。寻找老乡，逛县城

重新认识自己，确立大学学习目标，加入小广场英语和志工部。结交新朋友，提高人际沟通能力，看《管理的原理与实践》

晚上去小广场英语，学音标。预习复习数学，做调查。网上搜集银行职员的能力要求，读《挪威的森林》

给奶奶织一条围巾。搜资料，看管理学书籍，《管理，使命，责任实物》，完成大学规划。读《傲慢与偏见》

复习数学，记重点。备考。回家过年，，举办一次朋友聚会，交流大学生活，对这一学期小结，看《做最好的银行职员》《母亲》

返校，和舍友聚一下，准备下一阶段的生活学习，准备计算机二级考，制定学习计划，学骑自行车，读《货币银行学》

学习五笔打字法和 dso命令，积极参加学校体育，手工等活动，读《面包树上的女人》

跟志工部去一次孤儿院，学习计算机组成原理与多媒体，读老舍的《离婚》

五一去平遥，结束小广场和志工部的工作，并总结一番。学习计算机数据库操作和计算机网络，读张爱玲《倾城之恋》

复习数学，记单词，背重点。备考。读.马格利特·杜拉斯《情人》，学习计算机 c语言程序设计

先回趟老家看望奶奶和外公，再去上海到爸妈打工，游玩一番。

大二 英语四级，兴趣爱好烹饪，选修金融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假期

做志愿者迎接新生，查找金融管理类书籍，通过计算机二级上机考，准备英语四级，读考林·麦卡洛《荆棘鸟》，《基础会计》

每天记单词，做阅读。听听力，背文章。学计算机五笔输入法，学打网球，读渡边淳一《失乐园》《男人这东西》

学习使用数字小键盘，国庆去无锡看好朋友，看《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钱钟书《围城》（婚姻的镜子）

做四级模拟题，学习机点，手点。看银行从业基础金融知识，读劳伦斯《虹》《爱恋中的女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看美剧《福尔摩斯》，做四级模拟题，通过英语四级考。复习数学，背重点。备考，读泰戈尔《飞鸟集》，回家过年

发展兴趣爱好厨艺，看菜谱书《菜谱大全》，上网看做菜视频，读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缓慢》

看菜谱书《菜谱大全》，上网看做菜视频，搜寻大师，读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

学习如何做天津包子，到晨曦兼职，读《财政金融基础知识》雪儿·海蒂《性学报告》

继续学习做各种炒米，并看家常菜大全，选择一位大师模仿，看证劵市场基础知识，读德克旭贝里《小王子》

记单词，背重点。备考。规划暑假去武汉找家餐厅打工，看金融与管理类书籍，读灵魂的哲学与博爱司汤达《红与黑》

和好友去武汉找一家肯德基店打工，拜访一下武大，华科。游玩光谷，黄鹤楼，看《西方经济学》

大三 攻克专业，英语六级，考会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假期

准备尝试一下英语六级，学书法，买本楷书钢笔字每天一页，朋友去五台山，学习基本会计知识，读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看美国动漫，看《会计初级职称》，国庆去北京玩爬长城，游故宫，看鸟巢，读威廉·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

看管理类书籍《管理学原理》，《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搜集信息，与老师沟通，交流思想，读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上网看学术论文，撰写专业学术文章，提出自己见解，学写简历，求职信，向已经毕业的校友询问往年的求职情况，读米兰·昆《生

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考英语六级，申请奖学金，看公共关系学，学习企业与职员之间的关系，学会维护自身权利，看《会计基础与实务》、霍桑《红字》

搜寻好的会计班并开始学习，学习记账规则和记帐流程，学习会计制度，学习基础知识，，读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与同学合作搞些小生意，培养团队精神并积累工作经验。及时了解各种财税政策，拓宽知识面，读海伦·凯勒《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工作，争取进入大公司等地方实习，积累工作经验，读西奥多·德莱塞《珍妮姑娘》

寻求求职指导，学习面试技巧，整理个人档案资料，为写简历作准备。看心理学书《心理与生活》，读路遥《平凡的世界》

提高打字速度，深入学习 word, excel, power point等办公软件，学习制作网页的基本知识。掌握网上查找信息功能。读萧红《呼兰河

传》

对三年前的学习做个总结，剖析自我，深入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查缺补漏，注意灵活运用，逐步做到精准核算，合理避税。考

会计

大四 攻克专业，实习，求职，论文，毕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学习 存款、贷款、汇兑、储蓄等业务，留意各种求职和招聘信息，开始毕业后工作的申请。读雨果《巴黎圣母院 》

积极利用学校提供的条件，了解就业指导中心提供的用人公司资料信息、强化求职技巧、进行模拟面试等训练，。学习坐柜操作.熟悉

办理业务流程.传票。

在老家选择一家银行全面调查了解该行的情况，对方的企业文化、主营业务、未来的发展方向。写一份完美的求职信，进入该行面

试，面试成功，实习。读安妮·弗兰克《安妮日记》

在该行认真虚心学习工作，与单位人员处好关系，多多请教前辈，要勤，多学、多问、多练，学习货币政策，。读张爱玲《金锁记》

确定自己在银行中适合的位置，并对该领域做全面深入了解调查，寻找榜样向其学习，努力奋斗，读列夫·托尔斯泰《复活》

争取熟练掌握基本能力，初步学习主要要业务转为该行职员，准备毕业论文，查资料，看范文，询问导师，充分准备，读片刻的浮

华盛世：莫泊桑《项链》

开始写论文，成功完成毕业论文，获得以优秀管理学学士证书，读战争，让女人走开：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学习银行操作系统，接受专门培训的，掌握各种利率及其换算，特别要注意的是风险点的掌握，读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

准备回家就业，整理个人物品，办理各种手续，组织舍友去野外烧烤，读《职业规则》，，《如何推销自己》

给好友及舍友准备纪念物，参加毕业典礼，写一篇大学生活总结，获得毕业证书，圆满完成学业

我坚信经过这四年的努力奋斗，四年以后我会开心努力工作，到那时候我又开始新的职业规划，经过奋斗、还是奋斗，这样的循环下去，相信将

来肯定会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拥有幸福的人生

指导人：何云峰老师，吕晔，舅舅，堂哥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5%8D%97%E4%BA%AC%E5%86%9C%E4%B8%9A%E5%A4%A7%E5%AD%A6&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8%B4%A2%E7%BB%8F%E6%B3%95%E8%A7%84%E4%B8%8E%E8%81%8C%E4%B8%9A%E9%81%93%E5%BE%B7&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4%BC%9A%E8%AE%A1%E5%9F%BA%E7%A1%80%E4%B8%8E%E5%AE%9E%E5%8A%A1&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8%AE%B0%E8%B4%A6%E8%A7%84%E5%88%99&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4%BC%9A%E8%AE%A1%E5%88%B6%E5%BA%A6&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5%9B%A2%E9%98%9F%E7%B2%BE%E7%A5%9E&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8%B4%A2%E7%A8%8E%E6%94%BF%E7%AD%96&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9%9D%A2%E8%AF%95%E6%8A%80%E5%B7%A7&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5%90%88%E7%90%86%E9%81%BF%E7%A8%8E&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5%B0%B1%E4%B8%9A%E6%8C%87%E5%AF%BC%E4%B8%AD%E5%BF%83&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6%B1%82%E8%81%8C%E6%8A%80%E5%B7%A7&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4%B8%9A%E5%8A%A1%E6%B5%81%E7%A8%8B&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4%BC%A0%E7%A5%A8&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6%93%8D%E4%BD%9C%E7%B3%BB%E7%BB%9F&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9%A3%8E%E9%99%A9%E7%82%B9&fr=qb_search_exp&ie=utf8


公管院公共事业管理1302班朱玲的大学规划
刚刚脱离高中生活的我们难免在生活学习上有些迷茫，为了让自己这大学四年的生活不留下遗憾，让自己确实的充

实起来，确实需要确定一个目标。我的大学四年总目标——考上武汉大学的心理学研究生。这四年里要努力为着这一目
标而努力。

座右铭：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大一：生活上摆脱依赖，学会独立 学习上拓宽视野

月份 目标 备注

第一二个月
通过专业导学，与老师学长学姐多多交流，逛校园与舍友同学交流，交朋友，尽快适应大学生活，融入新集体新环境，

克服离家的不适，学会更加的独立，坚强。
学习之余锻

炼是必须的

英语每天都

要学习

第三个月
竞选团支，在为同学服务，班级服务中提高自己的组织协调和吃苦的能力。参加班干部培训班提高自我服务，自我管

理和自我教育。

第四个月 复习所学知识，为首次考试做准备，主要提高高数，英语和政治

第五六个月 寒假多看书，关注国家新闻，拓展自己眼界，练字，帮助父母工作，减轻父母负担，学习练习吉他。

第七个月 多看一些心理专业方面的书。例如《普通心理学》

第八个月 增强体育锻炼，每天坚持踢毽子，跑步等，增强身体素质。读《傲慢与偏见》 简·奥斯丁

第九十个月 利用空闲时间四处游览，读《威尼斯商人》 莎士比亚 《鲁滨逊漂流记》 笛福

第十一十二个月 暑假：拓宽视野，看书，去湖南旅游，读《呼啸山庄》爱米丽·勃朗特

大二：生活上广交朋友，提高自身素质 学习上积极主动，增加专业外知识

月份 目标 备注

第一个月 每天坚持锻炼1个小时，提高身体素质。读书白岩松《痛并快乐着》杨澜《一问一世界》

练字，积累

好词句每天

必须

第二个月 每天坚持练字，提高写字水平。读芮成钢《虚实之间》，拓宽自己的视野

第三四个月 每天背一段美文，增加文笔。每天听一小时听力，提高听力水平。每天10个英语单词。

第五六个月 寒假：练习打字，学五笔，学习做饭，和父母去旅游，在假期多陪陪父母，帮助他们做一些事情

第七八个月 一个礼拜读一本书，并且记录好读后感；看英文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生活大爆炸》，从中营造英语的环境

第九十个月 练习写文章，利用积累的素材，体现学习成果，在校报上发表文章

第十一十二个月 暑假：看书，去浙江旅游，体会不同的风土人情。读《名利场》萨克雷 读《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马克·吐温

大三：生活上要有好的心态，平常心 学习上要注重细节

月份 目标 备注

第一二个月 读一些心理学方面的论文，学习积累经验，时常与心理老师聊天，不断提高自己学习的深度

劳逸结合，在保

持心情放松的

情况下快乐的

学习！

第三四个月
读心理学方面的参考书，为考研做准备：读《思想政治》《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写一些小论文并发表在报纸上

第五六个月 寒假读书，写作，多多接触不同的人，观察不同的人，读《恋爱中的女人》 劳伦斯

第七个月 在读书之余外出走走，舒缓一下心情，读《双城记》 狄更斯 读《新工具》 培根

第八九十个月 系统的学习考研方面的知识。读《政府论》 洛克 读《尤利西斯》 乔伊斯

第十一十二个月 暑假：读书，写作，去内蒙古，宁夏旅游 读《约翰·克里斯朵夫》 罗曼·罗兰

大四：积累工作经验，体验社会生活

月份 目标 备注

上半学期 读心理学书籍，论文，考研武汉大学心理学系

要逐渐接触

社会，不断

提升自己

第五六个月 寒假：了解实习应具备的素质

下半学期 准备实习，实习报告，毕业论文

第十一十二个月 暑假：去云南旅游

规划的实现

好的身体素质

积极进取的心

持之以恒的耐力
老师：姚琦 学生：黄文学 靳永广 弓剑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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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规划：将来从事公司的管理职业，但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相关能力及经验的缺乏，担任一

个公司的高层管理显然不是特别符合实际的，所以最好从管理人员的助手做起，首先从事秘书的工作。

良好的知识储备

良好的语言组织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参加院辩论队

尝试写各种小论文、新闻稿、调研报告等

良好的思维能力、应变能力

良好的交际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

过硬的专业知识

较为全面的百科知识（经济学、法学、哲学、管理学等）

阅读大量书籍，从理论上丰富知识

行万里路，从生活实践中丰富

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在活动中提高自己

秘书能力要求

大一

上学期：
9 月：报名参加学校的各种社团，

认识新的朋友，从中提高自己的交

际能力

10 月：到常家庄园、榆次古城等地

游玩，从中感受其中的历史文化，

增长自己的见识，增加知识储备

11 月：参加“兴农挑战杯”创业大

赛，通过和经贸院学长学姐的合作，

增长经济知识

12 月：参加“职来职往”大赛，增

进对秘书职业的理、完成各科期中

作业，认真温书，为期末考试做准

备；

下学期：
2 月：阅读《市场营销学》等经济

学书籍，丰富经济学知识

3 月：每周认识一种学校里的树

4 月：到候城乡调研苗木，丰富农

学知识

上学期：
9 月：与舍友卖东西，从中提高

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与沟通协调

能力

10 月：到平遥古城等地游玩，从

中感受历史文化，增长见识

11 月：认真学习、复习英语知识，

准备英语四级考试（从大一起每天

听半小时英语听力、做两篇阅读理

解、背单词例句，长期积累）

12 月：参加英语四级考试

下学期：
2 月：积极准备计算机二级考试

3 月：参加计算机二级考试

4 月：组织一次春游活动，从中

提高自己的沟通协调能力、组织能

力

5 月：阅读《大众传媒》等相关

书籍，从理论上提高文字表达能力

6 月：准备期末考试

上学期：
9 月：阅读相关的管理学书籍，

如《人性的缺点》、《人性的优点》

等等，丰富知识

10 月：到北京游玩，从中增长

见识，增加知识储备

11 月：积极准备、参加初级秘

书证

12 月：开始温书，准备期末考

试

下学期：
3 月：到学校附近进行调研，增

强自己的调研能力及分析、处理

问题能力

4 月、5 月：阅读一些文学书籍，

如《我们仨》、《借我一生》、《活

着》、《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等等，

丰富自己

6 月：准备期末考试

上学期：
9 月：阅读《学哲学，用哲学》

等哲学书籍

10 月：阅读相关逻辑类书籍

11 月、12 月：参加兼职活动，从

中收获经验

下学期：参加秘书工作的实习

主要能力目标：

1、丰富经济学、农学

知识

2、提高交际能力

大二

主要能力目标：

1、提高沟通协调能力

2、考英语四级证、计

算机二级证

大三

主要能力目标：

1、丰富管理学、文学知

识

2、考初级秘书证

大四

主要能力目标：

1、丰富哲学知识

2、提高思维能力

具体大学规划

阅读相关书籍

参加兼职活动、调研活动





“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实验探索

4.《经典导读》三课堂资源要素融合实验





《经典导读训练》教学安排（试行）
二○一二年 三月

一、课程性质

选修课程

名著课程作为现代大学教育中一种完整的课程模式、与通识教育（美国的通识课程类型主要有四

种：分布必修型、名著课程型、核心课程型、自由选修型）一样，起源于美国。该课程是公共事业管

理专业课程与教学改革新开设课程，主张原生态回归经典，“采取深度经典阅读的方式,反对我国大学惯

用的《概论》和《通史》教学方法，这是一次重要尝试。

实际上该课程涉及到一个文化视野和一个价值立场的问题，即我们希望大学生有着什么样的文化

视野以及我们希望大学生接受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从文化视野的角度来看，如何让学生接触与教育相

关的各领域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经典，培养学生宽阔的而不是狭隘的、封闭的文化视野是我们应该思考

的一个问题；而从价值观念的角度来看，如何在蕴涵繁杂价值取向的传统典籍中去芜取精、选择适宜

于现代语境下的价值观加以弘扬，也是我们应予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教学模式

从美国名著课程的教学模式来看，其一般“采取教授讲课与学生讨论课并行的方式,讨论课严格要求

小班制。名著课程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回归原典、提倡学生的主体性体验，让学生进行深度阅读、直

接与原典思想进行对话并进行反思，而不是主要依靠教师对传统思想的理解与传授。因此，名著课程

的教学通常包括两个环节：学生课外阅读及课堂讨论，教师在课程教学中扮演着“主导”而不是“讲授”
的角色。

为了便于讨论，名著课程将以小组形式开展学习，小组成员数量控制在 3 人、采取沙龙化小班教

学、讲评式教学，学生根据兴趣小组成员共读 2-3 本名著，名著自行购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三、阅读书目

（一）心理类经典（冯敏星老师推荐、指导）

1．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 [M].商务印书馆,1981.

2． 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 [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 马斯洛.人性能达到的境界 [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4． 巴特莱特.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 [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5．韦纳.人类动机：比喻、理论和研究 [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6．弗洛伊德.梦的解析 [M].国际文化出版社,2007.

7．阿德勒.自卑与超越 [M].作家出版社,1986.

8．费斯汀格.认知失调理论 [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9．罗杰·霍克.改变心理学的 40 项研究 [M].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

10．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二）教育类名著（郭晓丽老师推荐、指导）

1．F·W·克罗思著，李其龙，李家丽，徐艳斌译.教学论基础［M］.教育科学出版社.
2．小威廉姆斯 E·多尔著，张文军，张华，余洁，王红宁译.课程愿景[M].教育科学出版社.
3．佐藤 学著，钟启泉译.课程与教师[M].教育科学出版社.
4．石中英，邓敏娜等译.教育的哲学基础[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5．大卫·雷·格里芬著，鲍世斌译.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M].中央编译出版社.
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教育科学

出版社.



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教育科学出版社.
8．赵中建著.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M].教育科学出版社.
9．赵中建著.教育的使命：面向 21世纪的教育宣言和行动纲领[M].教育科学出版社.
10．王晓辉，赵中建著.为了 21世纪的教育：问题与展望[M].教育科学出版社.
11．（爱尔兰）弗兰纳根著，卢立涛，安传达译.最伟大的教育家：从苏格拉底到杜威[M].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
12．肖锦龙.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思想性质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三）管理、高等教育及方法类经典（何云峰老师推荐、指导）

1. 张维迎.大学的逻辑[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宣 勇.大学的学科逻辑（上、下册）[M].人民出版社，2009.

3．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4．刘献君.教育研究方法高级讲座[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

5. 马尔科姆.泰特著，侯定凯译.高等教育研究进展与方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 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四）教育类经典（张丽老师推荐、指导）

1.约翰·S·布鲁贝克著,王承绪、郑继伟、张继平、徐辉、张民选译. 高等教育哲学[M].浙江教育

出版社,2002.

2.B.A.苏霍姆林斯基著.杜殿坤编译. 给教师的建议[M]. 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3.约翰·洛克著, 傅任敢译. 教育漫话[M]. 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4. 让·雅克·卢梭著, 彭正梅译.爱弥儿[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5.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大教学论[M].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6.卡尔·威特著,王华夏编译.卡尔·威特的教育全集[M].中国长安出版社,2008.

7.肖川.教育的理想与信念[M]. 岳麓书社,2002.

（五）教育类名著（王秀丽老师推荐、指导）

1．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2．阎光才.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3．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4．卢梭.爱弥儿[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5．伯顿·克拉克，王承绪等编译.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6．陶行知.陶行知文集[M].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21世纪教育委员会.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与明天[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四、课程考核

我国高校当前人才培养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保持应有的难度性训练，这种难度性训练不足

也表现在学生的经典阅读量不足方面，与美国相比，“美国一个大学生每周课程要求的经典著作阅读量

大约在 500－800 页， 而我国的大学生每周阅读量可能不到 100页。”因此，高校名著课程所要做的不

是降低教学难度，而是如何采取措施保证学生的学习投入。

这种教学模式相适应，其教学评价方式也应改变以一次性卷面考试成绩评判学生学习成效的做法，

而加强平时对学生专题论文的写作训练。

采取读书笔记+相同书目交流+读后感形式，各环节都要计分。

1．自购书（借书） 5分

2．小组成员合作、交流、互动状况（学习体会小结，每个同学要写 300 字左右）

10分

3．读书数量情况（2-3本为宜） 10分

http://www.examda.com/
http://www.studa.net/


4．读书笔记 10分

5．读书报告（不能类同，不能在网上抄袭，不少于 4000字，还利用反剽窃软件检索，如发现将

以不记格论处，鼓励合理引用，需要标注来源出处） 25分

6．PPT报告 15分

7．建立本班读书博客读书报告和点滴体会，博客参与评论情况 10分

8．教师印象（与指导教师互动情况）及点评（报告实质内容及表达） 15分

五、注意事项

报告+小结一体提交，电子和纸质双重提交，上课形式就是学生讲，指导老师点评，开课时间可推

迟，因为新开课有一个筹备过程，所以应保证同学们读书时间，讲课集中几天时间开读书报告会。

1、请学习委员及班委列出读书小组及成员，书目，读书报告时间及指导教师情况。发给每位老师

1份

2、班长和支部书记负责创建“读经典博客”，并公布用户和密码，广大同学积极维护。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经典导读与训练记分册

学号 姓名 购书 互动
读书

数量

读书

笔记

读书

报告

PPT报

告

博客

参与

印象

点评
满分 得分

5分 10分 10分 10分 25分 15分 10分 15分 100

备忘

学号 姓名 购书 互动
读书

数量

读书

笔记

读书

报告

PPT报

告

博客

参与

印象

点评
满分 得分

5分 10分 10分 10分 25分 15分 10分 15分 100
备忘

学号 姓名 购书 互动
读书

数量

读书

笔记

读书

报告

PPT报

告

博客

参与

印象

点评
满分 得分

5分 10分 10分 10分 25分 15分 10分 15分 100
备忘

学号 姓名 购书 互动
读书

数量

读书

笔记

读书

报告

PPT报

告

博客

参与

印象

点评
满分 得分

5分 10分 10分 10分 25分 15分 10分 15分 100
备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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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科研方法》“项目驱动-开放课堂”实验





《教育研究方法》课堂总结

《教育研究方法》是一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课程，授课老师提倡开展课

题研究教学方法改变了重结果轻实践，重成绩轻能力的现象，给众多学生提供了

发挥自我的平台。何云峰老师的教学不拘泥于书本亦不止于课堂，在《教育研究

方法》教学过程中特色鲜明，亮点突出。

一、执经达权的教学过程。《教育学研究方法》的课堂坚持以课本为线的教

学原则，也坚持师生灵活互动。老师就某一问题（主题）不设答案，让学生畅所

欲言，各抒己见，提出自己的想法，呈现出一种“头脑风暴法”式的教学方法，无

疑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有力改变了课堂沉默现象，活跃了课堂气氛，

也增强了学生思考的积极性。同时，老师将这些想法与建议归纳总结，结合课本

讲解知识体系，帮助同学构建知识地图。总之，是一种游离于课本之外却不脱离

于课本的教学，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教学，是追求执经达权的教学过程。

二、教研结合的教学方法。何云峰老师一直提倡并指导专业同学进行课题研

究，在课题研究中巩固学习的理论知识，在课题研究中培养科研意识，培育科研

能力，也不断地发现自身问题。在此，强调两点:

①分组调研。将专业同学按照班级或兴趣自行组队，成为 3～5 人的课题小

组，就一调研主题分工合作，共同完成调查报告。这种模式利于增强学生的团队

精神与集体意识，又能互相监督鼓励，提高的学生学习效率与工作效率。

②师生互动。此法明显突出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教学观念。以学生为

主体的调研团队在课下调查研究中寻找问题、发现问题，通过 QQ、微信、课堂

等渠道将这些问题反馈给老师，老师一一指导说明。从选题的专业性、科学性到

调查论文的规范性、标准化，老师贯穿其中，随时为同学解答疑惑，让学生“涨

姿势”，提能力。

三、“三课堂”模式的运用。何云峰老师一直在教学过程中强调“三课堂”的运

用，让学生在课题研究与课程学习中摆脱“第一课堂”（理论课堂）的束缚，要积

极主动地融入“第二课堂”（校园活动课堂）与“第三课堂”（社会服务课堂）之中。



在这种链式课堂中学习理论知识、锻炼实践能力、探索学习问题，同时又使其循

环往复，螺旋式提升能力。就“问题→课题”一例来说，老师在理论课堂上强调两

者之间要做到概念化、科学化、理论化、抽象化，把具体问题上升到抽象课题的

高度；但是我们很难理解这种空洞的说法，老师指导我们在课题调查过程中，在

第二、第三课堂里操作这些内容，将“拍脑袋”想出的问题反复实践，反复修改，

总结提升，最后达到自己满意的具有可行性、专业性较强的选题（课题）。

四、提倡多元化学习。课堂学习只是学习的一部分，是给那些听课的学生提

供的学习机会。对于那些不喜欢上课（逃课）的学生，老师往往结合他们学习兴

趣与实际生活来安排考核内容。比如，喜欢到处旅游的同学，老师在《教育研究

方法》课程中提倡部分学生游学，记录所见所闻，整理原始资料，撰写游学报告

等。同时，何云峰老师也在《教育研究方法》课程中向学生传授“碎片化学习”、

“移动学习”、“翻转课堂学习”等多重学习理念，学生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模

式，既拓宽学生思维也开拓学生视野，这可谓“因材施教”。

五、未雨绸缪的教学设想。《教育研究方法》是一门理论实践并重的课程，

这要求师生树立一个可行的课程目标。在课程学习中，老师几乎每节课都要利用

长时间讲解、了解课题的进程与问题，这使很多学生产生疑惑:研究课题干嘛？

能当饭吃吗？不是耽误学习时间吗？这些抱怨时有传来！但是何老师的教学目标

是定在四年后的毕业！四年后的考研与就业！一篇课程论文，历时两个月，反复

修改，最终是要编定专业课程论文集，发表校报甚至更高报刊。这个设想是对我

们学习成果的规划，是我们考研面试的杀手锏，是大学四年仅有的属于自己的知

识成果，同时也为学弟学妹们留下珍贵的学习资料！大方面来说，是公管专业教

学习惯的传承，是科研创新精神的传递。

以上是对何云峰老师所教《教育研究方法》课程的总结，是对课程亮点与重

点的凸现，是对一学期“学”与“研”的回顾。这里，我们感谢该课程给我们提供科

研实践平台，感谢何云峰老师给我们提供的科研与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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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语对校园文化的影响及规范策略研究

周建伟 王雅琴 牛春鸿

摘要：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多元化。流行语作为一种社会语言文化，

对校园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大学生是大学校园的主体，如果对流行语不加以规范，

将会对众多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举止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通过问卷调

查，本文阐述了流行语在大学校园的发展现状，从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等

方面深度分析了流行语对校园文化的影响及原因，并且根据传染过程的思路提出了一系

列规范措施。

关键词：流行语；校园文化；大学生；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一)选题背景

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多元化，最为明显的是语言文化的融合与

发展
[1]
。在现在这个思想开放、信息发达的时代，大学生已然成为新事物接受的主要群体。

独立自主，力求创新，富有个性和想象力是新时代大学生的标签，他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越

来越强。因此，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大学生成为流行语的主要使用者，甚至是流行语的创

造者。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每个时期的流行语都是对社会生活现象的一种折射，它反映的是一

定时期的大众生活的共同感受及社会心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形

成了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意识形态，这些价值观必定会通过流行语这样的形式对广大大学

生产生影响。一旦大学生对流行语的性质缺乏判断甚至没有判断，导致流行语无论好坏，只

是一味地使用而不加甄选，从而造成校园中存在着良莠不齐的流行语，阻碍着大学生和校园

文化的发展。

(二)研究意义

对流行语和校园文化的研究是时代所趋。首先，此研究有利于拓宽视角与视阈，丰富研

究成果，弥补其在社会学、管理学等方面的不足；其次，我们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有利于为流

行语的规范提供借鉴，能够让社会公众清楚的认识流行语；最后，本研究有利于引导大学生

正确使用并传播流行语，以便从流行语角度推动校园文化和社会文明建设。

二、研究动态

(一)文献综述

在这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社会经济具有变革性与复杂性，任何语言形式都可能因此而

发生变化。流行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流行语以它

快速流行的传播特点和特殊的传播机制，很容易在社会中广泛传播。一旦流行语的性质特点

与大学生的性格心理等方面相契合，流行语在校园里的传播将会更加强势。

为了进行流行语对校园文化的影响及规范策略的研究，我们查阅了 20 篇文献资料，包

括 15 篇期刊，2 篇硕博论文，3 本书籍。纵观这些文献，发现大部分研究集中在流行语方面，

少数部分涉及对校园文化的影响。

在流行语研究领域，研究差异主要集中在流行语的概念界定和研究视域上。概念界定方

面，有的学者把流行语定义为一种语言形式，有的则定义为词汇。如：郭熙指出，流行语是



“某个时期在某些人中广泛流行的语言形式”
[2]
。丁加勇认为，“流行语是一定时期内被人

们特别是青少年人群普遍喜爱使用并赋予新的意义的词语
[3]
。显而易见，把流行语定义为一

种语言形式的观点更加具有宽度，而定义为词汇的，未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学术界，流

行语的界定一直没有确定，而这种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概念的外延泛化导致不确定，概念

的内涵不确定，附加的细节义不确定，语义依赖于语境
[4]
。流行语随着经济文化的快速变化

而变化，要想给出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也并非易事。

在研究视域方面，研究主要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传播学角度进行研究。语言

学主要是修辞方面的语义、性质研究，如，崔蓬克的《当代汉语流行语概念的再界定》
[5]
，

丁加勇的《论流行语语义的不确定性及其原因》。社会学主要是社会心态及思想道德建设研

究为主，还有就是与心理学结合的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如：古素

萍的《校园流行语心理文化透视及引导对策》
[6]
，姚智清《高校流行语与大学生心态之研究》

[7]
，石晶、崔丽娟的《群体行为驱动：流行语的社会心理分析》

[8]
。而传播学角度主要论述

的是流行语的传播机制等，如，李凌燕《新媒体语境下流行语的生成传播机制及规范策略》
[9]
等，一些学者都在不同的视域下对流行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

上述只是文献的整体概况分析，就个别来说，有些学者对于流行语的不同部分和环节的

研究都有着不同的观点。

在流行语演进方面，陈松岑指出语言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语言随社会对它的需要的

减少、消亡而萎缩、消亡.”
[10]

。流行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流行语的发展前途只能有两种:

一是消失，即在使用中被淘汰;二是被接纳，进入一般词汇
[11]

。对于流行语的特点，丁加勇

在《论流行语语义的不确定性及其原因》中指出：“流行语具有内容上的新颖性、使用上的

高频性、结构上的类推性、运用上的时段性、语用上的醒目性等特征。”夏中华也指出，流

行语具有流行性、时段性、动态性的特点
[12]
。在影响因素上，有相关学者提出了模因理论。

如：.武小燕《网路流行语中的模因》
[13]
，他们从新的角度解读了流行语的影响因素。

从 1986 年 4 月上海交大的第 12 届学代会上提出“校园文化”概念，到 1990 年 4 月全

国首次校园文化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校园文化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
[14]
。我国对大学校园

文化的研究，虽然在对于流行语的研究和校园文化的研究方面都比较多，但是，关于流行语

与校园文化结合体的研究还比较少，而且从流行语角度论校园文化建设的研究也不够全面系

统。因此，我们将从流行语的视角对校园文化进行研究。研究流行语对校园文化的影响及规

范策略有利于从一个全新角度对校园文化生态进行建设，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

(二)相关概念

任何科学研究的前提都需要对研究对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流行语进行全面、准确的

界定是流行语研究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经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我们将流行语定义为：

一定时期内，在特定人群中广为流传的一种语言形式，具有高频性、短暂性、流行性等特点。

对于校园文化，我们则采用韦文学的观点，校园文化是指校园人在校园文化活动中所创造和

形成的精神财富、文化氛围以及承载这些精神财富、文化氛围活动的活动形式和物质形态的

综合
[15]
。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1、流行语对大学生的影响是由于流行语的特点、传播途径的广泛、以及大学生的心理

等因素引起。

2、流行语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举止等方面有着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二）研究对象

大学生。师生是学校的主体，是校园文化的载体、传播者。但教师的文化知识水平更高

与价值判断更理性，受影响较小。因此，我们只对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



（三）研究变量

本课题的研究变量为流行语和校园文化，其中流行语为自变量，校园文化为因变量。我

们通过观察不同类型流行语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传播、使用情况，来研究流行语和校园文化之

间的相关性。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1、研究思路

本课题的研究思路是：先从流行语的相关研究文献中了解研究动态及研究成果，并构造

出描述现象、剖析原因、提出对策的整体框架。其次，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真实了解流行语

在大学校园里的现状，归纳出流行语的相关数据，并分析背后的原因。最后针对流行语对校

园文化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2、研究方法

流行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复杂的性质和表现形式，对于它的研究必然涉及跨学科

领域和多元化视角及方法。因此，从多学科出发，着重分析其对大学生的影响并提出流行语

规范的有效措施。并且为了力求第一手资料来源宽广，信息真实有效，能够相互补充，相得

益彰，从而保证所得结论的科学性及有效性。本课题运用了多种调研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法、

文献研究法、个别交谈、观察法。

（五）问卷的设计与调查

1、问题设计

本调查问卷共有 19 道题，其中选择题 18 个，开放式问题一个，选择题分为单选题和多

选题。问题的内容分别涉及流行语在大学生的使用状况、流行语流行的原因、流行语的影响

等方面，在保证问题的简明性的同时，尽可能的增加问题的深度和广度。

2、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本次问卷采用网上问卷进行调查，参与此次调查问卷的共有 338 人，皆为各高校在读本

科生，其中男性 143 人，占 42.31%，女性 195 人，占 57.69%；问卷采用不记名方式回收。

3、调查时间：

2017 年 5 月 15 日

四、调查结果分析

（一）调查结果

1、大学生流行语使用现状

大学生是大学校园的主体，研究大学生流行语使用的现状，有利于我们了解流行语对大

学生和校园文化的影响方式，有助于我们提出科学有效的对策建议，帮助更好地建设大学校

园。

表 1

选项 小计 比例

0个 6 1.78%

1-4 个 134 39.64%

5-8 个 151 44.67%

9-10 个 47 13.91%



图 1

调查结果显示(如图 1)，经常使用流行语的有 121 人，占 35.8%；偶尔使用流行语的有

210 人，占 62.13%；而从不使用流行语的仅占所调查人数的 2.07%；在问题“您了解以下流

行语中的几个——新常态、蛮拼的、斑竹、木马、神马、晒月亮、觉皇、考 G、表酱紫、老

铁扎心了”的调查结果中（如表 1），了解 1-4 个流行语的占 39.64%，了解 5-8 个流行语的

占 44.67%，0 个和 9-10 个的分别占 1.78%、13.91%。从以上两个问题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流行语作为一种新兴语言现象而存在，使用比较广泛，大部分大学生群体都对流行语有一定

程度的了解。

表 2

选项 小计 比例

网络 299 88.46%

周边朋友 283 83.73%

影视 145 42.9%

其他 70 20.71%

报纸杂志 50 14.79%

自创 36 10.65%

由表 2可知，大部分学生通过“网络”与“周边朋友”的途径了解、获取流行语，少部

分的人会通过自创的途径获取流行语，还有些学生会通过影视、报纸杂志和其他途径获得流

行语。由此可见网络和交际圈是大学生群体接收流行语的重要途径，因此，对网络等传播途

径和影响因素的调查对于流行语的规范引导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且，调查表明，流行语也有

利于激发学生思维方式和创新行为，所以引导学生规范使用流行语有助于学生向创新性人才

转变。



图 2

表 3
选项 小计 比例

去了解但不经常使用 194 57.4%

了解后经常使用 93 27.51%

不去了解，直接使用并传播 29 8.58%

不去了解也不使用 22 6.51%

在问题“假如大家都懂‘囧’的意思您不知道时，您会如何做”的调查结果中（如图 2），

大部分学生选择去通过朋友和上网查去了解该流行语。此问题的调查结果表明，当大学生面

对一类自己不清楚的流行语，为了不与大部分人群脱节，会通过一定的途径去了解，反映出

当代一部分大学生存在从众的心理和行为。当面对一个全新的流行语时（如表 3），有 194

人选择去了解但不经常使用，93 人表示会了解后经常使用，29 人选择不去了解并直接使用、

传播，22 人选择不去了解也不使用。可以看出，大部分人会去了解不懂的新流行语，而且

有一部分人甚至会不去了解却直接使用、传播流行语，这就增加了校园流行语的复杂性、多

样性，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

图 3

表 4

选项 小计 比例

宣泄情绪时 32 9.47%
语言表达交流时 247 73.08%
为了吸引关注时 28 8.28%



其他 31 9.17%

表 5

选项 小计 比例

口头聊天 247 73.08%

聊天软件 246 72.78%

手机短信 61 18.05%

其他 40 11.83%

写文章 17 5.03%

对于使用流行语的原因（如图 3），大部分学生选择了流行语的新颖幽默和符合情景，

少部分学生选择了个人兴趣、从众和其它。对于什么情况下较多使用流行语的问题（如表 4），

73.08%的学生选择了语言表达交流，9.47%的学生选择了宣泄情绪，8.28%的选择了为了吸引

关注，9.17%的选择了其它。调查显示（如表 5），大部分学生会将流行语应用在口头聊天和

聊天软件上，一部分会运用在手机短信和其他方面，极少数学生会应用在写文章上。以上调

查结果表明，大学生使用流行语的原因多样，去向多元，用途普遍集中在交流。

2、流行语对大学生的影响

表 6

选项 小计 比例

网络用语 294 86.98%

方言 163 48.22%

其他 81 23.96%

政治经济 59 17.46%

科学技术 47 13.91%

调查显示（如表 6），绝大部分的学生表示经常遇到的流行语是网络用语，近一半的学

生也表示经常遇到“方言”形式的流行语，而经常遇到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类型流行语的学

生各占 17.46%、13.91%。从中可以看出网络流行语对大学生的影响最大，但是政治经济和

科学技术所占比例也反映出大学生对该方面有一定的关注，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提高了。方

言的多元化与趣味性也使得大学生们对此方面流行语的关注与使用频率的提升。

表 7

选项 小计 比例

行为举止 199 58.88%

思维方式 165 48.82%

价值观念 90 26.63%

其他 79 27.37%

心理健康 54 15.98%

调查结果显示，“如果流行语对您产生影响，您觉得会影响您的哪些方面（多选）”的

问题中，行为举止和思维方式两个方面分别占 58.88%和 48.82%，重要程度最高。而价值观



念、心理健康、其他方面各占 26.63%、15.98%和 27.37%，比例也不低。这说明流行语对大

学生的日常行为习惯、心理健康和价值观念等多方面会产生重要影响，对于流行语的规范与

引导不容忽视。

图 4

图 5

问题“当您面对不良流行语时，内心是什么感觉”的结果显示，在 “厌烦”、“无所

谓”、“喜欢”三个选项中，“厌烦”占 70.12%，无所谓占到了 27.81%，喜欢占到了 2.07%。

“在交流中遇到不良流行语时 ,您会怎么做”中，在“制止”、“附和”、“无所谓”三个

备选答案中“无所谓”占 50%，这说明大部分同学们在面对不良流行语时，由于各种原因并

不是都会采取积极的态度，甚至有一部分人还会去效仿、附和，这也是造成校园文化复杂性

的原因之一。

3、流行语与校园文化

表 8
选项 小计 比例

经常 71 21.07%

偶尔 178 52.66%

没有过 41 12.13%

不清楚 48 14.2%

调查显示（如表 8），52.66%的学生表示他们学校偶尔会使用流行语或其仿写体来宣传，

21.07%的表示学校会经常使用流行语，12.13%的表示学校没有过，14.2%的表示不清楚。这

表明，流行语对校园文化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大学生对校园的文化的意识不高。

表 9

选项 小计 比例



文化氛围熏陶 262 77.51%

新媒体话语引导 178 52.66%

教育引导 176 52.07%

规章制度限制 117 34.62%

其他 43 12.72%

如表 9，“文化氛围熏陶”，占 77.51%,“新媒体话语引导”和“教育引导”，分别占

52.66%和 52.07%，而“规章制度限制”和“其他”则仅 34.62%和 12.72%，这说明在对流行

语的规范引导方面大家普遍建议采用疏导的方式，而非一味的强加管制，这在侧面也为学校

对流行语的管理提供了思路。

（二）原因分析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主要通过网络来了解、使用并传播流行语，而造成这种现象

的主要原因是大学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青年群体，对于新鲜事物具有很强的好奇心和快速

学习能力，随着社会环境变化、大学校园文化生活变迁、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和网络等大众传

媒发展，使得网络在大学生群体中受到普遍欢迎。

通过调查问卷可知，流行语主要会影响大学生的行为举止、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

健康等方面，并且在不同的方面都会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当前社会变革复

杂，导致了流行语文化参差不齐、雅俗共存。流行语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形式，它往往会表

达一种社会情绪、群体诉求，具有时代鲜明的亚文化特征，由于它在形式上突破了既有语言

规范的束缚，从而在社会群体间迅速传播与扩散[16]。而大学生由于获取信息渠道的多样化，

再加上心理还处在尚未成熟的发展阶段，面对学习、生活的压力以及各种社会思潮的入侵，

思想上还不够成熟，缺少独立判断是非的能力，这导致他们对于流行语的甄选并不科学，充

斥着享乐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倾向，极易信仰缺失。

流行语对校园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多元性的特征，体现在多方面，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

先，学校作为一个教书育人的场所，它的最根本、最基础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

观，所以其在流行语的使用和传播上必然是经过专业的筛选的，而社团也是如此，它们的活

动影响往往会涉及整个校园，对学校里的所有大学生都产生影响，所以其在活动宣传中使用

流行语时也不会随意使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使得学校官方和学校社团的流行语都呈一种正

面导向性。其次，在大学校园中，学生们往往会因为价值观相近、兴趣相似、地域相邻等原

因形成一个个小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不断的磨合，这些小群体中成员的三观会趋于统一

化，此时，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受到不良流行语的影响，就会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

到全体成员；并且，在一个开放的、信息发达的社会中，大学生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越来越

强，难免有些人会把一些低俗的流行语当做彰显个性、追求独立的工具，这从某个侧面反映

了部分大学生有意或无意的发泄和自我放纵，会在大学生中间造成消极的影响，也会败坏大

学校园文化。

通过对问卷的分析得出，大学生更希望通过疏通和引导的方式来管理流行语、进行校园

文化建设，这主要是因为大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在生活与交往中渴望得到理解和

尊重，他们希望学校在管理时能够以他们喜欢的方式进行，这从侧面也为学校的管理者提出

建议，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时不仅仅要建立规章制度，还要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高尚的

文化价值观和相应的自我导向机制[17]。

五、结论与讨论

从调查问卷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社会环境、流行语特点、大学生心理特性以及学校的

思想教育等因素，无论是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流行语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



行为举止等都有很大的影响。而大学生是大学的主体，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

举止等是校园文化的一部分，是校园文化的具体表现。因此，流行语对校园文化的影响不容

忽视。

经过问卷分析得出流行语对校园文化的影响方面的以下结论：

（一）对心理及社会心态的影响

由于大学生获取流行语的渠道多样，导致其获得的流行语良莠不齐，一些正能量的流行

语固然会帮助大学生塑造心灵，拓展知识面，提高综合素质，更好地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各

种挫折和困难，可是一些负能量的流行语也会成为“毒药”，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副

作用”和“毒性”，造成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不通畅，使大学生素质低下，影响他们的健康成

长。同时，流行语中贬义词泛滥折射出当代大学生的心理亚健康状态、消极流行语的广为传

播折射出当代大学生的从众心理、张扬个性类流行语的日渐增多折射出当代大学生强烈的个

体本位意识，各种意识的相互交融又增加了对流行语管理的难度
[18]
。

（二）对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的影响

大学生对于感觉厌烦的流行语有一半人表示会采取无所谓的态度，这说明在流行语的引

导、传播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大学生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在社会

中产生流行语反映了社会现实和社会热点，并且其中不免夹杂着西方价值观念，这对于大学

生来讲，可能会影响其价值观念及信仰。但是并不是都是消极的，政治经济类的流行语反映

的是当时的热点问题，此类流行语对于大学生关注社会，积极参与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流

行语中包含有一些类似“靠”这样的负能量流行语，虽然负能量流行语中的逆向思维是一种

可观的思考方式，但其内容的消极性对大学生的影响重大。从调查问卷中可知，学生会在各

种因素的影响下自创流行语，流行语的重新构造和全新诠释都有利于为大学生的创新起到促

进作用，激发学生创新思维。

（三）对语言交流的影响

虽然流行语的产生和发展拓展了语言空间，使语言交流更具有趣味性、简洁性。但是，

不良流行语的泛滥充斥着社会语言系统，增加了社会语言的复杂性。而且有些流行语的构造

不符合语法规范，语义生疏化，促使对表达意思和情景应用的理解片面化。讽刺、暴力的语

言攻击，影响礼仪文明。

（四）对校园文化氛围的影响

一方面，在学校官方活动的信息传导中，学校会有目的性地传递一些与时代接轨的政治

性、国际性资讯，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开阔学生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思维，对先进校园

文化的建设也会起到积极塑造作用，同时，学校社团在举办活动时，也会使用一些诙谐幽默、

紧密结合时事的流行语，这些都会丰富校园文化，使校园文化既紧跟时代潮流、又与学生能

够产生亲密互动；然而另一方面，在学校学生的小群体中也会传播一些不利于学生团结、有

违和谐校园建设的负面文化，比如校园暴力和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懒散生活作风，这些

亚文化的存在于微观上不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养成，于宏观上也不利于校园文化的建设、甚

至不利于社会和谐文化的建设。

（五）流行语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流行语来源广泛，一旦进入校园，便会和校园文化相结合，成为其一部分，并对其产生

影响。因流行语的特殊性，流行语与校园文化既有共性部分，又有独立区别之处。因此，正

确把握流行语与校园文化的关系，是我们正确看待流行语影响校园文化的关键。

六、对策研究

从客观上来说，流行语的出现和发展是对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等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现象

的折射与反映。首先，好的流行语是对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的发展和延续。流行语作为现代语

言文化的一种新型载体，它使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也更加丰富了语言文化的内涵。



其次，流行语中加入了许多全新的元素，为原有词汇带来生气，丰富词语空间，潜在地消除

了一些具有严肃意义的内容
[19]
。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要求我们用辩证的角度看问题，一件事物存在两个方面，

不同的方面展现了不同的问题与解决方案。对于流行语中的积极内容，我们应该秉承一种创

新与发展的态度，发扬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创新精神，对其中的积极元素给予支持与发展。

同时，对流行语的使用也应该采取一定的规范措施，使其在保持健康向上的内容时又不失新

颖有趣的特点近些年，虽然对规范观的研究颇丰富，但是结合具体词汇类别的研究相对较少，

而针对流行语是否需要规范的问题往往存在争议
[20]
。每个事物都有正反两面，流行语也如此，

它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消极的方面，所以，对流行语的发展和规范都是必须的。

寻求一种既符合流行语语言特点，又不违反语言规范的有效途径，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重

要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和文献研究，发现流行语的影响过程类似于传染病的传染机制。因此，

以传染原理为基本思路，我们主要从传染源、传播途径与受传染者三个方面对流行语的创造、

传播与使用提出相关的规范策略。

（一）净化传染源

１、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与发展，经济进步，科技创新，社会生活的节奏不断加快，人们创

新意识不断增强，追求个性独立，这些社会现象在各个群体中都有所反映。人们的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等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日趋明显。流行语是社会的微观反映，产生于社会。为了规

范人们合理创造与使用流行语，社会要不断创新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宣扬社会主义新风

尚，向人们传输积极向上的文化观念，使人们在优秀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创造健康流行语，

接受良好的文化熏陶，陶冶情操。

2、对语言的权威规范与定义

对于具体的流行语来说，科学的语言规范观的树立要尊重流行语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不

是强行加以规范。要树立“规范就是服务”的语言观，时常调整语言观，不能为了合乎某种

所谓的“规范”而妨碍语言的发展，妨碍人们的交际。提高学生的语言知识，使流行语的产

生具有合理性，健康性，有益性。权威语言部门要时时对社会语言进行关注，并对一些语言

要正确解读。

3、价值取向及理性思维的培养

大学生具有知识性和创造性，有些大学生会自己创造一些流行语，但由于存在心智不成

熟，会受到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使得创造出来的流行语具有不良性。并且学生对于自己

创造的事物会存在过分自信、过分兴奋，以至于大学生会不假思索地将流行语通过网路等传

媒向社会传播，在选择传播途径时也存在盲目、不理性的行为。所以，在新时代背景下,大

学生作为流行语的重要来源之一，对流行语的选择要有充分的理性思考，在传播和扩散的过

程中要规范运用流行语，将错误的、不合理的流行语从源头扼杀，不予向社会传播。对流行

语理性选择，一方面是对流行语的创造有理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另一方面，要对流行

语的使用与传播有选择性。因此，需要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及理性思维进行培养。

（二）规范控制传染途径

1、提高意识，理性交流

流行语频繁出现于人们的口头交流中，因此对口头形式的流行语使用要加强控制。首先，

从自身做起，在交流时要对流行语合理运用；其次，对其他人的用语要进行提示与规劝，同

时要求他人对自己进行监督。交流中，对流行语的使用要规范，不使用不良流行语，避免低

级庸俗的模仿，杜绝粗鲁的脏话，注重自身文化内涵和素养的提高。

2、传媒传播的自觉规范

大众传媒的出现和发展成为流行语传播的新形式，甚至成为主要形式。作为信息传播的



重要形式，传播媒介对流行语的运用对公众有深刻影响。因此，传播媒介首先要对自己的流

行语使用进行合理规范，对不良流行语要严格限制引导大众对流行语产生正确的认知。其次

是传播媒介对流行语的运用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倡导流

行语的文明使用，提倡语言文化的规范化。

3、传播制度规范化

对流行语的使用,我们无法采取硬性的措施来加以控制。但在传播过程中，通过法律法

规制度对传播标准的要求限制，对传播媒介中不良流行语的使用数量和使用形式等不规范行

为，给予相应力度的警告和处罚措施。以法律法规加强对流行语传播媒介的监督与控制，使

流行语传播制度更加规范化，传播形式更加制度化。同时相关制度的实施情况要接受社会公

众的监督，对不合法行为进行举报，法律制度更加规范。

（三）提高校园文化的免疫力及净化力

除了把“传染源”扼杀在摇篮中和规范“传染途径”外,还需要加强“受感染者”的免

疫力与净化能力。校园作为人们接受知识和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其文化对大学生成长的影

响非常关键。因此，建设校园文化绿色生态，提高校园文化的反影响能力和净化能力极其重

要。这样即可使校园文化不受不良流行语的影响，也可发挥校园文化的净化作用，将已存在

的不良文化弱化或改造，使其适应校园文化生态，助力校园文化建设及大学生的培养。

（1）完善校园文化机制

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完善校园文化机制，

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文化方向性确保机制，培养和谐发展的人。坚

持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使之对流行语的性质等形成

正确认识。建立和完善校园文化管理体制，从组织制度上校园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

（2）营造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

优秀的、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会促进学生情感合理表达以及心理状态的理想化等。

在物质环境方面，积极创建以人文自然景观为主题的学校环境，为师生学习、生活提供良好

的设施和条件。在课程建设中，学校应该设置多元化的课程。在课程设置中，课程应该反映

一些新时代背景下的新鲜内容，注入鲜活的血液。在精神文化环境方面，学校应带头实践社

会主义新风尚，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学校可以积极开展一些文化活动，并呼吁学生的积极

参与，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文化的力量。在课堂交流中，教师发挥主导作用，带动学生的积

极性，引导学生思维的扩散。教师发挥“以人为本”的“树人”职责，从学生出发，为学生

服务，加强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同时，把握好对学生的整体性教育，兼顾所有学生的身

心发展健康。

（3）发挥校园文化的功能

正确认识校园文化的功能是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手段。第一，发挥校园文化的

导向功能，学校对学生进行教育必然要对其作出正确的引导。学校应建立自身系统的价值和

规范标准，发挥校园文化对学生的引导，通过潜移默化来引导和调节学生的行为与心理。第

二，发挥校园文化的约束功能，通过氛围约束、制度约束与观念约束，将软约束与硬约束相

结合，他人控制与自我控制相结合，刚性约束与弹性约束相结合。第三，发挥校园文化的创

新功能，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建设积极健康与充满活力的校园文化，促使

学生在文化创新的环境中激发各自的创造潜能。第四，发挥校园文化的教育功能，学校要对

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促使学生发展为一个社会人，发展为有理想、有道德的新青年。

七、结语

流行语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流行语对校园文化的影响逐渐增

大，研究流行语的生成发展机制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校园文化的建设有着深远意义，学



生、学校、社会应该三位一体，共同促进流行语的规范使用。本课题的调研和撰写采用了发

放调查问卷、个别访谈和查阅文献等方法，使文章的数据和结论尽可能的科学、规范、有效，

提出的相关方面的对策对于校园文化的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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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流行语对校园文化的影响及规范策略研究调查问卷

您好，为了解大学生流行语的使用情况以及流行语对校园文化的影响，并将结果反馈

给学校有关部门，引导大学生正确使用流行语，特进行本次问卷调查，请您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耐心填写问卷，此问卷不会涉及个人隐私。衷心感谢您的大力配合，谢谢。

性别:_____________

年级：_______________

1.您了解以下流行语中的几个？（新常态、工匠精神、大数据、供给侧、晒月亮、VR、蛮拼

的、表酱紫、老铁扎心了）

A.0 个 B.1-4 个 C.5-8 个 D.9-10 个

2.您和您身边的朋友平常使用流行语吗？

A.经常使用 B.偶尔使用 C. 从不使用

3.您主要从哪个渠道获得流行语？

A.网络 B.周边朋友 C.自创 D.报纸杂志 E.影视 F.其它

4.您经常遇到的流行语都是什么类型？

A.方言 B.政治经济 C.网络用语 D.科学技术 E.其它

5.您使用流行语的原因是？

A.新奇 B.符合情境 C.幽默 D.其它

6.假如大家都懂‘囧’的意思您不知道时，您会如何做？

A.通过朋友去了解 B.上网查 C.无所谓

7.您会在什么情况下较多使用流行语？

A.宣泄情绪时 B.语言表达交流时 C.为了吸引关注时 D.其它

8.您多数在什么方面会使用流行语？

A.聊天软件 B.手机短信 C.口头聊天 D.写文章 E.其他

9.当您接触到一个新流行语后，您的做法是？

A.了解，但不怎么用 B.了解后经常使用

C.不去了解，直接使用并传播 D. 不去了解，也不使用

10.如果流行语对您产生影响，您觉得会影响您的哪些方面？(多选）

A.思维方式 B. 价值观念 C.行为举止 D.心理健康 E.其它



11.当您面对不良流行语时，内心是什么感觉？

A.厌烦 B.无所谓 C.喜欢

12.在交流中遇到不良流行语时，您会怎么做？

A.制止 B.附和 C.无所谓

13.您学校官方活动或社团活动在宣传时，使用过流行语或其仿写体来吸引关注吗？

A.经常、B.偶尔、C.没有过、D.不清楚

14.您对流行语在校园内的使用持什么态度？

A.积极倡导 B.坚决抵制 C.适当规范限制 D.无所谓

15.如果您已经被某些流行语所影响，您认为跟哪些方面有关？（多选）

A.学校的规范管理、B.学校的教育引导、C.价值取向、D.社会文化氛围、E.心理状态及成熟度、

F.个人性格特征、G.其他

16.您认为流行语在校园里应该得到怎样的规范或引导？

A.规章制度限制 B.教育引导 C.文化氛围熏陶 D.新媒体话语引导 E.其他

17.对于校园文化建设，从流行语角度，您有什么建议吗？



附录 2
研究小结与反思

一、小结

（一）创新点

经过相关文献的研究，对流行语的含义重新解读与定义，归纳了流行语的特点、产生、

演进以及对校园文化的影响及原因。评价了一些学者对于流行语领域的研究，从传染学角度

提出了规范流行语与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的建议。

（二）研究仍存在的问题

1.流行语选取的代表性、流行性有待商榷。

2.文献的收集可能存在全面性和权威性的缺陷。

3.问题分析存在一定的分析方法与深度上的问题。

4.由于成员们的经验不足，导致论文的学术性、规范性存在问题。

二、小组成员分工

小组成员 问卷部分 论文部分

周建伟 问卷设计与修改 摘要、研究动态及结论与讨论

王雅琴 问卷设计与整理 问题的提出与对策

牛春鸿 问卷设计与整理 研究设计与调查结果分析

三、反思

周建伟：

研究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困难，但都在小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解决了。虽然研究成果仍

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我从研究的过程中感悟到许多东西。

首先，每一步骤的完成都让我学会了新的思考方式，教会了我很多技能。其次，我们研

究是以分工的形式进行的，适当的分工有利于工作进程的推进，和组员默契度的培养；研究

过程中，我们曾出现过偏离主题的问题，但都及时发现，并纠正过来了，因此，要时时对研

究过程监控，及时把偏离的部分改正回来；然后要重视研究过程的每一环节，既能把课题研

究好，也能够在每一环节中学到一些技能和知识。最后，学会了如何将自己学到的理论知识

运用到实践中，也学会了如何在实践中收获知识。

整个研究过程让我受益匪浅，以“三课堂”来说明我们的研究：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

以专业知识指引我们进行研究，在研究中检验专业知识，并在研究中产生对其他事物的新的

认知。从中感悟到，既要注重第一课堂的学习，掌握理论知识，也要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

中，完成第二课堂的学习，更要把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知识和在实践中了解到的、体会到的



认知总结成自己人生中的经验。

王雅琴：

在此次课题研究中,我所在小组的研究课题是“流行语对校园文化的影响及规范策略研

究”。在这次调查与写作中，我收获颇丰。

首先是在课题的选择阶段，最初我们确定了七个课题，我们选择的是“关于大学生外卖

情况的调查研究”。由于此课题在调查实践以及阅读相关文献资料上存在许多问题，最后我

们认为这个课题比较有调查意义，选定这个课题。

选定课题后，在开展问卷调查阶段，问卷设计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比如，问卷的问

题之间存在重合与衔接问题等。在问卷的发放与回收过程中，我们采用的是网上问卷的形式，

通过网上发放，最后存在回收率低的问题。之后，我们通过自己的力量，通过同学朋友间的

填写与转发，达到了目标预计的回收率。

在阅读文献时，关于流行语或校园文化某一方面的文献资料还是很多的，但二者兼具的

却少之又少。我们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以及购买书籍的阅读与整理，对我们的课题进行深入

的研究。并且通过小组讨论，最后，对课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实际写论文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存在很严重的问题。我对整个论文的写作是感到迷茫

的。先是对论文结构如何开展与设计不甚了解，还有就是对一篇规范论文的格式尤其是参考

文献的格式不熟悉。

最后在小组其他成员对论文大纲的整理后以及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始了论文的写作。

在写我的对策部分时，开始我对我们的课题理解产生偏差，造成内容与题目的不对应。

在小组讨论之后，在对策部分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展开论文的重新编写。在其他成员的修改下，

完成了全部论文的写作。

总的来说，这次调查研究让我受益匪浅。我不仅了解了一篇合格论文的写作，也熟悉了

调查研究的整个过程为以后的调查研究积累了经验。同时，我也认识到了我的许多不足，在

以后的生活中，我会逐步改正。

此次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们对“三课堂”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从本质上来讲，“三

课堂”就是将课堂教育教学、课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及课后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参与展开思

想政治理论实践相结合，要注重第一课堂的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参与第二课堂对理论知识

的实践，同时要与老师和同学展开信息交流活动。通过对《教育研究方法》课程的学习，掌

握了许多调查方法以及论文写作的细节处理方法，对我们的调查实践的展开与论文写作及修

改有很大的帮助。在课后，我们将课上的知识与实践相联系，并与同学老师进行交流来修改

不足，让论文不断完善。

牛春鸿：

历时两个多月，经过选题、查阅文献、问卷调查、文章撰写等环节的打磨，我们的调研

课题终于出炉了。

我们研究的课题名称为“流行语对校园文化的影响及规范措施研究”，本次课题中我主

要负责的部分为调查问卷的整理以及文章的撰写工作，在工作展开之前我本以为这并不是一

项很难的任务，但是当我深入其中之后才逐渐发现了做调研工作的不易。

首先，由于我们的调查问卷采用的是网上发放的方式，所以在回收问卷的时候存在回收

率低的问题，这是我们之前没有预料到的——回收率低可能会直接导致问卷结果缺乏代表性

和科学性，所幸，我们小组成员通过发动自己的同学、朋友帮忙填写、转发问卷，最终使得

我们回收了 338 份问卷，着实不易，这个过程也让我明白了小组团结配合的重要性。

其次，在撰写文章的过程中我也遭遇到一些困境。我所写的部分主要是对所回收问卷的

结果及其原因的分析，在分析原因的时候我有些手足无措，这主要是因为我对相关书籍和文

献涉猎的不足，所以在刚开始写的时候存在剖析深度不够、甚至还有方向性的错误，后来经



过小组成员反复的讨论与纠正，我对于原因的分析终于清晰。

最后，由于个人的局限性，这份调研课题可能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

成长为我们以后相关工作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纸上得来终觉浅”，任何一篇好的文章都不会是拍拍脑袋就能写出来的，一定要经过

充分的调研实践和反复的修改，我们这次的写作也是如此，在文章撰写的过程中我充分体会

到“三课堂”带给我的好处。“三课堂”就是学习理论知识的第一课堂和开展课外活动的第

二课堂相结合，在教师的指导下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时效性。在调研课题的整个过程中我

能都感受到“三课堂”到给我的益处，它让我将课堂上学习到的东西在实践中得以充分运用，

使我不再是枯燥无味的学习，让我在获得成就感的同时也感受到的学习带给我的快乐。

在大二就参与了一项课题研究真的是很庆幸也很磨练，通过这个过程让我们认识到无论

是写论文还是搞课题研究都不是一件易事，只有脚踏实地、广泛查阅文献、阅读相关书籍、

和小组成员密切配合，才能写出优秀的作品。在此，我们要感谢一直以来对我们悉心指导的

何老师，他不辞辛苦，一遍遍地指正我们的错误、引领我们前行，没有他的督促和指导，我

们不可能有现在的成果，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每一位小组成员的密切配合，我们大家一起努

力、一起进步，在前进中成长的我们是最棒的，共勉。



关于大学生拖延现象的调查研究

孙萌 候文花 傅杨淼

摘要：如今，在大学生群体中，越来越多的学生表现出拖延的态势，拖延行为在日常

生活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且弊大于利。为深入剖析这一现象并提出应对措施，本文采用

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等方法，以各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大学生拖延

现象”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研究。针对调查结果分析大学生拖延现象与原因，并结合专业学

科知识提出对策建议，克服拖延，让高校学生学习生活更有效能。

关键词：大学生；拖延；表现；原因；对策；

一、 问题提出

（一）研究背景

信息化时代下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随之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丰富多

彩的生活使各种各样的信息充斥眼球，大家的注意力不断被分散。随着城市化脚步的加快，

拖延现象开始在各行各业普遍存在，就连还没有完全踏入社会、活在象牙塔中的大学生们也

不例外，甚至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形容这种现象为“学院延宕”
[1]
。这不仅是因为当代大学生

们懒散拖沓，也由于大学生们习惯于逃避困难，专注享乐。他们在明知道需要并且愿意完成

某项任务的时候产生了消极的拖延行为，这不仅会影响他们的的正常工作和学习，也可能导

致许多负面情绪的产生。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拖延也存在积极的一方面。譬如，生活中不乏一些完美主义者在

完成某项任务的时候，要搜集大量的资料，做好充足的准备后才开始着手完成任务，这种积

极的拖延往往能使他们的出色地完成任务，获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但是这类人毕竟是少

数，更多的还是消极拖延。消极拖延无疑是效率的杀手。近年来，关于拖延产生的原因大多

集中于自律、时间管理等因素，如何战胜拖延的方法也是层出不穷。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

致了较差的时间管理和自律能力的产生？除了主观因素是否还有客观原因诱发拖延的产

生？大学生可以通过采取哪些措施将拖延的苗头扼杀在摇篮里并克服已存在的拖延？为解

决这些问题，我们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了有关拖延现象的调查。

（二）研究意义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拖延现象已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逐渐成为诸多学者

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现如今，在大学生群体中，越来越多的学生经历着“拖延症”的困扰

甚至折磨。大学生是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社会群体，拖延症在大学生群体中的表现和出现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他们受拖延行为的影响所带来的的直接结果就是学习效率低下，学习成

绩不理想，以后步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也会工作效率低下，工作成绩不理想，生活次序混

乱。拖延给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然而他们肩负着国家未来发展的

重任，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发展是社会的期待，也是他们自身发展的需要。目前，有关大学生

心理健康、健全人格的培养等教育问题已成为社会的研究热点。然而，在我们查阅相关文献

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对大学生拖延现象方面的调查研究仍有所欠缺。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

大学生拖延现象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面对庞大的拖延症学生群体，必须要通过多方位、全

方面的手段从根源战胜拖延症。因此，对大学生的拖延现象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拖延行为形



成原因以及战胜拖延的方法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本应顺应潮流的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却

被一股“拖延”怪风席卷。对于拖延，历来不乏学者对其进行探究，不同的学者对其提出的

观点也不尽相同。为深入开展关于“大学生拖延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我组特对近年来各学

者相关论述进行查阅、理解。我们共查找相关文献 21 篇，其中包括期刊 17 篇，硕博论文 2

篇，书籍 2本。本文拟对各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分析，以便调查研究的开展。

（一）概念辨析

1、行为方式

有学者提出：拖延作为一种行为方式，是指当人们因为某些原因需尽可能降低任务带来

的消极影响，从而选择拖延。拖延作为一种有目的的活动，也是一种行为方式。
[2]

（1）相对概念

拖延是一种相对概念，它是针对“从事”而言的，没有绝对的拖延与不拖延，当你从事

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选择对另一件事情的拖延。

（2）主观概念

拖延是个体的一种主观行为，不存在被胁迫或是突发状况，具有主观自愿性。拖延行为

是个人主观存在的概念，是个人的一种主观评价。

（3）非理性概念

拖延是指在明知结果有害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将原计划的事情向后延迟的一种行为，具

有非理性。
[3]

（4）回避概念

拖延是指人们由于害怕即将到来的事情而逃避执行任务或做决定，以回避它带来的痛苦

和压力的一种行为倾向，具有回避性。

孙旭的《大学生拖延行为研究》、徐田子的《大学生拖延症与教育环境的关系》、赵芬的

《“95 后拇指族”大学生拖延症的原因剖析》
[4]
等文献都对这一相关解释做出论述。

2、心理过程

马骁在《大学生的拖延心理及干预策略》中提到：拖延是指在开始或完成一项外显或内

隐的活动时实施有目的的推迟，是一个心理过程。
[5]
他还指出拖延是一个心理怪圈的反复循

环（如图所示）：



图 1 拖延心理过程示意图

拖延作为一种心理活动，是一个包含着认识、情感和行为等诸多因素的复杂过程。针对

这一认识，李浩然的《拖延的本质与应对》
[6]
以及董一的《浅谈大学生拖延行为与自我控制

关系》[7]也做出了相关论述。李浩然提出：拖延的实质是个体与待完成或抉择交互产生的效

价或意愿满足程度的认知，并在该事件或抉择所能带来的意愿满足在长时间内无法实现的客

观情况下，产生不断拖拉的行为及强烈情绪体验；同时，时间或抉择拖延的负面结果并不严

重或持续时间较短以及个体对负面影响所进行的合理化解释共同巩固和加强了对类似时间

的拖延认知，从而对拖延形成强化，成为了一种习惯或应对方式。分析其论述，我们可知，

拖延是指一种由个体意愿满足程度的认知引起的行为及情绪体验，其将认知、情绪、行为完

整融合，层层递进，互为补充，拖延远比一个简单的行为问题复杂得多

3、时间管理问题

陈文婷在《学习情感淡漠与拖延症的心理辨析》[8]一文中提出：拖延是一个大规模人群

的时间管理问题。而纵观历年来的文献，从拖延成因或应对角度往往有关于“时间管理”的

论述，可见，大多学者对于这一解释的认可程度。

4、病理色彩

当然，历年来的研究中不乏有学者认为，拖延作为一种症状，带有浓郁的病理色彩，如

美国芝加哥德波尔大学约瑟夫·费拉里教授就提出拖延症是一种心理疾病。不过，此类观点

也只是少数，大多学者认为，拖延不是病，只是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并非为病理性名词而是

症状性名词。

（二）方法借鉴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对应什么样的调查研究。分析历年来的相关文献，

我们可以发现几种常用优质的研究方法。如：徐田子采用自我分析中的个人历史回溯法，从

个人角度对自己进行全面的回顾分析，寻找适合自己的应对方法；王羽茜采用调查问卷法、

定量分析法、形象分析法以及整理研究法等方法，从大学生角度，系统分析普遍存在的拖延

问题并寻求解决措施[9]；高无忧、郭超然、田亚茹使用问卷调查与微记录采访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随机抽样调查对大学生拖延情况进行研究[10]；等等一系列的方法为我们的调查研究提供

了很强的借鉴意义。

（三）类型界定



针对拖延的不同认知，学者对拖延进行了不同方式的分类。

美国费拉里教授依据拖延的成因将拖延症分为鼓励型、逃避型、决心型三种。鼓励型拖

延者普遍认为在规定的最后几分钟完成所获得的忙碌的快感对自己而言是一种正强化激励，

他们更多的为了获得别人的赞赏实现自我需要；逃避型拖延者秉持着“少做不错”的信条以

逃避可能的失败；决心型拖延者是指没有办法下定决心或做出决定
[11]

。

美国学者威廉·克瑙斯依据导致拖延的成因将拖延进行如下分类：行为性拖延是指在一

项行动中由于过早退出而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半途而废；保健拖延是指

迟迟不肯做出有益健康的选择或者是推迟日常保健计划的实施，如我们日常生活中有病不医；

反抗型拖延是指为获得一项你所确信的特权而进行的反抗形式；改变拖延是指回避改变，这

也映照了拖延的回避性；迟到型拖延是指日常生活中习惯的晚到；学习拖延是指逃避研究和

学习，在学习的路上止步不前；空头支票型拖延更是在生活中十分普遍，这月的誓言总需要

在下个月重新许诺，今年的目标依然是你明年前进的方向；瞎忙型拖延是指无目的的浪费时

间在无意义的事情上；回避反对型拖延与回避责难型拖延更多的发生在与人交往之中，因不

想面对反对与责难的声音而选择忍气吞声的回避
[12]

。

分类的方式形形色色，范翠秋在《大学生拖延行为与自尊、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中

提出有学者依据拖延的稳定性将拖延分为情景拖延与特质拖延，依据拖延的事件内容分为学

业拖延与一般生活拖延
[13]
；王开拓在《研究生的困扰——拖延症》中提出有学者将拖延分为

积极拖延与消极拖延
[14]

等等。

（四）原因探究

虽然不同的学者对拖延的成因有不同的认识，但其大体方面却差异不大，主要都是从主

观（内在）与客观（外在）
[15]
两方面进行论述。

表 1 拖延原因分析表

主观因素（内在） 客观因素（外在）

人格特质 情境条件，外界干扰

思维

方式

完美主义

家庭与教育环境自我妨碍

畏惧失败

自我效能感 群体压力、“去集体化”

自我管理能力 人物本身性质和特征

个人习惯 奖惩大小与奖惩的及时程度

上述图示汇总了历年来学者针对拖延成因的主要观点，对于一些细小论述如于涵宇提出

的出现选择障碍、病理性多动症、
[16]
董一提出的拖延后果影响等未加以罗列，但这些成因也

是不容忽视的。

（五）应对措施

由于众多学者的研究视域不同，所提出的对策建议也不尽相同。如徐田子从拖延与教育

环境的关系入手，认为解决拖延的主要措施是高校教师的客观干预，通过教师的日常教育与

监督管理，改善学生自学能力欠缺学习目标欠缺的问题，从而战胜拖延。当然众学者中不乏

一些有趣的“战拖”方法，如约翰·佩里教授提出的结构化拖延法
[17]
、弗朗西斯科·西里洛

的番茄工作法、艾伯特·埃利斯的“合理情绪行为疗法”以及威廉·克瑙斯提出的“三管齐

下”法（认知方法、情绪方法和行为方法）。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也都针对性的提出建议，如约翰·佩里针对调查中发现的拖延



者更倾向于拖延富有创造性的工作这一现象提出可以将创造性的工作分解成多个简单机械

性劳动，减少拖延；针对任务的“去集体化”现象，有学者提出可以学习工作时积极寻求集

体协作，主动寻找他人合作，给予自己适当压力并与他人互相监督
[18]

等。

（六）问题与展望

通过搜集查阅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外对拖延问题的研究不是很多，且起步较晚，但

这并不影响学者研究的专业性与深入性，这些理论成果也为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不过分析近年来的拖延研究课题，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问题：首先，对于拖延与拖延症

的划分不清，往往将拖延与拖延症等同，使得大学生对其理解也存在片面性，简单的拖延行

为也被夸大为严重的拖延症；其次，学者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探究，较少的涉及管理

学与教育学知识，而且涉及专业知识点较为统一；再次，对于拖延的研究主要从大众普遍性

入手，较少有针对性的展开研究，适应一般群体的未必适应每一个个体，每个个体都具有特

殊性，针对特殊群体应个别研究；最后，对于拖延的认识主要从消极方面进行考量
[19]

，有失

偏颇，有同学认为拖延可以让自己更完美，可见拖延也有其积极意义，以后的研究也可从这

方面进行展开。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已有研究课题中的局限点，但同时也可以成为日后研究的

着力点。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当前大学生普遍存在拖延现象，这种拖延现象的存在对其生活学习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

影响，而产生拖延现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除了有个人情绪、认知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还

有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是拖延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有效克服拖延、

提高效率。

（二）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各高校在校大学生，主要以山西农业大学学生为主，较少部分涉及其他高校

学生。本次调查以网络问卷形式进行，共调查了 311 名不同年级的在校本科大学生，其中男

生 116 名，女生 195 名；大一学生 103 名，大二学生 148 名，大三学生 33 名，大四学生 27

名。

（三）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也称问卷法，是调查者运用统一设计的问卷向被调查者了解相关问题或征

询意见的调查方法。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主要涉及大学生对拖延的认识、拖延的

表现及原因、应对拖延的方法等方面内容。

2、访谈法

访谈法，是调查者根据一定的目的选择一个或几个样本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访问或交谈

的方式，了解调查者的心理和行为，然后根据被调查者的答复搜集客观的事实材料的研究方

法。本文通过对访谈对象的拖延行为、拖延心理等进行访问了解，搜集了关于大学生拖延现

象的相关资料。

3、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指搜集、鉴别、整理和分析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对事实形成科学认

识的方法。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阅读有关大学生拖延现象的相关资料，吸收借鉴，确定本

文的研究方向和内容。

（四）研究思路

本文结合当前社会时代发展的背景、大学生群体的健康发展以及被调查者的自身情况，

主要采用调查研究的方式。首先，了解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确定研究假设、方法、方向、内

容；其次，通过阅读与大学生拖延现象相关的书籍、文献资料，深层次了解相关研究，加以



总结概括，并通过了解大学生拖延现象的相关问题，设计一份详细的调查问卷，完善后发放

问卷。问卷回收后，从问卷着手研究在校大学生的拖延问题，从中抽取热点问题进行考究。

根据数据统计结果，分析产生拖延的原因及应对策略。

四、研究分析

（一）问卷调查内容与数据分析

1、大学生对拖延的普遍认识

调查显示，7.4%的大学生认为拖延是天性，44.37%的大学生认为是时间管理或计划方面

的问题，还有 39.87%的大学生认为拖延是一种慢性习惯的心理障碍，剩下的 8.36%的人对于

拖延的认识不太清楚。而针对自身的拖延情况认识以及周边拖延情况调查中，11.25%的人认

为自己拖延程度严重，42.77%的同学认为自身拖延程度较严重，37.94%的人认为自己只有轻

微的拖延，还有 8.04%的同学认为自己基本不拖延。从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人对拖

延的认识不太准确，把拖延病态化了。拖延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现象，没有单一的心

理成因，没有清晰的结论出现，研究者更倾向于把它称为“典型的自律障碍”，它会把重要

和有时限的事情推迟到其他时间去做。拖延，从词义角度讲是指在开始或完成一项外显或内

隐的活动时实施有目的的推迟，使目标任务在最后期限内无法完成，或者目标任务在最后期

限内才刚刚启动。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拖延，而非拖延症，还有的是把拖延的标签强加在自己

的身上，自愿跳进拖延症这个坑里，最后成功的变成了一名拖延症患者，许多拖延者都在自

我认同的循环中陷入了拖延的深渊
[20]

。

在调查得出的结论中，笔者发现有超过一半学生在学习方面有拖延的现象，老师布置的

作业要在上交的前一天晚上才会完成，质量不高；要考试的科目要在考试的前几天甚至前一

天才熬夜通宵翻开书看，取得的成绩不尽人意；团队合作的作业总是做的最少，有搭便车现

象，这些都是拖延带来的后果。

2、拖延表现分析

（1）时间拖延者

在问卷调查中，题为“经常对自己说‘明天再做’的人”的调查数据如图所示：

图 2 拖延时间者统计图

还有一组数据显示的是“做最终决定之前，您总是在不重要的琐事上浪费很多时间的”

比例，数据如下图所示：



图 3 浪费时间者统计图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人都喜欢对自己说“明天再做”，再做决定之前喜欢在

琐事上浪费很多时间，这些都是时间拖延的表现形式。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将已经确定的

计划推迟到“明天”，这个“明天”真的是明天吗？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天一天的

拖延就构成了时间拖延，然而我们并没有在拖延中获得好处。笔者给这些时间拖延者的建议

是：及时。首先，想象后悔。让人们提前体验一下完不成任务或作业的后悔情绪，从而学会

规避非理性决策，及时地完成手头上的事情，不会把任务推到明天才完成。其次，寻求合作。

一个人有认知局限，会受到人格类型的影响，但团体决策能有效弥补这一缺陷，促进理性决

策的形成，从而督促自己及时完成分内的工作，减少拖延。最后，要划清时间的心理账户。

明白自己在什么时间段做什么事情，在工作学习的时间不应该去做其他事情，在放松的时间

就好好的休息，以饱满的精力去面对自己所要做的事情，对拖延说不。

（2）动机混淆者

动机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复杂，有人做一件事情不知道自己的动机是什么，有人清楚自己

的动机却装作不清楚，所以形成拖延的原因有一部分是自己将自己的动机混淆了，不清楚自

己想要做什么，喜欢做什么，因此白白浪费掉很多时间，却一无所获。在调查中，76.85%

的人认为自己的时间不够用，而只有 23.15%的人认为自己的时间足够了，可以分析出来我

们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失了，因为我们不明白自己想干什么，对我们要做的提不起兴趣，

只能是一拖再拖。如果自己真的对这件事有兴趣，觉得有挑战性富有乐趣，何来拖延。正因

为拖延，所以我们才会通过牺牲睡眠时间来弥补我们所浪费的时间，进而影响我们的身体健

康，下文的调查结果有显示。对这一类人的建议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在经历了疲劳的工

作之后，要让自己休息，并让休息更加有效。无干扰的放松可以让你很容易回到工作中去，

比如散散步，喝杯水或伸展一下身子，可以有效提高效率，而娱乐可以放在完全放松的日子

里放空一下自己，充满能量投入接下来的工作当中。

（3）身边的拖延患者

我们存在的拖延现象还与我们身边的拖延患者有关。根据我们的调查数据，如下图显示：



图 4 身边拖延者统计

从图表的分析数据可以看出，99%以上的人身边都存在着拖延患者，自己也许同样是一

个拖延患者，由此可见拖延现象非常普遍的，这也是导致我们拖延行为的原因之一。明明想

迅速的完成作业，但身边的人却在玩手机或者干其他事情，个人的情绪也会随着他们的行为

所改变，也会没有想写作业的念头，转向其他不相干的事情，这样的情况也很普遍。对于这

种情况，如果这个人是你可以割舍的，你就可以找另一个高效率的伙伴，向不拖延的人学习。

如果那个人是你不能割舍的，如你的亲人，你的好朋友，结束关系显然是不恰当也是不可能

的，这时候，就是你发挥作用的时候了，你可以帮助他们尽量减轻拖延程度，这是助人也是

自助的方法。还有一种情况，当身边人的工作环境不利于学习或工作的时候，你可以将学习

的地方收拾得整洁一些，而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干净整洁的环境能让自己有一个学习工作

的好心情，能提高自己的效率。

3、拖延原因分析

在课题调查中，针对大学生活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拖延因素，笔者着重从大学生自身入手

提出拖延原因，并涉及部分客观因素。调查结果如图示：

图 5 拖延原因统计图

由图所示造成我们拖延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其中，被调查者普遍认为自制力较弱是形



成拖延的主要原因，因性格问题和任务性质而抵触导致拖延的也不在少数，针对完美主义对

于拖延的影响，王文娟、孙宏伟等人曾在《大学生拖延与完美主义的关系研究中》利用数据

分析得出拖延行为与完美主义仅存在弱相关性，而 Walsh 等也曾提出完美主义倾向与拖延之

间存在显著地正相关
[21]

，并且通过我们对被调查者的访谈，我们也可以发现在特定环境下，

完美主义与其拖延的关系性，下文中将对其进行阐释。人是一个复杂的存在，所以拖延的原

因也不是单一的，是由多个方面共同导致的，也许是因为时间充裕，任务拖到了后期，在后

期又因为它的任务性质对它产生了一种畏难情绪，于是任务就没有及时完成，总的来说，拖

延的原因有许多，因个人性格和任务性质等内外在因素会产生不同拖延的原因。针对产生拖

延的原因，笔者提出的对策是就要根据自己对产生拖延的原因有清晰的认识，然后有针对性

的改变自己，学会接受现实，减少拖延行为。

4、拖延影响分析

在笔者对大学生关于拖延认识的调查中，拖延对同学们造成的影响，认为基本没有什么

负面影响的占 7.72%，有一些负面影响但不严重的占 43.09%，有较重的负面影响，如剥夺睡

眠时间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等的占 32.8%，其余 16.4%的同学认为会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如内心存在强烈的愧疚感和后悔感。在同学们进行拖延时他们的感觉也不完全相同（多选），

如图示：

图 6 拖延影响统计图

根据调查问卷的结果，笔者可以得出结论：在同学们的周围都存在着多多少少的拖延现

象，可以说几乎每个人都有这种情况，只是存在的情况不同，同学们受其影响也不同，大部

分同学在拖延之后受的负面影响不大，但仍有较大一群人会因为拖延而牺牲自己的睡眠时间。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拖延之后会感到高兴、平静或精力充沛等正面情绪，更多的人有负罪感、

紧张感和压力感等负面情绪。虽然拖延可以在短时间让我们得到一定的放松，但是在放松期

间也同样伴随着不愉悦的感觉，脑子里始终想着自己的作业和任务，也不能随心所欲的放松，

在他们心里好像总是有一块石头没有落地，这就是大多数有负罪感心理的人的共识。总之，

同学们在拖延后都会有不可避免的负面情况出现，有的情况严重，有的情况较轻，都会使我

们的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说明拖延行为对于我们来说弊大于利。

（二）个案访谈内容与分析

拖延并不一定都是消极的，拖延也有积极的一方面。譬如有一些完美主义者，他们会在



做事情之前把所需要的资料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全部准备好，最后才开始进行工作，做到有备

无患，可以随机应变。但并不是所有的完美主义都是可行的，完美主义分为适应性和非适应

性，适应性的完美主义是不断、更好的适应自身所存在的环境，促使人改变以适应社会，促

使自己更加完美，有着这样完美主义的人们做的事情一定是十分到位，能令给人十分满意的。

非适应性的完美主义则恰恰相反，它带来的是消极的自我评价和神经质，这样的完美主义者

过于苛求完美，反而制定不出可行的方案和计划，导致了拖延，在某种意义上说完美主义是

一种缺陷。完美主义可以说是拖延，但拖延绝不是完美主义。

在笔者的调查中，有被访者认为身边存在这样的完美主义者，他们在完成作业时总是收

集很多的资料，借鉴别人的作业，在准备充足之后才开始着手并不断地完善和修改，达到令

自己满意的程度才罢休，这样的严格程度不仅能让同组成员或老师满意，受到他们的赞扬与

褒奖，也会让自己得到好成绩，这是适应性的完美主义，也有一些同学有着非适应性的完美

主义，他们的完美主义体现在对自己过于苛求，已经写了一页的笔记却因为几个错别字而归

零重写，这种过于苛求的完美主义使他们有时不能及时完成任务或作业，造成了拖延。

有些时候，我们拖一拖可能在制定计划、寻找资料、整合想法、减少摩擦等，是为了更

好的完成任务，提高任务的质量和运行效率，反而拖一拖能使任务更快更高质量地完成，这

就体现了拖延的积极方面。但这毕竟是少数，不是所有的拖延带来的都是好的结果，时间是

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做高效率的事情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没有不喜欢高效率的人

五、对策建议

根据调查结果和对拖延症认识、形成原因、影响等的分析，结合笔者所学专业学科知识，

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克服失败恐惧，挡住拖延的脚步

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他的需要层次理论中谈到人有满足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正是出于

这种需要，大部分学生执著于追求僵化的非理性的完美主义，内心充满对失败的恐惧，从而

导致他们在完成某项任务时一拖再拖。他们认为一件事情努力去做了反而更具有失败的可能

性，不如不去做，但因为惧怕失败而放弃成功的可能性，这也是不值得提倡的，所以一定要

克服失败恐惧，转变认知观念，建立积极情绪。管理心理学中提及情绪与工作绩效的关系，

其认为，正确适宜的情绪有利于我们更好更快的完成任务。

2、确定明确目标，摆脱拖延的束缚

管理心理学中“目标设置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活动需要目标，明确、具体、难度适当的

目标激励效果好于含混笼统的目标。部分学生在完成任务时选择拖延是由于目标设置的不合

理，过高的目标会导致无从下手，进而选择逃避拖延；目标过低又会导致学生思想上的不重

视，从而选择放置搁浅，一再拖延完成任务。所以，要摆脱拖延，就要给自己确定一个清晰、

具体、可量化的目标，将目标分解成具体细微的步骤来完成，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循序渐进，

不急躁，不拖延，合理高效地完成任务。

3、科学管理时间，停止拖延的等待

管理学理论认为管理活动始于计划，计划即对事情进行预先筹划和安排，合理的计划有

利于减少时间的浪费，提高工作效率；管理工作必须要控制，针对计划中出现的偏差采取纠

正措施，以确保计划得以顺利实现。计划和控制是科学管理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对大学生拖

延现象的调查中，44.37%的大学生认为拖延是管理和计划方面的问题，很多学生缺乏时间观

念，不能进行合理的计划和控制，不能将最重要和最紧要的事情安排在任务列表的最前方，

反而总是先去完成一些不重要的无实际意义的简单的任务，以此来缓解自己内心的焦虑和不

安，这样造成的后果往往是陷入不断的恶性循环。由此可见，科学的任务管理对于当代大学

生改善拖延行为，高效完成任务极为重要。大学生必须将所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完成某

项任务时，提前做好时间计划，合理安排时间，将任务分时间阶段有序完成，以便在规定的



时间内高效地完成任务。科学地管理时间是学业进步、事业成功的关键，只有合理利用业余

时间，才能使它发挥最大的效力。只有正确掌握科学的时间管理方法，才能够战胜拖延，享

受大学生活。

4、消除一切干扰，拒绝拖延的依赖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个体要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清晰的自我认知和有效地自我控制。在

对大学生拖延现象的调查中，68.49%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形成拖延的原因主要是自制力较弱，

在完成目标的过程中，会经常被互联网、个人交际等琐事不断干扰，从而成为拖延完成任务

的理由。目前，大学生生活中存在最大的一种干扰就是互联网，现在的大学生宁愿每天晚上

回到寝室在网上漫无目的地浏览网页，看各种视频，甚至是对着屏幕发呆也不愿意看书或者

着手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和任务。这一现象追根究底是因为由于学生信念不坚定，自我控制

较弱造成的，所以在完成任务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自制力薄弱的就要

想办法进行强有力的自我控制，消除一切干扰，比如，我们可以选择关掉手机，关掉电视等，

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专注于自己所要完成的任务，待任务完成后，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5、寻求集体协作，战胜拖延的恐惧

管理心理学中关于群体动力的理论知识认为，群体所确立的行为标准和行为准则以及群

体压力对群体成员的不良行为具有约束作用。此次对大学生拖延现象的调查研究表明，拖延

还有一个很大的共性，就是一个人单独完成一项任务时容易产生拖延现象，而在与他人合作

完成某项任务时，由于群体的压力，个人的拖延症就会削弱。在问卷调查最后的开放题中，

大部分学生表示互相监督，形成组织，更有利于他们战胜拖延。利用集体完成任务的压力来

减少社会携带或心理动因的不足，程度不同的拖延者可以通过组织或集体的力量来约束自己

的行为，也为他人提供经验并且相互监督。所以，当感觉自己在做某件事情上有拖延症的时

候，不妨邀请自己身边的小伙伴，一个寝室的同学或者一个社团或组织的成员等跟自己共同

做这件事，彼此相互监督，互相激励，以期更好的完成目标。

6、优化教育环境，营造积极的学习氛围

教育学理论认为个体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环境的影响。因此，帮助大学生战胜拖延，作为

教育主体之一的学校责无旁贷。调查表明，学校应该适当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大学生战胜拖延，

例如：在进入大学时，应当对学生进行时间规划管理等方面的教育，营造良好的时间管理氛

围，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时间观念；开办一些有关时间管理的讲座，使大学生能够掌握一些

科学管理时间的方法等等，以便于大学生能够充分有效地利用时间，尤其是业余时间，完成

更多的工作任务，体会时间的真正价值所在。
六、结语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大学生拖延现象日趋严重，且这种消极拖延严重影响着大学生的

精神面貌及日常生活。笔者对在校大学生进行拖延现象的调查研究，主要是为了分析问题、

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通过此次调查研究，笔者旨在加深大学生对拖延行为和拖延症的了

解，让大学生知悉拖延的形成原因和危害，并提供一些行之有效的战拖方法，但要真正改变

拖延行为、解决拖延问题，关键还在于大学生本身。一寸光阴一寸金，如果不能对时间进行

科学合理的利用，而是选择在时间上偷懒玩耍，势必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拖延。要想战胜拖延，

就要克服对失败的恐惧，学会对时间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细化时间安排，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任务；消除一切干扰，或者选择集体协作，寻求监督等切实可行的方法，战胜拖延。



参考文献

[1]徐田子.大学生拖延症与教育环境的关系[J].高教学刊，2015（21）：247—248.

[2]孙旭.大学生拖延行为研究[J].时代经贸，2012,5：51—52.

[3]于滢.新常态下大学生“拖延症”的心理动因和应对探析[J].亚太教育，2015（18）：240.

[4]赵芬.“95 后拇指一族”大学生拖延症的原因剖析[J].考试周刊，2016,47:162—163.

[5]马骁.大学生的拖延心理及干预策略[J].中国职业教育，2013,22:61.

[6]李浩然.拖延的本质与应对[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

[7]董一.浅谈大学生拖延行为与自我控制的关系[J].社会研究，2012（9）：91—92.

[8]陈文婷.学习情感淡漠与拖延症的心理辨析[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3,21（7）：1117

—1120.

[9]王羽茜.关于大学生拖延现状调查[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3,28（12）：148—151.

[10]高无忧，郭超然，田亚茹.探究大学生拖延症情况及解决对策——基于辽宁工程技术大

学的抽样调查[J].商品与质量，2015,4：268.

[11]楚珺繁.大学生拖延症的危害及应对策略研究[J].科技展望，2016,26（20）：344.

[12]陶婧.终结拖延症[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5：30—33.

[13]包翠秋.大学生拖延行为与自尊、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D].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

[14]王开拓.研究生的困扰——拖延症[J].青年与社会，2011（6）：62—63.

[15]何静，赵雷丽.拖延症的成因及对策分析[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4,30（4）：42—51.

[16]于涵宇，李释然，沈玉婷.我国大学生群体拖延症现状探析[J].管理智库，2013,12：19

—20.

[17]郝静.当代大学生拖延症现象分析[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28（2）：144

—146.

[18]耿鹏凤.大学生拖延心理研究综述[J].商，2016（35）：99.

[19]崔燕，崔莉，刘爱书.拖延研究综述[J].社会心理科学，2008,23（2）：150—153.

[20]付晗晓.拖延不是病：解密拖延心理成因[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5：12—13.

[21]王文娟，孙宏伟，王秀芳.大学生拖延与完美主义的关系研究[J].中国医药科学，2013,3

（15）:69—70.



附录一

关于大学生拖延情况的调查问卷
亲爱的同学们：

您们好！

您了解拖延吗?您是否也曾无法坚持完成某些事情，曾到最后一刻才完成所有该做的事

情，曾制定计划却总是推迟实施。其实这些都是拖延的表现。拖延对个体计划要做事情的一

种延期或耽搁。为了解大学生拖延情况，并帮助其正确认识和改进拖延行为，我们制定了此

问卷，问卷采取不记名方式调查，不会泄露您的隐私，请您如实填写，谢谢！

1. 您的性别：

选项 小计 比例

男 116 37.3%

女 195 62.7%

2. 您的年级：

选项 小计 比例

大一 103 33.12%

大二 148 47.59%

大三 33 10.61%

大四 27 8.68%

3. 您对拖延的认识：

选项 小计 比例

天性 23 7.4%

时间管理或计划方面的问题 138 44.37%

一种慢性习惯的心理障碍 124 39.87%

不太清楚 26 8.36%

4. 做最终决定前，您总是在不重要的琐事上浪费很多时间：

选项 小计 比例

总是 46 14.79%

经常 126 40.15%

偶尔 108 34.73%

几乎没有 31 9.97%

5. 您总是在决定之后马上行动：

选项 小计 比例

总是 57 18.33%

经常 117 37.62%

偶尔 120 38.59%

几乎没有 17 5.47%



6. 完成某项任务中过程中，您总是花时间做一些其他不相关的事情：

选项 小计 比例

总是 42 13.5%

经常 97 31.19%

偶尔 132 42.44%

几乎没有 40 12.86%

7. 您经常对自己说“明天再做”：

选项 小计 比例

极为符合 39 12.54%

基本符合 93 29.9%

较为符合 104 33.44%

较不符合 60 19.29%

极不符合 15 4.28%

8. 您是否经常觉得时间不够用：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239 76.85%

否 72 23.15%

9. 到了起床时间您会拖一阵再起床：

选项 小计 比例

总是 91 29.26%

经常 91 29.26%

偶尔 108 34.73%

几乎没有 21 6.75%

10. 收到信息会未接来电时，您会立即处理：

选项 小计 比例

极为符合 104 33.44%

基本符合 115 36.98%

较为符合 56 18.01%

较不符合 30 9.65%

极不符合 6 1.93%

11. 通过第 4~10 题的测试，您认为自己的拖延程度：

选项 小计 比例

严重 35 11.25%

较严重 133 42.77%

轻微 118 37.94%

基本不拖延 25 8.04%



12. 您觉得在什么地方拖延最严重：

选项 小计 比例

学习 178 57.23%

社团工作 50 16.08%

生活交友 63 20.26%

各方面都有 123 39.55%

各方面都没有 20 6.43%

其他 55 17.68%

13. 您周围拖延的人多吗：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多 51 16.4%

较多 173 55.63%

不多 75 24.12%

很少 9 2.89%

没有 3 0.96%

14. 拖延对您有造成什么影响吗：

选项 小计 比例

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24 7.72%

有一些负面影响 134 43.09%

有较重的负面影响，如剥夺

睡眠时间，不能按时完成任

务等

102 32.8%

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如

强烈的愧疚感

51 16.4%

15. 当您拖延时您的感觉时是：（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高兴 12 3.86%

放松 36 11.58%

平静 42 13.5%

精力充沛 14 4.5%

紧张 84 27.01%

充满压力 122 39.23%

负罪感 173 55.63%

脾气暴躁 77 24.76%

无精打采 97 31.19%

自卑 35 11.25%

悲伤 41 13.18%

其他 58 18.65%



16. 您认为造成拖延的原因有：（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时间充裕 51 16.4%

过于追求完美 43 13.83%

拖延结果并不总是很差，因此

拖延行为的得到了自我鼓励

86 27.65%

畏惧情绪 67 21.54%

性格问题 122 39.23%

自制力较弱 213 68.49%

因任务性质而抵触任务 118 37.94%

强迫倾向 44 14.15%

其他 35 11.25%

17. 您会通过何种途径克服拖延：

选项 小计 比例

寻求专业帮助 48 15.43%

独自尝试 213 68.49%

他人监督 130 41.6%

其他 60 19.29%

18. 您认为怎样才能有效改善拖延？（开放性问题，请帮忙回答，谢谢！）

在对本题的调查统计中，有效回答率为 34.73%，现就有效回答进行统计如下：

1. 进行科学合理的时间管理

2. 提高自制力

3. 采取硬性要求

4. 消除手机等移动设备的干扰

5. 与他人一起协作，互相监督

6. 树立坚定的目标

7. 对自己进行心理暗示

8. 制定合理的计划安排

9. 拖延必定存在危害，但在我看来有时候拖延可以更完美，不需要改变

10.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附录二

研究小结与反思

一、研究小结

本次调查研究主要围绕“关于大学生拖延情况”进行调查，对现今大学生存在的拖延现

象进行深入剖析，分析它存在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小组之间配合默契，发挥个人所

长，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且互相帮助，集体协作。小组成员所做的工作小结如下：

课题研讨 前期准备 问卷调查 论文撰写

孙萌（组长） 课题确定 文献查找及阅读 问卷修改及发放 对策建议及其他、修改

候文花 课题提出 文献查找及阅读 问卷制作及发放 文献综述及其他、修改

傅杨淼 课题确定 文献查找及阅读 问卷制作及发放 研究分析及其他、修改

二、个人感悟

孙萌（20151009217）

本次关于“大学生拖延现象”的调查研究，从选定课题、查阅文献、设计问卷、修改问

卷、发放问卷、回收问卷、数据统计分析、论文撰写，论文修改直至最后的完成，历时近 2

个月，8 周，60 多天，对于初次进行课题调查研究的我们来说，这可谓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也正因如此，这项任务的圆满完成让我们每个成员都收获颇丰。

对我个人来说，这一课题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是一个对自己抽丝剥茧般的剖析过程。因

为自己在生活学习中存在很多的拖延现象，小组成员共同商量讨论后决定对大学生这一群体

的拖延现象进行调查研究。课题确定，进入查阅文献的环节后，自己拖延的症状就开始显现，

一切抛之脑后，总想着时间还很长，等周末再去图书馆查资料，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拖延，

一拖再拖。作为组长，对于自己的拖延行为我深表惭愧，但我很幸运，在拖延的时候小组的

其他两位成员不断督促我，帮助我摆脱拖延，我们好像真的成了一个“战拖”小组。不得不

说，集体协作，互相监督是战胜拖延的一剂良药。群体动力的推动下，我们开始集体协作，

互相监督，继续完成任务。

当我们开始兴致勃勃地去图书馆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时，却发现关于大学生拖延这方面

的文献资料真的是少之又少，可供参考的资料明显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没有沮丧，

而是努力寻求解决办法，相互商量后决定购买并阅读相关的书籍。人们常说：书中自有黄金

屋，这一次才是真的深有体会。通过阅读美国威廉·克瑙斯的《终结拖延症》，我不仅了解

了很多关于拖延的知识，找到了拖延的原因，还掌握了一些战胜拖延的方法。虽然说我们的

课题可供参考的文献不多，但通过阅读相关书籍掌握的这些知识为我们后期论文的撰写打下

了基础。

问卷的设计、修改、发放、回收、统计分析阶段是整个调查研究过程中遭受阻力最少的

一个阶段。但在后期的整理分析中发现，我们的问卷设计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是我们在

以后的工作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论文撰写阶段，不仅考验了我们成员间的默契，也充分展现了我们的团队分工合作能力。

论文撰写主要分为三部分：我主要负责撰写论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设计、对策建议和

最后的结语，其他两位同学分别负责较复杂的文献综述和研究分析，我们的分工使每个成员

都发挥了自己的所长。也许是两年的朝夕相处形成了很好的默契，可以说我们的合作很成功。

最后的论文修改是最让我们感到头疼的部分。原本已经初具模型的论文，在听完老师的

指导后，发现很多地方都不符合要求，需要推翻重来，那种感觉不亚于亲手杀死自己养了很

多年的宠物。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为了让我们的论文更加完美，符合要求，我

忍痛推翻了自己原有的所有对策建议，从我们所学的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角度出发，重

新提出新的对策建议，以展现我们专业特色和优势。

通过此次调查研究，才真正理解了何云峰老师提出的“三课堂”协同理论。这种课题调

查研究的教学模式无疑是对何老师“三课堂”协同理论最好的阐释。我们的整个调查研究过

程都严格按照此种模式展开：课堂上听老师讲解教育科研的相关理论知识；课后根据老师所

讲理论知识进行课题调查研究；然后又将调查实践中所获取的知识带回到课堂，对课堂所学

理论进行深化和升华。这种教学模式不仅充分调动了我们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还教会我们更

好的将所学理论与知识完美结合。非常感谢何云峰老师，没有他循循善诱的指导，我们也不

可能如此顺利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

本次的课题调查研究圆满结束，感觉就像上演了一部跌宕起伏的电影，但这部电影对我

们来说是特别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本色出演。本次的调查研究收获很多，仍有不足，还

需继续努力。最后，希望大学生拖延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实现华丽的蜕变!

候文花（20151009218）

在本次的课题调查中，我切实体验到了大起大落的感觉，可谓一波三折，但也受益匪浅。

首先，在课题确定的过程中，我们先根据日常的观察提出了“大学是座整容院”这一课

题，在课堂内外与老师进行讨论后认为该课题存在偏颇，将这一课题否定，所有为这一课题

所做的准备全部变成了无用功，推翻重来。然后我们再次查找资料、结合大学生实际情况思

考新的课题，提出“大学生拖延现象”这一研究课题。

其次，根据何老师在课堂上提及的文献查找方法进行文献查阅。本来我们以为对于这一

普遍现象的研究课题应该不在少数，但实际发现，可用文献并不多，且权威性也不能确保，

无奈只能根据历年来的研究文献使用引文跟踪法对所找文献进行优中选优、筛选借鉴。

再次，是设计并发放问卷阶段，这应该属于比较顺利的阶段，但是从设计问卷到发放并

回收问卷也历时 20 多天，一次次发动周边力量扩散问卷，以期达到合适的问卷回收量。不

过我们的问卷还是存在很多不足，在事后的整理分析过程中这些不足之处逐渐显示出来，这

也给我们以后的研究敲响警钟。

在撰写论文时，我们先根据课上的理论知识设计了论文提纲，在着手编辑论文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自身提纲与老师新提出的要求不符，我们是根据调查的内容提炼理论如概念、影响、

原因、措施等展开论述，但事后针对老师提出的要求——问题提出、研究设计、研究分析、

对策建议等方面，我们重新设定论文大纲，再次推翻原有思想，重新开始撰写论文。

论文初稿完成后还没高兴多久，上课过程中何老师又提出的一些新理论、新要求就像凉

水一样泼下来，让我对我们的论文成果产生深深地担忧。论文中很多地方存在不足，自己这

关都过不去，更别提让老师帮助我们审查了，所以又开始了漫长的论文修改之路。修改过程

中，为了让我们的论文更加完善，常常不得不大面积推翻原有成果和思维，重新构思。

在本次课题调查中，我觉得这样的“三课堂”研究过程对我们而言更像是一个推翻重来

的过程，先是根据实际提出自己的想法，将之系统理论化，再根据课堂理论知识不断更新论

文要点，最后将论文搬进课堂寻找不足进行完善，不断地否定，再不断地肯定，循环往复。

所幸这样的循环对我们而言，比起挫折更是一种磨炼加激励，让我们不断学习，自身能力不



断得到提升，也希望我们的论文能够在这种循环中不断优化，获得认同。

在课题调研中，我们所犯的最大的问题恰恰就是我们研究的拖延问题，我们研究拖延，

却不成想我们就是最典型的拖延者，幸好我们小组以及身边的好友会对我们进行督促、勉励，

好让我们积极投入战斗。总的来说，这次的研究还是让我收获颇多，除了在理论知识及其实

际操作方面的能力得到提升之外，也明确了团队合作时分工与责任的重要性，还是希望能够

有较多的机会进行此方面的实践。另外，也要感谢何云峰教授对我们的帮助与支持，为我们

提供理论技术支持的同时，督促我们的课题进度，以期尽善尽美的完成论文。

傅杨淼（20151009219）

经过此次的课题调查，我收获了很多，也明白了很多。

我们准备这篇论文前前后后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由开始的去图书馆查找资料，可让我

们失望的是，可用的文献并不多，之后在网上买相关书籍，制定问卷，再开始阅读书籍并摘

抄下关键句以便使用，之后开始撰写论文的框架，把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进行充实，在课堂上

听取了老师的要求，课下不断地修改，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期间，我们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

问题，因为任务的困难性，就连我们自己也犯了拖延的毛病，但最终我们还是克服了重重阻

碍，完成了任务。

就我着重写的研究分析那一块，自我感觉还是不错的，根据我们的调查问卷数据分析大

学生拖延的原因，其中穿插了图表，呈现给老师更直观的数据，然后针对发生拖延的原因提

出相应的对策。在空余的时间，将我们的问卷用三线式的格式进行誊写，步骤比较繁琐，但

也还算容易操作，再将我们的论文整合，不得不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三个都为这

篇论文尽心尽力，把我们脑子里的东西都运用到了论文上，希望能有一个好成绩。

我们因为“三课堂”这样的教学模式而不断地完善我们写的论文，老师在课上对我们的

课题进行了分析与探讨，我们在课下就确定我们的方向；老师在课上提出了论文应有的内容，

我们在课下就补充我们的论文；老师在课上强调论文的格式，我们就在课下不断完善我们的

论文。不得不说，这样的模式是很有用的，能让我们及时修改和完善论文，清晰的了解正确

的论文格式。

我觉得有些不足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问卷，我们的问卷是在我们没有查看与翻阅全部文献

的基础上进行的，当时对拖延的认识没有那么深刻，还是保留了以前的旧思想带入了问卷，

所以有几处错误的地方当时没有察觉，是在最后誊写的时候发现的，这点是我们的不足之处，

在以后的准备中一定做到更充分，在翻看书籍之后再着手，做到更好，不留遗憾。

总之，通过这次的调查与论文的撰写，知道了一篇有规格的论文应该用什么格式编辑，

需要看多少的文献才能有这样的专业的意识，同时，团队合作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次是

我们寝室的三位成员分为一个组，经过两年的相处，默契程度较高，没有出现比较大的分歧，

进行的较顺利。通过这次的经历，也让我收获颇丰，人生阅历也更加的丰富，为以后写毕业

论文及其它论文奠定了基础。最后，感谢何教授对我们课题的帮助与支持，让我们顺利的完

成论文。



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调查探析

——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叶长胜 李国晋 张磊

摘要:2014 年 9 月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号

召后，社会上便掀起了一股创业之风。大学生顺势而上，成为了创业大军中的年轻主力，

为我国新常态下的创业注入了新活力，为大学生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就业开辟了新通道，

但由于大学生自身创业素质不足、社会规范失控、创业教育失误、功利性风气等内外因素

的影响，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问题也日益凸显。鉴于此，我们采用问卷调查法为主、

个别访谈及文献研究法为辅的调查方法，对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现状、原因及影响等进行

了研究与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对策以预防和减少创业失范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大学生； 创业 ；失范行为 ；归因分析； 对策建议

一、引言

在国家和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大力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背景下，社会创业环境持续稳定向

好。大学生作为倍受期待的一个群体，自然也搭上了这辆创业致富，实现价值的快车，但是

在校大学生创业过程中诸多失范行为屡见不鲜，引人关注，比如无照经营、虚假宣传、私售

零食、乱摆地摊等，这些创业失范行为的产生不但破坏了大学生在普通大众心目中的美好形

象、损害了学校的声誉，而且污染了健康积极的创业环境，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并且对想

要或正在创业的大学生形成了负面的创业向导，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使身处大学校园中的

大学生承受着无意识状态下的权利侵害。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小组提出了“在校大学生创业

失范行为调查探析”这一课题。

二、 文献综述

（一）研究动态

表 1：文献研究动态简表

类型 文献总数（篇） 近三年文献数量（篇）

失范行为

8868

2015 年 896

2016 年 832

2017 年 155

大学生失范行为 1207

2015 年 120

2016 年 112

2017 年 18

创业失范行为 45

2015 年 5

2016 年 6

2017 年 ——

见表 1，在知网中以“失范行为”进行文献检索，共有相关文献 8868 篇，其中期刊论

文 6516 篇，硕博论文 2623 篇，会议论文 119，其他 356 篇，从以上动态数据中笔者认为学

术界对于“失范行为”的研究范围很是宽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大小方面；以“大学生失范

行为”主题进行文献搜索共有 1207 篇，包括硕博论文 337 篇，全部期刊论文共 859 篇（CSSCI

论文 80 篇，核心期刊论文 140 篇），其他 11 篇；其中 4篇涉及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其他



文献主要涉及学术失范、道德失范、网络失范等行为；以“创业失范”进行文献检索发现

45 篇文献，涉及大学生创业的有 8 篇。近三年来三种类型的文献发表频数呈下降趋势，这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失范行为相关的研究出现饱和状态，研究力度有所减缓。且在诸多研究失

范行为的文献中，我们发现主要研究对象包括失范行为的类型、原因、影响及应对措施等方

面，因此在校大学生失范行为的研究相对局限于这些内容中。鉴于此，笔者认为国内对于“失

范行为”、“大学生失范行为”研究较为活跃，但是在“创业失范”、“在校大学生创业失

范行为”这些模块的研究很是缺乏，缺少有力的数据与文献支撑且研究视域较为狭窄，这给

笔者的文献研究带来很大困难，但是笔者也意识到本次调查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研究的空白。

（二）概念界定

1、创业

国内外学者对“创业”这一行为有过很多定义，比如张东升等认为“创业是从零开始创

建新企业”；林强等认为“创业是企业管理过程中高风险的创新活动”。
22
国外学者科尔认

为“创业是发起、维持和发展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有目的性的行为”；以及杰夫里.提蒙斯

认为“创业是一种思考、推理结合运气的一种方式”
22
等。以上定义过于简单抽象，不利于

我们对于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的研究，因此我们认为百度百科对创业的定义即“创业是

创业者对自己拥有的资源或者通过努力对能够拥有的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从而创造出更大的

经济或者社会价值的过程。”
22
更适合我们研究的方向，因此本次对创业失范行为的研究架

构于该定义基础上。

（三）失范行为

失范行为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国内学者王季桃认为“失范行为在狭义上讲，指违反道德

规范，做出与规章制度相违背的行为。广义上讲，它既包括违反思想品德、道德规范、规章

制度，也包括违反法律甚至犯罪行为等
22
”；学者杨振福认为“失范行为就是指所有那些违

反或者偏离某个社会现行的社会规范的活动与行为
22
”；也有美国社会学家 D.道格拉斯和 C.

瓦克斯勒认为失范行为是指“某一社会群体的成员判定违反其准则或价值观念的任何思想、

感受或者行动。”
22
了解以上国内外对于“失范行为”的研究，我们对失范行为有了更加清

晰的认识，这对于我们的创业失范行为研究也大有裨益。笔者认为失范行为总体包括三个层

面：违反法律行为
22
、违反规章制度行为、违反道德行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本文主要

探析在校大学生创业中违反法律、校规校纪、社会道德三方面的失范行为。

（四）创业失范行为

创业失范行为在国内外尚未给予学术与官方的定义，笔者类比“学术失范”、“道德失

范”等定义，结合以上各家对于“创业”与“失范行为”的认识，笔者认为创业失范行为可

理解为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因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或精神价值而采取违反法律法规、违反道德

规范、违反规章制度等不良手段来扰乱社会风气、市场环境及创业环境的创业行为。
22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1、在我们自身认知水平不高和外在社会规范不足的情况下，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

的发生不可避免的。

2、大部分创业大学生和非创业大学生对于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这个概念和现状的认识

都处于不了解的认识层面上。

3、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的发生与自身创业素质、社会规范、学校创业教育及校园

文化等内外在因素密切相关。

（二）研究维度



主要从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的认识、影响因素、失范行为产生的不良影响和防止创

业失范行为发生的对策措施 4个维度上进行研究。

（三）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方法以问卷调查法为主，以文献研究法、个别调查法为辅进行调查研究。

1、问卷调查法

（1）问题设计：

①主要从对创业失范行为产生的认识、影响因素和防止创业失范行为发生的对策措施 3

个方面来设计问题。其中对在校大学生失范行为产生的认识方面包括学校是否存在创业失范

行为、在校大学生创业的现状、大学生对学校的创业失范行为持什么态度、创业失范行为的

特征、创业失范行为发生的创业环节和对宿舍零食小卖铺的认识等问题；影响因素的问题涉

及个人、学校、社会等方面；防止创业失范行为发生的对策措施方面包括家庭在创业行为中

扮演的角色、大学创业教育引导措施和大学生自身要具备的创业素质以及网络应用监管等。

②问题排序：首先把在校大学生对创业失范行为的基本概念及外在表现的基本认识置于

前端，方便大家联系实际进入到问卷问题的回答中；其次是关于导致创业失范行为产生的原

因；最后从宏观的角度通过对创业失范行为的类型、环节、特征等问题的发问来引出创业失

范行为解决对策和措施的问题。

（2）问卷发放回收状况:问卷为电子问卷形式，以山西农业大学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根据年级、性别的不同通过聊天软件 QQ 和微信将电子问卷分发扩散。回收问卷数不设上限，

实际共回收问卷 152 份，回收率 100％；包括男生 54 人，占总人数的 35.5%，女生 98 人，

占总人数的 64.5%；152 份有效问卷中包括大一学生 35 人，占总人数的 23%；大二学生 83

人，占总人数的 55%；大三学生 28 人，占总人数的 18%；大四学生 6 人，占总人数的 4%。

本次问卷调查男女比例差距大，各年级人数分布不均衡，大二学生最多，大四学生最少，这

些不足可能对问题研究造成误差。

2、个别访谈法：

因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影响在有限的问卷问题中不能有效、全面收集，

我 们采用个别调查法以微信、QQ 的沟通方式对 30 名不同年级和学科背景的同学进行单独

调查与访问。

3、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

的方法，文献法是一种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法。在本课题的调查中，笔者以

“失范行为”为主题阅读了约 40 篇相关文献，包括期刊、杂志、电子文献等，希望站在前

人的肩膀上对该问题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与见解。

（四）分工与时间

1、研究过程中的分工与合作：本课题我们小组采用“模块式”工作方式，组长负责监

督指导。每人重点负责课题的一块，其余人协作完成，所有人全程参与整个课题的调查研究

工作。

2、调查撰写时间：2017 年 4 月 15 日——2017 年 6 月 10 日

四、研究结果分析

（一）对于问卷问题的分析

1、在校大学生失范行为基本情况分析

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基本情况分析从该行为存在的整体情况和该行为发展的程度

状况两方面进行阐释。



表 2：对于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存在现状的调查

选项 小计 比例

存在，现象普遍 10 6.58%

存在，现象少见 54 35.53%

几乎不存在 22 14.47%

尚不清楚 66 43.42%

由表 2 可知，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存在，现象普遍”占总人数的 6.58％，“存

在，现象少见”占总人数的 35.53％”，这表明尽管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不是特别普遍，

但是该失范行为依然存在并被部分同学或多或少地感知；此外，我们更应注意到有 43.42％

的同学对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的存在有着模棱两可的认识，不能灵敏地感受到身边危害

行为的蔓延。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当代大学生对周围事物变化缺乏相应的感知能力以及认

识事物具有模糊性，同时表明该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不易被人察觉。

图 1：对于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程度的调查

从图 1 可以看出，52.63％的同学认为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发展的程度并不严重，

整体趋势良好，这与表二中表现出的不普遍现象相吻合；但是依然有 21.71％的同学（前两

项数据之和）认为该现象较为严重，这需要引起高校重视，学校及相关部门应该怀有“千里

之堤溃于蚁穴”的忧患意识，及时布控，防危患于未然。

综上所述，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在诺大的创业环境中并不普遍，处于一种萌芽状态，

但由于它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以及人们具有认识的模糊性，常常导致人们对该行为的忽视而使

其在狭缝中不断蔓延与成长，具有很大的潜在危害，需要人们予以重视。

（三）对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关注度的分析

百度百科对“关注度”的解释是当下的社会民众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思考、学习、交流的

行为方式。
22
笔者认为大学生对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的关注度是有效反映当前大学生关

注倾向的重要因素。对此，从大学生对该失范行为日常表现的关注和大学生法律意识关注情

况进行综合分析。

图 2：大学生对该失范行为表现的关注情况 图 3对法律认知情况调查



图2所示是152位同学对“你有关注过在校大学生创业中违法违规行为表现吗？”的回

答情况，其中有 73.68％的同学没有关注过校园中的创业失范行为，只有 26.32％的同学关

注过该失范行为。从这组数据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大学生对于创业失范行为存在很大的认知差

距。笔者认为，大部分大学生对该失范行为的关注度不高，停留在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

起”的思想层面，不能够对危害自身权利的行为有着灵敏的认识反而呈现出一种认识滞后性。

图3所示是152位同学对“你认为学生宿舍私售零食是否违反了法律及校纪校规？”这

一调查问题的回答情况。图中，可以明确反映出 29％左右的同学认为该失范行为是违反法

律及校纪的行为，22％的同学对此不能做出准确判断，49％的同学认为该失范行为不是违法

违纪的行为；大部分学生对于该种行为的法律意识关注情况很薄弱，存在一定的认识偏差。

笔者查阅我国《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以及《山西农业大学宿舍管理条例》
22
，发现宿舍

私自售卖零食行为既是一种违规行为也是一种违法行为。

结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大学生对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的关注度不高，对相关的法

律知识关注低，法律意识缺乏，具有很大的教育引导与管理空间。

（四）大学生对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态度与行为的分析

（1）态度是个体在对一定刺激（物）发生认知和情感的基础上形成满意或者不满意、

肯定或者否定、接受或者拒绝、趋向或者回避的意向或意愿。
22
大学生对于在校大学生创业

失范行为的态度是反映着大学生对该行为心理倾向或者意愿。图 4所示，表明大学生对该失

范行为的态度倾向，有 22.37%的同学“鄙视，不提倡”，46.05%的同学“理解，不提倡”，

29.61%的同学保持价值中立，不做评价。笔者根据数据认为大部分学生对该行为不提倡，也

有小部分同学保持默许，这反映出当今大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与意愿是不错的但是存在一定

程度的盲目同情。

（2） 行为倾向即行为意图，是对态度对象作出某种反映的意向，是消费行为中采

取行动前的一种准备状态
22
。表 3 所示，反映出大学生意识到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

后不同行为倾向。20.39%的同学意识到违法违规行为会有“积极制止，向有关部门举报”

的行为意图，34.21%的同学会具有“前去提醒，不揭发不举报”的行为倾向，这表现出

大部分学生能够主动做出有效行为的选择，体现出当代大学生具有比较强的社会责任意

识与担当意识；但是仍有 29.61%以上的同学不作出任何行动，保持行为上的冷漠。

图 4：大学生对创业失范行为的态度倾向



表 3：大学生对创业失范行为的行为倾向

选项 小计 比例

积极制止，向有关部门举报 31 20.39%

前去提醒，不揭发不举报 52 34.21%

不理不睬，置之不理 45 29.61%

其他 24 15.79%

综上所述，大学生对于在校创业失范行为的态度整体处于积极倾向，拥有良好的是

非辨别能力；与之相对应的行为倾向也呈现积极的状态，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意识。但

是也应看到其存在的消极态度与行为冷漠等不足。

（五）大学生对学校创业规章制度、创业教育了解程度的分析

大学生对于学校创业规章制度、创业教育的了解程度影响着他们对创业失范行为的认识

与关注程度，影响着自己对创业失范行为理性客观的看法，也在无形中影响着自身的创业意

识与素质。图 5 所示是 152 位学生对于“你了解本校大学生创业的相关规章制度吗？”的问

答情况，其中只有 3.29%的同学对学校的规章制度非常了解，38.16%的同学了解相关规章制

度，但是停留在了解不透侧的层次上，而 58.55%的同学不了解学校创业相关的规章制度。

这反映出大部分学生对于学校的创业规章制度了解不足，重视程度低，也侧面反映出学校在

创业规章制度的传授与宣传上存在缺陷。

图 6 是对于大学生对创业课程设置了解情况的展示，是大学生对“你校创业教育是否设

置了有关法律、校纪校规、职业与社会道德课程？”的回复状况。

在调查的 152 位同学中，有 10.5%的同学认为“设置了课程，效果很好”，30.26%的同

学认为“设置了课程，作用不大”，24.34%的同学认为“没有设置相关课程”，另有 34.87%

的同学不清楚目前的课程设置情况。鉴于此，笔者认为，只有少部分学生能够清楚地了解学

校创业教育的基本情况与作用，大部分学生处于认识不足层面、认识盲点状态。这一方面反

映出大学生对于创业教育、创业课程、创业法律、道德教育等方面缺乏系统学习，另一方面

表现出学校在创业教育及其“软件”设施方面（创业意识、课程设置、教育宣传等）亟待提

高。

图 5：大学生对学校创业规章制度、校纪校规的认知程度



图 6：大学生对创业课程设置的了解情况

结合以上两点分析，笔者认为大学生整体上对于大学的创业规章制度和创业教育的了解

不足，认知断层，认识缺乏；这需要学生自主学习也需要学校加大教育力度，完善相关的创

业教育体制。

（六）大学生对于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特征的认同分析

任何一个出现的现象都会有它的不同之处，而这正是它的特征所在；在校大学生创业失

范行为现象也不例外。在表四中，可以看出责任主体模糊化、失范行为具有隐蔽性、信息渠

道广泛化是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的三个主要特征，营销模式网络化、创业平台多样化、

创业环境开放化等是它的次要特点，这与我们调查前所预设的特征程度基本吻合。这反映出

大学生对于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特征的认同程度较为一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 4：大学生对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特征的倾向性（按重要程度排序，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责任主体模糊化 100 65.79%

失范行为具有隐蔽性 92 60.53%

信息渠道广泛化 78 51.32%

营销模式网络化 73 48.03%

创业平台多样化 65 42.76%

创业环境开放化 64 42.11%

其他 17 11.18%

下面简要分析下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的三个主要特征：

（1）责任主体模糊化。在日常的校园生活，笔者经常发现一些学生校园地乱摆地摊、

宿舍内售卖烟酒、网络（传单）宣传虚假等失范行为，这些失范行为的责任主体没有固定的

学生（个人），责任主体经常发生改变（舍友之间、朋友之间、网友之间的转换），甚至无营

业执照开实体店的责任主体也会在店长和店主之间出现偏差等，总体呈现责任主体模糊化。

（2）失范行为具有隐蔽性。校园的市场环境相对于社会市场环境来说是一个比较封闭

的地方，有不少违法违规违纪的行为在创业过程中出现，但是不能够很快被学生觉察，同时

学生在失范行为的意识上也得不到重视。失范行为的隐蔽性是由校园市场环境的封闭与学生

意识的缺乏两方面造成的。

（3）信息渠道广泛化。

大 学 生 是 一 个 很 活 跃 的 群 体 ， 处 在 一 个 信 息 爆 炸 的 时 代 ， 自 然 对 社

会中各色各样的信息接收有着广泛的渠道。包括手机电脑等网络渠道，同辈团体之间的交流

沟通，师生之间的无意识互动，新闻报纸等负面信息的报道以及团体活动等。基于对网络媒



体、社会交际、学习互动比较敏感的大学生团体上，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的信息渠道广

泛化特征也会更加显著。

（七）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表现的频数与创业环节的相关分析

图 7：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表现的调查

图 8：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易发生在各创业环节的调查比率

图 7 是针对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表现的呈现，是同学们对于“结合校园创业实际情

况，你认为大学生创业中易发生以下哪些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回答情况。从图中可知，

“学生宿舍私售零食、烟酒行为”最被大家认同，“出售劣质产品”、“价格不合理，谋取

暴利”、“校园内乱摆地摊行为”以及“虚假宣传”等失范行为的表现比较普遍，这些普遍

的现象大多集中于经营销售环节；偷税漏税行为也应予以足够重视，违法集资、侵犯知识产

权等行为不是很普遍，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是有底线的，犯罪行为往

往不被大学生所实施，相对来说这是一种良好的发展倾向。

图 8 是对创业失范行为所在环节的调查现状，笔者经过分析发现 48.03％的同学认为经

营销售环节易造成失范行为，其次是资金筹集环节。而在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中公司注

册环节、团队组建环节以及项目研发环节产生的失范行为不是很普遍。这里集中体现出在校

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在经营销售环节的比率最大，被大多数人所认同。

结合创业失范行为表现频数与创业失范行为发生的环节，笔者认为两者的相关性较大，

失范行为的表现大多集中在创业过程中的经营销售环节。这个分析结果是符合现状，打破了

人们对于“资金筹集环节”易出现失范行为的意识误区，对学校、政府、社会进行在校大学

生创业失范行为的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现象的归因分析

在课题的调研过程中，笔者认为造成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不



能单一分析。因此对该失范行为的归因分析，笔者采取多因素分析法从学生个人、学校、家

庭、社会四个方面对该失范行为进行综合分析。

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的产生原因与学生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下面从个人动机、

创业素质、个人性格、个人经验四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19. 学生个人方面

（1）个人的不良创业动机。动机是直接驱使个体从事目标行为的心理力量，又被称为内

驱力。
22
在校大学生是一个经济尚未独立的群体，部分在校创业同学对金钱的需求往往超过

自己能力所得，基于该不良动机，通过宿舍私售零食烟酒、乱摆地摊、商品价格售卖不合理

等行为来挣取不菲利润从而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同时这种门槛低、资金投入少的创业失范

行为能够诱发在校大学生的创业动机，使在校大学生步入创业失范行为中。

（2）个人创业素质的缺乏。笔者认为在校大学生的创业素质应该包括基本的规则意识（法

律与社会公德）、基本的管理能力、职业道德以及相应的创业知识。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

现大多数学生没有较强的规则意识，相关的法律意识缺乏，这对于创业失范行为的产生具有

很大的漏洞；同时大学生创业职业道德的不足也使创业失范行为乘虚而入。总体上，个人创

业素质的缺乏使个人的自律丧失，并且对于创业失范行为的约束效力下降。

（3）个人性格的不同。性格决定命运，性格往往是促使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的重要

因素。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学生创业者往往具有外向的性格特征，他们敢于开拓，敢

于担当，这既是学生创业的必要性格但也是造成创业学生违反法律、校纪校规的原因所在。

敢闯敢干的性格一定程度上会使他们忽视创业的制约因素，也会出现相对极端的非理性的创

业经营手段，使大学生在无意识状态下违背了法律法规，造成创业失范行为。

（4）个人经验欠缺。创业经验是在创业过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处于学习阶段的大学生

往往是学习的经验能手却是创业的新手，新手常常会犯创业中常识性的错误，难免不触犯相

关的法律制度与校纪校规，这也促使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的产生。

2、学校因素

在校大学生的活动空间大多局限于校园中，深受大学环境的影响。在校大学生的创业行

为失范与否和学校的校园管理、校园文化、教育引导、监管力度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学校

因素对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

（1）创业教育的缺失。创业教育是对在校创业大学生进行系统教育与培训的重要平台，

是引导在校大学生理性合法创业的重要课堂，是增长在校大学生创业法律知识、提升法律意

识、学习校规校纪的等规则意识的园地。创业教育的不完善与缺失是引起创业失范行为的间

接因素。反观目前各校创业教育体系，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并不能够作为规范在校大学

创业行为的有效载体。

（2）校园中创业文化的弱化。学校的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对于学生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导向

作用。笔者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学校创业文化的感受与体会并不频繁，创业文化的宣传力度不

足，认为本校的创业文化存在弱化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不利于大学生理性创业的进行，相对

也会造成创业失范行为的产生。

（3）学校管理力度不够。学校的管理力度是影响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的主要因素。

笔者认为学校管理应包括过程监管与事后行为的有效惩罚两个方面。学校在这两方面的管理

力度不大、处在一种被动状态。比如某寝室私自售卖烟酒进行盈利活动，往往是被别人举报

得以发现而不是过程监管中地主动查处；对于举报后的责任主体只是进行思政教育而没有进

行强有力度的惩罚。这也是创业失范行为出现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3、家庭因素

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的产生是离不开家庭的，家庭应该在学生的创业过程中对孩子

起到监督、行为教育、理念引导的责任。下面从家庭教育的缺失、行为监督的疏远两个方面



浅谈。

（1）家庭对孩子创业的教育与引导意识缺乏。家庭对孩子创业的无形教育往往是润物无

声的，然而这个教育在在校大学生的创业过程中往往被忽视。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大多

数在校创业的大学生脱离家庭的任何约束，父母很少会提及孩子在校创业的情况，对于孩子

的创业失范行为不知所闻，这大程度上促使该失范行为的产生。

（2）家庭对学生行为监督的疏远

大学是一个远离家庭的地方，这里缺乏父母的有效监督与管理，孩子创业行为的对错与

否是不能有效反馈给父母的，因此家庭对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的监督不断疏远。

（三）社会因素

校园不独立于社会，处处受到社会的影响。在校大学生的创业失范行为也不例外。社会

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着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的产生。

（1）不良社会风气。处于一种功利性、拜金主义盛行的时代中，大学生的身心也被这些

不良社会风气所侵蚀着。在校大学生处于对金钱的需求、对自我虚荣的满足会在创业过程中

做出非理性的创业行为，打法律、规章制度的擦边球，导致其失范行为的出现。

（2）网络媒体的普及应用。网络普及、手机电脑盛行、虚拟的交易平台等既利于大学生

的创业也对在校大学生的创业失范产生了较大影响。资金的非法筹集、劣质产品的售卖、隐

蔽分散的虚拟交易等都助长了创业失范行为的形成与发展。

（3）政府部门监管不力。创业失范行为的产生不仅与学校、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

政府部门的监管力度有着不可脱卸的责任。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管往往对在校大学生创业规范

行为有着良好的引导与矫正功能，然而它的缺失便会使创业失范行为筑巢而生。

11. 影响分析

该部分的影响分析是基于 30 名同学的个别访谈记录整理得出。

1、对学生个人

（1）从对学生创业意识的影响来看：大学生尚处于身心发展的阶段，创业法律意识制

度意识和道德意识较为淡薄，易误导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同时创业失范行为一定程度助长大

学生无视校纪校规，不利于大学生养成规则意识、不利于大学生在遵守规则的基础上形成勇

于创新的职业情操。

（2）从对学生获得经济利益的影响来看：在校创业初期失范者会因某些创业失范行为

而无视规则、打法律的擦边球，从而获得短期利益，但不利于个人的长远发展，会使学生受

到学校、社会的道德谴责和法律惩戒，失去更大的发展机遇。

（3）从对保障学生学业质量的影响来看：大学生作为新时代接班人的主力军，掌握专

业知识，培养健全人格是其重要任务。创业失范行为耗费了在校创业学生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不利于精细的掌握专业知识与培养兴趣爱好，更不利于培养健全人格和塑造了正确的的创业

观念，得不偿失。

2、对学校的影响

（1）对学校正常教学的影响：一些创业失范行为，如路边摆摊、占道经营等易造成了

交通不顺，诱发安全事故，影响正常的校园秩序；同时也会诱导消费者（学生）相继模仿学

习，使学生忽视学习任务，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2）对学校安全保障的影响：学校的安全保障工作不容忽视，学生的安全问题尤为重

要。学校会对校内及其周边的食品安全进行监管，但创业失范者的一些失范行为如宿舍零食

铺、烟酒铺等，因其有隐蔽性、分散性等特点难以发现和监管，易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等。

（3）对学校其他学生的影响：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会是其他学生遭受食品安全困

扰，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学生懒惰心理，不利于养成良好的作息和生活习惯；会诱发群体从众

心理，增加创业失范行为的主体，不利于学生群体形成良好的风貌。



（4）对学校形象的影响：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的发生和媒体曝光会损害学校的名

誉，不利于本学校正常创业政策的推行，浪费学校宝贵的创业资源和创业机会。

3、对社会的影响

（1）对创业环境的影响：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创业市场的秩序，

增加了社会推行创业优惠政策的顾虑，增加了社会监管的成本，污染了校园创业的风气。

（2）对创业模式的影响：创业失范行为增加了社会企业（公司、实体店）的担忧，降低

了学校与企业互利共赢的合作几率，不利于创业模式的规范与创建。

（三）结论

（一）大学生对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的认识程度普遍较低；

（二）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现象不是很普遍，处在初始阶段；

（三）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集中发生在创业过程的经营销售环节；

（四）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具有责任主体模糊化、隐蔽性、信息渠道广泛化、营销

模式网络化等主要特征；

（五）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主要存在违反校纪校规、社会公德和轻微违法行为层面

上；

（六）大多数大学生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意识但法律意识相对薄弱。

4、建议与对策

1. 大学生自身

1、提高自身创业素养和能力。

在创业的整个过程中，创业者自身的创业素养是制约创业成功的最基本的条件。在校大

学生自身的创业素质是必须要具备的。

①大学生应该加强创业理论知识的学习，通过网络、课程、实践多种途经积极主动地去

学习，提高自身的知识素质。

②培养自己的诚信品质和规则意识（法律意识）。规则意识（法律意识）和诚信品质是

有效矫正创业失范行为的两个轮子，不可忽视。规则意识（法律意识）的树立需要自身观念

的摆正和认同；诚信品质是个人在生活中严于律已，注重修行，不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

结果。
2、探索创业互动学习路径，建立双向监督模式。

大学里不乏有优秀的创业先辈和努力上进的同学，他们无疑是创业新手的教授者与监督

者；互相学习，双向监督是共同进步的好方法，在校创业学生应积极探索“导师—学生”、

“学生—学生”、“创业前辈—创业新手”学习与监督模式。具体来说可以是定期举办创业

交流会，按期开展创业进展汇报会，实时记录创业行为等。

2. 学校角度

学校教育在大学生创业之路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起着教育引导与行为

规范的作用。学校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发挥其作用。
1、资源优化，提供规范性创业途径

提供教育资源，拓宽符合学生实际的创业渠道，设置创业法律、职业道德等教育课程。

“一方面优化结构，通过调整学科设置、专业设置、拓宽口径、开辟多种创业模式，实现优

势互补、资源共享，培养适应性更强、个性特长更鲜明的创业型人才。另一方面，全面修订

人才培养方案。从完善农业类、经贸类、法律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入手，逐步构建起一套理

论与实践并举、课堂与课外联动的完整创业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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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可以依靠高校人才优势不断

致力于深化两者之间的交流合作。具体措施可以有：



①学校应该突出创业学院的教育理论优势与发挥创业园的社会实践作用，形成“学校+

学生+企业”的互动模式，拓宽在校学生规范性的创业途径。

②大学领导层能够成立对企交流机构及学生社团组织，给予他们合理关切与科学指导，

有效管理与正向引导。比如相关组织、团体集中宿对舍零食铺、路边地摊的失范者进行正当

的创业引导、推荐他们入企培训，规划合理的场区予以正规经营等。

2、积极营造健康的校园创业文化。

良好的外部环境总是会在潜移默化中对一个人的成长学习产生积极的影响。学校应该高度

重视学校的创业文化对创业失范者的有益作用。

①学校可以设立规范创业文化周，通过举办多种文化活动，普及创业有关专业知识，法律

知识、创业规则等，激发学生树立规范创业的动机。

②充分激发学生的能动作用，鼓励与支持他们在学校承办的各种创业专题讲座与创业者交

流平台上展示自己，诱发学生正规创业的自我需求。

③健康积极的创业环境离不开思政教育者的身体力行。学校应该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

工作，努力引导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他们健康的思想观念、

规则意识及道德理念。倡导在校创业者对营造校园文化的支持与理解的意识，从而助力校园

创业文化创建。

3、加强创业学生管理。
学校整个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学生行为活动、思想教育管理与引导、校园文化氛围的

营造都需要学校有关部门的管理与支持。

①在文化环境的管理上，要形成抓班风促学风，抓学风促校风，齐管共抓的局面。建立

相应的制约机制，以有效地抵制与消除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维护校园这方净土的纯洁性，

建设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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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学生创业行为活动的管理上，首先可以强化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学习认识，鼓励学生

观看法律讲堂和其他普法栏目；其次学校有关部门应对在校创业活动加大管理力度，做好失

范事前要预防、事中要疏导、事后要惩处的工作，形成管理预防要出力下心、疏导要及时有

效、惩罚要合乎情理的基本认识。制定详细的创业章程及失范行为惩罚措施。

③在教学管理上，要开设创业法制教育课程，合理安排课程教学内容与进度，统筹协调

思政教育与创业教育相结合、互推进的教育工作。“我校创业学院教育教学的任务应放在突

出位置，发挥其引领示范功能。还要兼顾其他学院创业教育课程的嵌入融合，这样才能在学

校整个教学活动中做到而且做好一线带动一面的工作，既实现创业学院培养具有创新精神、

创业意识和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的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又可以达到学校向社会输出个多样化

人才培养目标。”
22

4、搭建专业规范的创业平台。

学校应该鼓励有创业意向的学生着眼于当下创业发展战略的机遇，能够给大学生提供

更多的创业实践的机会。比如我校新北门的山西大学生“互联网+农业”创新创业园已经注

册有 82 家企业，有学校提供的优惠条件，经营风险小，为农大学生的规范性、合法性创业

提供了诸多便利的途径。同时，“‘农谷科技城’的建设也可以让大学生在产业链的上下游

寻找商机，线上线下同时发力，充分利用创业园现有的条件，充分利用平台机会，激发创业

意识，成就创业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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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庭角度

1、家庭应尽监督学生行为责任。

①当大学生远赴他乡求学，父母对大学生的想法一般都会给予支持与理解，有的是资金

支持与人脉帮助，有的是感情支持与经验帮助，但却忽略了对儿女创业全程的监督与指导，

从而难以阻止失范行为的发生。对此父母应该改变对儿女创业过程一味放任，置之不管的观



念。

②父母应该与孩子保持畅通的联系，要加强与学校方面的沟通，努力与学校达成监督共

识，形成“学校+家庭”的模式进行双向创业教育引导。

2、家庭教育应注重树立孩子的规则意识。

每一次创业失范行为的发生都是他们对规则的无视与违背，对此父母应该在家庭教育中

努力寻求既有针对性又有可行性的方法去培养孩子对规则的遵守意识。比如和孩子一块看些

体育比赛和参加趣味比赛、违反有关家规就被罚去打扫卫生等，从而在实践中向他们灌输规

则理念。

4. 社会角度

1、实现网络治理常态化,创建安全网络媒体环境。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业态不断出现，并呈现出平台化、融合化、自媒体化等

特征，既难以预见和穷举，也难以清晰界定和分类，监管目标和监管定位的存在诸多困惑与

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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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加强对在校大学生经营销售环节的网络行为的监管与治理，对网上创业失

范行为坚持零容忍、全覆盖、无禁区的态度，惩处网络创业失范行为,肃清网络不正之风。

2、搭建网络及大众媒体举报报道平台。
开通举报热线，实现群众对创业失范行为的监督。网络是创业失范行为发生的虚拟平台,

但网络也可以在监督创业行为中扮演重要角色。随着网络的应用,移动手机的普及,人人都对

在享受着网络带给我们的便利。我们可以利用网络技术人员，设计专项监督网站,鼓励群众

积极主动的举报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大众传媒应发挥独特性,真实报道个人失范行

现象,促成改进机制以期提高人们的满意度。”
22
还可以开通热线电话,鼓励群众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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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范行为调查问卷

大学生创业是大学生实践活动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创业过程中存在很多违法违德违

规行为，基于该现象我们 进行此次问卷调查，希望大家填写此份问卷，答案无所谓对错，

只求认真作答。

谢谢各位配合！

1、您所在的年级是？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2、你的性别是？

男 （） 女（）

3、你校是否存在大学生创业违反法律、校规及道德的行为？

存在，现象普遍（） 存在，现象少见（） 几乎不存在此现象（）

尚不清楚（）

4、你认为学生宿舍私售零食是否违反了法律、校规？

是违法违纪行为（） 不是违法违纪行为 （） 尚不清楚（）

5、你对在校大学生创业中违法违规违德的行为持什么态度？

鄙视，不提倡（） 理解，不提倡（） 价值中立，不做评价（） 其他（）

6、你发现在校学生创业中的违法违纪违德行为后，你怎么做？

积极制止，向学校有关部门举报（） 前去提醒，不揭发不举报（）

不理不睬，置之不理 （） 其他（）

7、你认为你校在校大学生创业违法违规行为现状如何？

严重且不可控（） 严重但可控（） 不严重，现状良好（） 尚不清楚（）

8、在校大学生创业违法违规违德行为对你造成过不良影响吗？

造成过，影响严重（） 造成过，影响不大（） 没有造成过任何影响（）

9、你了解本校大学生创业的相关规章制度吗？

非常了解（） 了解但不透彻 （） 不了解（）

10、你校创业教育是否设置了有关法律、校纪校规、职业道德课程？

设置了课程，效果很好（） 设置了课程，作用不大（）

没有设置相关课（） 尚不清楚（）

11、你认为在校大学生为什么会以宿舍私售零食形式去创业？

门槛低，投入小，利益大（） 市场稳定，消费者众多（）



课余时间足，丰富个人经历 （） 个人兴趣但家庭条件有限（）

受他人或校园环境影响（） 其他（）

12、你认为导致在校大学生创业违法违规违德行为原因有哪些？

创业者个人素养欠缺 （） 法律意识淡薄，职业道德缺失 （）

不良社会风气盛行 （） 创业教育的缺失，体系不完善（）

学校有关部门监管不力（） 法律知识、校纪校规宣传不到位（）

校园文化氛围营造不足（） 其他（）

13、你有关注过在校大学生创业中违法违规行为表现吗？

有（） 没有（）

14、结合校园创业实际情况，你认为大学生创业中易发生以下哪些违法违规 违德行为？

偷税漏税行为（） 虚假宣传（） 出售劣质产品（）

售卖产品价格不合理，谋取暴利（） 校园内乱摆地摊行为（）

学生宿舍私售零食、烟酒行为（） 违法集资（）侵犯知识产权（）其他（）

15、你认为以上在校大学生创业违法违规行为具有哪些特征？

营销模式网络化（） 失范行为具有隐蔽性（）创业平台多样化（）

信息渠道广泛化（） 创业环境开放化（） 责任主体模糊化（）其他（）

16、你认为在校大学生创业违法违规的创业形式易发生在哪个创业环节上？

项目研发环节（） 团队组建环节（） 资金筹集环节（）

公司注册环节（） 经营销售环节（） 其他（）

17、大数据背景下，你认为网络媒体对大学生创业违规违法违德行为有什么影响？

提供违法违纪平台与渠道，推动该行为发生（）

提供监管途径，规范创业秩序，减少此行为产生（）

对此种行为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 尚不明确（）

18、你认为合格的创业者应具备哪些基本的创业素质？

基本的规则意识（包括法律与社会公德）（）

良好的管理能力（包括领导、组织能力等）（）

高尚的职业道德（） 必备的创业知识（） 其他（）

19、你认为在校创业者如何避免创业违法违规行为发生？

提高创业素质，研读创业失败案例（）

自觉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律与规则意识（）

理性选择创业方向，避免触碰法律、校规、道德红线（）

与创业老师及同学多交流沟通（） 其他（）

20、你认为家庭在大学生创业行为中扮演什么角色？

创业过程的监督者（） 创业行为的教育者（） 创业资金的供给者（）

创业理念的引导者（） 其他（）

21、你认为对在校大学生创业违法违规违德行为的教育引导措施有哪些？

加强创业大学生思政教育、法律知识教育（） 组建校园创业法律服务团队（）

制定详细的创业章程及失范行为惩罚措施（） 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

创造“学校＋家庭”模式，进行双向创业教育引导（） 其他（）



附录二

组员反思与总结

一、叶长胜的反思总结如下：

1、任务分工：作为本次课题研究小组组长，在整个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充当监督与带领

的角色，合理安排各自课题任务，明确课题方向，构思论文框架。具体的任务是查阅文献收

集资料、问卷问题收集与制作、文献综述撰写、研究结果的分析等，在最后文章整合过程中

予以论文修订。

2、实践感悟：本次课题研究是我第一次也是最认真做的课题，其中受益匪浅。从选题

的确定到文献的查阅再到问卷的设计分析至最后的论文撰写，自己对课题研究的整体过程与

方法都有不同程度的掌握，使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实际。同时在两个月的调查过程中明白了

只有在积累中改进，才能有新的收获，也深知一份用心做的论文是来之不易的，当看到自己

的论文渐成，心里有种莫名的欣喜，这或许就是苦尽甘来后的小幸福吧。也在渐进的过程中

认识到团队合作与分工的重要性，既能培养合作意识也能提高工作效率，这值得生活与学习

中有益借鉴。愿自己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更加重视研究意识的培养，更加注重学以致用，不

断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写作能力、组织能力与团队合作能力。

3、“三课堂”的认识：“学中做，做中学，”是我对“三课堂”模式的概括。在第一

课堂的理论学习再到第二课外课堂的实际操作，将所学理论运用实际，使其明确化；再将第

二课堂中的实际行动所得的结果与问题反馈到第一课堂，在老师的帮助下解决问题、修正结

论。在这种学中做，做中学，相互检验地交互课堂中深化知识，升华经验，使学生把握理论，

掌握方法，理解知识，总结所得，裨益无穷。

4、致谢：这里首先感谢一直指导、要求、带领我们做课题的何云峰老师，致谢这位我

在科研上的启蒙导师，多谢老师在一学期中的指导与鼓励，多谢老师孜孜不倦地教授，感谢

何老师对我科研意识的培养；此外感谢本组的小组成员，谢谢李国晋与张磊同学在本次课题

论文的相互协作与帮助；再者感谢自己能够有兴趣有信心去完成这份得之不易的课题论文，

多谢自己的坚持与专注；最后感谢这份论文，是她让我在最后的关头感受到了甜美、得到了

久违的幸福，感谢她对我以后科研甚至人生的帮助！

二、李国晋的反思与总结

从任务布置下来到最终课题论文完成的这三个月以来，我真的学习了许多，成长了不少。

最重要的就是我收获到了论文写作所要求的各种能力和培养了团队合作所需要的各种素养。

有一句话说:“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

么幸福。”我不是想借此表明我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我是被动痛苦的,我只是想说在这个三

个月的努力中，我有过倍感压力的苦恼，有过亲朋好友耐心鼓励的感动，有过同学家人加油

支持的愉快,有过老师时刻关注的欣喜。这些才真正构成了我在整个论文任务完成过程中的

所有心理体验，真的是一次青春派的奇妙之旅。

1、任务分工:作为小组成员,在组长叶长胜的统筹安排带领下,我积极主动地去承担作

业任务，尽自己最大能力地在论文的完成中发挥了自己的力量。具体来说我是参与了前期的

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查阅、问卷问题的设计和发放,还参与了论文前半部分的写作和后面对策

部分的写作。

2、收获感悟:

（1）整个论文的写作本以为是一件遥不可及又困难重重的事情,但当自己亲自参与到

这个事中时，才发现也不是特别的困难，当然了，也不是十分的简单。所以我收获了一种认

识体会，那就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足够努力，足够下心，态度端正，积极努力,



那么一切皆有可能。在整个团队合作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每一位同学的上进努力，我感受到

了团队齐心协力劲往一处使的力量,我享受到了小组成员间时刻关怀和平等交流带来的温暖。

在老师不断督促我组的过程中，也增加了自己对任务完成的信心和动力。

3、致谢:首先感谢一直以来耐心指导,严格要求，悉心关照的何老师，是他在我们的论

文完成过程中不断促使我们前进,不断指正我们的方向,不断给我们加油打气,对何老师的付

出，我表达最诚挚的谢意。其次我感谢组长叶长胜同学和组员张磊同学，他们俩在论文写作

中也付出了很多，尤其是组长叶长胜，他全程参与到了论文的整个环节，搜集资料，分析数

据、研究原因,还要后期的修改完善,厉害了我的哥！当然了，也要感谢张磊同学，他和我同

样在问卷设计和论文写作中贡献了自己的才智。最后感谢我自己,感谢自己的付出,感谢自己

的认真,感谢自己的坚持，希望自己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学习状态,实现自己的学习目标,过

一个有意义有感动有收获的大学四年。

4、“三课堂”的认识:我认为“三课堂”的实质就是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的同步促进，

互动融合。毛主席说，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就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要在第一课堂努力掌

握理论知识,更要在第二课堂里熟练应用理论知识,提高实战操作能力，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

的完美结合。同时还要即时与同学老师进行信息反馈与经验交流,这样才能切实发挥实践检

验创新深化知识的功能。古语曰:学而不知道，与不学同；知而不能行，与不知同。这句话

也同样告诉我们，不要沦为只会纸上谈兵的学习机器，要努力在具备专业理论知识的夯实基

础上，再加之以实践活动的辅助提升。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活学活用，让知识真正成为改变命

运的力量。

三、张磊的反思与总结：

1.过程感悟：经过一段的时间的论文准备，我收获了很多，也感悟了很多。

（1）认识到了明确目标的重要性。曾经以为遥不可及的目标竟然在不知不觉的准备和

行动中变得触手可及。从查找文献到设计问题，从收集信息到制作图表，每一分成果都凝聚

着小组成员的汗水。在此真诚的向小组成员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2）认识到了团体分工合作的巨大优势。俗话说得好：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

个帮。在叶长胜同学的带领下，我们明确了分工，充分的发挥着我们的热情和特长。在强有

力的执行力下，我们的论文一点点的丰富起来，最后成果有模有样这是我不敢想象的。最后

我领略到了努力耕耘后收获果实的喜悦：在创作初期，我较为懈怠，认为这么巨大的一个任

务无从下手，是在叶长胜同学的带领下，我和国晋同学的积极性也被充分的调动起来，虽然

能力有限，付出有限，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为自己付出的一份微薄之力感到骄傲，更为

我们小组的成果而感到自豪。

2.致谢：这篇论文的成功完成，离不开小组成员的努力更离不开大家的支持。首先要感

谢的便是我们敬爱的何老师，在布置任务的最初同学们也许有不理解也许有不情愿，但是时

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准备的初期本着对老师的充分信任我们踏上了征途，在准备的

深入以及品尝到胜利果实的甘甜后我们逐渐认识到了老师的良苦用心。这次论文的完成不仅

增加了我们的友谊，更培养了我们的科研意识，最重要的是锻炼了我们的调查收集数据和写

作能力。在此对何云峰老师的任务决定与研究过程中无微不至的关注和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其次要感谢我们小组的叶长胜同学和李国晋同学，在他们的辛勤耕耘下，论文才有条不

紊的推进，在他们的安排下，我才有了自己奋斗的方向并为之而努力。尤其是叶长胜同学，

严谨认真的态度和钻研的精神让其成为我们课题研究的领头羊，感谢你们，我的队友们，you

can l can！最后感谢一下自己，作为一个缺少规划和执行力的人，在队友的督促下发挥着

自己的一点光和热，心中感概万千，在你的能力和才华还不足以支持自己为亲人、父母、爱



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时，你要做的便只有前进，我希望自己可以变成一个更加有担当的人，

更加有专研精神的人，更加有执行力的人，毕竟金点子也需要行动去实现。在知识的海洋前

我们永远都是学习者，愿所有我爱和爱我的人能以梦为马不负年华！

浅谈三课堂：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时我是惊奇的，课堂只有一个怎么还有三个呢？后

来经过进一步研究查阅才发现，原来另有奥秘。

3、三课堂是指：将课堂分为三个层次，从课堂到学校再到社会，由浅入深，由表及里，

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教育，整合“三个课堂”，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是其根本目标。第一课

堂（专业实践教学）中，通过实验实习实训、毕业设计（论文）、暑期小学期实践教学等，

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第二课堂（专项实践活动）中，通过专业社团活动、学科竞赛、

大学生科研立项等，培养学生的应用和创新能力；第三课堂（专题社会实践）中，通过社会

实践、志愿服务等，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对此我的理解是三课堂实质就是对学生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当代大学

生普遍存在专业性知识教强，实践能力较弱的现象，这实际上只达到了第一课堂的标准，而

恰恰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以及灵活运用知识解决相应问题的能力还十分欠缺，这正是第二课

堂和第三课堂所带来的。大家都知道:教育是一个民族振兴与进步的基石，创新是一个民族

发展的不竭动力。大学生作为祖国的生力军，更应该对自己严格要求，全面提升素质，不仅

要掌握专业知识，更要统筹兼顾学会灵活运用知识应对具体问题的能力，不仅要有发现问题

的敏锐嗅觉，更要有潜下心来刻苦钻研的勇气。



高校师生关系“淡漠化”现象的调查分析

——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赵栋 宋泠甫 位夫松

摘要：良好的师生关系可以为师生提供一种气氛融洽的心理环境，教师与学生之间能

够形成积极的相互促进作用，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基础，

也是学校最普通、最根本的人际关系。目前，我国高校师生关系趋于淡漠化和功利化，这

个问题不仅影响教师、学生的个人发展，对学校、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阻碍作用。因此，

创造和谐友好的、相互了解的师生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对此，我组通过问卷调查、文献查

阅、个别访问的方式收集来自学生和老师两方面的数据信息。本文通过数据资料分析造成

师生关系淡漠化的原因提出相关建议和措施。

关键词：教育信息；角色期望；角色包袱；师生关系；淡漠化

一、问题提出

高等教育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以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的综合性人才。高校师生关系的和谐与否是影响学生培养效率的重要因素。教育不仅仅是传

授知识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情感态度的过程。后者正是在师

生面对面过程中得以实现的。然而，放眼当前的教育现状，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

教育迈进以及教育信息化和大班授课制等现象的出现，高校师生关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师

生间的宏观、微观距离越来越大，师生关系逐渐趋于淡漠化严重影响了高校师生个人的发展

以及和谐校园文化的创建和教育事业的优质化，为了进一步了解山西农业大学的师生关系现

状，并针对性的对师生关系疏远情况进行调查统计，深入分析造成师生关系”淡漠化“的原

因，并提出有效措施。从而更好地为师生发展以及和谐校园文化的建立贡献微薄之力，我组

将以对师生关系”淡漠化“的分析为课题展开研究。

二、文献综述

师生关系是学校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发生的联系，师生关系首先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

特殊的人与人的关系，其本质是师生之间以情感、认知、行为交往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心理关

系，反应师生之间寻求满足其社会需要的心理状态。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师生双方都有被

认同、接纳和支持的心理需求
（1）
。我们认为在教育活动中，师生关系如果和谐，师生之间就

会产生积极肯定的情感体验，同时也会促进教育活动的积极发展。相反，如果师生关系不和

谐，那么就会影响教育活动的发展，而如今，随着时代的进步，师生关系却越发趋于”淡漠

化“。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随着 1999 年高校扩招政策发布以来，高校师

生比例开始逐渐失调，由曾经普通的三、四十人的课堂到如今的几百人课堂屡见不鲜。

教师与学生一对一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师生关系便逐步疏远了。教师除了繁重的教学

工作之外，还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应对学校对其科研任务的考核。在这种考核机

制下，教师会将科研工作视为“必须完成的工作”，而把教学工作视为“不得不完成的工作”。

由于教师过多关注科研，放松了课堂教学，常常表现为备课不够充分，上课应付了事，缺乏

热情，很少对自己的教学活动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2）

。而且如今教师的薪资普遍较低。从而使

教师的工作积极性降低，“上完课就走”成为了大学课堂的普遍现象，当前社会呼吁增加农

民收入，从而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以及增加公务员收入，“高薪养廉”等
（3）

，我们认为“高薪

养教育”也可以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一条思路教育系统与学校一方面应该考虑进一步提高教



师的待遇水平，激励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我国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因为高校扩招，学校办学层

次增多，大部分想读书的学生都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学生的升学已不再是什么大问题。

同时，就业制度发生转变，学生在毕业之后没有了“铁饭碗”，只得自主择业，高校也不再

代表政府掌握着学生的职业未来。在这种大背景下，学生自主学习，自主选择专业，自主谋

求发展。学生的主体地位提高了，教师的传统权威则受了挑战。师生关系也出现了异化，高

校教育产业化和收费制的推行改变了部分学生对老师的认识，“上学我缴费，上课你拿钱”，

甚至持这种观念的学生也不在少数
（4）
。这就使得师生之间缺少产生更深层次的感情基础。由

存在感情基础的师生关系变成冰冷的雇佣关系。从而使双方的关系进一步疏远。

在我们看来这就造成了“将知识作为商品买卖”的现象，加重了“尊师重道”的没落，学生

只把教师作为自己升学、求职的阶梯，只挑选对自己有利可图的老师，教师的育人行为也化

为泡影。

随着学生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获取信息渠道的多样化，学生已不再满足于教师课

堂上的简单“传道、授业、解惑”，更加会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教师的权威，学生对教

师教学水平的期望越来越高
(5)
，一方面希望教师有强烈的责任心和教学热情，精心施教，不

断创新教学方式，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的学习和进步；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教师的教学从

而使自己获得丰富的知识和娴熟的技能，以便毕业以后走出高校大门时能够找到一份理想的

工作。

高校不是一个封闭孤立的单位，尤其是在如今的信息时代，社会的负面信息以及各种各

样的诱惑都会阻碍高校师生之间的正常交往与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甚至影响了课堂的教学

质量。比如现在各高校推行的“无手机课堂”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手机对于课堂教学已然

形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一现状。但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也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师生之间的交流。在高校校园内，网络条件较好，这也为学生获取各种各

样的信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有些年龄偏大的教师在网络应用及信息获取方面不同程度地

落后于学生。这种现象不可避免地使学生对老师在知识储备、人格魅力等方面地信任程度大

打折扣，从而使得高校师生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疏远现象。

“人是环境的产物。”所谓环境就是一种大文化。文化具体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

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学和谐的师生关系的构建离不开生机勃勃的

和谐人文环境
（5）

。我们认为学校在为教育活动提供场所的同时更应该营造一种和谐的文化环

境，促进师生关系向利好的方向发展。

随着时代的改变，教育改革已然成了一种趋势。2015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首次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与此同时，高等教育也进入”互联网+“时代，

传统的教育秩序正遭受的巨大的冲击。“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改变传统师生关系

的同时，也破坏了原来的师生关系生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正常师生关系到的疏离和异化
(6)
。

教育的信息化和随之而来的 mooc 等网络课程教育是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具有了很大的自主

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学课程的师资队伍结构，弱化了传统的以教师为课程组织者

的师生关系，对高校师生互动和交流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7）

。在我组收集到的文献中，

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师生关系的疏远归根结底使由于师生之间的交流沟通少导致的，尤其是师

生情感关怀的欠缺。而现实中，我们也发现手机作为一种信息时代的产物，在拓展了师生关

系交流渠道的同时也对师生面对面地亲密交流造成了障碍。针对网络时代对师生关系所产生

地巨大冲击，学者们纷纷提出了“互联网+时代新型师生关系地建立”、“基于慕课基础上的

翻转课堂
(8)
”、“基于角色期望理论视角的高校新型师生关系地构建

(9)
”等一系列措施。从文

献中不难看出无论是那种方法，如何加强和推动高校师生之间互动交流是大部分学者所关注

的重点。而在新的形势下，探索改善高校师生关系地新型方法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组设



置了撰文地课题，基于对”淡漠化“深入了解之上，探索新型、高效地措施来改善这种现象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山西农业大学全体师生。

（二）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从师生关系现状、造成师生关系“冷漠化”的原因以及创建和谐师生关

系的对策等方面设计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2、访谈法：通过对老师的走访，了解师生关系中老师的思想动态。

3、查阅文献：查找历年相关文献，了解国内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及看法与态度。

（三）研究维度：主要从教师方面、学生方面、学校方面、社会方面四个维度研究。

（四）研究假设：

1、师生关系“淡漠化”现象在全国高等院校是普遍存在的。

2、造成高校师生关系“淡漠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学生、教师、学校、社会

四个方面。

3、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障碍是影响高校师生关系的关键因素。

（五）问卷设计：

1、问卷类型：我组共设计了两份问卷，一份由学生填写，一份由老师填写。

2、问题设计：围绕“淡漠化”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来设计问题。

3、问卷发放回收情况：学生问卷共发放 200 份，回收 174 份，回收率 87%；老师问卷共发

放 70 份，回收 50 份，回收率 71.43%。

4、性别比例统计：回收的问卷中共有 68 位男生，比例占 39.08%；共有 106 位女生，

比例占 60.92%。

人数 所占比例

男生 68 39.02%

女生 106 60.92%

5、学生学习成绩水平统计：1-15 名之间的学生有 86 人占 49.43%；16-30 名之间的学

生有 64 人占 36.78%；30 名以后的学生有 24 人占 13.79%。

成绩水平 人数 所占比例

1-15 86 49.43%

16-30 64 36.78%

30 以后 24 13.79%



6、教师职称统计：调查的老师中助教有 7 位占 14%；讲师有 19 位占 38%；副教授有 18

位占 36%；教授有 6位占 12%。

四、研究结果

（一）对于问卷结果的分析

1、从学生的立场出发研究高校师生关系的淡漠化现象、

（1）首先，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其本身缺乏与老师交流或是获取更多专业知识以及人

生经验的渴求。根据表 1 所示，只有 6,9%的学生经常找老师交流，而 49.43%的学生偶尔会

主动找老师交流，甚至还有 43.68%的学生从来都不会主动找老师交流。接下来根据表 2 我

们也可以对学生心目中的老师的积极主动性由一个大致的了解，这其中有 6.9%的学生认为

老师会主动找他进行交流，其次有 37.93%的学生认为老师偶尔会主动找他进行交流，最后

有高达 55.17%的学生认为老师从来不会主动找他进行交流。通过对表 1 和表 3 的综合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师生关系淡漠化与老师和学生均密不可分，二者的主动积极性都不高，甚至从

未进行过交流。

（学生问卷 5 题为表 1 学生问卷 6题为表 2）

（2）通过这份问卷我们还可以看出在大部分学生心目中的老师的重要性仅仅限于学习

方面。如表 3 所示，有高达 66.09%的学生与老师交流的话题是以学习方面为主的，而只有

7.47%的学生与老师交流的话题是以生活方面为主的，至于情感方面则更是少之又少，仅仅

有 1.7%的学生选择了此项，最后还有 24.71%的学生选择了三者均有涉及这一选项。此结果

也从侧面反映了学生对老师的其他方面的了解与学习方面相比是少之又少的，就更不用谈双

方之间的心灵共鸣如何了。另外，在表 4 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学生自身遇到生活或学习上的



问题时，有 59.2%的学生会选择向朋友倾诉，仅有 6.9 的学生会找老师寻求帮助，而选择打

电话给父母的学生则占据了 12.07%的比例，这更加证明了当今学生对老师的依赖程度大大

减少亦或是信任程度大大减少。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形

象固化，过于刻板和严厉。因此，我们又设计了“老师这一职业在您眼中更像是？”这一问

题。果不其然如表 5所示，有高达 36.21%的学生认为老师是一种单纯以教书谋生的职业，

另外还有 14.94%的学生认为老师是一种严厉的长辈，而只有 15.2%的学生将老师定位为了知

心朋友。我们认为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学生与老师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隔阂，在很大程度上阻碍

了师生之间的正常交流，从而导致高校师生关系越来越“淡漠化”。



（表 3是学生问卷题 7、表 4是学生问卷题 8、表 5 是学生问卷题 9）

（3）另外，随着当代科技水平的提高，手机已经遍布于我们的生活各处，甚至占据了

大数人的大部分生活和学习时间。大学生是新生代群体，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和吸收能力也

很强。为此我们设计了相关问题。如表 6 所示，有 47.13%的学生在课堂上单纯的通过玩手

机来消磨时间进行娱乐，还有 18.97%的学生在课堂上玩手机是因为不喜欢老师的讲课方式，

另外还有 14.37%的学生之所以在课堂上玩手机是因为他认为课程对自己没有较大用处，最

后还有 19.54%的学生选择了其他之一选项。由此可以看出，手机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

干扰了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同时，课堂“低头族”的出现也渐渐削弱了师生在课堂上的互

动性，学生的低头和冷漠也就造就了老师讲课时的无精打采和不认真对待的态度，从而使得

课堂氛围以及课堂效率大打折扣。久而久之，这便使得高校师生关系更加淡漠化。

（表 6是学生问卷题 14）

2、从老师的立场出发研究高校师生关系的淡漠化现象

（1）在做第二份问卷的时候，我们首先设计了几个与教师在教书方面的专注程度相关

的问题。其中如表 7所示，在参与调查的教师中，仅有 10%的教师有副业，而 90%的教师都

没有副业。另外通过表 8我们可以看出，有高达 60%的教师其精力主要集中在教学方面，有

28%的教师其精力主要集中在学术方面，有 6%的教师其精力主要集中在家庭方面，有 2%的教

师其精力主要集中在评职称方面，另外还有 4%的教师其精力主要集中在其他方面。由此可



以看出，大部分教师对于工作的关注度还是十分高的。

（表 7是老师问卷题 4、表 8是老师问卷题 6）

（2）其次，在表 9 中我们可以看到，有高达 80%的教师认为他在教师生涯中获得的压力主

要来自评职称的压力，有 4%是来自家庭的压力，有 10%是来自教学压力，另外还有 6%是来

自其他的压力。职称不仅是每个教师科研水平、工作能力的标志，也对引导高校教师们投身

于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等起着很大的激励作用。老师们想要追求更高的工资水平、学术

以及社会地位，对此我们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认为这一切的追求都应该建立在教学任务完美

完成的前提下，否则定会事倍功半。

（表 9是老师问卷题 7）



（3）另外，继续回到前面调查课堂“低头族”的问题上，我们来看看老师们是如何看待这

个问题的。如表 10 所示，有 38%的老师认为课堂“低头族”的出现是因为老师讲课没有吸

引力无法带动课堂氛围，有 4%的老师认为是因为老师缺乏威信不能维护好课堂秩序，有 36%

的老师认为是因为学生自控力差易受手机影响，有 22%的老师认为是其他原因。我们认为造

成如此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学生较差的自制力也包括老师刻板的讲课方式以及缺

乏互动性和趣味性的课堂。

（表 10 是老师问卷题 10）

（二）归因分析
(10)

1、从学生个体来看

A、在外部环境的诱导下和就业竞争的压力下，学生的功利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这类

学生对学术研究不感兴趣，对课堂讨论更是提不起精神，对独立科研也没有充分的信心，并

认为与老师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在他们看来，上大学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混个大学文凭

为自己谋一个生计。久而久之，这样的人变得越来越多，同时，也造就了如今无奈的教学实

际以及教学潜规则。

B、很多学生不能以平常的人性化标准来看待老师，他们普遍认为老师应该是毫无瑕疵

的，既学富五车又道德高尚。因此，老师若是在生活或者是工作上稍有偏差就会引起学生的

不满甚至是抱怨，从而使其产生失望的情绪，以致师生关系逐渐淡漠。

C、由于学生自身缺乏人生经验，所以还尚未拥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

时自己不够成熟的特性也注定了他们自制力差的现状。课堂“低头族”的出现也与之密切相

关。不成熟的大学生与品德高尚的教师在相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些摩擦。

2、从教师个体来看

A、教师的人格素养是他们能够将学教好、将人育好的潜在资本和基础。同时，与课堂

教学成功与否和良好师生关系最密切相关的仍是老师自身的学识和教学能力。中国是一个人

情化的社会，这就使得许多人借助“中国式关系”这张网浑水摸鱼，以自己不合格的专业素

养和道德水平谋求了一份教学高职，并常常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学生进行教育，但对自己

却是得过且过。这些人的存在无疑不会增加学生对老师这一职业的厌恶程度。这样的人越多，

中国高校师生关系就会越来越“淡漠化”。

B、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诸多教师的注意力分散到了越来越多的地方。这也影响了大



部分教师的教学专注度以及教学热忱。试问，一个三心二意，心无热血的老师又怎么能与那

些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产生灵魂的共鸣呢？

C、另外，在当代高校机制下，教师除了有繁重的教学工作以外，还需要花费很多的时

间和很大的精力来应对高校对教师自身的科研任务的考核。在这种考核机制下，教师会将科

研工作视为“必须完成”的工作，而把教学工作视为“不得不完成”的工作。由于教师过于

关注科研工作而放松了课堂教学，常常使其难以做到认真备课，在课上也是敷衍了事，缺乏

热情，甚至有极个别教师为了获取学生的支持与好评，故意迎合学生，放松自己应该做的课

堂管理，放任学生自生自灭。这些问题都是导致当代高校师生关系“淡漠化”的重要原因。

3、从当代高校来看

A、人们都说大学生进入了大学就相当于一只脚迈入了社会。现在的大学日渐开放，校

园文化与社会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也日渐频繁，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高校师生交往的经济现象越

来越多的暴露在公众的视野里，一些班级、个人一乐牟取自身利益而贿赂老师，使得师生之

间增添了过度的人情消费，染上了很大的功利色彩。同时，高校与社会之间的“围墙”正在

渐渐倒下，这样一来，社会文化中的糟粕和不良诱惑都会成为影响师生关系的寄生虫并飞速

繁殖。

B、诸多大学为了提高其知名度以及社会地位而盲目跟风开设一些缺乏实用性以及趣味

性的课程。还有，现在的高等院校一般都设有专职的班主任或辅导员，这一制度虽然在对学

生的全面管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却在客观上传达了一种老师无需关心学生的错误认

知。此外，大多数学校所奉行的大班教学也为一些自制力差的学生或是别有用心的无为教师

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

4、从当代社会来看

高校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单位，而是处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当代社会中的负面新

闻难免会阻碍高校师生关系按的正常交往，从而影响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甚至严重摧毁了

课堂教学的成果。另外，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教育的基石收到了激烈的震荡。在整个

教学过程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在对自我地位的认识上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另一方

面，网络虽然便利的师生之间的交流与了解，但在另一方面又因其特殊性对学生和老师之间

的交往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从而不利于师生之间的正常交流和发展。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1、纵向历史上来看，我国一直有着重视培养和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传统。从孔子首创

私学开始，“尊师重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也随之出现。虽然当时的老师对学

生有着很高的要求，而且有时还会严厉地责备。但师生关系如同父子一样的亲密，学生敬畏

老师如同儿子敬畏父亲一般。后来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制约，为服从封建统治阶级的教育目的，

老师被列为”天地君系师“的序列，老师甚至可以体罚学生。这样也就建立起一种封建等级

的师生关系。封建王朝消亡后，师生关系经历了以老师为中心——体罚学生——革命式的尊

师爱生等一系列的变化。21 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的改革，教育

领域发生了重大变法。而师生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大，师生关系也越来越”淡漠化“。

横向世界角度来看，在中世纪的西欧，学生对教师必须绝对服从，只能听而不可问，必

须信而不疑，这也体现这封建制的师生关系的特点。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西方教

育也吸收到了民主、平等的观念，师生关系也越来越和谐。相比而言，我国的师生关系现状

则不容乐观。

2、当代师生关系的“淡漠化“主要是由于师生之间的交流沟通的减少，究其原因与学

生个人、老师个人、学校以及社会等众多方面密切相关。

（二）讨论：



由于文献收集和问卷设计的局限性，以及研究范围的局限，所属现象、原因、结论等方

面难免有所缺陷和不准确性，望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六、对策与建议：

在师生关系这个统一体中，教师是关键主体，学生是重要主题，学校是保障主体，社会

是环境主体。针对师生关系“淡漠化“现象，根据所收集文献的分析以及问卷的分析，我组

就学生、教师、学校和社会四个维度给出相应对策
(11)
。

（一）针对问卷分析的对策

1、学生方面

A、正确地认识教师这一职业，真正理解教师地难处，首先要在心理上认同教师、尊敬

老师，敞开心扉地和老师交往。

B、放下角色包袱，消除对老师这一职业地传统观念和看法，以平等对话的方式增加与

老师课上、课下以及生活中的交流。

C、努力提高自身的积极主动性。我们要知道各行各业都有其压力所在，教师行业更是

如此。尤其是成家后的教师常常面临着家庭与事业双方面的压力，因此在忙碌中无法顾及全

部的学生也是在所难免的，加之大课堂的教学方式，老师总是会面对众多的学生，着实难以

兼顾全部。因此这就需要学生自己去主动和老师交流，主动寻求老师的帮助。

D、将老师视为自己的朋友，试着去理解和喜欢每一个老师，这对学生自我的身心健康

发展和与老师的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另外，老师在专业知识方面对我们的帮助是毋庸置疑

的，但最为生活上的长辈，他们的生活阅历、社会经验以及人生感悟也是十分丰富的。因此，

学生应该积极转变其固化的思维，真正地视老师为挚友，对他们敞开心扉，遇到难题可以尝

试去寻求老师地帮助。

E、不要被“手机”隔开了你与老师地距离。近几年，手机地普及速度十分地快，几乎

人手一部手机。“低头族”作为一个新的群体也随之出现，而伴随着其进入课堂，师生关系

则被它拉开了距离。手机作为一种工具，我们应该多用它来与老师进行课下地交流，正确使

用它，从而发挥它地积极作用，努力将其作为一个与老师交流地平台。

F、努力学习，勤奋刻苦，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努力追赶老师的脚步。

2、老师方面

A、提高自我人，认清师生关系的现状，并不断增强自身的积极性，努力投身于改善师

生关系的事业中去。首先从自身做起，课下要尽可能地与学生进行互动，找到师生之间交流

地节点，努力提高自我主动性。

B、不断完善自我素质，提高自我修养和内涵。大部分学生都喜欢知识渊博、幽默风趣

以及性格平和的老师，而一个苛刻、刁钻的老师则会领学生们十分害怕。老师性格修养的提

高视消除学生畏惧心理促成师生平等交流的关键。努力在学生心目中树立一个和蔼可亲、博

学多才的形象对老师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C、转变教学方式，创新教学风格。学生了解老师的重要平台便是课堂，而一个老师如

果不能在课堂上引起学生的听课兴趣，那很难让学生了解和尊重自己。因此，高校教师应该

学会创新，学会改变。

D、杜绝教学“冷淡”现象。现如今，很多教师都存在“上完课就走”的行为，并且和

学生几乎没有什么课下交流。这无疑不会影响老师带给学生的印象，并感受到学生们的“反

冷漠”态度。



3、学校方面

在对老师的调查问卷中，我们得知，学校在师生关系的建设中并没有给予太多的精力和

重视，有的只是在口头上提过，有的甚至根本题都没有提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示出了学

校在相关制度上的缺失。学校应当制定相关制度并贯彻实行，方能促进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

完善的师生互动机制会给师生交往提供更大的平台和更多的机会。

（二）针对文献分析对策

1、教师主导，发挥好关键主体作用

师生关系作为一个统一协作的子系统，教师在系统中充当主导角色。对于构建高校教师

与学学生间良好的互动关系这一方面，关键在于教师能否进一步明确自身所肩负的责任和使

命，有意识地提升个人修养及人格魅力。与此同时，还应合理运用教学资源，全面拓展教学

模式，打破传统教学方法，将沟通融入课堂。

A、敞心扉，引导学生发展高校教师的职责不仅在于单纯的由上至下传播知识文化，扮

演传统意义上的“授业者”角色，更应该从内心支持和尊重学生的个人规划，鼓励学生追求

自我理想，加强学生的“责任意识”，为教师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引导学生全面成长成才，

做学生发展的“解惑者”。

B、修心性，塑造魅力人格教师在建立良好师生关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其个人特点直

接影响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师生关系的发展趋势。当代大学生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崇尚自由

与张扬个性的同时，对新事物和外界的评价更为敏感且缺乏完整的判断力，因而教师必须从

言谈举止、知识储备、生活态度等各个方面塑造个人的人格魅力，得到学生的认可，让学生

主动靠近寻求帮助，获得师生之间无隔阂的交流，达到最好的效果。

C、寄真情，走进学生心灵大学生拥有独立的人格，有想法、有激情，具备很强的可塑

性，能够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调整目标，自我修正。对教师而言，单一的课堂交流早已不能满

足教师对学生发展的指导需求，也不利于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需要教师利用一切可以

利用的资源，例如微博、微信、QQ 等新媒体，关注学生的学习、生活及内心变化。同时，

经常深入学生宿舍、休息室与其就时事政治、新兴科技或学生感兴趣的其它话题展开交流，

从心灵层面进行沟通，真诚地了解和认识学生、尊重学生，只有如此，才能构建长久而又融

洽的师生关系。

2、学生主动，发挥好重要主体作用在构建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中，单一从教师

着手，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提升教师素质的同时，学生这一主体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

性，“师”“生”同步，双管齐下。

A、尊师敬师

学生不可摒弃“尊敬师长”这个传统美德，随着个人的成长，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更要

尊重老

师，以礼相待。遇疑问，主动请教老师，吸取经验；遇困难，积极寻求老师的帮助和建

议。同时，感恩教师，亲近大师，将学术交流延伸至生活沟通，使教师成为学习上的航标，

生活中的朋友。

B、乐学惜学学习方面，学生要变被动为主动，明确目标后，主动制定学习计划、完成

学习内容、总结学习经验，最后达到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习他人所长，思个人所短。

另外，学生应努力培养综合素质，不局限专业内容，不拘泥学习形式，注重学习效率与学习

质量，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调整学习状态，适应教师教学模式，乐学、惜学。

3、学校支持，发挥好保障主体作用

学校是师生关系存在的基本保障，制度规范的校园管理体系、优雅清新的校园环境、自

由开放的校园文化、完善的校园基础设施、平等多样的学术交流是构建良好师生关系不可或

缺的条件



A、加强制度建设，推进高校教育管理制度改革针对现有的教师评价体系，建立更为合

理、全面的评价内容和形式，综合学术专家、教学能手、行政管理人员、学生等各方面的意

见，通过网上调查、课堂随机问卷、反馈会议等形式考核教师的政治素养、学术能力、师表

师德、课堂成果等多个方面。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意见的征求，选课指导，学分绩点及留学深

造知识普及，导师制和聘任制等在内的导学制度。利用导师的科研优势，建立师生定期交流

的平台，包括例会交流、实验室体验、课题跟踪等方式，让教师与学生获得更多有效的沟通。

B、拓宽师生交流渠道建立信息化沟通平台，利用新媒体拉近与学生的距离，丰富师生

交流内容。建立专业 QQ 群，共享学习资源，在线解答学生疑问；公开个人邮箱和联系方式

能够更加方便学生主动寻求教师的帮助；开设微博及空间平台，满足其实时交流的愿望，有

利于发掘学生真实的想法，让学生主动发现问题，提出意见，开口说心里话。鼓励学生

走出课堂，发展兴趣爱好，通过心灵驿站、社会实践、社团活动、科技竞赛、创业挑战等平

台加强师生沟通频率，促进彼此的了解联系。

4、社会协作，发挥好环境主体作用

建立符合时代特点的高校师生关系，除了上述教师、学生、学校三者的协调统一外，还

受到社会人文关怀及舆论的影响。因此，各级政府部门、教育行政机构、宣传文化系统要有

意识地建立和谐向上的社会文化，引导舆论风向，加强监管监督。要结合社会热点，弘扬正

面积极的人物事迹，树立榜样的力量，表彰长期坚持在教学一线的高校教师，坚持支教的公

益团体，介绍宣传刻苦学习、科研卓越、自立自强的优秀大学生，展现高校学子健康成才的

昂扬风貌，使全社会切身体会到师生一体、教学互助的理念，支持和帮助高校师生建立新型

的沟通模式。要展开高校教师时代责任、当代大学生理想意识的大讨论，营造正面的舆论氛

围，大力宣传爱国奉献、尊老爱幼、和谐共处的高校师生典型，同时对“唯师为尊”等落后

的观点要予以及时的纠正。积极的社会舆论导向为构建良好的高校师生关系提供最强有力的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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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页 1

关于师生关系“淡漠化”的调查（学生问卷）

3、你所在的年级为？（单选题）

A、大一

B、大二

C、大三

D、大四

2、您的性别为？（单选题）

（三）男

B、女

3、您的成绩在班主处于什么水平？（单选题）

A、1-15

B、16-30

（三）30 以后

4、在当下所有的任课老师中，有几位是您比较喜欢的？（单选题）

A、一位

B、两位

C、三位

D、三位以上

5、您是否会主动找老师进行交流？（单选题）

A、经常

B、偶尔

C、从不

6、老师是否会主动找您进行交流？（单选题）

A、经常

B、偶尔

C、从不

7、您与老师交流的话题主要以什么为主？（单选题）

A、学习方面

B、生活方面

C、情感方面

D、三者都有涉及

（四）当遇到问题是（生活和学习），你首先会想到？（单选题）

A、寻求老师帮助

B、打电话给父母

C、向朋友倾诉

（四）其他

9、老师这一职业在你眼中更像是？（单选题）

A、一种单纯以教书谋生的职业

B、知心朋友

C、严厉的长辈

D、其他



10、关于您的所有任课老师的名字，您知道几个？（单选题）

A、全部知道

B、大部分都知道

C、个别的知道

D、 全部不知道

11、在您所在的课堂中，您感觉老师能否带动课堂气氛？（单选题）

A、绝大部分老师能带动

B、个别老师能带动

C、没有老师能带动

12、您对老师是否存在不满情绪？（单选题）

A、经常

B、偶尔

C、从不

13、在现实生活中，您认为老师对您的帮助有多大？（单选题）

A、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帮助

B、在专业知识方面帮助较大

C、在生活或情感方面帮助较大

D、几乎没有

14、就您自己而言，在课堂上玩手机的原因是？（单选题）

A、认为课程对自己没有较大用处

B、不喜欢老师的讲课方式

C、单纯的通过玩手机来消磨时间进行娱乐

D、其他

15、您比较喜欢什么类型的老师？（多选题）

A、专业水平高

B、性格随和好说话

C、幽默风趣

D、见多识广博学多才

E、权利较大

F、对自己在物质生活方面有较大帮助

16、您对当下高校师生关系的态度是？（单选题）

A、很满意

B、有待改善

C、不满意

D、无所谓

17、您认为应当如何改善师生关系（问答题）



附页 2

关于师生关系”淡漠化“的调查（教师问卷）

1、您的年龄是？（单选题）

A、25-35

B、36-45

C、46-55

D、56 及以上

2、您的性别是？（单选题）

3、男

4、女

3、您的教学职称是？（单选题）

A、 助教

B、 讲师

C、 副教授

D、 教授

4、您是否有副业？（单选题）

4、是

5、否

5、您是否主动找学生交流过（单选题）？

（八）经常

（九）偶尔

（十）没有

6、您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单选题）

20. 家庭方面

21. 学术方面

22. 教学方面

23. 评教师职称

24. 其他

7、您在教师生涯中获得的压力主要来自？（单选题）

（五）家庭压力

（六）教学压力

（七）社会舆论压力

（八）评职称压力

（九）其他

8、您选择教师职业的初衷是？（单选题）

12. 热爱

13. 机缘巧合

14. 谋生计

15. 其他

9、您对外界所评价的”高校教师上完课就走和学生几乎没有什么课下交集“怎们看？（单

选题）

5. 该现象完全属实



6. 大部分老师存在该行为

7. 少数老师存在该行为

8. 该现象不存在

10、您对课堂上出现的众多”低头族“怎么看？（单选题）

A、老师讲课没有吸引力无法带动课堂氛围

B、老师缺乏威信不能维护好课堂秩序

C、学生自控力差易受手机影响

D、其他

11、您喜欢什么类型的学生？（多选题）

A、学习优异

B、性格活泼

C、有个性

D、思想活跃

E、颜值高

F、勤奋努力

G、其他

12、您所在的学校是否在建立和谐师生关系方面实行相关措施？（单选题）

A、是 组织过相关会议讨论

B、是 但只在口头上提过

C、否 根本没有强调过

13、就您自身而言是否关注过师生关系的相关问题？（单选题）

A、非常关注且有较好的方法

B、关注但无好方法

C、没有精力关注

D、无所谓

14、您认为手机拉近了师生距离，还是导致了师生关系的疏远，请简要阐述。（简答题）

15、您觉得应该如何改善师生关系？（简答题）



附页 3

个人感悟

赵栋：第一次真正接触课题论文的研究写作，刚开始确实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在没有

动手之前就开始犯愁，甚至是抱怨。这样的忐忑持续了大约一周的时间，但它终究是一次考

试，我也不得不进行实际的工作。此后我们便开始了文献的收集，问卷的设计，我也全程参

与了收集文献与问卷设计的过程，然后花了将近两三周的时间去看在图书馆搜集到的文献，

并将问卷一一分析，这些过程都让我渐渐了解到了课题研究论文的写作程序。最后，我组成

员一起讨论了论文写作思路，在广泛阅读何老师整理的课题研究报告后，我们大致定下了文

章的框架。之后，我们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开始着手于文章的写作，我负责文献综述与建议

部分还有从文献收集到问卷设计再到文章的构思与写作。在整个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一方面

让我对我们所研究的课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另一方面我认为这次的小型研究一定会对我们的

毕业论文写作产生重大的影响。当论文写作工作结束后，开始个人反思的时候，我才感觉到

何老师如此安排的良苦用心，才发现原来这样一种学习方式竟对我有如此大的好处，才体会

到我学会了如此多的东西，感谢何老师，感谢一起努力的伙伴位夫松、宋泠甫同学，也感谢

自己的努力。

宋泠甫：虽然，完成论文的整个过程并不是十分的冗杂和漫长，但我依然学到了许多在

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首先是我们选择的课题——高校师生”淡漠化“现象让我对当代大学

乃至社会都有了一个相对以前层次更高的理解。其次问卷的设计和发放也令我学习了并掌握

了一项在以后工作和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技能。还有就是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查阅和分析，使我

的思考方式和看待问题的角度都有一定的改变，这无疑不会对我以后的学习产生积极的影响。

最后在整个论文创作的过程中，我深刻的体会到了团队协作的力量，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只有集思广益，方能创造出更加完美和成功的事物。生活就是不断地学习和改变，我相信在

以后的大学生涯中，我会学到更多，也会成长的更多，长此以往，必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毕业以后的岗位上发光发亮。感谢何老师，感谢赵栋、位夫松同学。

位夫松：首先，在刚刚知道要写论文的时候，我们对选题是迷茫的，但同时，今年我们

也开了教育学基础的课程，作为学生的我们在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也深深得体会到了学习过

程中师生互动的重要性，以及基于目前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师生关系趋于淡漠化，所以我们最

终定下该题目——高校师生关系“淡漠化“现象的调查分析

我们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对该课题的研究有较多的文献有所涉及，但都没有深入的进行专

项研究，对于高校师生关系的探究，早在我国高等教育设立之初就已出现，但如今师生关系

的现状仍不容乐观，所以我们更加坚定了对该课题进行深入探究的决心。

问卷设计之初，我们仅仅设计了针对学生方面的问卷，但之后才发现严重不足，想要对

师生双方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究，我们更要去调查老师内心的想法，所以我们又设计了一份

针对老师方面的问卷，最终在何老师的帮助下，我们也完成了对于老师方面的问卷调查。

最后的论文是我们小组三人齐心协力完成的，每个人都为论文做了很多的付出，虽然我

们三个人不是最优秀的，但我相信我们三个人的论文肯定是最优秀的，既然我们付出了努力，

我们就是成功的。

最后再一次感谢何老师对我们的指导与帮助，感谢我同组的赵栋，宋泠甫为论文所做的

付出。



沉默的性质进行了分类[5]，周杰也将沉默分为了受控型沉默（学生因为对教师控制的顺从

而保持沉默），抗拒性沉默（学生因为对教学的不满而保持沉默），建设性沉默（学生出于

沉思状态中的沉默）[6]。课堂沉默对学生或者老师而言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尤其是长

期的课堂沉默更是百害无一利，因此希望通过调查研究，找出课堂沉默中存在的问题并解决

这写问题。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在查阅文献过程中，对于国外的文献研究是通过已有文献的阅读了解整理的，相关的

“课堂沉默”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相关的权威刊物，但从总体上来说，相关研究成果不是很多。

外国学者对于课堂沉默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课堂沉默的相关性别研究。Ferdericksen、Elaine 主要研究了低龄女性的课堂沉

默现象。从文化差异入手，从家长对于女性的传统期望中寻找容易形成课堂沉没的原因，提

出相应对策，即“通过语言训练和读写能力培养来克服课堂沉默”[7]。

（2）留学生的课堂沉默现象研究。Harumi、Seiko 从亚洲留学生的角度对课堂沉默进

行了研究。研究中论述了“引起课堂沉默的基本因素：首先，对第二语言的掌握度不够熟练；

其次，文化差异的障碍；再次，学生自身身份及所处的语境带来的影响”[8]，这些都会形

成课堂沉默。

（3）课堂沉默的伦理学研究。Petress、Ken 主要从伦理学角度对个别学生课堂沉默现

象进行了论述。该研究表明“课堂沉默现象是一种不道德的学习行为，个别学生的课堂沉默

会阻碍学生的学习、老师的效率及同学之间的课堂交流”[9]。并且分析了个别学生出现课

堂沉默现象的原因，即低自尊、害怕被嘲笑、害怕成功、文化差异、避免冲突以及理解交流

障碍等因素。

2、国内研究现状

（1）课堂沉默的教师与学生方面。许多学者通过对于课堂沉默现象的观察研究，注重

对于教师自身素质、教学行为方式、教学管理，学生自身问题意识、话语权与沉默权的探讨，

提出了形成课堂沉默的教师与学生方面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措施，以便可以有效的处

理课堂沉默现象。但是大多数只是单方面的论述教师与学生对于课堂沉默的影响。

（2）课堂沉默的课堂参与行为方面。李朝平研究了大学课堂的教学行为，通过了解大

学师生对于大学课堂的认识，针对大学课堂教学行为中存在的弊端与问题、教学现状与原因

探析，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缺乏把大学课堂教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师生互动作用的动态

研究”[10]。王娟娟、李华对大学生课堂学习行为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大学生学习行为现状、

表现及调查分析，提出了大学生学习行为的重要性，以及学习行为对于大学课堂状况的影响，

认为“大学课堂学习行为是贯彻并执行教学活动以学生为主体的这一根本原则，同时也是教

学中以人为本的最直接体现”[11]。近年来，许多学者提出了新型的课堂参与行为模式，即

翻转课堂模式，其中代相龙认为“翻转课堂是在教育信息化环境下，学生在课前自主完成教

育者为其提供以教学视频为主要形式的优质教学资源的学习，而在课堂上通过实施组织的各

种交互式活动完成之时内化吸收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12]，司马志广“对传统教学模式

进行了反思，对翻转模式进行尝试，以期提高教学效果，达到更好的教学成果”[13]，俞建

慧、齐石玉主要对当前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并基于对国内翻转

课堂的研究，提出了当前国内对翻转课堂的研究趋势，以及翻转课堂与新型教学课堂资源融

合后的教学实践应用，以促进课堂参与，克服传统教学模式下的课堂沉默现象。

（3）课堂教学管理方面。郭岑和王宇晨的研究中大学课堂存在的问题有学生自律能力

差、师生关系淡漠、考核制度缺乏监管力度、学生逃课，他们认为课堂管理要提高教师管理

能力，构建师生民主平等关系和提高课堂趣味性[14]。许慈惠在研究中认为应该加强第二课



堂的实践，用实践带动教师课堂管理[15]。王玉东、李有良、吴艳、陈永明等人针对课堂问

题，他们的研究认为课堂管理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转变观念,其中包括教师观念和学生

的观念，以开放的、实用的理念管理课堂，以学生为中心，扩大学生的选择权；二是改变传

统教学模式，建立互动教学模式，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和良好的课堂氛围；三是规范课堂管

理，完善激励机制；四是教师的即时应变能力的培养。综上，教学管理也是课堂的重要内容，

教师和学生都应该重视这个。

（4）传统文化、社会制度机制方面。对于课堂沉默现象，还有从传统文化、社会制度

机制方面的影响因素。孟凡韶研究了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导下的课堂沉默现象，认为学习

者获得知识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一一

构建的方式获得，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16]。张兴琳在关于大学课堂的研究中，指出通过建

立惩罚运行机制来保障大学课堂秩序，认为“过度的惩罚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在教

学实践中没有一点惩罚，也会影响教学效果，适度惩罚还是必要的[17]”，以通过对于教学

秩序的维护来影响改变课堂现状。亓玉慧在课堂教学的“边缘人”现象研究中指出了教师、

家长层面、传统文化层面对课堂教学的影响，并进行了辩证审视，以帮助老师全方位把握“边

缘人的存在状态”，促进其转化，消解教学中的中心与边缘，最终实现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全

员参与[18]。

（5）课堂沉默的文化价值理论研究。刘丹主要从 Hofstede（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的

文化价值理论方面研究了文化对于课堂沉默的影响，根据其提出的民族文化的四个价值维度，

即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及男女性别倾向化，从这四个方面阐述形

成课堂沉默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科学对策，即通过师生两方面的改善来克服课堂沉默[19]。

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从教师与学生、课堂参与行为、课堂教

学管理及传统文化、社会制度机制方面来研究整合。对于教师与学生这个维度，大多数只是

从其单方面来论述，找出教师与学生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还有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出

发来阐述形成课堂沉默的原因、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但是极少从管理学的角

度出发，来研究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课堂管理关系。

因而我们从管理学的角度出发，基于管理中的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内容，着重从教师

与学生的双向需要方面来研究高校的课堂沉默现象，从需要的层面论

述形成课堂沉默的原因、影响因素，并在数据分析整合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分析，

以有效克服高校的课堂沉默现象。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调查对象为山西农业大学在校本科生（包括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学生）

（二）研究假设

造成课堂沉默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可能受传统观念、教育体制、社会环境、校园文化等

因素的影响，但是教学课堂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才能营造良好的氛围、

促进学生课堂参与、提高学生积极性、利于学生高效的课堂学习。所以，从教师与学生方面

对于课堂沉默现象的分析成为我们的主要研究方向。

（三）研究维度

主要以教师和学生这两大主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大学生课堂沉默现象的

现状、剖析其原因，并给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四）调查方式

1、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指搜集、整理文献，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大量研究形成对事实科学认识的方

法。在研究过程中，搜集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有关高校教学课堂氛围和管理等方面的文献资料，



关于大学生选课的功利性倾向研究

——以 S 高校为例

王龙香 谭瑞娜 王俊华

摘要：当今社会，我国高校在教学过程中普遍采取选课制度，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体系的弊端及高校选课管理机制的不完善，选课制在实施的过程

中逐渐显露出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大学生选课功利性倾向愈发严重。

为了更深入地探索这一问题，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以 S

高校为例，围绕现象分析、原因探究及各主体的应对之策三大模块进行阐释。文章从心

理学、管理学、教育学三大视角进行原因分析，并从学生层面、学校层面、社会层面三

大层面进行对策探究，提出建设性意见，以引导学生正确选课，推动选课制在各大高校

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选课制；功利主义；选课管理

引言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教育管理模式和教育教学模式，打破传统的、单一化的教学模式，我

国逐步实施了较为科学的选课制度。选课制度的实施一方面保证了大学生自主选择课程的权

利，学生可根据自身兴趣来选择课程，满足了大学生对课程的多样化需求。与此同时，根据

“兴趣导向”原则进行选择同样可以促进大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另一方面，选修课程的设置

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完善其知识结构，促进当代大学生的综合性发展。但由于多种因素的

影响，我国许多高校选课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功利性倾向的问题。该问题的出现不仅违背了选

课制的初衷，而且给大学生综合性发展带来巨大冲击，更不利于教育体制的健康运行。本文

以 S 高校为例，对我国教育体系中存在的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研究。

一、 S高校选课现状简介

公共选修课是高校教学计划的重要内容，以下，将根据 2011 年修订的《S 大学大学生

修读选修课管理规定》的部分内容对 S高校的选课制施行情况进行简单介绍。

S高校的选修课程主要分为专业选修课与公共选修课两类。专业选修课大多为专业课程，

只本专业学生可选。公共选修课是由各学院根据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从专业培养计划中提

取出来的一部分专业课程，供除本专业学生以外的学生选修。除此之外，S高校还设有通识

课程，通过尔雅大讲堂进行选修课程设置。

公共选修课的设置分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艺术体育、自然科学四大门类，共 219

门课程，人文科学 33 门，社会科学 20 门，艺术体育 22 门，自然科学 144 门。自然科学门

类占 66%，这可能与 S 高校的院校性质有关，课程门类设置比例比较特殊，不具有代表性。

一、 相关文献综述

（一）概念界定



1、选课制

选课制是学分制的组成部分，是学分制的核心制度。选课制是指学生根据专业人才的知

识、能力、素质要求，按照专业教学计划及学校的课程教学安排，自主选择学科、专业课程

的一种教学管理制度
[1]
。

2、功利性

功利主义又被称为功用主义或乐利主义，是一种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学说
[2]
。早在中国古代就有“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西方则是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等实用主义

的思想观念。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功利性的评价亦是褒贬不一。

（二）国内研究

在我国，选课功利性倾向问题已经成为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2017 年 4 月 6日，中国

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6.0％的受访者表示身边大学生功

利性选课情况普遍存在
[3]
。但国内学者多对选课制存在的问题加以研究，功利性选课仅以其

中一个因素呈现，为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解读，笔者从大学生功利性价值观和选课中存在的

问题两方面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

1、关于大学生价值观功利性的研究

关于大学生功利性价值观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注重实用。甘启颖以注重实用

为核心，围绕学科专业选择、学习时间分配，学习效果衡量三方面具体表现展开，对大学生

功利性倾向进行研究，提出对策建议
[4]
。第二，以学习为工具。宋岭认为大学生的功利性主

要体现于功利性学习，同时提出“功利性学习是以学习为工具，片面追求个人利益、需求和

结果而忽视学习本身的学习行为
[5]
”。第三，以就业为导向。马杰着重从功利性读书的角度

入手分析，并提出这种功利性读书是迫于就业竞争压力而以职业为导向的行为
[6]
。第四，价

值取向功利化。张清华，张希梅的研究以价值取向为宏观把控，具体对学习生活、政治修养、

道德选择、择业就业四方面进行全面阐述和原因分析
[7]
，但却缺乏相应的对策探究。王文彦

提到功利性的表现还有功利性入党现象严重、人际交往方面利字先等
[8]
，与张清华等的研究

有相通之处，属于政治修养和生活方面的表现。

另外，对于功利性的研究，以往学者是抑大于扬，但对于其褒的观点亦不容忽视。马杰

提到，以职业为导向的“功利性读书”，并非对于大学理想的背叛与抛弃，而是新时期对于

大学理想的传承与发展，是在独立意识下结合自身特点进行的自由选择，是追求自我理想实

现的可行路径，是理想与功利在价值多元化的现实背景下的有机结合。
[9]

2、关于选修制运行中存在问题的研究

近几年研究者发现选课制在实施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问题。通过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总结

得出选修课运行发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学生的功利性思想对选课结果

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
[10]

；第二，对“好老师”评价标准扭曲
[11]

；第三，校方提供的优秀课程

资源少，无法满足学生需求等问题
[12]

；第四,学生选课存在盲目性
[13]
；第五，任课教师与学

生对选修课程的不重视态度使选修课的质量大打折扣
[14]

。

（三）国外研究

前人研究发现，国外大学生功利性选课问题并不像国内这样突出。在欧美等发达国家，

大学生主要以兴趣倾向为选课依据。例如美国大学生选课就坚持兴趣导向原则，根据自身兴

趣需要来选择相应课程。并且，由于中美文化存在差异，美国人时间观念较强，所以美国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会出现把时间浪费在没有兴趣的课程上和课上开小差这样的问题。由此

可以发现国外的功利性选课现象并没有得到国家和大众的重视，所以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就没

有深入。

纵观国内外的研究动态不难发现，功利性选课已不容忽视，但研究学者多对选课制存在



的问题及大学生价值观的功利性倾向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也多以浅层现象罗列形式呈现，原

因分析不够全面透彻，对策研究缺乏建设性，缺乏对功利性选课这一问题的深层剖析，需要

新的研究对理论空白进行填补。为此，笔者将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做深入探讨，完善相关

理论研究。

二、 研究内容及方法

（一）研究内容

1、现象研究

根据当今公选课出现的弊病表现，本文以大学公选课的发展历程和大学生功利性心理的

形成与发展为基本点，以选课功利性倾向为中心，从课程设置、大学生心理状态两方面出现

的问题对本论题进行研究。

2、原因研究

大学生的个人价值追求和大学公选课程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都影响着教学课程目标、教

育理念和人才培养目标等，正确处理大学生与公选课之间的关系是提高我国教育教学水平的

主要措施之一。本文主要从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的角度来分析公选课的设置和大学生功

利性价值追求这一现象，从而进一步探讨大学生选课功利性倾向的问题。

3、对策研究

在探索问题的过程中，笔者根据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主体出发，提出了对应的解决方案，

为学生选课行为和高校选课机制健康发展提供方法论指导。

（二）研究方法

1、调查研究

问卷调查方法可帮助研究者获取第一手资料，客观分析现存问题。笔者通过问卷调查的

方式对 S 高校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采取分层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最终收集

到 287 份样本信息，进而对高校选修课程设置情况及大学生对待选修课的心理状态等基本信

息进行了初步了解。

2、文献研究

文献是研究者进行理论研究的第二手资料，对论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这就要求

研究者必须结合国内外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著作和大量的期刊文献来支撑本论题的研究。研

究大学生选课的功利性倾向需要涉及到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多种跨学科知识，因此，

在本文中笔者对我国选课制存在的问题和大学生功利性价值观形成等方面的文献进行搜集

与整合，以此深化“大学生选课功利性倾向研究”的理论。

3、个案研究

本课题以 S高校为个案进行研究，通过翻阅学院自主选课的文件资料，以及搜集相关选

课数据等方式对 S 高校选课的实施情况及存在的功利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以全方位把控 S

高校选课情况，引导选课机制的良性发展。

三、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如今关于大学公选课的研究，缺少针对功利性倾向方面的深入探索。此外，在大学生功

利性价值观的研究方面，以选课为背景的研究资料也较为匮乏。本文通过科学、合理的研究

方法并根据以往专家学者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选课功利性理论研究的空白，并为提高



公选课教学质量提供理论参考。

（二）实践意义

本文对于大学生公选课功利性倾向的研究具有两大实践意义。首先，对大学生功利性选

课的探讨有助于深入分析大学生功利性选课的深层原因，为大学生正确选课提供科学的方法

论指导，纠正选课态度，树立正确价值观；其次，有助于完善我国选课机制，最大程度上发

挥选课制优势，为国家培养综合性人才，以此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

四、 调查问卷的基本情况

（一）调查工具

为了深入了解 S高校大学生是否存在功利性选课的问题，笔者采取调查问卷的形式对相

关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问卷中共设置了 19 道题目，题型设有单项选择和多项选择两类。

调查的内容主要包含两部分：基本信息部分和主体部分。基本信息部分即性别、年级、专业

等。主体部分是调查问卷的关键部分，可从两个层面进行解读。其一，问题设置贯穿选修课

始终，包含选课前，课程进行中及课程终结三大部分，以便对大学生整个选课过程进行动态

的追踪，探究。其二，题目设置从现象到原因追溯再到对策探究，沿着这一逻辑主线，对 S

高校大学生公共选修课存在的功利性倾向进行了深度探究。

（二）调查对象的选取

调查问卷的调查对象是针对 S高校有过选课经历的学生，本次调查预下发 300 份问卷，

实收集问卷 287 份。为使调查更客观、全面，笔者采取分层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

法，根据 S高校 9 个学科门类的学生规模大小按照一定比例进行信息收集。

图 1 问卷调查样本分布

五、 问卷分析

（一）“志在学分”的学习动机

调查问卷中，第 8题“您上公选课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修够学分绩点”这一选项占

比仅次于“丰富见闻，拓展视野”和“深化兴趣”为 58.19%。可见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以获

取高学分绩点为选课动机。

这种仅以获得高学分、绩点为动机的学习，为其对待选修课的随意态度奠定了基础，营

造了消极的学习氛围，进而影响整个选修课学习的效果，给学生个人和整个学校都带来巨大



损失。

图 2 大选生选课动机调查

（二）“好逸恶劳”的学习心态

在调查问卷中，第 7 题“您选择公选课一般会考虑一下哪些因素”，其中有 50.19%的人

选择“学分多少及难易程度”。第 13 题“您喜欢的公选课结课方式是什么”，53.26%的人选

择“开卷考试”，而“闭卷考试”的选择率仅有 8.81%（如图 3）。从数据中不难发现，当今

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正确的方式和对待公选课的消极态度问题的突出。

图 3 大学生选修课结课方式选择情况

选修课程的设置是为了培养学生的专业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然而往往事

与愿违，学生在学习选修课程的过程中出现“好逸恶劳、坐享其成”的学习心态，其提出课

程要轻松、老师不能过于严厉、考试方式必须简单等一系列荒唐不经的要求。换言之，在多

数可能的情况下，他们都会选择“低付出，高回报”的课程，这一问题的出现违背了选修课

设置的初衷并阻碍选修课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学生的自我提高。

（三）“实用主义”的学习原则

调查问卷中，第 7 题"您选择公选课一般会考虑哪些因素？"一问中，选择"对自身发展

或就业是否有帮助"一项的选择高达 47.04％，在众多因素中比重排名第三，可见，大学生

在选课过程中对就业因素的考量比较重，是功利性的一种表现。

当问及"您上公选课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时，有 44.60％即接近一半的同学回答"学习专

业知识和技能；"什么原因可能影响您的上课行为或是否翘课"，有 42.51％的同学选择"课

程内容对我是否有用"；当问及"您在选修课堂上都干些什么?"时，有 39.72％的同学选择"



只选择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听"以上种种，均表明大学生对待选课注重实用，唯实用论（如

表 1）。

表 1 大学生实用性选课表现

项目
对自身发展或就业

是否有帮助

学习专业知识和

技能

课程内容对我是

否有用

只选择自己认为

重要的内容听

百分比 47.04％ 44.60％ 42.51％ 39.72％

学生在选课中以就业为导向，注重实用性，从一定程度上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就大学

生自身而言，追求就业导向，实用相关的选修课程，忽略课外知识的拓展，会导致大学这一

高等学府培养出来的“人才”与就业机器无异；就选修课程而言，会使得实用性课程选择率

高，造成其他门类的选修课程资源的浪费，同时，由于对于课程选择的单方偏向性，选课制

的实际培养结果也必然与其设置初衷相违背。

六、 原因探析

（一）心理学视角

心理学视角下，动机是行为的内部动力，自然，学习动机是直接推动学生进行学习的内

部动力。一个学生是否想要学习，为什么学习，喜欢学习什么，以及学习的程度、积极性、

主动性等，都能够通过学习动机加以说明
[15]
。

1、内部动机

内部学习动机是学生自身对学习的渴望、兴趣产生的动机，是自觉的
[16]
。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 69.34%的学生选择选修课时把兴趣放在首位，同时有 65.16%的学生选择到了自己感兴

趣的选修课，但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习态度消极且具有功利性。这一矛盾现象值得一思，

笔者认为此情况一方面与学生普遍认知中的“选修课不重要”不无关系，这就使选修课课程

学习的学风不佳，学生因兴趣而产生的自觉的学习动机渐渐弱化，不足以支撑整个选修课程。

2、外部动机

外部学习动机是外部诱惑对学习产生诱惑力而产生的学习动机，是被动的。而对于功利

性选课，其外部动机的产生更多地则来源于功利主义社会风气的影响。笔者认为功利思想大

爆炸是在工业革命后，当时急于求变的中国自然也受到功利思想冲击。随着信息化的发展，

整个社会逐步被这种功利性文化笼罩，这进而影响了大学生的思想，导致学生在选修课学习

过程中功利性思想慢慢占据主导地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外部诱惑主要以压力呈现。一方面是社会生

存压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也得到广泛认可，再加之媒体

网络对“权钱”的过度吹捧及对大学生“就业难”的渲染，导致大学生急功近利甚至狂热追

求名利；另一方面是家庭责任压力，在计划生育浪潮的影响下，如今多数家庭为独生子女，

家庭重担落在唯一的孩子身上，使学生产生压力，导致其迫切学习“有用”的知识而忽略兴

趣。这种以压力为主的外部诱因引发的学习动机，使学生在选修课选择、学习这一整个过程

中，产生了功利化倾向。

（二）管理学视角

经研究分析可发现，公共选修课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课程设置与学生需

求之间的矛盾、师资配备与学生需求之间的矛盾、时间管理矛盾”三大矛盾关系，而这一矛

盾关系的产生主要原因则是教学监管体系的不完善。我国高等院校教学方式和管理理念的落

后，师资力量的不足都严重影响和制约选课制的发展。在此，笔者将从管理学角度分析高校



教学监管体系是如何影响高校公共选修课的发展和学生的选课行为。

1、课程设置与学生需求之间的矛盾

学校选修课课程涉及的学科范围过于狭窄，无法满足学生的兴趣需求，更不能扩展和提

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并且课程设置的不合理往往会影响学生的选择，出现盲目性、从众性、

功利性等问题。学生会根据自身能力的发展而选择“优势”课程，根据研究数据显示，在学

生选课比例中有 51.92%的大学生在 S 高校不能选到自己所需要的课程，且在这部分人数中

有 46.31%的学生则是因为学校提供优质课程资源少而不能选择合适课程(如图 4)。

图 4 课程未满足学生需求原因表现

2、师资配备与学生需求之间的矛盾

教师队伍力量与大学生对教师需求不成正相关关系，当今教师队伍通常不能满足学生个

性发展需求，这也使得选修课教学质量水平较低。据 S 高校研究数据显示，有 53.66%的学

生因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过于乏味而丧失对选修课的兴趣，导致学生对于选修课产生一种懈

怠感。同时也有 26.17%的学生认为学校师资力量薄弱而无法满足学生课程需求。由此可看

出，S高校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这一矛盾也较为突出。

关于以上两大矛盾关系，在调查问卷中亦有如下体现。第 16 题“您认为当前许多学生

没有认真对待选修课的原因”，答案分布集中于以下两个选项（如表 2），由此可知，课程设

置与师资配备两大内容需引起重视。

表 2 学生不重视选修课主要原因分布

项目 对开设的课程不感兴趣 老师授课乏味

比例 63.76% 53.66%

3、时间管理矛盾

调查研究发现，仍有 34.84%的学生没有选择到感兴趣的课程，究其原因，有 54%的学生

选择“感兴趣的课程与专业课时间冲突”，51%的学生选择“感兴趣的课程人数已满”。观

之数据，不难发现，学校在选修课程的管理方面仍存在问题，学生由于时间冲突以及课程容

量限制，无法选择感兴趣课程，因而在不感兴趣的课程中，选择相对轻松，较为实用或与就

业相关的课程也是正常现象。

4、选课监管制度不完善

S高校的选修课管理规定中规定：院部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实行导师制，导师从综合素质



教育角度，对学生提出不同的修读要求，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学生选课应在导师指导

下完成。选修课程引导是选修行为开始前的关键部分，具体实施过程中却无法得到落实。问

及“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您不够了解选修课程信息”时，42.06%的学生认为是“学校没有

专门的选课指导”，35.71%的学生选择“没有这方面的意识”。选课行为的偏颇与学校和学生

两方面的原因有关。另外，学校学生各执一词，学校对选课指导已作出明确规定，相反地，

学生则认为校方未提出明确指导，学校在选课管理方面的漏洞由此显现。

图 5 学生对于选修课程的认知不足的原因分布

伴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暴露出高校教学监管体系不完善的弊病。在一定意义上表明，

管理手段科学与否是我国教育教学事业发展的关键。不仅是公共选修课存在这样的问题，在

全国范围内教学管理体系问题同样也是诸多专家学者特别关注的问题。所以，如何科学规划

选修课课程，引导学生科学选课，完善我国高等院校教学管理体系？笔者将在下文做详细阐

述。

（三）、教育学视角

玛萨·诺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芝加哥大学恩斯特·弗洛恩德法学与伦理学杰

出贡献教授谴责了教育的功利性倾向，在“为了利润的教育，为了自由的教育”中，作者认

为教育的本质在于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学生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公民
[17]
。选课制的初衷也

是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复合型人才。但是由于教育体制方面的一

些不足，选课制最终的实施结果往往与其初衷相违背。

1、评估标准单一化

目前高校普遍实行学分制，以学分为评估标准来衡量学生学业完成状况,故而，学分制

下的选课制以学分绩点作为学生能力的唯一评估标准，忽略对其他因素的考量，有失偏颇，

使学生在选课过程中易出现凑学分的现象。正是这种仅以学分绩点为标准的评估导致了学生

在选课中重结果不重过程行为的产生。

2、课程设置不合理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共设置了 360 学分,其中就有 300 学分为学生提供了有选择性余地

的课程,占总学分的 83.3%；相比之下,我国高校本科专业总学分多在 170 一 200 学分之间,

必修、限选、任选三类课程的学分比例一般为 7:2:1，必修课所占比例过大,选修课比例低,

尤其是任选课比例偏低
[18]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高校在引进学分制时，课程设置以必修课

程为主体，而选修课程所占比例较少，忽视了选修课的重要性。学生兴趣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相对轻松或就业相关课程。

3、学校功用职业化

学校是进行知识传播、学术研究、文化传承，培养综合性人才，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服

务的平台。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市场化的的冲击，学校的文化教育职能逐渐淡化，职业化功用



日益突出，向社会输送“职业化人才”成为趋势。在这种学习环境下，大学生也被打磨得市

场化，选课过程中注重实用，以职业为导向，与选课制的设置初衷相违背。

七、 对策探究

（一）个体层面

1、扭正认知，树立正确价值观

首先，学生必须正确认识公选课的意义，设置公选课是为了发展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培

养学生的个性，只有扭正认知，学生才能重视公选课；其次，学生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有了正确价值观，我们才能打开思维、放宽眼界，从而获得长远发展。

2、培养内部学习动机，提高自控能力

笔者认为，内部学习动机的培养与自控能力的提高离不开自我反思。首先，学生要明白

自己真正的兴趣点，根据兴趣选择课程；然后，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制定选修课课程学习

计划并定期进行反思，根据计划完成情况给予自己奖惩，以此激励自己，逐步将外部学习动

机向内部动机转化，学会享受选修课学习的整个过程。

（二）学校层面

1、加强选课引导

基于学生自身对于选修课程的了解度不高，以及学校在管理层面的漏洞，校方需采取更

多有效举措加强对学生的选课指导。其一，将选课指导做硬性规定，通过讲座、公共课程等

方面将选课指导明确化；其二，利用互联网技术将选课指导的信息公布于官网，可通过制作

小视频的方式更为直观化地呈现；其三，学生选课阶段，校方可按院系将各门选修课的教师

信息及课程简介进行公布，便于选课机制的高效运行及学生需要的满足；其四，可设立特定

的微信公众号，为学生答疑解难。

2、合理设置课程

一方面，平衡必修选修比例。如上文所说，我国高校的必修、限选、任选比例为 7：2：

1，必修、选修比例相差悬殊，体现出我国教育对于选修课程的非重视性。因而，我国各大

高等院校需结合实际情况扩大选修课程比例，向外国借鉴经验，平衡必修、选修比例，以便

充分发挥选课制的“自由”原则，为学生提供充分的选择，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帮助学生明

确选修课程的重要性，端正选课态度，避免功利性选课现象发生。

另一方面，丰富课程种类。由上文调查数据可知，高校的设置的选修课程难以满足学生

需要，在对选修课程设置方面，提出“应由学校拟出大致框架，学生投票选择，对较多学生

热衷的科目应该加设课程”的学生比重最大，占 54.7%(如图 6)，因而，学校在进行选修课

程设置上，首先应尽可能地增加选修课程种类，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在此基

础上，由学生进行投票选择，甄选出真正能够反映最广大学生需求的课程。“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学生兴趣的满足才是规避功利化现象的关键。



图 6 学生对公选课如何设置的看法

再者，针对时间管理矛盾的问题，学校应该采取相应措施，减小甚至消除时间冲突和课

程容量限制二者对于学生选课的消极影响。如可以合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借鉴模仿尔雅

大课堂的网络授课、测评方式。另外，对课程实行轮替制，对于同样的课程可增加课程频次，

如一周两节或三节，便于学生根据实际选择合适时间的课程，注重对其兴趣课程的满足。

3、评估标准多元化

对于学生整体素质的衡量应该多元化，全面、客观，不应单以学分完成与否对其进行评

价，还应考量其他因素，如对于学分未完成的同学，要求其进行自我行为评价，包括课堂收

获、课外收获等，通过多因素的考量对其进行评判。另外，选修课堂的考核评判亦应多元化，

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不应局限于课堂、考卷，帮助学生发现学习的乐趣，以此端正其

对于选修课的态度。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校方注重统筹师资配备与学生需求，师资配备与课程设置的关系，一方面，通过外部招

聘或内部提拔保证教师队伍的数量能够满足课程配置；另一方面，通过内部培训保证教师队

伍的质量最大程度地满足学生的需求，亦可通过一定的奖惩机制，鼓励优秀教师开设选修课，

对不合格的教师进行淘汰；最后，教师队伍中可实行“以优带优”，具有相似课程属性的教

师可通过茶歇会、沙龙等方式进行经验的交流，促进整个教师队伍水平的提高。

（三）社会层面

我国现阶段仍旧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发展经济仍是我国的工作重心，又加之我

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大学生则会根据社会的需要而获取有用的信息与技能，这也就导致

了大学生学习功利性倾向的滋生。从长远来看，大学生无论是选课还是学习动机趋于功利性，

如果不及时解决，其直接结果就是我国整个社会都会被功利主义所侵蚀，所以社会的解救工

作至关重要。其具体措施就是要改进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合理利用社会舆论导

向作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1、改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

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产物，但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同样出现许多问题，

社会竞争压力逐渐增强，功利性社会风气也应运而生。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降低功利性思潮

对大学生的影响，改进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状况则尤为重要。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要把握

其中分寸，不能过于强调物质经济的满足。就如当今社会所表现出的面貌，过大的社会压力

造成社会主体思想的功利化，传统的互助互让美德逐渐被社会所遗忘，这对国家整体的发展

反而起到的是消极作用。所以，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强调精神文明的建设，促进国家

全面健康发展。

2、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

当今正处于科技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各种社会舆论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可以说信



息媒体对人的影响已经进入巅峰状态。因此，在解决大学生功利性选课倾向问题中社会媒体

起到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学生在大学期间并未真正不如社会，其价值思想也尚未完善，如

果社会没有做好正确的引导工作，这对大学生乃至国家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就如当今社会

上的功利性不良风气已经潜移默化的对大学生群体造成了影响。

为改变这一现状，社会大众媒体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对此笔者有以下看法：第一，传播

优秀文化，通过新闻、娱乐节目等手段进行文化的传导，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转变社会主体的

价值观念；第二，对社会舆论信息进行筛选并传播，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进而改进社会功

利性风气。

媒体作为社会主体的其中一员肩负着推动国家发展的重任，正确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是其关键所在。学生群体是国家的发展的中坚力量，该群体是否拥有正确的发展观念

关乎着我国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所以社会的引导工作必须加以重视。

另外，应处理好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二者之间的关系，笔者提出以下设想：或可让学校

教育的某些领域独立于社会，让学生在学习期间尽可能的不受社会某些因素的影响。

结语

我国教育体系正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而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许多矛盾问

题。矛盾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但矛盾的产生与解决同样会促进该事物的发展。所以我国教

育体制中出现的功利性问题同样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历程中一块必不可少的奠基石。针对大

学生功利性选课这一问题，得出相关研究结论：大学生的个人价值观、学校教育体制不完善、

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等因素是造成当今大学生选课功利性倾向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些原因研

究者同样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大学生的自我调控、学校的合理管控、社会的引导作用等。

然而，在研究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研究方法缺乏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现得出

的结论还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撑、专业性不足。但研究者还是通过阅读大量文献，进行实地的

调查研究，在老师的专业指导下完成了这一研究。不论是对个人能力的提高，还是对研究理

论的丰富都有着独特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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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选课现状调查问卷
亲爱的同学们：

我们是公共管理学院课题调查小组，为了全面了解大学生选课基本状况，及时发现问题

并制定解决方案，我们组织了这次调查。您是我们根据科学合理的样本随机抽样方法选取的

调查对象，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支持与协助。

本次调查严格按照《统计法》的要求进行，不用填写姓名，所有回答只用于统计分析。

您只需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每个给出的答案中选择合适的答案即可，并且您所填信息我

们将严格保密，保护您的个人隐私。

1、您的性别?[单选题]

A 男

B女

2、您所在的年级?[单选题]

A 大一

B大二

C大三

D大四

3、您的学科门类是?[单选题]

A 经济学 B 文学 C理学 D 工学 E农学

F管理学 G 医学 H法学 I 艺术

4、您是否了解学校选修课程的基本信息?[单选题]

A 非常了解(请跳至第 6 题)

B 基本了解(请跳至第 5 题)

C 不了解(请跳至第 5题)

5、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您不够了解选修课程信息?[单选题]

A 学校没有专门的选修指导

B自己认为没有必要了解

C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D其他

6、您倾向于选择什么类型的公选课?[多选题]

A 经济学 B 教育学 C 理学 D 工学 E农学 F 管理学

G法学 H 文学 I 哲学 J 历史学 K艺术 L 医学

M军事学 N 其他

7、您选择公选课一般会考虑以下哪些因素?[多选题]

A 兴趣 B 学长学姐推荐

C周围同学选的课程 D 老师知名度及上课效果

E学分多少及难易程度 F 课容量与选课人数

G上课时间及考勤状况 H 课程考核方式及评分高低

I对自身发展或就业是否有帮助 J 其他

8、您上公选课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多选题]

A 深化兴趣

B丰富见闻，拓展视野

C扩大人脉圈，认识新朋友



D 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

E够学分绩点

F其他

9、您认为选修课任课教师应该是什么样的?[多选题]

A 学识渊博，知识面广

B寓教学于娱乐，吸引学生兴趣

C严格考核标准，规范学生行为

D不点名，不挂科，给高分

10、您是否选择到了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单选题]

A 是(请跳至第 12 题)

B 否(请跳至第 11 题)

11、您最终选择不感兴趣课程的原因?[多选题]

A 感兴趣的课程人数已满 B 感兴趣课程与专业课时间冲突

C课程轻松，高分通过 D 学分高

E虽不感兴趣，但对今后发展有用 F 老师知名度高

G其他

12、你在选修课堂上通常都在干什么?[单选题]

A 认真听讲并做好相关笔记

B不听讲，通常都在玩手机、看小说、聊天、睡觉等

C只选择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听

D完成其他的工作或学习内容

E其他

13、你喜欢的公选课结课方式是?[多选题]

A 提交论文

B闭卷笔试

C开卷考试

D个人展示

E团队项目与展示

F不进行任何形式考试，但要求保证出勤率

G其他

14、你的公选课出勤状况一般为?[单选题]

A 全勤，没有过旷课

B因特殊情况，偶尔一两次没去

C不感兴趣，经常不去，只有要点名的时候去

D根本没去

15、什么原因最有可能会影响到您上课的表现或者是否翘课?[多选题]

A 课堂精彩程度 B 课程内容对我是否有用

C是否考勤 D 当天心情和身体状况

F当天或近期任务和作业量 G 下雨等恶劣天气现象

H其他

16、您认为当前许多学生没有认真对待选修课的原因?[多选题]

A 对开设的课程不感兴趣

B专业课压力太大

C忙于社团，兼职等



D 老师授课乏味

E考试太容易

F选修课表现没有纳入综合测评

G其他

17、您认为自己所在大学的公选课能否满足您的需求?[单选题]

A 能(请跳至第 19 题)

B 不能(请跳至第 18 题)

18、您所在的大学公选课为何不能满足您的需求?[单选题]

A 学校提供的优质课程资源少

B课程类型设置不合理

C教师的数量、质量与学生需求不对等

D其他

19、你觉得学校公选课应该如何设置?[单选题]

A 统一由学校安排

B学校拟出大致框架，学生投票选出，对较多学生热衷的科目应该加设课程

C由学生社团做出调研，向学校方面提交方案，整改后再进行选课

D多开设对以后就业有用的课程

E无所谓



研究小结与反思

王龙香

在这次研究过程中，本组成员分工明确并且每人都参与到每一环节的工作中。问卷制作、

实地调查、文献查找、报告撰写等等，每个人都为此倾尽全力。从另一方面讲，我组实际上

的分工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都保持着时刻参与，适时参与的奋斗状态，这分研究报告亦是

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

做一项研究并不是易事，想认真做好一份完美的书面报告更是难上加难，研究道路非常

艰难，队友观念的冲突状况、周围事物多而杂的混乱场面、专业能力不足造成的困境等等。

可以说这份研究报告可谓是来之不易，可当我们看到最后的成果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瞬间，

之前的困难恍如云烟，在眼下所有的苦难好像都不是什么了。从起点开始回忆和总结，在这

个过程中得到的不仅仅是最后的报告结果，队友之间的互助协作精神、研究经历的体验等等

都是我们的收获。此后，我们专业知识得到提升，个人素质、精神境界得到进一步升华。最

重要的是队员之间的感情铐上了一把全新的枷锁。

因为自身专业水平的限制，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会寻求老师的帮助，受益最大的当

然是我们的任课教师何云峰老师。最初上何老师的课时就感觉他是一位眼界十分宽广，教学

能力很强的老师。但还是有些地方观点与和老师有所不同。我记得何老师上课讲到专才与综

合性人才是，何老师提倡人要综合性发展，尽可能地涉及到每一个领域。而我认为，在实际

情况下专才要比通才更具优势，因为术业有专攻，将某个领域研究透彻才是正确的。当然一

个人如果既是专才也是通才也是最好，但存在的几率小之又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与何

老师是有分歧的，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总体来说，何老师给予我们的帮助只字片语是不能

完全表达清楚的，我很感谢何老师，因为从他身上我有了全新的认识，不逼自己，永远也不

知道自己有多强大。

谭瑞娜

第一次历时如此久完成一份作业，而且是每周都有新的任务，战线拉的广又长。对于此

次小组作业，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合作。

还能记起最初接收这份作业时的心情，是看到挑战的激动和一点点惊惧。如何在课程如

此多的这个学期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机智的舍友们决定抓阄决定分组，很荣幸与小锦、俊华

一起完成作业，也很感谢我们小组的抓阄出来的发言人和小组长，经常被老师提到的一等奖

获得者王俊华同学，她真的很负责、很严谨。拿到任务的那天我们开始讨论选题，最终敲定

选题为“大学生选课功利化倾向”，随后的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坐在一起讨论这周的成果并收

到组长分配的任务。不得不说，整个论文写作的节奏和过程都把控的很好，虽然在最后的考

试复习周有一点点忙乱，不过从文献搜集、问卷设计到发布、到最后的分析数据每个人都付

出了很多。记忆最深的是问卷发布阶段，问卷对象的选取，由于我们几个认识的朋友圈多集

中在文科类，理工类的很少，我们就带着问卷跑宿舍，也有遗憾，男生那边受到条件限制，

我们只能从聊天工具中委托相识同学转发，但结果甚微。不过好在，我们最终收取到了 287

份问卷，也能反应出问题。

最值得一说的是最后的整合阶段，原定计划是在 18 周之后，毕竟 16 周有四六级考试，

还要复习准备 17 周的几门考试，结果“计划赶不上变化”。16 周，注定是兵荒马乱的。只

有开始整合才会发现原来存在这么多问题，按照我们的分工整合，即围绕主线每个部分都分

为三方面，一人负责一个方面，最后整合时发现语句的调整，内容之间的相互配合都需要改

进，一篇文章的成形，就像看着一个孩子慢慢成长，最后收获的除了惊喜还有诸多感慨。

感谢何老师让体验了一把期待已久的“大学式课堂”，即把实践和课程内容相结合；感



谢何老师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指导我们提前接触标准论文写作，真的是收获颇多，我学

会了使用校园知网下载文献，学会了一篇标准论文的写作步骤，学会了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

学会了合作，更学会了多多思考。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希望我四年的学习不负“大学”二字。

王俊华

论文写作专业性极强，本学期有幸在何老师的指导下接触、了解，甚至完成一项研究，

过程中有甘有苦，收获颇丰。

一、合作分工

此次研究属于小组作业，三人一组，组内角色属于组长，协同王龙香、谭瑞娜两名同学

一起完成此次课题研究。研究过程中，三人分工明确协调。最初选题经由三人共同讨论，对

课题进一步细化，最终敲定。文献综述部分由两大模块组成，关于选课制的研究部分由于内

容较多，由王龙香和谭瑞娜同学完成；关于功利性的研究部分由本人完成。在问卷设计，资

料搜集阶段，三人共同参与。文章写作过程中，本小组按现象分析，原因探究，对策研究三

大模块依次写作，各个模块写作任务由三人分工完成，如:原因探究部分，谭瑞娜同学从心

理学视角入手，王龙香同学负责管理学视角的分析，本人从教育学视角进行原因探究；对策

部分谭瑞娜同学负责学生层面，本人从学校层面入手，王龙香同学负责社会层面，各个模块

的分工均如此类划分，分工明确。以上内容即课题研究、文章写作过程中的主要部分的分工

情况，其他细节部分不作赘述，总而言之，此次课题研究过程中，各个成员均有参与，且分

工明确，在此，对各个成员的付出表示感谢。

二、苦与甘

(一)苦

由于课题研究的专业性，严谨性，造就了此次研究的高标准，高要求，又因初次接触课

题研究，故而在完成过程中必不可少地会出现问题，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

其一，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困难，最为突出的表现是问卷发放后资料收集阶段的不易。起

初预计发放 100 份，经老师指导，问卷发放数量改为 300 份。又因小组课题的特殊性，只能

针对农大学生进行调查，故而调查对象范围较小，难以达到预期样本规模。后为使样本分布

更为均衡，本组成员按照本校 9 个学科门类的学生规模不同，按一定比例进行样本抽取，资

料收集时，为保数据有效性，真实性和准确性(有的学生不明确自身学科门类，易出差错)，

小组成员深入宿舍，面对面进行问卷填写，最终仍只收回 287 份问卷，未达到预期要求。

其二，小组成员磨合问题。三人各有看法，意见难以统一，加之其他因素的影响，偶尔

会有摩擦产生。事后进行自我反思及小组成员互相体谅，同类问题鲜少出现。同时意识到，

小组作业最核心的两个因素便是沟通与倾听。此处需要对小伙伴们表达歉意，今后争取做到

多倾听多沟通。

(二)甘

论文初稿定稿时，更多的是感慨与感谢。

一方面，感谢何老师给我们提供的难得的学习和进步的机会。通过此次课题研究，其一

是感慨研究的不易，更多的是对自我的肯定，认识到了课题研究不止是属于专家学者的，普

通大学生只要努力认真，深入调查，一样可以做到。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此次研究中还了解到了做研究的关键是要深入调查，有数据支撑，即所传达的信息必

须真实可靠，言论须客观公正，此外还要有创新点，这样做出来的研究才会是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感谢小组成员的努力与付出。前面提到过，讨论过程中会出现不同意见，但

这却恰恰是讨论的意义所在，有不同意见说明大家在思考，在努力表达自己的观点，正是这

些争论点推进了课题研究的不断完善，促使自我进行反思，获得更大的提高。另外，还在此



过程中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学会了如何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尊重他人的想法，获益匪

浅。

三、课程体悟

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何老师的授课风格，何老师在本学期授课过程中，课上讲授理论知

识，课下学生将课上内容以实际的课题研究应用于实际，在此过程中掌握知识，发现不足，

不足之处在又回归于课堂进行讨论，在三课堂模式的推进下，帮助学生将理论与实践进行融

合，学习更为有效。另外，头脑风暴式授课，更能发人深思，更具意义。发现知识盲区，不

断自省改进，促使自我的不断完善。最后，希望何老师能坚持此类授课风格，引导更多的学

生上有意义的课，其实仔细观察，每一个大学生都有他的闪光点都是一个有想法的人，需要

老师进行发掘。



关于高校废弃自行车处理问题的调查报告

---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孙祖贤 黄博文 卢勇良 王新渝

摘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大学的校园不断扩大，而面积的扩大也助推了高校大学生

对自行车的需求不断增加。然而随着毕业生和新生的不断交替，校园内废弃的自行车越来越

多。这样的自行车被称为“僵尸自行车”，这些闲置无用的自行车首先影响校园美观，而且

还占用了大量校园用地，对学校和师生都产生了许多影响。为此我们组采取发放调查问卷、

访谈学校工作人员等方式，并借助通过 EXCEL 图表对收集来的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以及研究。

与此同时，我们也查阅了大量有关方面的文献和资料。并将我们调查的结果与查阅的资料相

结合，整理出对高校废弃自行车的处理方法的建议和措施。

关键词： 废弃自行车；回收利用；高校

一、问题提出

山西农业大学拥有悠久的办学历史，与此同时一届届留下的未被处理的废弃自行车也越

来越多。闲置的自行车不仅占用大量学校空间，浪费资源，也影响了学校的美观和师生的出

行等。而对于如何处理高校的大量废弃自行车，法律中既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没有明确

应该由哪个部门去管理和处置。为次我们采取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访谈学校工作人员、查阅

相关资料等方式，寻求适合高校的处理废弃自行车的正确处理方式。

二、文献综述

关于《关于高校废弃自行车处理问题的调查报告》，因为有关高校废弃自行车处理的相

关文章不太多，大部分时效性也不强，于是我们还浏览了一些城市公共系统方面的书和文献，

以及关于城市共享单车等的相关资料，希望通过这些资料寻到适合高校废弃自行车的处理办

法。

在徐盛、蔡莉、陈雅雯、吴鸣华的《高校废弃自行车回收处理--以江南大学为例》中，

他们把重点放在了学生，比如先由学校统一变卖一部分不能继续使用的自行车，然后由学生

组织进行可回收自行车的回收加工和利用，并进行创意加工，形成各自的特色和效应，从而

推广到更多地方。

张志鹏、胡磊、郑锦的《解决“废旧自行车”的回收与处理问题建议书》从法律方面入

手进行解决，重点放在《物权法》方面，从法律角度探究了废弃自行车在高校究竟该何去何

从。

曹震、王建飞、曹维、徐晓宏的《关于在大学校园内建立自行车租赁计划系统可行性的

分析报告》中，很系统地拟定了一系列关于建立自行车租赁的计划和步骤，对于我们在设计

和拟定计划方面也提供了很多建立租赁计划。除此之外，我们还参考了关于城市公共系统方

面的资料，比如陈小敏和李彬的《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探索研究--以闵行区公共自行车为例》

等。

林发琛的《大学校园废弃自行车回收利用方案探析》中将回收的废弃自行车加工再出售

外，还为学生提供校园公益性自行车，可以为学生提供便捷的的交通出行方式，还可以为学

生提供勤工俭学的工作岗位，促进大学生自主创业。为学生提供锻炼的机会，还有利于缓解

校园交通压力，改善校园环境。



昂国庆的《大学废旧自行车的使用探讨》他提出了有偿的商业运营模式，通过出售翻新

的废旧自行车以及租赁自行车，获得的资金用以解决自身的运作问题，多余的资金还将用于

校园建设，减轻校方的压力；废旧自行车的循环利用解决了废旧自行车的堆放问题和自

行车的乱停乱放问题，美化了校园环境，有利于建设和谐校园。

关于《关于高校废弃自行车处理问题的调查报告》，我们为此浏览了很多文献。从废弃

自行车的来源，到废弃自行车越来越多的原因，再到如何解决校园废弃自行车，包括学校和

个人在这方面的主客体关系，以及涉及到的各个部门和如何应对等。我们从浏览的这些文献

里得到了大量资料和解决的方向，在结合本组在学校内的调查和访谈以及实地调研，希望能

从山西农业大学出发，寻找到适合大学校园废弃自行车的解决建议和办法。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调查对象山西农业大学在校本科生（包括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学生）及其他省份在校

师生。

（二）研究假设

随着各大高校学区面积的不断扩大，学生对自行车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自行车废弃问题也

越发严重，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废弃自行车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废弃自行车可以转化

再利用；废弃自行车的管理权利可以下放到学生组织；树立学生的环保意识很重要；基础设

施的缺乏是造成废弃自行车的重要原因。

（三）研究维度

1、学生

2、废弃自行车

3、学校

（四）问卷设计

1、问题设计：以客观角度为切入点，调查个体对废弃自行车的看法和意见。

2、问卷发放回收情况：问卷为网络自填式问卷，共填写 200 份，有效填写问卷 200 份，

有效率 100%。

详见如下图：

图 1 问卷发放与回收情况

3、问卷发放，性别、年纪、专业类别统计

（1）按性别统计：问卷填写后统计，男生 94 份，女生 106 份



图 2 问卷调查对象的性别构成

（2）按年级统计：

大一：填写 24 份，有效 24 份 大二：填写 55 份，有效 55 份

大三：填写 12 份，有效 12 份 大四：填写 28 份，有效 28 份

其他：填写 81 份，有效 81 份

图 3 问卷调查对象的年级构成



（3）按专业类别统计：

图 4 问卷调查对象的专业类别统计

（十一）研究成果

（四）对于问卷问题的分析

下面，就我们的全部研究内容进行系统分析，我们问卷按研究维度分为三大块：

16. 我们对大学生自行车使用率、拥有率及毕业处理三方面做了调查

（1）对大学生自行车拥有率的调查。总体来说，选择“没有”自行车的人数多。但是

从性别的角度来说，男生拥有自行车的人数多于女生，所占比例为 67.02%，女生为 36.36%；

而没有自行车的人数中，男生只占了 32.98%，女生占了 63.64%。由此说明，各大高校中，

拥有自行车的主要人群是男生。

（2）对自行车使用率的调查。总体来说，选择“A”“经常用”的人数占 31.16%，选择

“B”“偶尔用”的人数占 26.98%，选择“C”“基本不用”的人数占 14.42%，选择“D”“已

废弃或半废弃”的人数占 2.33%，选择“E”“没有自己的自行车”的人数占 25。12%。但从

性别来说，男生选“经常用”的人数占 43.62%，女生人数占 21.49%；男生选“偶尔用”的

人数占 30.85%，女生人数占 23.97%；男生选“基本不用”的人数占 9.57%，女生人数占 18.18%；

男生选“已废弃或半废弃”的人数占 2.13%，女生人数占 2.4%；男生选“没有自己的自行车”

的人数占 13.83%，女生人数占 33.8%。由此说明，大学生自行车使用率高，且多集中为男性。

（3）

图 5 自行车使用率性别分析



图 6 自行车使用率

（4）对大学生在毕业时如何处理自己的自行车的调查。总体来说，选择“拿到校园每

年一度的旧货市场上廉价出售”的人数居多，占 49.77%，选择“捐给校爱心组织”的人数

次之，占 48.84%，“托运回家”人数占 8%，“当作废铁处理”人数占 10%，“放任不管，自生

自灭”人数占 3%，“其他”人数占 9%，由此说明，毕业时大家都偏向于将自己的自行车通过

售卖或捐赠的方式转交他人或学校。

图 7 毕业时自行车处理方式分析

（五）以废弃自行车为中心，对高校废弃自行车问题进行调查。

25. 对校园的废弃自行车问题严重性进行调查。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有 55.81%的学生选择“A 是”，8.37%的学生选择“B 否”，27.91%

的学生选择“C 没注意过”，7.91%的学生选择“D 不知如何辨别”，这些数据充分显示了高校

废弃自行车问题已是非常严重。

26. 对废弃自行车产生的原因的调查。总体来说，选“D 毕业后将其丢弃在学校”的人



数最多，占 55.81%，选“A自行车损坏”的人数次之，占 31.63%，选“B 想要买一辆更好的”

的人数占 6.05%，选“C 找不到了/忘记放哪了”的人数占 2.79%，选“E其他”的人数占 3.72%。

如下图：

图 8 废弃自行车产生原因分析

由此说明，废弃自行车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毕业生毕业时丢弃和自行车损坏而丢弃。

（3）我们就大学生对废弃自行车的态度做了调查分析。

据调查数据显示，67.91%的人对废弃自行车持“惋惜”的态度，“无所谓”次之，占 14.42%，

7.91%的人对其“厌恶”，9.77%的人选择“其他”。说明，大学生对废弃自行车的态度多偏向

为同情惋惜。

（4）对废弃自行车带来的问题进行调查。调查发现，选择“A 影响校容，破坏校园环

境”与“B 占据大量的停车位造成停车困难”的比例都占 70.23%，说明这是废弃自行车带来

的最直接，最严重的问题，以影响到学生的正常生活。其次，选择“E 浪费资源”的比例也

高达 69.77%，选择“D 给校园后勤保卫人员增大工作量”占 57.21%，选择“C跟现役自行车

混淆，找车麻烦”占 44.65%，选择“F其他”占 6.05%。如下图：



图 9 废弃自行车带来的问题调查

说明废弃自行车不光影响学生生活，同时也加大了学校的环境保护工作。

（5）对区分现役自行车和废弃自行车问题进行调查发现，多数人区分新旧自行车主要

凭其破旧程度，所占比例 46.51%，凭停放位置区分的占 33.02%，其他占 20.47%，由此说明，

校园废弃自行车数量多于现役自行车，且损坏度高，停放分部面积广。

（6）我们就如何处理废弃自行车问题进行了重点分析。

据调查显示，选择“B 由学校组织进行维修翻新，用作公共自行车出租”的比例占总比

例的 51.63%，选择“A 由学校组织进行维修翻新，进行义卖”的比例占 21.86%，选择“C

由学校组织进行维修翻新，统一发放给出行不便的师生”的比例占 16.28%，选择“D其他”

的比例占 10.23%，如下图：

图 10 处理废弃自行车方式分析

由数据分析说明，废车翻新公用出租是大家比较认同的解决废弃自行车问题的办法。

3、从学校组织及组织权益，对废弃自行车进行调查

对学生组织是否有权处理废弃自行车及校内哪一个群体应该采取行为去整治废弃自行

车问题进行调查。

调查显示，认为“学生组织有权处理废弃自行车”的比例占 57.67%，认为“没有权力”



的占 42.33%。在调查校内哪一个群体应该采取行为去整治废弃自行车问题中，选择“D后勤

物业公司”的比例占 51.16%，选择“A 保卫处”的占 17.67%，选择“C 青年志愿者协会”的

占 15.35%，选择“B学生会”的占 8.37%，“E 其他”的占 7.44%。

从这些数据说明，大学生是希望通过学生组织来解决废弃自行车问题的，但由于学生组

织的权利有限，更多的人还是希望由学校组织来处理，所以导致在处理废弃自行车问题这方

面出现了认知盲区。

（二）原因总结

1、从大学生群体来看：

大学生废弃自行车，主要是因为毕业时无法将其带走，低价出售也少有人购买，卖给二

手市场，价格又低，加之有些学生的自行车有损坏，价钱上大打折扣。其次，大学期间，自

行车损坏将其丢弃现象也较严重，该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第一：价格便宜自行车损

坏后，大学生一般不会去专门维修，有维修的也只是用最便宜的价格进行维修，但质量得不

到保证，不免下次还会损坏；第二：价格高昂自行车损坏后，由于其维修费用高，加之过于

麻烦，大学生一般就将其丢弃不管。

2、从学校角度来看：

学校废弃自行车问题严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校后勤工作不到位；第二，

对学生的环保意识宣传工作缺乏普及；第三，权利义务分配不到位，出现监管漏洞，相互扯

皮；第四，学校没有鼓励学生组织参与管理学校建设。这些方面是导致校园废弃自行车得不

到及时处理和利用的原因。

五、问题总结

5.1 自行车闲置原因

通过研究，我们小组得出高校会出现许多废弃自行车的主要原因如下：

（1）毕业后将其丢弃。从调查的结果来看，这一项是在所有可能因素中占比最大的一项。

当然，这个原因也不仅仅是通过调查问卷所得到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很容易地发

现许多所谓的“废弃自行车”其实并不是废的，它们的零件并没有损坏，运作起来也一切正

常，唯一的不同就是它们的表面已经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灰，这也使它们看起来就像是没用

了的破车一般。究其原因，还是毕业生缺乏一定的责任感。毕业生毕业之后就将自己的自行

车丢弃在校园，他们只考虑了自身的利益，而没有考虑到他们的行为会对周围的环境带来什

么样的结果，会不会对别的同学产生不好的影响和生活上的不便。这背后不仅仅是废旧自行

车的问题，更引发了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或许有的同学在毕业之际确实考虑过这个问题，

对如何处理自己的自行车也拟定了计划，但碍于当时事情比较多，如要准备毕业论文的设计、

答辩，毕业之后工作的落实等等，关于处理自行车的问题就被搁浅下来了，然后慢慢地就将

它遗忘了，离校之后也不再问津。或者有的同学起初是有这一份心的，但缺乏自己一定的主

见和立场，受到了周围氛围的影响，消磨了自己的这份责任心。比如看着学校到处都堆满了

的废旧自行车，认为多自己这一辆也不多，也便随波逐流，将之随意丢弃；也可能受了身边

同学的影响，误将他们随意丢弃的错误做法做了参考。总之，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废

旧自行车总是伴随着这一波又一波的高校毕业生而出现的，这也成为了造成高校自行车废弃

的首要因素。

（2）自行车损坏。废弃自行车的产生离不开的一个因素自然就是自行车的损坏——好的

自行车变成坏自行车，坏的自行车继而变成废弃自行车。自行车破损，无法正常使用，而又

不去修理，久而久之就一直停放着变成了废弃自行车。关于任由自行车损坏而不去修理以继

续使用这一点，又可以分为几种情况：一是不值得去修理。这种情况多是由于自行车本身价

值不高，或是二手车或是配置较差的车，以较低的价格买入，修车的费用已经占了总价格很

大的一部分，倒不如把修车的费用省一省，再重新入手一辆更好的车。在我们问卷中，关于



造成自行车废弃的原因里就有着“想要买一辆更好的”这一选项，原有自行车的损坏或多或

少的促成了这一动机。再或者根本就不打算再买新车，但为眼下这辆车耗费财力去修理却也

不值得，干脆就不用了，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二是不用去修理。这种

情况多是由于自行车的使用价值已耗尽，其所有者不再对其有所需要。根据前面的统计结果

可以看出，在拥有自行车的人群中，大一就已经拥有的人数是最多的，从大一至大四依次递

减。这也就说明大一是购买自行车的最好时间，因为在同样的价格下，在大一购买可以享有

更大的利益，体现自行车更多的价值，能够用足四年。而在之后购买的话能够使用的时间就

越来越少了，也越来越亏本了。因此，如果在大四的时候自行车损坏了，考虑到使用频率的

降低，很多人便会选择不去修理。反正使用的机会并不多了，终究还是要把自行车处理掉的，

那还修它做什么呢？即便是修好了，也有再次损坏的可能，这场买卖大概率是只赔不赚的。

三是忘了修理。根据前面的统计结果可以得知在拥有自行车的人群中，关于自行车的使用频

率问题，“偶尔用”所占比例并不小。这就意味着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并没有把自行车视为日

常出行的必需品，是可用可不用的。在自行车损坏了过后，由于其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并不大，

很容易的便会将其忽视，不了了之。抱着以上的种种心态，人们并不着手去维修自己的破损

车辆，而是置之不理，这也就导致了废弃的车辆越来越多。

（3）想要买一辆更好的。在上一点我们已经谈到，自行车的损坏是产生这种想法的其中

一个原因。抛开原有自行车的质量问题和现实状况，有的学生确实只是单纯的向往更好的车

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就是这样对物质的品质有所追求的人。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并不是坏

事，如果有足够的条件，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品质，有这样的追求那也无可厚非。但那些只

是一味地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注重自身精神品质的塑造，不顾及他人处境与感受的人确实是

应该受到指责的。在更换自行车的同时也应将原来的自行车妥善处理，而不该将之丢在一旁，

既破坏校园美观、影响校容又占据停车位妨碍他人停车。无论有没有要更换自行车的想法，

如果每一个拥有自行车的同学都能够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相信废弃自行车的数量

会有显著的减少。

（4）找不到车辆（忘记停放位置）。这个原因是跟过多的废弃自行车紧密相连的，互为

因果。因为废弃自行车的过多，现役自行车与废弃自行车便很容易搞混，越是分不清楚它们

两者，现役自行车找不到的便越多，从而也就有了更多的废弃自行车。有的同学反映假期之

后，因为废旧自行车太多的缘故导致自己的自行车找不到了，误认为自己的自行车已经被偷，

过了很长的时间在某一车库中偶然找到。我们想如果没有偶然，这一部分自行车将会无辜地

沦为废旧自行车。另外，还有把自行车借给了某位同学，但事后他却不记得停放位置了的，

车主也更无从得知了，这也是对他人的一种极不负责的表现。还有一种情况是笔者的亲身经

历，就是宿管会擅自移动宿舍楼下停放的自行车。或许他们是出于好心，想要楼下错杂的自

行车摆放得更整齐，想要不妨碍同学们日常进出宿舍，但笔者在第二天确实找不到自己的自

行车了，一度以为遭到了盗窃，最终在询问了宿管之后找到了车辆。因此，不管是自身还是

他人的问题，车辆的失踪的确存在，但这些都是稍加注意便可以避免的。自行车以这种方式

被废弃确实不值当，也使得众人啼笑皆非。

5.2 自行车闲置造成的影响

我们提出的主要影响有：影响校容，破坏校园环境；占据大量停车位照造成停车困难；

增加了勤工人员的工作量；跟现役自行车混淆，找车麻烦；造成自行车出库与入库的不便；

造成资源的浪费。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废旧的自行车占据大量停车位照造成停车困难。每

年学校随着新生的到来，都会增加一大批自行车的数量，但同样也会遗留一大部分废旧自行

车，这就增加了本就不宽松的停车空间的负担。废旧自行车的不处理是对空间资源的一种浪

费，占用了他人使用空间资源的权利。我们小组认为占据停车位的问题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由于废旧自行车和其他自行车都摆放在一起，在别人停车的时候因为废旧自行车的空间占用，



造成不知道停放在什么地方而导致乱停乱放的问题。如果废旧自行车能够得到处理，将很大

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增加了勤工人员的工作量问题较其他问题来说不是十分的显著，主要

是因为我们学校的勤工人员对自行车这一块不是很在意。也有很大部分人觉得废旧自行车影

响了学校的容貌和美观。从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些废旧自行车带给我们一种不舒

服的感觉，发现其与周围的环境是不和谐的，极大地影响了校园的美观，让人觉得有一种拥

挤和杂乱不堪的感觉。通过分析，我们得知废旧自行车的确带来了一些较为显著的问题，而

且这些问题亟待解决。找出这一系列问题之后，才有利于我们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使我

们更好地发问去征询他人的意见，从而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六、建议对策

6.1 对学生的建议

(1)对于已有自行车的同学来说，自身应当树立起社会责任感。要明白自己身处这个社

会的大家庭里，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其造成或好或坏的影响。如果只凭自己的意愿而不顾

他人的感受，将自行车随意丢弃，那便会对他人带来诸多的不便。利不利己暂且不谈，但这

确实是一件损人的事情，无论放在哪一层面来说，都是不被认同的。从一定的角度来说，随

意丢弃自行车的和破坏共享单车的其实是一类人。虽然一辆遗弃的自行车所带来的麻烦与公

共物品被破坏的损失比起来算不上什么，但他们两者的做法确实有着颇多的相似之处。比如，

事情所涉及到的物品都是自行车；都是凭着自己主观想法行事，不顾及他人的感受；都为周

遭的人带来了麻烦，影响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表现。这种社会责任

感的缺失正是造成如今废弃自行车堆积如山的主要原因，是诱发随后一系列问题的源泉。如

果同学们都有着“与人为便，与己为便”的意识，能够自觉地将自己淘汰的自行车妥善处理，

那高校废弃自行车的问题也便迎刃而解了。

另外，根据前面的统计结果，毕业后选择将自己不用的自行车放到跳蚤市场廉价出售和

捐给爱心组织的都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也确实是比较好的两个方法。出于对自身的利益考虑，

放到跳蚤市场廉价出售或多或少能收回些许成本。比之将其当作废铁售卖，这个方法能获得

较多的利益。而捐献给爱心组织是不以自己赢利为目的的，就跟捐献衣物、书籍一样，是传

递爱心的一种表现，因此也是值得提倡的一种方法。还有一部分同学选择将其托运回家，但

碍于自行车本身体积的不易携带，托运也会产生相关的费用，如果家离学校比较近的话还值

得一试，但如果与学校相距甚远的话这个办法就不提倡了。所以，同学们在毕业之际应当根

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方式方法去处理自己的自行车，而不是任由它自身自灭。举手之劳，

从我做起。

(2)对于尚未拥有自行车或准备拥有自行车的同学来说，自身应当有明确的方案与计划。

也就是说，应当明确自己使用车的频率是什么；有了车之后，用车来做什么；参考这个频率

及用途，有没有必要买车；买了车之后，又应该将它安置在何处；以及最后毕业之时，又该

如何处理它。如果自己都不清楚自己买车的目的是什么，对之后由买车而带来的的种种问题

也不加考虑，只是因为一时兴起或者跟风而去盲目购买，那么车辆往往都不得善终，都将面

临被遗弃的命运。所以，如果有想要买车的同学，同样要具有责任感。除了上一点所提到的

社会责任感以外，对自己的车辆同样要负起责任，就像养宠物要尽量保障它的生活质量一样。

现在看来，你买与不买，买了用还是不用，都还只是你个人的问题。但若因为个人的问题给

社会带来了影响，造成了秩序的混乱，那个人问题便上升到了社会问题了，自己也必须要为

此负责。

6.2 对学校的建议

(1)旧车新用。废弃自行车可以先交由学校组织进行维修翻新，然后可以用作公共自行

车出租、进行义卖或者统一发放给出行不便的师生。这样变废为宝的举措既经济又环保，同

时还方便了广大师生，可谓是一举多得。而且据资料显示，已经有许多所名校使用旧车翻新



这个方法来解决他们“僵尸自行车”的问题了。比如，清华大学将废旧自行车拆解后，挑出

好的零件拼装成一辆车，再给车的前后挡泥板统一喷上“清华紫”的车漆，每辆车都有唯一

的编码。2014 年 6 月 5 日，清华大学首批 500 辆“再生车”投放校园，不过 3 天时间，就

收到了 500 多份使用申请。还有四川大学江安校区的“自行车墓地”，几千辆废旧自行车被

堆积在校园一角的空地上，无人处理。之后川大将 300 辆学生遗弃或捐赠的废旧自行车进行

改装，并统一刷上红漆，变成供学生免费使用的公益自行车。由此可见，这确实是可行性较

高的一项治理措施，也是最被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相信我校在汲取其他各校的处理经验，

切实制定可行计划和解决措施之后，我校的废弃自行车能够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众师生

的面前。

(2)加强管理。在学校处处堆满废弃自行车之前，我们就应当想办法加以遏制。对废弃

自行车进行翻新处理，已经是在最坏结果发生之后的下下策了。取而代之的，我们应当制定

相应的规章制度，对现役自行车严加管控，将祸患的根源斩断。对此，我们有以下建议：

对学校自行车停车场统一规划，防止自行车乱放；对学校自行车停车场重新布局，尽量

做到不占用人行横道和宿舍出口，不影响校园交通；改善学校自行车停车场设施，明确标志

线，防止自行车乱停乱放，造成停放车辆的地方无序、杂乱无章；加大后勤人员执勤力度，

加强对停车场的监控，对停车场状况多加记录，并对违规停放行为及时制止；学生可以自发

组织志愿者，加入后勤人员的工作，协助他们对自行车停放进行管理。

(3)加强诱导。学校应该帮助学生们树立起积极健康的思想观念，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

氛围。文化课程的教导固然重要，但思想教育更是重中之重。因此，学校可以开设专题讲座，

让同学们直观地看到自行车废弃的现状，并晓以利害，让他们深刻认识到由此引发的不良后

果，引以为戒。此外，学校也可以通过发布告示、通知，在广播站进行播报等方法，对同学

们加以警示。所以，学校应该发挥好自己的带头作用，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素

质，让大家自觉停放好自己的自行车。并呼吁学生处理自己不用的废旧自行车，以免影响校

容，占据空间资源。

七、反思与感悟
自行车是大学校园的主要交通工具，校园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我们对自行车问题解

决的好坏，而自行车的停放与废旧自行车的处理问题是自行车问题的最主要的问题，解决自

行车停放和废旧自行车处理问题对于解决校园交通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对于废旧自行车的处

理不仅仅是简单的自行车停放、空间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绿化景观、人文问题，更是学校管

理制度层面的具体体现。通过对校园废旧自行车的处理，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解决校园环境

问题和校园自行车交通问题。我们相信通过对学校废旧自行车问题的调查探究，以及按照规

划的解决方案予以落实，我们的学校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相应的问题应该也会得到妥善解

决。

当然，通过这次的课题研究，我们小组的每一位成员也都获益匪浅。它让我们学会试着

去分析和探讨问题，并从不同的的角度去看待社会上的一些现象，而不是仅凭着自己的主观

臆断去认识事物。我们设计这个课题也不仅仅是用来呼吁大家关注废弃自行车问题，倡导人

们对自己的自行车妥善安置，更是为了从这个问题中启发自己，树立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与道

德意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课题的调研过程中学会了更好的团结与合作，携手完成任务。

面对困难与分歧，我们没有退却和争执，而是在多次互相交换意见后逐步达成了共识，一步

步地将课题完善。总的来说，这一次调查活动使我们自身各个方面的能力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同时它也成为了我们学习生涯中的一项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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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关于高校废弃自行车的处理问题

您好，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有关校园废弃自行车问题的调查，并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调查改善目前校园

里废弃自行车泛滥的问题。我们诚挚地邀请您认真填写以下问卷。您的答案对此次的调查至关重要，感谢

您的参与！

1. 您的性别： [单选题] [必答题]

○ 男

○ 女

2. 所在年级 [单选题] [必答题]

○ 大一

○ 大二

○ 大三

○ 大四

○ 其他

3. 您所学专业属于下面哪一类 [单选题] [必答题]

○ 自然科学类

○ 农业科学类

○ 医药科学类

○ 工程与技术类

○ 人文与社科类

4. 您在学校是否有自行车 [单选题] [必答题]

○ 有

○ 没有

5. 您的自行车的使用率 [单选题] [必答题]

○ 经常用

○ 偶尔用

○ 基本不用

○ 已废弃或半废弃

○ 没有自己的自行车

6. 您觉得校园的废弃自行车问题严重吗 [单选题] [必答题]

○ 是

○ 否

○ 没注意过

○ 不知道如何辨别废弃自行车



7. 您对废弃自行车持什么态度 [单选题] [必答题]

○ 惋惜

○ 厌恶

○ 无所谓

○ 其他

8. 您认为该如何区分废弃自行车和现役自行车 [单选题] [必答题]

○ 凭破旧程度

○ 凭停放位置

○ 其他

9. 您觉得废旧自行车带来的问题有哪些 [多选题] [必答题]

□ 影响校容，破坏校园环境

□ 占据大量的停车位造成停车困难

□ 跟现役自行车混淆，找车麻烦

□ 给校园后勤保卫人员增大工作量

□ 浪费资源

□ 其他

10. 您觉得哪一项是造成废弃自行车的主要原因 [单选题] [必答题]

○ 自行车损坏

○ 想要买一辆更好的

○ 找不到了/忘记放哪了

○ 毕业后将其丢弃在学校

○ 其他

11. 您认为学生组织有没有权力处理校内废弃自行车 [单选题] [必答题]

○ 有

○ 没有

12. 您觉得哪一个群体应该采取行为去整治废弃自行车问题 [单选题] [必答题]

○ 保卫处

○ 学生会

○ 青年志愿者协会

○ 后勤物业公司

○ 其他

13. 您认为校园废弃自行车该如何处理 [单选题] [必答题]



○ 由学校组织进行维修翻新，进行义卖

○ 由学校组织进行维修翻新，用作公共自行车出租

○ 由学校组织进行维修翻新，统一发放给出行不便的师生

○ 其他

14. 等您毕业了，您将如何处理自己的自行车 [多选题] [必答题]

□ 托运回家

□ 当做废铁处理

□ 捐给校爱心组织

□ 放任不管，自生自灭

□ 拿到校园每年一度的旧货市场上廉价出售

□ 其他

15. 您对学校那些废弃自行车还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填空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录二

研究小结与反思

孙祖贤

贡献：组织大家参与课题讨论，问卷设计，编写研究设计与研究结果。

本人在这次的工作中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具有一定的团队协作精神；遇到不懂的主动

与小组成员进行探讨。在这次工作中，我对我的表现感到很满意，积极认真完成自己份内的

工作并主动与小组成员讨论，协助小组成员顺利开展工作。但，俗话说人无完人，我还是有

很多做得不够好的，希望自己以后不断积累经验，认真总结，为以后工作的顺利开展做铺垫。

在本次调研中，通过对“三课堂”理论的深刻运用，我很好的将课本知识运用到了实践中，

通过实践积累经验，再将经验用于对理论只是的再升华上。此次小组合作让我受益匪浅，不仅

让我们注意整合各种资源，组织好小组成员共同分工，也让我们体会到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

合作交流是学习的重要方式之一。

王新渝

贡献：参与课题设计；参与问题总结，提出建议与对策；参与问题总结、建议对策编写

课堂上所学习的理论知识是为课下的实践调研服务的，而课外实践调研的成果是课堂知

识的最终体现。本着选题切忌“大而空”这一理念，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了与我们息息相关的

日常生活。经过反复的斟酌，最终确定了“关于高校废弃自行车处理问题”这一题目。之所

以将自行车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因为它在高校校园中确实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行车

是大学校园的主要交通工具，校园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我们对自行车问题解决的好坏，

而自行车的停放与废旧自行车的处理问题是自行车问题的最主要的问题。对于废旧自行车的

处理不仅仅是简单的自行车停放、空间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绿化景观、人文问题，更是学校

管理制度层面的具体体现。我们相信通过对学校废旧自行车问题的调查探究，以及按照规划

的解决方案予以落实，我们的学校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相应的问题应该也会得到妥善解决。

当然，通过这次的课题研究，我们小组的每一位成员也都获益匪浅。它让我们学会试着

去分析和探讨问题，并从不同的的角度去看待社会上的一些现象，而不是仅凭着自己的主观

臆断去认识事物。我们设计这个课题也不仅仅是用来呼吁大家关注废弃自行车问题，倡导人

们对自己的自行车妥善安置，更是为了从这个问题中启发自己，树立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与道

德意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课题的调研过程中学会了更好的团结与合作，携手完成任务。

面对困难与分歧，我们没有退却和争执，而是在多次互相交换意见后逐步达成了共识，一步

步地将课题完善。总的来说，这一次调查活动使我们自身各个方面的能力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同时它也成为了我们学习生涯中的一项宝贵财富。

黄博文

贡献：参与课题讨论，参与问卷设计，参与论文摘要和文献综述部分编写。

关于校园废弃的自行车，一直是令很多高校头疼的问题。就比如我们山西农大，到处都

是废弃的自行车，影响校园形象也占用校园用地。我们组本着解决问题的目的出发，希望能

通过这次的调查研究和报告，能够给学校一个处理问题的建议，也希望更多的高校学子能重

视废弃自行车带给自己和学校的影响。

除此之外在这次的课题研究中，我自己也总结了一些的经验和反思。

1.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课堂

在课题的调查阶段，尤其是浏览各种文献的阶段，我们发现关于废弃自行车的文献基本

上都是提出了很明确很完备的解决方法。而所有的方法又不能脱离理论，也就是书本上的知

识。比如老师在课堂上曾说过课题题目的选择切记大而空，我们斟酌许久才决定选用废弃自

行车这种实践性和实用性更高的选题。再比如在设计问卷方面，一方面用到了之前我们学习



的社会调查课程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也结合老师上课所讲到的这方面的内容，结合我们自

己对废弃自行车的关注和设想，最终完成了问卷设计的部分。

2.团队协作，分工明确

这次的课题研究可以说是我们组每个人的汗水结晶，每个人都在这份课题研究中发挥了

作用。在组长的带领下，每个人分工明确，在处理好自己部分的基础上由组长带领进行整合

讨论，形成了一份最终的课题研究。所以我认为在一个小组课题研究中，大家不能各自埋头

苦干，一定要互相配合协作，发挥各自最大的优势。

3.资料的来源多元化

我们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发现，尽量关于高校废弃自行车的文献不少，可是都是基于本校

区或特定区域的问题进行假设和问题的解决，没有很强广泛性。而且老师之前也明确说过，

切记获取资料的来源太单一，这样没有权威性。于是我们扩大了资料的查找范围，不光查询

和高校有关的，也查阅了城市公共自行车体系和共享单车等方面的资料。力求资料来源多元

化，资料具有权威性。

卢勇良

贡献：参与课题的调研，进行文献的查阅和后期整理，参与了文献综述的整理与编写。

本次调研主要以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为主，网络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针对不同年级不同

专业的人群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了问卷调查。在访谈过程中我们选择了大一新生访谈了

他们在购车方面的想法，选择了大四毕业生简单了解了他们毕业后对自行车的处理方式，并

走访了周围的二手车店，宿舍管理员的工作人员，了解到他们对该问题的真实看法。

在我们的问卷调查和新旧自行车的统计中发现，我校以前并未真正重视过废旧自行车的

处理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学校管理方面需要的人力财力，同时也关系到废旧自行车主的利益

问题。但是尽管处理难度大，为了改变我校的校容，方便广大学生停车，更好的保护学校周

围的生态环境，我们认为学校的相关部门应该采取措施处理学校的废旧自行车。

这次的课题研究是我们组每个人共同协作的汗水结晶，每个人都在这份课题研究中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在组长的带领下，每个人各司其职，在完成自己任务的基础上由组长带领进

行整合讨论，形成了一份完善的的课题研究。所以我认为在一个小组课题研究中，大家不能

各自埋头苦干，一定要互相配合协作，发挥各自最大的优势。



网络时代下大学生传统道德观念缺失

现象分析
—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王丽丽 林志东 吕霞

摘要:传统道德观念不仅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更是支撑我们实现中

国梦的强大精神力和厚重文化力。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传统文化饱受

冲击，传统道德观念面临巨大危机。作为实现“中国梦”中坚力量的大学生，其传统

道德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对大学生传统道德观念进行问卷调查，

从个人品德、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三个维度浅析，为个人、家庭、学校、社会提供建

议，增强大学生传统道德观念。

关键词：网络；大学生；传统道德；道德观念

一．研究背景

中华传统道德观念是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处世立业的根基，它为中华民族的思想和行

动提供了理论基础，从个人、家庭以及社会这三个方面出发对我们的道德行为做出了确切

的要求，并且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规范的道德体系，对我们治国和生活都有着深刻影响，

其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也在我们现今社会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但是，在网络化日益加深的

时代下，作为走在时代潮流的先行者，大学生的传统道德观念意识越加淡薄。本小组正是

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来对网络时代下大学生传统道德观念重塑提供一些研究视角和方法。

二．传统道德观念的现实存在意

（一）现实社会矛盾加剧

当代社会，日新月异，风起云涌。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多元化价值观不断涌现，

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与利益观逐渐与从“小农经济”里走出来的传统道德观相碰撞，思想认

识和行为规范逐渐走向与传统背道而驰的道路
[1]
。然而，随着传统道德规范的逐步解体，

新的道德规范却仍未形成，这使得处于转型期社会的人们对道德出现了漠视现象，导致了

一件又一件有关人性丑陋的事件暴露出来，最终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二）大学生的问题百出

随着网络化步伐的加快，各种外来文化也随之充斥在人们的脑海，作为最先容易接受

新型事物的一类群体，大学生因应试教育下传统道德和文化教育的缺失作出了对这些外来

文化无理由奉行的行为。并且，由于大学生现在处于身心和人身价值观都尚未成熟的阶段，

这使得他们极其容易受到外来文化不良的影响。目前，我国已经有很多大学生摒弃了传统

道德观念，推崇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认为这是一种很酷、很自由的生活观念。

（三）传统道德本身的价值



我国传统道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个是群体重于个体，它强调个体对群体有义务和

责任，要求人们重视集体利益。这种强调群体的思想对于时下总是把个体利益放在首位的

风气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第二个是强调内向力并且突出主体地位，它肯定人自身的价值，

要求人们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力。这种强调内向力的思想对于时下总是否定自身、否定国

家、否定民族的想法有着很好的改正作用。第三个是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它强调理论与

实际相结合，要求人们有务实精神。这种强调实践的思想对于时下总是注重智力发展的应

试教育有着很好的启迪作用。

二．文献综述

从 2004 年 10 月 15 日国务院发出的意见开始，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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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深入开展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中国革命传统

教育，要把民族精神教育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自觉

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同时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也明确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的内涵，都属于在价值观层面对思想品德的要求，从侧面也反映了国家

对于人才在思想道德方面的重视程度。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统道德观念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着明显的重要作用，正如刘

英华所说：“它有丰富的内涵，如热爱祖国、崇尚正义、勤劳节俭、尊老爱幼、诚实守信、

廉洁奉公、团结友爱、律己宽人、谦虚礼貌等等。它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人生观、价值观，

也可以为大学生提供行为准则，还能使学生们从中受到启迪和鼓舞，从而加强道德修养的

动力”
[2]
。也正如谭红所说：“将儒家道德思想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融入到大学生道

德价值体系的构建中是非常必要的”
[3]
。因此，深入挖掘并且了解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在现

代精神文明建设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同时当代大学生传统道德观念缺失也反映了中华优秀

的传统文化也在逐步流失，基于现状，将传统道德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也显得尤

为重要。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分析传统道德在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许多的学

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不同层次的研究，并且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但

是更多的研究方向以及重点都是倾重于传统道德本身的内涵与传统道德在现实社会的意义

入手，很少从大学生的这个角度分析大学生传统道德观念的现状，比如比较著名的罗国杰

教授所写的《中国传统道德》、陈子典的《传统道德与现代精神文明》、徐惟诚的《传统道

德的现代价值》、张锡生的《中国德育思想史》等等，都是比较有深度的挖掘中国传统道德

方面的著作。

一些学术期刊则更多从大学生作为主体出发，分析大学生中传统道德的现状，在微观

层面上对大学生传统道德教育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特别是针对当前的时代背景，

为传统道德教育在高校间开展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看法，比如从教育的角度出发，

李苒在《当代大学生传统道德缺失的成因与对策》
[4]
中提到当代大学生传统道德缺失的主

要成因有五个方面，分别为现代家庭教育忽略传统道德教育、学校教育的不全面和功利性、

社会教育淡化传统教育、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和大学生特殊年龄群体等；也比如从教育者

的角度出发，周毅在《论当代大学生优良传统道德教育缺失问题》
[5]
中提到教育问题不仅

仅从受教育者的角度出发，还要从教育者自身的角度出发去探讨当代大学生优良传统道德

缺失的根源；再比如从道德的角度出发，曹楠在《论当代大学生道德观念的缺失》
[6]
中提

到道德的社会功能不仅仅影响着人们的意志、行为和品格，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社

会的存在形态与发展，这就要求传统道德观念也应该与时俱进，必须要适应时代、国家和

社会发展的要求，也强调了传统道德在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



又有人基于现状从不同角度提出可行的建议，如吴迪在《浅谈加强高校大学生传统道

德观念教育的策略》
[7]
中提出引入孔子的“律己修身”、“诚实信用”、“仁爱”、“义”、

“孝悌”、“公与忠”的思想或者道德观念到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通过高校的活动和

宣传提高大学生对传统道德观念的了解，也如王展妮在《试论修补当代大学生道德缺失的

有效途径》
[8]
中从四个角度出发，即建立示范机制、建立评价机制、树立价值观软件层面

和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等，都是一些比较有可行性的建议。

针对大学生传统道德观念缺失的原因分析还有很多，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大学生传统

道德教育是很十分重要的，基于目前的现状与问题，只有深层次去探究缺失的原因才能更

好地在素质教育方面提供更多可行的建议和策略，并且在网络时代背景下，研究大学生传

统道德教育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根本原因，并且积极地探索出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传统

道德观念的措施和建议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三．传统道德观念阐述

“道德”一词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既是一种自我修养，也是人们处理自身与自然、

他人和社会的一种价值取向
[9]
。道德不仅是管理国家、整顿社会的手段，而且是复兴国家、

幸福人民的动力。作为世界闻名的古国之一，中华民族经过五千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

士对于天人关系的研究、历史变迁的规律以及人们的继承和发展，最终形成内涵丰富、系

统完整的传统道德观念体系。

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理论体系以儒家孔孟观念为主，以道家、法家、墨家以及其他学

派观念为辅，其中是有一些与现在社会不相符合的观念，但其大部分观念还是合理的、有

价值的。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境界；重视道德思想

与政治思想的融合；强调个体服从整体；在方法论论上主张重用居间；倡导“重义轻利”

的价值观
[10]
。从这些内容里我们不难看出我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核心是“仁、义、礼、智、

信”；基本精神是强调人本、强调整体、强调道义、强调爱人和强调实践。而且也正是这些

不断支持着我们整个民族不断向前，无论承受多大的打击，都能够勇往无前。

四．大学生传统道德现状浅析

本次问卷采用匿名方式通过网络对山西某高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共收集 350 份问卷，

有效问卷 308 份，其中理工农医类有 73 人，文史财经类有 199 人，艺术体育类有 36 人，

男生 145 人，女生 163 人。

（一） 个人品德

1.网络软暴力倾向

网络社会云集全世界所有国家、地区于一体，人们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等都相差甚

远，诸多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异质特质特征，也使各种规范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所难免
[11]

。

为更好了解大学生网络道德情况，通过问卷调查法反映如下情况：



图 1大学生对网上散布个人信息等隐私行为的态度

经问卷调查数据图 1 显示有一半的大学生对在网上散布个人隐私行为持坚决反对态

度，这一部分人具有极高的自我保护意识；有 24.68%的大学生对此行为视情况而定，其余

17.68%大学生认为事不关己，甚至持支持态度，则显得有些道德意识淡薄。

生活中不文明用语使用情况

图 2

网络中不文明用语使用情况

图 3
图 2 显示，在现实生活中有 57.14%的大学生使用不文明语言，很多大学生将不文明

用语日常化，认为其只是语气词，据观察得知诸多大学生通过不文明语言表达对同伴的亲

近之情。图 3 显示在网络交流中，仅有 31.49%的大学生从不使用不文明语言。通过了解在

各大论坛，贴吧等社交平台不乏大学生脏话连篇的身影；29.22%的大学生在网络虚拟空间

使用不文明语言多余在现实生活中。

虚拟网络具有开放性、共享性、匿名性、自由性，多方文化、观念在网络平台上交汇，

这些文化良莠不齐，同时网络大学生辨别能力较差，使得糟粕文化乘虚而入，冲击着大学

生的思想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1.网络黄暴力倾向

伴随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网络文化纷繁复杂，色情文化之风扑面而来。大学生思想尚

未成熟，价值观念深受不良文化荼毒。当代教育很少涉及性文化，身心发展在走向成熟过

程中的大学生，在好奇心与荷尔蒙的驱动下，对“黄色毒品”流连忘返，导致许多大学生

性生理知识陷入误区，性观念迷茫。在与异性交往过程中许多大学生丧失理智盲目做出不

负责任的事。



在媒体报道中，许多男生支持婚前性行为，然而女生对于这一观念则相对保守一些。

近年来，女大学生网络直播不雅行为、“裸贷”现象屡禁不止。由此可见大学生贞操观念日

益淡化。

2.现实

1) 仁

图 4被朋友欺骗后，采取的态度

“仁”指仁爱之心、怜悯之心，也是一种高尚情怀，《礼记》中提到“上下相亲谓之仁”

现实生活中若能做到上下相亲，那么距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不远矣。当发现被朋友欺骗

时，有 73.38%的大学生会理性的依据问题大小采取解决策略，而 15.58%的大学生很激进，

会选择“以彼之道还彼之身”或者立即断交，这则说明部分大学生缺乏宽容之心。

受西方外来腐朽文化的冲击以及家庭的溺爱，许多大学生思想激进，具有个人主义倾

向，以自我为中心，完全脱离了“忠恕”之道。互联网的普及，国外电影大片宣扬的个人

英雄主义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导致大学生产生极端情绪，人情冷漠，网络犯罪

等一系列负面影响。

2) 义

图 5参加集体活动情况

大学教育注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51.29%的大学生经常参加集体活动，这一部分同

学集体荣誉感较强，44.43%的大学生偶尔参加集体活动，但是却有 4.22%的同学从不参加

班级活动，这则体现出生活上的个人主义倾向。在处理自我与他人、集体、社会的关系时

又容易将自我放大而忽视他人、集体、社会对自我的意义
[12]

。

人是“社会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具有思想意识、文化活动及人际关系，“乐群贵和”是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它要求每个人都以恭敬谦卑友爱之心对待他人，从而极大促进人际关

系和谐。中国人正是秉持着这种“乐群贵和”的态度，才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亲仁善邻，



协和万邦”的礼仪之邦
[13]
。

人是群体中的一份子，具有维护群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具有道德理性，因而倡导“群

居和一”。主张与他人建立友好和谐的关系，在特定的群体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

价值，它把与群体的和谐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
[14]
。随着网络发展，“群居和一”演变成了

“群居不和”，大家在网络上聊的热火朝天，而在现实生活中却相顾无言，大家坐在一起各

自玩着手机，网络缩小了空间距离的同时却拉大了心理距离。

3) 礼

图 6赴约情况

“礼”指恭敬之心，为人无礼不足以立。守时是知礼的一种表现，经调查 4.55%的大

学生与人有约时会迟到，这一少部分人则是没有时间观念。守时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礼仪，

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更别说“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

不猛乎？”
1

随着科技经济进步，社会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重大变化，人们呼吁民主平等，

尊师重道思想也被人们日渐淡忘，大学课堂很少有课前问好，课后敬礼行为，甚至和老师

面对面走过，同学也不会打招呼问好，更别说是九十度鞠躬问好了。

“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
2
这是为人处世的社交礼仪，欲要人爱必先自爱，礼是一

个人内涵修养的外在表现，中华传统讲究“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这样对人仪态的要

求给人留下较好的首因效应，对人对己都是尊敬。

4) 智

图 7大学生攀比情况

1《论语•尧曰》
2《礼记•冠礼》



“智”指是非之心，大学生作为新时期的接班人，才德兼备则是贤才，有才无德是害

才。作为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在身边出现不良风气时，60.71%的大学生秉着“事不

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但 15.58%的大学生缺乏理性，盲目攀比，为了所谓跟风潮流，不

顾家庭条件去铺张浪费。辨别是非能力弱，总是认为别人说的做的都是对的。

大学生被家庭养着，学校保护着，自我娇惯着，不懂得钱财来之不易，盲目攀比，铺

张浪费，物欲化的大学生爱慕虚荣，急功近利，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被人遗忘在角落甚至

被耻笑。中华传统美德观念的淡薄导致了精神世界的贫乏，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思想道德

以及心理健康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自暴自弃，甚至自杀等现象频频发生
[15]
。

5) 信

图 8大学生对作弊的看法

“处事端正，不诳妄，不欺诈者，是为信也。”大学生考试作弊行为屡禁不止是诚信出

现了问题，33.44%的大学生认为这是普遍现象已经司空见惯；有 30.52%的学生将责任推给

教育体制；只有 31.7%的大学生认为这是诚信问题，绝对不会做。

诚实守信本就是为人处世、修身立国的根本原则。做人就应该“致良知”以诚为本，

真心待人，诚心处事，做到问心无愧。现实生活中，大学生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背道而驰，

以恶小而为之，以善小而不为。在思想观念有误差，道德行为又缺乏约束性的条件下，大

学生言行不一，知行认知错位。这与社会尔虞我诈的不良风气、学校刻板僵化教育体制、

家庭的不当教育不无关系。家庭、学校教育孩子要诚实守信，然而为人父母、为师长却表

里不一，各种不良风气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的身心发展。

不良有害信息和西方消极落后思想意识的传入，使大学生道德认知成多元性趋势，个

别大学生出现道德信仰危机、道德自信心降低、缺乏道德选择能力、道德自律意识丧失等

现象，个别大学生的道德行为还明显带有反传统性
[16]
。

（一）家庭美德

1.孝悌之道



图 9大学生与父母沟通情况

孔子强调“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3
。现如今大学生不得不离开父母出外读书，

在网络通信如此发达的时代，只有 10.39%的大学生每天与父母联系；52.6%的大学生经常

和父母联系；36.36%的大学生偶尔与父母联系；甚至有 0.65%的大学生与父母从不联系。

图 10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大学生与父母的思想价值观念产生了一定距离。在网络社交圈中，

67.21%的大学生会对父母或亲戚设置权限，有自己的小秘密不想分享给父母，其中 58.45%

是女大学生；只有 31.49%的大学生愿意把动态分享给父母，其中男大学生占 57.73%显得更

为积极些。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虽有糟粕但是父慈子孝是人之常态，孝敬父母是普遍的道德要求。

“孝”是所有的道德之根本，万般教化皆以“孝”为出发点，正所谓“夫孝，德之根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秦汉以后，由于董仲舒与一部分宋明理学家对“孝”做了歪曲的解释，认

为“愚忠，愚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产生过消极影响，但儒家强调父母同子女的关系特

别重要，注重“孝敬父母”在立德方面的重要性，对于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

仍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2. 勤俭精神

3《孝经》



图 11大学生对待奢侈品的态度

大学生思想活跃，思想价值观念还未定型，极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影响，部分大学生

贪图享乐，骄奢淫逸，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成为了片面之词。经调查发现 58.77%的大学生较

为理智，当看上不实用的昂贵商品时，会选择放弃购买；22.73%的大学生则是自己打工挣

钱买，这类大学生比较顾及家庭条件；7.79%的大学生则显得不那么理智，节衣缩食也要买；

由于网络借贷平台的兴起，2.27%的大学生会通过贷款或者向朋友借钱满足自己的欲望；更

有甚者，2.27%的大学生会选择让父母买单。数据反映出部分大学生艰苦奋斗精神逐渐淡化，

出现不理性的超前消费和盲目追求高档消费行为。

（三） 社会公德

图 12社会公德情况

社会公德是一定的全体成员为了维护人类社会共同生活关系和公共生活关系，调节整

个社会的道德秩序，所必须共同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
[17]

。经调查显示，只有 26.95%的大学

生会将垃圾捡起来扔进垃圾箱；65.58%的大学生会偶尔去捡地上的垃圾；甚至有 6.17%的

大学生会置之不理。可见大学生认知水平较高，但是自律性较差，造成道德认知与道德行

为脱节。



图 13

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普遍具有较高的道德追求，但是由于家庭的误导，社会不良风气

的负面影响、学校教育制度僵化，自身认知能力较差，54.87%的大学生会因外界环境的影

响减少做好事；7.47%的大学生会放弃善行；只有 35.71%的大学生继续坚持做好事。

在这网络信息资源爆炸的时代，西方外来文化霸权主义入侵中国文化，由于应试教育

体制下，学校灌入式教育尤其是偏重于文化教育，忽视道德教育，导致大学生缺乏对中华

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深入了解。大学生由于好奇心理盲目求知新潮思想，缺乏对传统文

化的坚守，忽视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思想价值观念极易受到外来腐朽文化腐蚀，缺乏责

任感、集体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近年来学校开展创业教育与社会接轨，有利既有弊，校园充斥着浓郁的商业气息，容

易使大学生走向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主流是把价值取向定位在义利

并重、个人和社会相结合的层面上
[18]
。随着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大学生贪图享乐，个人

贪欲逐渐膨胀，价值取向世俗性、功利性、物质性，忽视了精神世界的追求，社会道德堕

落。

家庭学校的过度保护，大学生身心发展尚未成熟，心理素质和抗打击能力差，当理想

与现实接轨，现实情况与期望产生反差时，引发道德情感起伏波动。大学生自身道德修养

有待提高，功利化追求个人发展产生“浮躁心理”，在理性认知上具有强烈务实精神和社会

责任感，但是实际操作中言行不一，缺乏责任心和感恩心。

三．解决对策

中华文化之所以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永垂不朽，是因为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的制

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

实践精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感染、教育、熏陶了不少仁人志士
[19]
。习近平强调先人

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把他们加以继承和弘扬，我们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

有扬弃地予以继承，通过这些伟大的精神财富来更好地建设美丽中国。

(一) 自身价值观塑造

优秀的传统道德是人的灵魂，作为新世纪的中华民族的大学生，继承传统道德、弘扬

传统文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学生作为中华文明的接班人，肩负“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历史使命，首先应该进行明确的自我定位，求实求真，将理想付诸实践，脚踏

实地，不要空读圣贤书，纸上谈兵；再次培养独立而完善的人格，提高自身明辨是非的能



力，坚持古为今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导向，反对个人主义，享乐

主义和拜金主义
[20]

。

（二）家庭伦理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教育、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

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1]

。家庭教育是学生的一手资源，父母是孩子最好的

老师，作为父母应以身作明礼诚信、孝敬长辈、和睦邻里树立良好的家风。亲情伦理关系

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易于学生效仿，有利于培养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关爱他

人，奉献集体的仁爱精神。家庭道德教育可以协调亲子关系，增强大学生的家庭责任感和

社会责任感。

家庭教育更应注重德育，应从小培育孩子的赤子情怀，做一个有仁性的人，养成大学

生勤俭节约，谦卑恭敬的品质，家长可以通过传统文化典故，将晦涩难懂的人生哲理传授

给孩子，培养大学生对传统道德学习的兴趣，巩固学校教育。

（一）学校教育

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体系之中，通过开展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教育，引导大学生

正确认识家国关系。通过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学习加强法制教育，如引导大学生正确理解

“自由观”与“从心所欲，不逾矩”
4
人的自由的相对性；墨家“兼爱”、“爱无差别”等理

念倡导人格平等。设立国学课程，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传统文化课程的设立是基础，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是学校教育工作的重点与

难点，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为大学生培养良好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的提升营造

氛围。将优秀传统道德融入到大学生社会实践中，需要加强系统规划，对大学生的思想行

为进行宏观调控，对思想道德有偏差的大学生进行悉心指导与教育。学校应坚持政策导向，

规范管理制度，制定长远计划，抓好监督检查，合理考核评价，确保教学与实践相结合，

培养大学生自强不息，实事求是的精神。

处在信息化时代，学校教育也应与时俱进，培育具有时代特色的网络精神。首先应为

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网络文化开创环境，净化校园网络，融合时代特色，对校园网络进行

整体规划与建设，推动传统文化，校园文化与网络文化相结合，增强大学生辨别是非的能

力。

培养大学生的道德情怀课堂上的教育远远不够，学校也应在大学生课余生活中宣传优

秀的传统文化。利用网络平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网络活动、活跃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氛

围，打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和谐校园。促进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培养大

学生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健康完善的人格修养。

（二）社会教育

社会是一个大环境，社会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走出校园的大学生由于

缺乏辨别能力，极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熏陶。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延传至今，对当代社会

仍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习近平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

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

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22]
。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

任务。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

和司法公信建设。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

4论语



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推

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

网络信息化下，思想道德教育又有了新的内容。政府应加大网络监管力度，净化网络

环境，为大学生、公民创造干净健康的上网环境；建立健全相关网络信息管理机制，根据

不同的上网人群开创不同的信息空间。通过网络平台宣传传统道德，提高全民道德素质，

整顿社会风气。

（三）外来文化

全球开放的环境下，对待外来文化要求大学生理智对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汲取外

来文化中的营养，丰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将传统道德摆在优先地位，树立社会主义荣辱

观，提升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

四．总结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

结合，加强社会道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

代新风”。因此，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更好的建设国家以及更快的实现中国梦，作为国

家的生力军，网络时代下的大学生有责任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道德观念，赋予其新的活力

和存在含义。当然，我国传统道德观念也不一定都是要学习的，它毕竟受封建主义的影响

有其的局限的地方，大学生要做的只是把传统道德观念里优秀且符合现在的观念继承发展

和创新，让自己成为有道德、有理想、有责任、有思想的四有青年，这样才不辜负国家的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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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大学生传统道德调查问卷
1.请问您的性别是？

A男 B 女

2.请问您的专业类型是？

A理工农医 B文史财经 C艺术体育

3.如果与朋友有约时，对于时间安排您一般会怎么做？

A准时到 B 迟到 C 提前到 D 其他

4.当看到地上有果皮纸屑时，您会选择怎么做？

A捡起来扔进垃圾箱

B置之不理走过去

C分情况，偶尔会去捡

D其他

5.如果您因为做好事而被别人误解与指责，您还会继续做好事吗？

A 会，犹胜以往

B会，有所减少

C 不会

D其他

6.请问您如何看待日常生活中在不以辱骂他人为目的情况下用粗鲁的言语来表达想法与情

绪的现象？

A只是语气词，流行用语而已

B自己不会用但不反对别人用

C自己用但受不了别人用

D坚决反对，总是去纠正别人

E其他

7.请问您在现实生活和网络冲浪中使用不文明用语的频率是?

A 都从不使用

B网络中多于现实生活中

C现实生活中多于网络中

D 一样，都无所顾忌

D其他

8.请问您对网上散布个人信息等隐私行为的态度是什么？

A支持

B持围观态度

C坚决反对

D.视情况而定

9.当您发现被朋友欺骗时，您接下来的选择会是怎么办？

A立即断交

B以彼之道还治之彼身

C当作不知情，继续交往

D根据欺骗的问题大小而定

E其他

10.请问在大学期间，当班级组织活动时，你主动参加活动的次数如何？

A每次参加



B 经常参加

C偶尔参加

D从不参加

11.如果在您的身边经常出现严重的“攀比”风，您对此的看法是什么？

A很正常啊，谁不想追求好的物质生活啊

B无所谓，反正我不去比来比去就行了

C看不惯，很想去阻止这种现象

D其他

12.请问您如何看待大学生考试作弊的现象？

A学生自身道德败坏

B痛恨这种可耻的行为

C教育体制问题，怨不得学生

D事不关己

E其他

13.如果您看上一件不实用的昂贵商品，您会怎么做？

A向父母要钱高价买下

B节衣缩食也要买

C自己打工挣钱买

D贷款，或者向朋友借钱

E买不起就算了吧

F其他

14.出外读书时，您一般多久和父母联系一次?

A 每天 B 经常 C偶尔 D 从不

15.在网络社交圈中，例如微信 QQ 和微博，您是否会对父母或亲戚设置权限？

A否，很愿意把我的动态分享给他们

B分情况，有些小秘密不能给他们看

C是，不想让他们看到

D其他

16.请问您了解和传统文化有关知识的主要方式？

A书籍

B电视媒体

C课堂教学（含学术讲座）

D长辈教导

E其他

17.请问您认为造成大学生道德信仰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多选）

A大学开放的环境,社会陋习的影响

B学校教育出现错误

C家长教育不得当

D学生间的攀比心理

E其他

18.大学生道德素质水平低的现象，您认为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多选）

A个人的行为，不会有什么严重影响

B 大学生形象倒退

C扰乱学校秩序，影响学校和谐稳定



D 影响家庭和睦

E社会人情味缺失

F中国犯罪率上升

G其他

19.请问对于大学生群体中所存在的道德修养与学识水平不相称的问题，你认为应该怎么解

决？（多选）

A加大社会思想的宣传和社会行为的进一步规范，力求全民树立道德意识

B政府应加大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以求建立一个完善的，能促使各方面教育同步协调发展

的体制

C高校在教育过程中，抛弃种种恶习，通过种种规范减少教育的功利化，消除学校一味追逐

经济利益的现象

D 家庭、学校从小给孩子灌输这些方面的知识并且以身作则

E 其他

20.如果满分为 100 分，请给自己的美德打一个分数。

A 0-40

B 41-60

C 61-80

D 81-100



反思：
感谢何老师的悉心教导，使我的态度也发生很大改变，从刚开始觉得发表论文是遥不可

及、是根本不可能的，到有可能做到甚至还有小期待论文的发表。感谢何老师能给我们锻炼

的机会，自己亲身实践比学习理论、死背书考试强多了，论文一点一点地写出来，的的确确

耗费了大家不少心思和精力，但现在看看完成的成果，感觉身心愉悦，一切付出努力都值得

了。

通过老师的“三课堂”教学法，使我们受益匪浅。从我们开始定题目，老师悉心指导，

旁敲侧击启发引导我们，从生活中发现问题，帮助我们将具体的问题理论化、抽象化，老师

将方法理论传授给我们，我们课下将理论付诸实践，将实践中的问题再拿到课堂上，寻求老

师的帮助，如此反复，知识应用熟练、内化于心逐渐形成一种技能。

很荣幸能作为组长给大家分配任务，感谢其他两位组员的配合，我负责组织大家参与问

卷讨论、设计、收集。在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负责对问卷的分析及建议的撰写；最后对论文

进行整合排版。

感谢组内其他两位成员，通过团队分工与合作加快了论文的完成，大家坐在一起迸出思

想的火花，很喜欢那种学术交流的气氛。大家都很忙，但是依然抽出时间甚至熬夜写论文的

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当听取大家的意见的时候，会发觉自己眼界上的不足，自己一个人的思

想是有限的，集体的智慧是无穷的。

论文写出来是件可喜的事，但是初稿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更希望通过何老师的指导后能

更上一层楼。看了那么多文献资料，觉得大家写的都不错，我看的最多的是硕士论文，大都

写的很具体，对问题的分析也很透彻，然而自己的论文由于学术水平有限，视域较窄对问题

的分析不够全面深入，大多是借鉴参考总结文献资料中的内容，很少有创新之处，希望通过

以后自己知识经验的积累、知识地图的建立，能够写出更好的文章。

——王丽丽

我在此论文中担任的写作任务是摘要、研究背景、现实意义、概念界定、总结。 通过

这次的小组研究以及何老师的讲授，让我第一次对做研究以及写论文这两件事情有了真正意

义上的了解，让我明白其实它们并没有自己以前想的那么高不可攀，明白了事情难不难只有

你做了才了解，明白了所有的不可能其实有时候只是你自己的否定，明白了如果不去尝试，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有多优秀。就像，我一开始是不清楚怎么去写那个传统道德的现实意

义的，因为我看了很多这方面的论文，它们写了很多方面，每个方面我都觉得很好，但是这

篇论文主要内容是问题和对策，现实意义不能写太多，要不会喧宾夺主。所以在课堂上，我

就特别注意了老师有关我这方面的讲课内容，明白了纬度这个词和如何去选合适的纬度。然

后我就围绕自己的论文课题的主客体选了几个纬度。最后我又在课堂上跟着何老师给其他同

学的论文分析思路去强化自己对这一方面的认识，让自己将纬度这一词深深刻在自己的脑海

里，并且带着这一认知写完了自己所承担的此次论文任务。当然，人生永远充满遗憾，这次

我也不例外，我遗憾的是自己如今所掌握的知识尚且还不足以支撑自己对这一研究课题的深

入挖掘，同时我也不满意自己的写作水平，往往不能用语言去精准的描述自己的想法。

——吕霞

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进入大学后，虽然专业课上的老

师会经常安排一些课程作业，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与自主选题来体验实践而来的知识和经验，

与此同时也偶尔经历了一些专业课外的比较粗浅的小论文写作和在中国知网等专业性强的

论文期刊上查阅资料，听取百家之言和吸纳众人之长，或许学习研究本是如此，一点一滴地



积累。

借助第一、第二、第三课堂的学习，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认识的过程就是

如此反复，而学习研究也是这样的过程。通过具体的三课堂的协同、融合、环动，借助课上

理论学习，校内学习活动，校外实践游学三者的有机统一，都有力的证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这么一句话，而学习研究的本身就是围绕人作为主体，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挖

掘人的求知欲，实现学习的由浅到深，由繁到简，由低到高的层次，达到知识的内化于心，

外化于形的境界，从课堂到实践，从第一课堂到二三课堂的反复循环，每一次的循环都是在

前者的基础不断务实，不断加深记忆，不断升华，而这就是三课堂的最终要实现的目的，也

是学习的最高目的。

通过与组内成员的互相交流碰撞，体验一起讨论、查找资料和研究所带来的乐趣，研究

身边比较贴近生活的课题，又或者站在宏观的角度去探索比较深层次的课题，而选择课题的

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只有明确好课题所选择的方向、有一个方向感强的目标，

才会有动力，至少不会因为没有目标而不知所措。

选择课题就是一个思想相互头脑风暴的过程，往往为了斟酌一个词而不断地重复修改，

甚至会为了组织题目而废寝忘食，这些经历都是十分值得回味的，特别是在完成课题的修订

和文章的编撰后，更是心中激动的感情久久不能散去，这就是在选择课题过程中最为深刻的

体会。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实践和分析课题所涉及的现实操作，也是考验小组合作最为关键的步

骤，所幸之极，通过这次小组合作，彼此组员内部分工合作，在组长的带领之下，协调实践

操作的各个步骤，比如设计问卷、发布问卷、回收问卷和分析问卷，都是需要磨合和深思的

过程，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感悟就是严谨，研究本身就是一个

很严谨的过程，不容得一丝的偏差和步骤错误，所谓失之毫米，差之千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对于数据的回收和分析，是一个一个操作的过程，往往通过不停地反复检验才确定数据，然

后还要通过数据来连接现实作出合理的分析，不允许夸大数据或者造假数据，实事求是，同

时还需要专注地耐心和细心，而这都是通过这次研究最为深刻体会的经验。

最后是课题的撰写和引用文献，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最为考验组员的文笔水平和有没有查

阅资料加深课题研究的理解，个人认为这是最为有意义的过程，所谓一笔一心，每一个字、

词、句、段都是需要长期的写作和阅读的积累，毕竟是做研究方面的工作，不仅仅要对自己

和别人负责，最重要是对课题本身负责，所以这个阶段也是修改次数较多，初稿写成，组员

内部再次不停地审阅与修改，然后再给老师检阅，如果不合格，将再次修改直至合格，最终

定稿，也正是通过这么一次经历，自己也掌握了一些研究课题的方法和技巧，虽然不算得十

全十美，但是精益求精的过程确实难以忘怀，感谢组员的通力合作和互相理解，让这次经历

变得更加富有意义，所以在以后研究的过程中，我会继续努力加油，精益求精，怀着求真求

实的心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在小组任务分工上主要负责整理文献、撰写文献综述。

——林志东



大学生考研与就业选择调查研究

杨静 孙小雨 王璇

摘要：当前社会竞争愈演愈烈，逐渐导致考研与就业的选择成为一个热门话题。随着国家

考研政策的放宽与就业形势的严峻，使得许多大学生在面对考研与就业时迷茫而难以抉择。

但是考研与就业选择的持续升温，问题也随之而来。例如，考研目的不明确、目的过于功

利、就业观错误等。笔者认为大学生的抉择困难并不单单是个人问题，更重要的是整个社

会的教育问题。所以本文笔者就以大学生考研与就业意愿及考研动力两方面展开调查，并

就大学生如何树立正确的考研与就业观念提出了相关建议，以达到大学生正确面对考研与

就业的目的。

关键词：大学生；考研；就业；理性选择

引言：大学毕业之际是人生的又一转折点，在这一转折点上的不同选择会对日后整个人

生发展方向产生重大影响。而在众多选择之中，考研与就业的选择又是一对主要矛盾。因此

对这一主要矛盾的研究对于每个人来说十分重要，进一步而言对于整个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

义。因为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体，只有当把个人问题处理好时，社会才能持续稳定发展。

面对考研和就业的抉择，大学生们往往会迷失方向，不知道自己该走哪一步，可以把他

们大致分为二类。第一：倾向于考研型，他们从进大学开始就将考研设定为目标并为之努力

奋斗，向着自己能更好的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而努力拓展。力求能在自己所热爱的领域能有

所建树或是通过考研能让自己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中有更好的平台。第二：工作型，毕业后进

人社会可以让他们学到更多的比书本知识更有用的东西，工作可以让他们学到更好的社会学，

而不单单是单纯的书本知识工作经验，在他们看来对于读懂社会更为重要。每个人．尤其是

进人大学之后都应该有自己的人生规划。这个人生规划不是摆设，是实实在在为自己的人生

做指南针和方向标的制定人生规划的时候你会知道，自己的知识停留在哪个层面上，你想过

什么样的生活，为了这样的生活你要为之做出怎样的努力。有了它，你就能客观评价自己，

看到底是要考研还是就业。

1 文献综述

1.1 基本情况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 2003 年以来发表于我国核心期刊，并且关于大学生就业与考研

的文章共计 6032 篇。其中发表于北大核心期刊 3342 篇，中国科技核心 1559 篇，CSSCI 索

引 1111 篇，CSCD 索引 20 篇。学科门类涉及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应用经济学等。可

见大学生就业与考研问题涉及方面广且备受人们关注。涉及方面广要求研究者能够从错综复

杂的关系中找到问题所在，备受关注说明该课题具有足够的重要性。

从整个社会方面而言，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变化翻天覆地，导致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瞬息万变。教育作为人才的培养与输出口，也需要抓住时机，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

这是两个端口对齐的工作，也是将个人的自我实现目标与社会进步的整体目标相统一的工作。

从个人而言，大学毕业之际是人生的又一转折点，在这一转折点上的不同选择会对日后



整个人生发展方向产生重大影响。而在众多选择之中，考研与就业的选择又是一对主要矛盾。

因此对这一主要矛盾的研究对于每个人来说十分重要，进一步而言对于整个社会稳定具有重

要意义。因为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体，只有当把个人问题处理好时，社会才能持续稳定发展。

考研热的现象是于 1999 年后逐渐出现的，具体原因是 1999 年教育部出台《面向 21 世

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文件提出到 2010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 15%。这

一措施导致大学生数量急剧上升，虽然从现象上来看整体的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

扩招也导致了众多问题，例如，大学生质量的下降、毕业大学生数量多于社会岗位需求等。

这也就导致用人单位在选择人员时倾向于更高学历，而大学生为了提高自生竞争力也不得不

考虑继续深造。所以对于考研与就业问题的研究兴起于 2004 年左右，笔者搜集了自 2006

年起的近 20 篇相关问题文献，最后选定具有代表性的 9 篇作为分析对象。

1.2 研究内容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分析，笔者将国内目前对于考研与就业研究分为三大类型：

（1）数据分析：作者通过对搜集来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考研与就业各自的利与弊，最

后给出考研与就业该如何抉择的建议。大多数的研究都是运用这种方法。

考研之利：王北一认为考研可以适度改观现在高考制度一考定终身不完全合理的情况，

考研给予了学生新的机会。考研同时也是对大学学习的一种监督。徐体高认为考研可以暂缓

就业压力，学生可以提高学历和自身能力，学生有着明确的奋斗目标，有利于营造优良的学

风和校风。

考研之弊：王北一认为考研科目的固定导致考研的学生只注重考研科目的学习，从而导

致不能建构起完整的学科体系。而徐体高认为考研并不是就业难的避风港，因为考研成本很

高，并且研究生的就业情况也不容乐观。

就业之利：徐体高认为本科生就业率的提高，有利于缓解社会、家庭的双重压力；其次，

学生将高校阶段所学的专业知识直接应用于工作实践，有利于及时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

的需求，有利于促进理论教学与实际应用的紧密结合，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

就业之弊：徐体高认为本科毕业生的专业知识不广不深，创新能力和社会适应性不强。

二是学生偏重于资格技能的培训，忽视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

（2）模型分析：翟浩运用管理学上的 SWOT 方法，通过评价大学毕业生的优势

(Strengths)、劣势 (Weaknesses)、就业、考研上的机会 (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

得出影响大学生考研及就业的因素，并且为这些因素划分轻重层次。翟浩提出的第二种模型

为数学建模，引入数学函数，通过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反映考研与就业的效益。

除此以外就是董梦寒在《就业压力背景下江苏地方高校大学生考研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

研究》一文中用到的 Logistic 模型。

（3）理性分析：作者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三方面对考研动力进行分析，

分别得出为了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而考研；为了改变生活环境、生活质量而考研；为了获得更

高的社会地位而考研等结论。

1.3 新研究方向

经笔者统一分析，已有文献大多都是将考研与就业之间的优劣之势进行对比，最后给出

考研与就业的指导性建议。模型分析与理性分析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可以模拟出一些情况的

出现。但是人不单是一种理性人，很多情况下人更是一种感性动物，所以有可能做出不符合

模型分析与理性分析的选择。新的文章将着重先分析考研和就业各自存在的一些问题，再将

考研与就业相统一，只有这样研究才能具有更强的整体性与统一性。研究并不是为了研究而

研究，而是为了指导实践。希望通过这些问题的解决能给予大学生在选择就业与考研方面的

具体的指导。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目标

通过调查了解大学生考研或就业的心态以及各种影响考研就业的主客观因素，帮助大学

生在考研与就业之间做出理性的选择;对目前各高校大学生面临的考研和就业问题做出归纳

总结，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2.2 研究对象

以各高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分别针对各高校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不同专业

的学生展开调查。

2.3 研究方法

课题通过文献法，在图书馆和网上广泛查阅了相关文献资料，同时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

法，问卷设置了选择题、问答题的题型，以电子问卷的的形式共发放 303 份问卷，问卷回收

率为 100%，其中，女生有 249 人，男生有 54 人，分别约占总样本的 82%、18%，大一 88 人，

大二 149 人，大三 59 人，大四 7 人，分别约占总样本的 29%、49%、20%、2%。调查数据具

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代表性，但各个年级比例没有协调好，相关数据准确性可能存在一定偏差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图 1 考研与就业的选择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72%的学生选择考研，28%的学生选择就业。

选择考研就要放弃就业的机会，放弃自己的闲暇时光，全身心投入考研；选择就业就要

放弃享受校园生活，努力寻找就业的机会。目前，很多大学生在考研与就业的选择中迷茫，

既想提高学历更好找工作而选择考研，又怕继续深造不付之实践而耽误就业，有的同学在“考

研热”现象的影响下，没有端正心态，盲目选择考研，有的同学在如今“功利性”社会的影

响下，认为就业比深造好处更多，不想再“浪费时间”只钻研知识而不去实践，这二者无疑

都是缺乏理性的选择。选择的动机性问题俨然已成为大学生对考研还是就业的选择产生了重

要影响，也成为了重要因素，当然自身的主观因素和环境的客观因素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从统计结果来看，多数大学生选择考研而少部分学生选择就业，能看出大学生对自己未来的

方向还是有一定的清晰的认识和理性的选择，但是，无论考研还是就业，都有自己的优势，

我们一定要深入了解自己的需求，给自己定位，树立明确的目标，做出理性选择。

考研篇

3.1 考研认知的分析

3.1.1 对待考研的态度



在度过大一大二无忧无虑的生活之后，很多同学在大三阶段开始为自己的前途而担忧，

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学生选择考研，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是迫于家庭压力或逃避就业，

因而对待考研并不能以最好的状态和心态去面对，即使他们已决定考研，但大多只是抱着试

试看的态度，并没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3.1.2 对考研前景的看法

通过调查发现，很多学生对于自己选择考研缺乏信心以及忧虑过多，怕自己实力和时间

不够导致考研准备不充分考不上，更有的学生担心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负担不起自己的考研

费用；也有一部分学生认为自己考研前景十分光明，对自己信心十足；对于“如果考研失败

后的选择问题”，有的同学选择不放弃自己的选择，明年继续考研或者考公务员，一部分学

生选择精心准备找工作或者自主创业，也有的选择其他路径。

3.1.3 对考研政策的了解

通过调查与统计发现，很多学生只是忙于埋头苦学，但是忽视对考研流程及政策的了解。

大部分学生只知道大概并不清楚其中的意义，也有些学生只是道听途说并没有亲自去了解，

甚至有的学生对相关政策完全不了解，只有极少数的同学对流程及其相关政策有充分的了解。

3.1.4 对考研专业与学校的分析

通过调查统计分析，46.53%的学生选择跨校本专业考研，20.46%的学生选择跨校跨专业，

这说明很多学生认为自己的本科院校知名度不高，他们更看重学校的名气，考研时更想选择

名校继续深造，拿到高文凭以便于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也有少部分学生选择本校本专业和

本校跨专业，对于考研这部分同学倾向于相对简单的方式，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使自己的考研

难度大大降低。

3.2 考研原因的分析

图 2 选择考研的原因

通过对大学生考研原因的调查分析与统计，从统计结果看出，62.38%的学生选择考研是

因为就业形势严峻，考研可以提高学历，增强就业能力；54.13%的学生选择考研是为了获得

更多的知识，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与层次；22.11%的学生是为了继续享受校园生活而选择考

研；也有一部分学生是因为亲友期望、周围同学和环境的影响选择考研，父母对自己的期望

让很多学生去选择继续深造，而周围同学选择考研让没有坚定选择的学生盲目跟风考研。



对此，我们将大学生选择考研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最直接的理由：为了拿到高学历，

更好的找到好工作；最有挑战性的理由：考研只是一种尝试，让人生不留遗憾；最现实的理

由：学校级别不高，自己平时表现一般，本科生找工作难，考研积累资本；最没有主见的理

由：考研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潮流，别人都考，自己也要跟着考；最避世的理由：找工作难，

社会太复杂，通过考研继续享受校园美好生活。

3.3 考研对于自身发展的影响

图 3 考研对自身的影响

通过调查结果，我们发现有 60.4%的学生认为考研可以使自己适应时代步伐，提高自身

起点；53.14%的学生认为考研是人生的一次重新洗牌，可以做出新的选择；51.49%的学生认

为考研可以拓宽自己的交际面，开阔人生视野；46.53%的学生认为考研可以为其全面认识社

会提供一个缓冲时间；26.73%的学生认为考研可以更好的进行学术研究；对于大部分学生来

说，考研会使其丧失年龄优势，目前大学生也会考虑年龄的因素，特别是女学生。

大学四年，能给我们的专业知识并不是很多，本科阶段不仅是要教会我们多少专业知识，

这个阶段的课程大多会比较宽泛，往往是面广而深度不够。而进入研究生阶段后，主要培养

的是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使我们能在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方向深入下去，从而对该方向能

有准确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

当今本科生就业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尤其对那些大学期间成绩一般、能力平平的学生而

言更是如此。因此，考研是一个提升能力的好机会，也是一个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薪酬待

遇与职业发展前景的好途径。如果你是那种勤于学习、努力拼搏的人，研究生三年的投入将

带给你更高的回报，虽然学历不代表能力，但是学历却能为人打开一扇通向成功殿堂的大门。

有人曾说“你所结交的朋友的平均实力就是你自己实力的一个写照。”所以在读研期间，

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朋友圈，构建一个良性的更高层次的交际网，这样会对自己以后

的发展大有好处。

就业篇

3.4 就业认知的分析

3.4.1 对就业方式的选择

31.68%的学生选择先就业后择业；3.63%的学生选择自主创业；还有部分学生没有明确

选择，认为船到桥头自然直，顺其自然就好。



3.4.2 对就业形势的看法

16.83%的学生认为就业有一定难度，这部分学生对找到理想的工作信心不足；16.17%

的学生认为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这部分学生担心自己找不到工作；7.26%的学生认为只要自

己努力就可以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只有极少数的学生非常自信自己可以找到理想的工作。

3.4.3 对就业会听取的意见

根据调查统计分析 27.39%的学生会根据父母对其的期望做出就业选择，父母的影响较

大；22.77%的学生会根据自己的职业规划做出符合自己的职业选择，这部分学生对自己的职

业发展有明确的规划与认识；15.84%的学生就业时会听取已经毕业的学长学姐的意见，这部

分学生会吸取别人的经验来做出自己的选择；11.22%的学生会根据学校的指导做出选择，他

们会听取学校专业指导进行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选择；还有一部分同学会根据政府的号召与

媒体的分析做出选择；只有极少数的学生会完全遵照自己的内心，根据自己的想法做出自己

满意的选择。

3.4.4 对就业相关政策的了解

根据调查统计发现 28.38%的学生对就业相关政策毫无了解，不清楚有哪些政策；9.57%

的学生对就业相关政策比较了解；少数部分的学生对就业政策很了解，必要时可以寻求政策

帮助。

3.4.5 对就业所遇障碍的认识

通过调查统计分析发现大部分的学生认为自己专业实力不够，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加之

自己院校专业名声不响，不利于就业选择；还有部分学生认为当前就业市场狭窄，就业形势

严峻，就业发展前景堪忧，影响就业；也有部分学生认为刚就业难以从事自己喜欢的行业，

而且初就业工资太低，与自己的最初的设想不一样。

3.4.6 对用人单位关心毕业生条件的认识

通过调查统计分析发现，用人单位更关心的是学生的综合能力，社会实践经验，专业成

绩和技能；其次用人单位会考虑学生的发展潜力，思想品德素质，以及其学历的高低与学校

的名气；除此之外，用人单位也会考虑学生获得的各类证书及其个人的外貌品质。

3.5 对就业原因的分析

图 4 选择就业的原因

17.82%的学生认为社会实践更重要，因此相对于考研他们更倾向于社会实践；12.87%

的学生由于家庭经济原因，想早点工作赚钱减轻家庭负担；11.55%的学生认为考研会使自己

在年龄上失去优势，因而倾向于就业而不是考研；其余部分同学对就业没什么想法。



通过调查分析我们将就业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

最简单的理由：考研的过程漫长而又痛苦，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太多；

最有眼光的理由：经历了十几年的学习生活，从“学生”角色转变为“员工”，走向社

会实践一番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最现实的理由：有过工作经验后，各方面的学习都会比目前的直升更有针对性；

最有头脑的理由：考研是需要成本的，即使能够上研还是要付出机会成本，因为两三年

的时间可以做很多事情，然而毕业后面临的就业压力是一样的；

最无奈的理由：上大学的费用负担重，有欠款要还，而考研还需要更多的投资。

3.6 就业对自身发展的影响

积累工作经验。相对于考研来说，就业可以积累工作经验，在读研的三年时间里你完全

可以从一个刚刚进入社会的愤青，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资深人士，很有可能，三年后，刚毕

业的研究生还得由你来引导和培训。

减少家庭负担。考研不仅要花费高额的学费，还要支付吃喝住行、资料、辅导班等一系

列费用，然而，就业却会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最起码吃住不用家里负担了，减少了家庭负

担。

尽早适应社会。虽说大学如同一个小社会，但校园毕竟不是社会，我们更早的融入社会，

才能尽早地适应社会，在社会中锻炼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处理事情的能力，提高自己的专

业技能，学会更好的做人、办事。

培养实践技能。就业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经的过程，就业的过程是我们从一个学生蜕变

成一个员工的过程，是我们不断磨练自己、充实自己的过程。即使从一份小工作做起，也能

从其中学到实践的真本领，有助于提高实践能力。

提高协调能力和合作能力。当你选择某项工作，就会发现一项工作的完成往往不是一个

人的努力就能完成的，就业会提高自己与人合作的能力，这会使我们更好的在社会上立足。

扩大自己的交际圈。考研可以让你构建一个更高层次的交际网，就业又何尝不是呢？就

业会使你认识各种人，选择与自己兴趣相同、志同道合的人或者更多的成功人士，他们会教

会你更多在校园里学不到的东西，也会帮助你走向成功。

4 对策及建议

4.1 家庭方面

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值应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给就业与考

研带来的影响，父母应改变传统的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选择观念，根据子女自身实际情况

作出合理的选择，对子女保持合理的期望值，不要不切实际过高要求；

尊重子女兴趣，给予自主选择的空间。父母不应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子女，应重视

子女自身的主观意愿与个性特点，帮助子女树立正确的符合自身的理想目标，让子女更多的

独立思考，不要在就业与考研的选择上过多的干涉，为子女营造一个宽松舒适的氛围；

抛弃盲目呵护，过度溺爱。父母应帮助子女正确认识社会和环境发展的现状，正确处理

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竞争与风险的关系,鼓励子女主动出击，积极参与。

4.2 个人方面

注重专业学习。应认真学习专业课知识，努力提高自身专业素养，培养自身兴趣，广泛

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提高自身知识的广度与深度，完善知识结构，培养专业素质；

加强实践锻炼。在加强专业学习的基础上，重视校内外的社会实践活动，加强实践学习，

丰富社会实践经验，拓宽人际关系；



认识自我，提高信心。自信意味着成功的开始，意味着迈终点的起步，它是大学生成才

的基础，也是成功择业的前提。在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大学生应该抛弃自卑心理，树

立自信意识。

树立良好心态。拥有良好的心态，直面各种挑战，树立正确的选择观念，朝着自己的目

标不断前进；

立足实际情况。对当前社会现状与自身实际情况做到清醒的认识，立足于实际，切勿盲

目跟风，随波逐流，要理性分析选择，做出符合自己发展特点的规划并为之坚持奋斗。

4.3 学校方面

学校要提高学生对专业的认识和了解，提高办学条件与质量，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学校要鼓励学生进行学术研究，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学校可以通过开办考研交流会、

名师讲座以及考研咨询服务等方式，让大学生从中正确认识和分析自己适合自己的专业和方

向，了解考研的流程和相关政策，多给学生关于考研院校和专业选择的建议，掌握准确信息，

提高学生的信心，成功读研。

学校要完善学科建设，积极鼓励合理就业，做好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

学校通过进行专业机构的设置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加大就业工作的投入力度。同时，对

就业的指导工作，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通过多种途径，为大学生提供就业信息，可以采

取如讲座、报告、咨询服务等形式，让大学生在其中全面和正确地了解自己，了解国家有关

就业的文件和政策，了解职业概况和社会需求，把握现行就业政策，形成和发展职业角色技

能和生活角色技能，掌握职业信息，制定正确的职业生涯规划，成功就业。

4.4 社会方面

4.4.1 政府

要给予学生大力支持，出台优惠政策，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给予经济帮助。

规范市场机制，完善择才标准，发掘人才潜能，提高现代人才市场的质量。

4.4.2 企业

用人单位要根据自身特点，确定科学的招聘程序。

首先，树立正确的人才观，鼓励人人都做贡献，人人竞相成才；

其次，根据岗位实际，确定合理的选人标准，确定招聘人员的质与量；

同时，对新毕业大学生人才合理定位，提出合理需要，降低过高要求，为广大毕业生提

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充分的就业机会，使人才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5 总结与反思

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今世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工作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与重

视。大学生培养与大学生就业成为当前十分重要而又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对大学

生来说，选择考研还是就业无疑是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我们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调查和研究，

大致了解了大学生对二者的看法和态度，有人坚定考研，有人坚定就业，但仍有些人在二者

的选择中迷茫，笔者认为，无论是就业还是考研，都有优势，每个人都必须做出理性选择，

给自己合理定位，同时全面认识自己，分析自己适合继续深造丰富知识结构还是直接就业实

践自己，这是人生方向的重要抉择，不可犹豫不决，更不可盲目跟风。

在这次论文写作和课题研究中，我们深感到老师平常对我们的教导的益处，老师从第一

堂课就给我们灌输实践重要性的思想，课堂沉默现象突出，学生和老师交流甚少，老师不了

解学生的想法，学生不理解老师的要求，或许这就是我们的现状,这样的现状只会让我们的

学习效率和质量大打折扣。由此，三课堂理论应运而生，第一课堂是指教师指导学生在课堂

中完成的学习活动，也就是我们上课的主线―课堂讲授；第二课堂是指在课外于校园内围绕

相关主题开展的各种学习活动，可以使学生掌握的知识得到巩固，也就是我们所进行的课题

研究热问卷调查；第三课堂是指在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参与下，在校外在校外围绕思想政治理



论知识开展的各种实践活动，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实效性的重要载体，也就是我们所要

共同探讨的问题和所要努力的方向，师生共同参与，增强教学实效性。在我们的课堂上，老

师对三课堂理论进行了实践，老师打破原有固定的模式，改变陈旧的教学内容和单一的教学

形式，激发和调动我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创新课程考核方式，课题研究和所学内容的

考核作为最终成绩的组成部分。让我们不再只花费精力去记课本上的知识，课堂上不局限于

课本和讲义，注重对我们思维和能力的培养，让我们在实践中获得提升，对于专业知识老师

重点讲解，对于开放式问题老师鼓励我们发散思维，大胆想象，课堂上活跃气氛，自由发言，

这对我们进行课题研究很有帮助，对于我们缺乏锻炼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我们

也在慢慢摸索和学习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进步。也希望老师能多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去实践，提高我们的能力，课堂上多跟我们交流，多亲近一点，希望您不只是良师更是益友，

给予我们建议和帮助，让我们更好的把所学变成所用，让成功的实践不只是别人的事，而是

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我们亲自去经历，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发现自己的进

步之处，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丰富自己的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让我们的知识结构变得

更加成熟。

这次论文写作是小组合作，我们三人为一个小组，杨静同学负责制作问卷和调查报告分

析部分以及完善论文，我（孙小雨）主要负责制作问卷和论文主体部分写作和论文修改以及

定稿，王璇同学主要负责问卷修改和查找文献和文献综述部分以及论文修改。我们精诚合作，

一起寻找思路，查找文献，分工明确，并完成自己相应的部分，共同完成本次论文的写作。

我认为我们从这次写作中看到了自己的进步，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首先，我们了解

了什么是文献综述，怎么写文献综述，也知道了常用的教育研究方法，并适当的运用到了论

文写作当中，我们对于论文写作有了系统的了解并可以自己尝试去写，但在其中也发现了一

些问题，在文献综述的写作中仍然有不清晰的地方，文献查找的不够多，在论文写作中仍有

凑字数和深度不够的现象，结构可能过于简单，在问卷设计中题型设置存在一定问题，设计

的问卷技术不达标，我们的问卷是跳跃型的设计，但在设计过程中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总之，我们对大学生考研与就业选择的调查和研究，是与我们切合自身实际的情况，我

们也是大学生的一员，更希望在选择就业和考研时，学校能给出更多的建议和指导，使每一

个学生能够更清楚的了解自己以及掌握社会和国家政策的具体信息，也希望每一个大学生不

要只关注课本知识的学习，也不要让固性思维禁锢自己，人生不是只有一种选择，你能做的

不只是读书，把眼光放得远一些，你会发现总会有你的舞台让你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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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关于大学生考研与就业选择的调查问卷

1、性别(单选)

A、男

B、女

2、年级（单选）

A、大一

B、大二

C、大三

D、大四

3、专业（填空）

4、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考虑选择考研还是就业的？（单选）

A、上大学之前

B、大一

C、大二中期阶段

D、大三

E、大四毕业时

F、从未想过

5、您在毕业时会选择考研还是就业？（单选）

A、考研（如果您选择考研，请完成 6-13 题）

B、就业（如果您选择就业，请完成 14-21 题）

6、您为什么选择考研（多选）

A、想继续过校园生活

B、获得更多知识，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层次

C、就业形势严峻，提高学历，增强就业能力

D、亲友的期望

E、周围同学和环境的影响

F、其他

7、您的考研方向是？（单选）

A、本校本专业

B、本校跨专业

C、跨校本专业

D、跨校跨专业

8、 考研跨专业会根据什么来选专业（单选）

A、兴趣

B、就业情况

C、家人意见

D、发展趋势

9、您对考研流程及其政策了解多少？（单选）

A、完全不了解

B、了解一点，知道大概

C、听说过一些，不清楚其中意义



D、很了解

10、您认为考研对您自身发展有什么影响（多选）

A、适应时代步伐，提高自身起点

B、拓宽交际面，开阔人生视野

C、为全面认识社会提供一个缓冲时间

D、更好地进行学术研究

E、人生的又一次重新洗牌，作出新的选择

F、就业丧失年龄优势（特别是女生）

G、其他

11、对于考研，您应该担心那些问题？（多选）

A、时间紧迫

B、毅力不够

C、实力不够、

D、经济紧张

E、健康问题

12、您对考研有多大的信心？（单选）

A、信心十足

B、比较有信心

C、说不好

D、没信心

13、如果考研失败，您会怎么选择？（单选）

A、明年继续考

B、精心准备找工作

C、考公务员

D、自主创业

E 、其他

14、您为什么选择直接就业？（多选）

A、知识和能力积累基本满足需要，不需继续深造

B、由于年龄等的限制，不太适合考研

C、认为实践更重要

D、家庭经济困难，想早点工作赚钱减轻负担

E、其他

15、您会选择哪种就业方式？（单选）

A、自主创业

B、先就业后择业

C、其他

16、您选择就业时会听取哪些意见？（多选）

A、父母期望

B、毕业学长学姐的意见

C、职业规划

D、学校指导

E、政府号召

F、媒体分析

G、完全根据自己的想法



17、您对您所面临的就业形势的看法是？（单选）

A、就业形势很严峻，担心找不到工作

B、就业有一定难度，对找到理想工作信心不足

C、通过努力可以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D、自信可以找到理想的工作

18、您对就业相关政策了解多少？（单选）

A、很了解

B、比较了解

C、不清楚

19、您认为您就业时会遇到哪些障碍？（多选）

A、自己专业实力不够

B、就业市场狭窄

C、就业发展前景不好

D、刚就业工资太低

E、自己院校专业名声不响

F、难以从事自己喜欢行业

G、社会经验缺乏

20、您认为选择就业相对于考研有哪些优势？（多选）

A、吸取工作经验

B、自力更生减轻负担

C、实践理论知识

D、积累社会人际关系

E、其他

21、您认为用人单位更关心毕业生的哪些条件？（多选）

A、专业成绩和技能

B、综合能力

C、学校名气

D、社会经验

E、发展潜力

F、思想品德

G、学历高低

H、各类证书

I、外貌气质

22、您对选择考研还是就业有什么建议？（填空）



关于大学生合作学习中“搭便车”现象探析

王青青 尚盼 梁周霞

摘要：合作学习模式已成为当今社会学习的重要方式之一，并取得了重大成效。但

目前的合作学习仍存在着弊端，“搭便车”现象就是一个相对集中的体现，学生的参与

性、积极性、创造力、凝聚力缺乏，从而降低合作学习的效果。课题组通过问卷法对“搭

便车”现象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教师、学生、家庭、社会各方面进行了探讨， 以明确

合作学习目标与个人分工为目的，树立责任意识，完善评价与激励机制，更好的促进合

作学习，有效减少搭便车现象的发生。

关键词：合作学习；搭便车；从众心理；角色定位；生生互动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实施新课堂教学改革，课堂课下师生之间的互动及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互

动与日俱增。师生之间不再是单纯的传授与接受关系，同学之间也不再是特定的独立学习个

体。尽管此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但在合作学习中的分工应如何明

确，责任如何划分，质量如何保证，效果如何评价等问题也随之而来。

大学生课堂课下学习的自主性需要较大、客观约束性较少的现象使得大学生合作学习中

的“搭便车”行为屡见不鲜，这类问题慢慢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出现了一些价值较高的研究

成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合作学习中“搭便车”现象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与分析。为了深入

洞悉此类问题以达到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我们基于中国知网查阅了 2002 年到 2017 年间的

相关文献。其中，关于合作学习的文献 83 篇，关于合作学习中搭便车现象的文献 69 篇。在

此谨对相关研究作以下粗略的总结与评价。

（一）现阶段的研究理论成果

1、相关理论

（1）责任分散效应

“责任分散效应”是指在大课堂中提问对象是某个特定学生时，该学生会有强烈紧张感，

当提问范围扩大到某个小组或整体班集体时，落到个人概率越小，产生依赖心理也就越大。

无论是对于整个班级还是所在小组都是一种搭便车行为，使得学习效果产生差异，影响合作

学习效率。

（2）社会惰化效应

“社会惰化效应”是指一个人在群体中工作远不如一个人单独工作努力的倾向。群体

规模越大，社会惰性行为越容易发生。如今的大学公共课程课堂容量都在几百人，在这样的

大班教育之下，无论是老师的管理互动难度还是学生的主动性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社会懒

惰行为也越容易发生。调查显示如图 1，表明社会懒惰效应在课堂中普遍存在。



图 1：对老师提问的反应
（3）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理论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

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排列。现今大学生绝大部分人满足了生理与安全需

求，所以剩下的三种需求尤为重要，而合作学习本身就是一种人际交往，通过合作学习，学

生能更好的学会与人沟通的艺术，如何发表自己的观点更容易使他人接受，满足另外三种需

求。而学生只有得到自己价值的实现才能认真努力的对待一件事，发挥每个成员的优势与潜

力，这也是防治搭便车现象发生的一种手段。

（4）群体动力理论

美籍德国人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于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了“群体动力理论”。该

理论以非正式群体为研究对象，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个体内在需要和环境外力相互作用的

结果。这就表明在群体动力理论中要想约束一个人的行为，除了个体内在需要这个难以量化

和控制的变量，我们需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可以环境外力之中。所谓环境外力就是外部力

量对个人的约束能力。在大学生课堂教学中，由于人数较多，不可能形成强有力的环境外力，

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细化责任，缩小分组，加设具有管理能力的小组长增强管理，以达到对

个人行为的约束，提高群体学习能力。

2、产生机理

合作学习的公共物品特性决定了“搭便车”行 为经常发生，合作学习是以小组的方

式开展，以小组成员相互依赖的合作性活动为主体，以小组成绩作为评价和奖励的主要依据，

小组成员的真正贡献难以区分其具体原因如下：

（1）一般都是以提交成果为评价，得分为每个人的成绩，缺乏对个人努力的考核。

（2）小组中没有考核机制，主要依靠个人自觉性。

（3）评价指标没有量化，都是依靠老师学生的主观评价。

（4）过于注重结果，缺少对合作过程个人努力程度的关注。

EffreyP·Carpenter 通过实验 研究发现如果合作学习中偷懒是容易辨认的，那么

“搭便车”会减少；反之，团队中的“搭便车”现象就会很盛行［5］。所以只有解决掉如何

辨认合作学习中的偷懒现象的问题，才有可能减少此类现象的发生。

（二）现阶段的研究对策及产生过程

1、对策建议

如何预防此类问题的发生，学者们大都阐述了自己的研究结论，在此对其进行了粗略的



总结与分类：

（1）制定清晰的课题目标，小组整体考核与个人考核相结合。教师考核与组长考核相

结合。

（2）明确教师责任，合理设置学习任务，进行小组工作全面指导与监督。

（3）明确学生个体责任，创建友好合作学习氛围，培养学生团队信赖感。

（4）创新合作学习评价机制，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具体化考核指标。我们建

立如表 1 的具体评分指标：

表 1：具体评分指标

2、产生过程

（1）开始阶段-分组

教师一般采取班级随机分组的形式来完成课上课下的小组合作学习，大多是以班级为大范

围，宿舍为小范围。由于人情关系网络，使得包庇这种现象的行为更为多见。惰性表现明显

的人会产生对比自己“优秀”的成员的强烈依赖感。

（2）实施过程-责任划分

在实施过程中搭便车者容易将对教师的依赖转变为对小组同伴的依赖，如果这时没有强有

力的管理者出来对其成员作明细的责任分工，那么部分小组成员便会放大自己的懒惰，产生

搭便车行为。必然会导致小组成员凝聚力、创造力的下降和合作积极性的降低。

（3）完成阶段-结果评估

单纯以小组团体成绩作为评价组员成绩的唯一标准使得合作学习中搭便车现象层出不穷，这

样的结果评估是造成此现象的重要原因。

（三）结论与展望

根据上述研究成果，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合作学习中的“搭便车”现象，无论是其相关

理论，还是产生原因和解决措施，前人都研究的非常透彻。在借鉴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

由于实际情况的差异,如班级规模，班级学习氛围，班级人数等,我们要在实际情况中发展相

应的战略，不同的情况应对应不同的措施,以求达到合作学习的最佳状态。

合作学习是新课程改革所倡导的一种新型学习方式，要求同学们通力合作完成一项任

务。在此合作中每个成员都能发扬自己的优势，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达到丰富知识层面共

赢的成果。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合作学习虽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但是若实施不当，便

容易产生“搭便车”现象。其出现直接影响了学生学习的效率与质量。高度重视“搭便车”

现象、观察思考其成因、并设计合理的小组激励考核方式，对于缓解合作学习中“搭便车”

现象的出现以及提高合作学习中学生的参与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对此现象的认识和反思会更加深刻，合作学习中搭便车的

行为会得到抑制甚至基本杜绝，我们也将从合作学习中得到更多的益处！

二、概念解析

（一）合作学习

合作学习是新课程改革所倡导的一种新型学习方式，最先兴起于美国，20 世纪 70 年代

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取得实质性进展，是一种以异质小组为基本单位，通过师生、生生互动

合作来促进教学，并以小组成绩作为评价标准的新型学习方式。学生在与小组成员合作完成

任务的过程中，明确自身责任意识，提高与他人的交流交往能力，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同

教师评分 组长评分 最终评分

承担任务难易程度 20% 20% 教师 60%+组长 40%

任务完成质量 40% 40%

参与积极程度 40%

最终成果质量 40%



时也增强自身学习兴趣与能力。合作学习对于我国素质教育的实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二）合作学习中的“搭便车”

搭便车现象起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提出的，指不付出成本而坐享集体成果的现象。

指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互冲突时，群体成员做出对自己利益有益的选择，当这种现象达

到一定程度，将会损害集体的利益，群体的其他成员也要为此付出代价。起初被应用于公共

物品选择的问题当中，后被推广于其他领域的相似境况。合作学习中的搭便车现象指在小组

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小组成员期望其他成员为了集体目标而贡献出更多，而自己坐享其成，

进而损害合作学习效率的一种行为。

三、 研究设计

我们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的方式，对大学生的合作学习现象进行研究，共发放问卷 204

份，有效问卷 204 份，其中男生 86 人，女生 118 人；大一 54 人，大二 117 人，大三 31 人，

大四 2 人；理工类专业 74 人，文史类专业 130 人。问卷对合作学习的了解状况、对搭便车

现象的理解都做了相应统计，我们主要从搭便车现象的产生原因、后果及如何解决这几方面

进行了问卷设计，并将结果收集研究，在之后的文章中，将会对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

四、合作学习中“搭便车”现象的形成原因

（一）受教者——学生

随着教育教学的改革与发展，教师的角色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更注重以人为本、

人文关怀、自由民主发展，虽然课堂教学方式在发生新的变化，然而在当今教育中学生的主

体地位仍未得到充分体现。合作学习是一个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过程，学生应是主

动的、积极的，而不是被动接受的。但学生主体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良行为，影响着合作学习

的过程及结果，加剧了搭便车的形成。

1、个体的从众心理

指在群体活动中，个体在群体的意见压力之下，而放弃自身所持有的观点，在认知或行

动上与群体达成一致的现象。可以说，从众心理是有利于小组达成一致的意见，但另一方面，

它却不利于合作学习中的创新性发展，也遏制了学生个体个性的发展与完善，小组人数越多，

这种现象就越明显。

2、学生性格

在团队中，存在着那些思维敏捷、人际交流能力强、表达能力优秀的学生，这类学生善

于并乐于向别人表达自己的观点，通常这类人也担任着合作学习的主要地位，但同时也会有

不善于表达自己、沉默的学生存在，他们通常更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但不表达自身意见，

团队可能也会因此缺乏那些富有创造性的意见。

3、学习态度

一个好的学习态度往往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合作学习中，积极参与并付诸行动，

往往会使效率得到很大提升。但在这个过程中，仍会存在一些态度消极懈怠的同学，置身事

外，将搭便车视为常事。

4、分享惰性

在教育界分享一般分为两种：一是物质分享，二是精神分享。从大学课堂研究角度看，

主要侧重于精神资源的分享——学生和老师的精神资源，老师的精神资源分享是 系统的、

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学生的精神资源分享主要体现在课堂与老师的互动 、主动参与课堂

展示等，具有自主性、能动性、不确定性等特性。在合作学习交流的过程中，许多学生不乐

于参与并与其它同伴分享观念,导致合作过程中的思想单一，缺乏创新，影响团队活力。

（二）施教者——教师

合作学习已被广泛的应用于各个学校的课程教学当中，但并未取得有效成果。我们觉得，

出现此类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虽然运用了合作学习的形式，但却没有有



效的理解合作学习的含义与方法，使合作学习流于形式，丧失了本来的进步意义。

1、角色定位

教师是学生学习活动的主导者，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应发挥其积极的引导作用，

为学生指出错误、提出建议，而不是包办一切，从而导致学生自主性的丧失，缺乏探索，自

主学习的乐趣也会随之丧失。

2、师生关系

“亲其师，信其道”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完成教学任务、取得教学成果的必要条件。学生

喜爱教师并乐于听取其授业，教师也会因为受到尊敬更乐于讲授。在合作学习中，师生交流

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有的教师虽然具有丰厚的知识体系，但却不善于与学生交流，

甚至产生了对立情绪，从而影响学生态度，阻碍合作学习的进行；相反，有的教师不仅注重

提高自身素质与教育水平，也更乐意于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更进一步的促进了合作学习

的发展。

3、注重结果，忽视过程

在运用进行教学时，教师可能会存在使合作学习流于形式的现象，只注重最终结果，而

忽视合作学习的实际意义。在刚进行完讲授，需要进行合作探讨时，就立即要求学生开始，

并未给予时间进行思考，这样达成的结果往往是急功近利的，相对不完善的。同时，在进行

结果评定时，只注重了总的成果，而忽视个体差异性，体现了其不公平性，会对学生的积极

性造成影响。

（三）组织结构因素

合作学习是以小组竞赛为主要形式的一种课堂学习互动形式，小组的规模和性质直接

影响了合作学习的质量，小组的组合方式和活动合作方式是有效合作学习开展的前提。*

1、小组规模

在达到一定程度时，小组合作学习效率是与小组成员呈反比变化的，小组成员过多，便

会影响合作学习的有效进行，造成过多意见分歧，分工也会相对模糊，加剧搭便车现象的形

成。

2、小组组合方式

在进行分组时，教师往往会让学生自主选择合作学习伙伴，而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通常

会跟自己熟悉的人一起，也就造成了以宿舍为单位的小组形式，并未考虑性别、兴趣、爱好、

性格及个体差异性等因素。缺乏与集体内其他成员的交流，影响凝聚力与积极性。

3、小组分工

合作学习是在团体中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有明确责任分工的互助性学习的形式。但在

任务分配的过程当中，仍会存在目标模糊，分工不明确的现象，影响团队合作。

4.小组成员沟通缺乏

在合作学习中。合作成员之间的交流促进合作的有效手段，合理的沟通促进合作的有效

进行，提高团队默契，但不沟通或者不充分的沟通往往会导致团队生疏，降低合作学习效率。

（四）环境因素

个人心理受到周围环境因素的影响，我们主要从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学习环境三方面

出发，探索影响大学生合作学习的因素

1、家庭环境的影响

家庭结构、家庭教育方式、家庭背景是影响到学生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幼时所接受的

教育、父母的观念的指导都会对成长后思维观念、行为方式产生一定的引导。大学生这一团

体，心理和生理已经成熟，个体的思维观念、行为方式已经趋于固定，不易发生改变。有些

家庭教育只注重智育教育，而忽视德育情商教育的问题，这部分影响着大学生个体的人际交

往能力，会阻碍团队合作中的人际交流。同时不良的家庭环境因素会造成大学生个体的沉默、



偏激等行为，影响其心理活动方式，进而影响着合作学习的进行。

2、社会环境的影响

人是社会环境的创造者，同时又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社会环境不具有强制性，其思想观

念更容易被社会成员所接受，它以逐渐渗透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人们造成影响。大学生在

初入校园时，面临周围环境和人际关系的急剧改变，在新的环境和交际圈子里，会产生孤独、

不适应的现象。有些人会快速的调整过来，但有些人很难做出调整，甚至产生抵触情绪，这

就导致他们不愿意参加到合作学习中，影响合作学习的完整性。

3、学习环境的影响

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会对学生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大学生是以自主学习为主的，力求

学生的主动性，良好的学习氛围是其得以进行的基础。在小组合作学习中，积极的氛围会加

速合作学习目标的完成，但由于在合作小组成员中会存在惰性因素，不愿付出更多，便会延

缓合作学习目标的进行。

4、文化因素的影响

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在谚语中“枪打出头鸟”这种文化的存在，遏制了学生

的自我表现，不利于个体的个性化发展，不利于合作学习小组的文化创新

五、个体对合作学习中“搭便车”行为的看法

“搭便车”现象的产生，不仅会使合作学习的效果大打折扣，也会影响合作团队的凝聚

力。在我们的调查结果中，从不采用搭便车行为的学生只占取到了 24.02%，偶尔搭便车的

人数高达 58.33%，经常采取搭便车行为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17.65%（如图 2），从这个数据中

我们能够感觉到，在合作学习中，只有少部分人会积极主动的参与进来，而大部分人还是抱

有着侥幸心理，这便使合作学习的效果大打折扣，影响效率。

=

图 2：搭便车现象状况

在有些同学采取搭便车行为时，也会影响其他同学的行为方式与看法，我们将这个群体

进一步分为了三个小群体进行研究，并对其观点进行了调查分析。（如图 3）。

（一）、合作学习中的领导者

这类成员在合作学习中往往更注重于参与过程，能够从中得到更好的提升，付出高于其

他成员，也会提出更多有利于合作学习进行的建设性意见。在集体中成员出现搭便车行为时，

由于强烈的集体责任感与集体荣誉意识，有些会产生愤怒情绪，但仍会督促那些搭便车者，

起到监督群体成员的作用，同时，他们会更积极地参与到合作学习之中。

（二）、合作学习中的参与者



这类成员大部分是以完成基本的任务分工为基础，面对搭便车行为的出现，部分成员会

产生不满，但仍会完成自身任务，也有部分会跟着偷懒，导致效率大幅下降。

（三）、合作学习中的搭便车者

指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付出低于小组其他成员的人。在其他搭便车者出现后，他们可能

会受到方向激励，认识到自身的错误行为，更好的投入到合作学习中去。也会有一部分，由

于团体中其他同质成员的出现，更加乐于搭便车。合作学习中搭便车现象的出现，直接影响

了学生的参与性，高度重视搭便车现象的出现、观察思考及成因、并设计合理的小组激励考

核方式，对于缓解合作学习中的搭便车现象的出现以及提高合作学习中学生的参与性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图 3：对搭便车成员的态度

六、合作学习中的“搭便车”现象的应对措施

（一）从受教者——学生的角度

合作学习流于形式，导致合作学习的“应然 ”效果与“实然 ”效果之间存在差异，而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学生在合作学习中对自身认知不明确。学生作为合作学习的主体，

需要有明确的自我认识，他们应是主动的、积极的。

1、独立思考

学生在进行合作学习的探究时，要经过个体的独立思考、自主探究，形成自身对学习材

料成熟的、具有个性化的、独到的见解，从而在小组展开的交流中实现真实有效的互动。个

体独立学习是合作学习的基础和前提 。只有实现了思想上的独立，才能更有效地参与到合

作学习中去，促进合作学习中个体个性化的发展，实现思想的多元化。

2、学会倾听

在小组成员进行交流意见时，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成员急于打断正在发表看法的

同学，或者忙于自己的事务，这时候的发言者可能就不会再继续发表自身看法，导致合作学

习出现断层，从而无法进行。在合作学习小组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是不可少的，但是

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进行的。倾听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和理解新知识，发现在学



习过程存在的问题和理清思路的。同时也是获取更多的意见和想法，促进合作目标的实现，

保证合作学习的质量。

3、敢于发表自身的意见并且要善于表达

在合作学习中，学生间的思想交流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大家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并简

洁明了的阐述，说明自己的认识，理解和感悟，通过条理化的语言传递给其他小组成员。由

于部分学生缺乏自信心，对自我认识不足，这方面学生更要加强自我认识，多多参加一些能

够锻炼口才的活动，演讲、辩论赛等都有利于个人在这方面的发展，同时也要注重知识的积

累，多写作，多发言。

4、团体信赖感

注重与团体中其他成员的合作与交流，相互信任，团结合作。个人不能脱离集体，没有

个体的组成，集体也不能称之为集体，以谦逊好知的态度对待合作。在合作中倾听、交流、

分享、互助、反思。

（二）从施教者——教师的角度

1、对合作学习的深层次的理解

合作学习的效果取决于教师对于合作学习理念的理解与方法的掌握。教师掌握合作学习

方法，促进学生的多元化发展，使合作学习的进程更为顺利，让学生在合作、竞争、分享、

互惠中获得能力，享受合作学习带来的快乐。教师在以合作学习展开授课时，要明确其目的，

培养学生的自主性与创新性。

2、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注重师生互动

这就首先要求教师从观念上转变: 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者成为学生学习的参与者、引导者

和合作者; 由传统的教学支配者、控制者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促进者和指导者;由传统

的静态知识占有者成为动态的研究者。其次, 要求教师从行动上, 以新角色实践教学。教师

除了在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外，要热爱学生，乐于与学生交流，同时也要承认个体，尊重差

异，因材施教，帮助学生找到学习的方法，并积极地鼓励他们参与到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去。

3、教师一定要充分发挥指导和监督作用

对各个小组的合作学习进行观察和介入 ，一方面要及时帮助指导学生发现问题，另一

方面教师还应指导合作学习中遇到的人际关系及团队协作等方面的漏洞，促进团队协作。

（三）组织结构因素

1、小组规模

在合作学习中，搭便车现象的出现会削弱整个小组的创新能力，凝聚力和积极性，影响

合作效率。小组规模的人数越多，个体对整个群体的影响也越来越小，不利于团体中个体信

心的建立。反之，当合作小组的人数规模较少时，每个小组成员的努力会对小组的任务实施

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进行结果的评定时，得到的奖励与个人付出的努力的不对称性也会减少，

促进团队的创新能力、凝聚力、和积极性。通过研究调查中，我们觉得小组人数应控制在

4~6 人以内，这样既保证了研究思想的多元化，也不会造成过多的思想分歧，小组的各个成

员也能进行充分的交流，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搭便车现象的产生。

2、小组的人员组成

在本文的前一部分我们提出目前的合作小组的成员组成单一化的问题，只趋向于自己熟

悉的生活圈，而忽视性别、性格、个体差异等的因素，同时形成的观点也是偏于某个群体的，

不具有其他的群体特质，是相对单一的。所以在组成小组时，学生个体不要一味地追求团体

内成员的熟悉程度，要乐于接受其他同伴的加入，营造更多样的合作组成。内向与外向相结

合，以外向带动内向，以优促弱，合理发展。

3、小组分工

合作学习的成员间应是一种平等的互促关系。分工要考虑组内成员的个性特点与能力特



征，同时要合理、明确的进行任务的分配，不能盲目一味的追求目标的迅速达成，忽视目标

的合理分置。同时，团体中的成员要积极参与，不能抱有侥幸心理，相互推脱。

4、小组文化

丰富的知识储备、良好的沟通环境、明确的目标取向、成员的凝聚力是一个小组所必备

的文化组成。合作学习中良好的组内文化是合作能够顺利进行的催化剂，不同小组的文化都

是各具特色的，不同小组间的辩论、交流也可以说是各小组文化之间的交流，从而形成组内

协作、组间竞争的目标结构。这种目标结构最容易激发学生的群体内聚力与参与积极性 。对

学生的深度访谈表明 ，存在组间竞争时，群体内成员会产生出于整个群体的压迫感和紧张

感，学习小组这个小群体开始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群体成员在这种压迫感下更容易作出

积极的反应从而产生内聚力来对抗其他群体，同时这种状况更增强了成员的集体荣誉感。

5、小组结果评定

在对考核结果进行评定时，通常情况下会对总体情况进行分析，而忽视了个体在群体中

的独特作用。在进行调查问卷时，我们将结果的评定方式进行了三种划分进行研究（如图 4），

一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总体评定，这种方式也是大部分同学所认同的，但所存在的弊端也

是十分明显的，搭便车现象在这种方式中并不会得到有效遏制。第二种方式是以集体为优，

但又考虑到个人，这种方式也正是我们所提倡的，建议教师进行评定时，可以采用激励性措

施，实行加分制度，学生在上交合作任务时，应在末尾写明分工状况，教师可酌情给予加分，

这种形式可以对学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提高合作学习效率，有效遏制了搭便车行为。第

三种是完全以个人付出为基础的，这种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小组成员的积极性，但

却忽视了小组合作的目的，小组间成员有一定的竞争是好的，但过度的竞争则会影响团队和

谐，也会使合作学习效率大打折扣。

图 4：合作学习成果评估方式

（四）环境因素

在个人成长中，父母在教育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大学生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已

经逐渐稳定，已形成了自己的处事方式。这部分我们主要从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两方面来分

析。

1、内部环境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要对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负责，保持健康的心理状况，充实自己，

要有高度的自我控制能力，自觉抵制外部诱惑。加强自身的自主与合作意识，自觉参与到合

作学习中去。

2、外部环境

无论是从社会环境还是学校环境，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大学生。社会应为大学生营造

一个和谐的环境，积极引导。在学校环境方面，良好的生活环境和起所具有的学习氛围对大

学生的求知欲与心理都有着促进作用。学生在这个环境中获取知识，与此同时，高校信息资

源是学生学习中获取学习资源时很重要的途径之一． 很多高校都有自己的校园网以及专门

的资源库， 但存在数量有限， 质量不高，内容陈旧，缺乏高水平的最新资料， 信息不能

及时更新等问题． 学生仅仅只依靠图书馆的相关学习资源无法满足学生自主与合作学习的

需要，高校应建设自己的信息资源，建立多元化、多途径的共享资源库，从而为扩展学生的

学习提供有效的保障。学生更要积极响应，充分利用资源，做好充分的知识储备，以更好地

参与合作学习。

七、反思总结

在这次研究中，我们以合作学习中“搭便车”现象作为课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全体课题

组成员团结协作，积极参与，认真实践。尽管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阻碍，但仍取得了一

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成果，达到了预定目标。现将近几个月来课题研究工作总结如下：

（一）、分工

在论文准备阶段与形成阶段，我们组成员有着明确分工。全体成员一起选择课题、收集

文献资料、设计与发放问卷，王青青负责编写文献综述，尚盼、梁周霞负责撰写论文。

（二）、遇到的问题

这是我们在大学遇到的第一个正规的课题研究，初生牛犊不怕虎，冲满干劲，但是当开

始行动时才发现课题研究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遇到了很多阻碍。问卷中开放式的

建议题结果不尽如人意，很多同学并没有给出实际性的建议，缺乏深入透彻的思考，有些同

学甚至是盲目填写。前人关于合作学习的研究已经较为透彻，观点丰富多样且各有千秋，也

使我们步入了第一个研究瓶颈-难以创新。撰写论文过程中，小组成员意见不同，效率不高。

(三)、不足

在课题选择讨论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视野较为狭窄，考虑不够全面，没有发现

课题的问题；在问卷的设计与发放过程中，问题涉及面不够广，发放问卷时，可以明显感觉

到自己的人脉不广，没有足够的人填问卷，地域也有局限；在写作过程中发现，自己的知识

面还是很狭窄，看的书还不够多，出现无从下笔的感觉，另外我们的想法还不够多，创新度

还不够。

（四）、对老师的建议

老师在我们的课题选择上给予了很多的建议，并且在课上教会了我们如何检索文献，编

写文献综述，写参考文献等，与此同时还经常关注我们课题研究的进展，做到了“三课堂”

的结合。但是上课的人比较多，并不是每个组都获得了指导，所以希望老师可以多与我们交

流，指出我们研究过程中的不足，提出一些专业的建议。

（五）、获得的进步

作为大学生，一定的研究能力是必须的，通过此次课题研究，我们收获了很多。激发了

我们学习兴趣与参加社会实践的积极性，调动了我们学习的主动性。为了了解到最新最切合

实际的知识，我们经常研读相关的理论书籍，学习其中的精华理论，追踪先进的理念思想，

丰富了我们的知识量，提高了我们的研究修养。老师在课上教的关于写论文的知识不仅仅对

我们这次的研究有帮助，对大四写毕业论文也有很大的帮助。不仅如此，随着课题研究的深



入，我们感觉自己在慢慢地成长着，进步着，学会了去分享自己的想法，聆听他人的意见，

锻炼了我们的能力。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此次研究让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激励我们时

刻提醒自己，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给自己充电。进行课题研究是一个充满艰辛与茫然的

过程，但是我们发现这恰是一个最优化的成长过程。感谢老师给了我们成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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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关于大学生合作学习中搭便车现象的调查问卷
亲爱的同学们，非常感谢您能参与本次问卷问答。本次问卷的搭便车现象指合作学习中

出现的懒惰、参与 不积极、投机取巧等的行为。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同学们对于合作学习中

搭便车现象的理解与看法，我们进 行了此次调查。本次问卷采取匿名填答，请放心作答。

1.你的性别（ ）

A、男

B、女

2.所在的年级（ ）

A、大一

B、大二

C、大三

D、大四

3.你所在的专业属于( )

A、文史类专业

B、理工类专业

4.你认为合作学习的成效如何( )

A、成效显著

B、有一定成效

C、成效不大

D、没有成效

5.你对“合作学习中的搭便车”现象是否了解( )

A 非常了解

B比较了解

C不了解

6.你在大学团队合作学习中是否有搭便车行为( )

A、经常

B、从不

C、偶尔

7.当在合作学习中团队中其他成员出现搭便车行为，你的反应是感到愤怒( )

A、跟着偷懒

B、无所谓

C、更加积极的完成任务

D、其他

8.你认为搭便车现象对团队合作学习影响如何( )

A、非常严重

B、比较严重

C、有影响但不严重

D、没有影响

9.你在团队合作学习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

A、领导者，付出高于其他团队成员

B、参与者，完成基本的任务分工



C、搭便车者，付出低于小组成员平均水平

D、不一定，变动幅度大

10.你对合作学习的成果评估方式有什么看法( )

A、应以集体为优，以集体成果评估

B、以集体成果为基础，但应突出个人

C、应完全以个人奉献为基础评估

11.你认为合作学习对以后的生活是否有帮助( )

A、有很大帮助

B、有较大帮助，但不明显

C、没有帮助

12.你认为采用哪种方式可以有效的减少合作学习中搭便车行为( )

A、激励性措施

B、强制性措施

C、其他

13.你认为搭便车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 ) [多选题]

A、生性懒惰

B、个人性格影响，缺乏责任心

C、团队组合自身存在问题

D、其他

14.你认为团队合作中哪些问题会导致搭便车行为( ) [多选题]

A、团队人员过剩

B、恶劣的团队文化

C、团队人员缺乏共同的目标

D、团队任务分工不明确

E、其他

15.你认为搭便车会对合作学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 [多选题]

A、降低团队合作效率

D、影响团队成员间的关系

C、损害公平，打击其他成员的积极性

D、形成不良的团队文化

E、其他

16.你认为怎样会使你更加投入团队合作学习中( ) [多选题]

A、团队目标明确

B、团队分工明确

C、有明确的团队绩效和监督制度

D、有合理的团队规模和良好的团队成员素质

E、加强团队合作，促进团队沟通

F、其他

17.对于防治搭便车现象的发生你有什么建议吗？



关于大学生学习能力培养的调查研究

摘要：21 世纪是信息化、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日益受到社会的关

注，新时代的大学生，要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学会学习，提高自己的学习能

力。本此研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大学生学习能力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获取

了关于大学生学习能力的若干数据，并加以深度探讨，针对大学生学习能力中普遍存在的

问题，从大学生自身、高校和教师的角度，为大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

对策。

关键词：大学生；学习能力；提高学习能力

“21 世纪的文盲不再是目不识丁的人，而是没有学会学习的人。”社会发展迅速，知识

信息爆炸、更新速度加快，而且将会有新的信息源源不断的被人类发掘，量的积累达到一个

人类难以操控的状态，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的创造是无限的，任何学者都不可能完全

掌握所有的知识信息，只是尽可能的趋于饱和状态。所以应该学会学习，提高学习能力。学

会学习是通向 21 世纪的个人护照，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编著的《学会生存》一书

中指出：“我们再也不能刻苦地一劳永逸地获取知识了，而需要终身学习如何去建立一个不

断演进的知识体系——学会生存”。
[1]
社会发展水平在提高，对新一代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也

越来越高，大学生作为知识型人才队伍潜在的主力军，将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即

使毕业后走向社会仍要通过不断地学习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才能胜任那些具有创新挑

战性的岗位。因此大学生学习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受中国应试教育传统模式的影响，大学生

接受知识很多情况下都是被动的，教育也是一个注入与灌输的过程，对学习能力的要求不高，

同时也就忽视了大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因此探索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策略以提高大学生学

习能力成为教育事业当前的迫切要求。联合国《学会生存》一书中指出：“大学期间，最为

重要的任务不在于掌握多少现成的知识，而在于学会学习。”
[2]
对于大学生来说，学会学习

将会是当前学习的首要任务。大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不仅能让大学生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生存下来，在莘莘学子中脱颖而出；而且会给国家带来高质量、高水平的新型人才，提高国

家的人才质量。

一、文献综述

学习能力是一个结构复杂、多维度、多层次的心理现象。提高学习能力是实现终身学习

的前提,面对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大学生要提高学习效率，就必须努力提高学习能

力。“学习能力”的内涵非常丰富，通过对一系列文献研究，课题组发现学习能力主要表现

为外在客观（行为方面）和内在主观（心理作用）两个方面，并且都有学者进行了深入剖析。

根据收集的资料了解，课题组将其归纳为三个部分。

第一，学习能力的内涵。关于学习能力的内涵在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都有研究，例如，

李红、张仲明的研究认为：学习能力的成分主要由知识力、解析力、生成力、迁移力、执行

力和强化力等六大成分组成。其中知识力是对知识进行加工操作的能力，解析力是从新材料

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并形成相应认知的能力，生成力是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能力，迁移力

是使用已学得的图式解决新情境中问题的能力，执行力是落实具体学习活动的能力，强化力

是对学习活动给予肯定或否定的能力
[3]
。学者司开林认为：学习能力是指学生对学习材料、

技能技巧和外界信息的认知、模仿、吸收、编码、储存、整合、优化、提取、使用和创新的

能量和本领。一般而言，它包括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创造力
[4]
。王



珍，宫雪认为：大学生学习能力主要是指大学生的认知能力(思维能力、自学能力、实践操

作能力)、综合能力(自我监控能力、科研能力、表达能力)和学习策略
[5]
。学习能力是指人

们在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主动、有效的学习，并获得新知识的一种能力。学习能

力作为现代大学生能力结构组成要素之一，是指主动、系统地获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

主要包括基本学习能力、自学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和表达能力。总的来说，学习能力是一个

很复杂的概念，它不仅涉及到教育教学而且还有心理作用，研究者都不可能完整、全面的进

行探索，都侧重于自己研究的一个方面，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对学习能力下定义，研究都有自

己的亮点之处。通过阅读文献，课题组决定从宏观的角度理解学习能力，即把学习能力归纳

为学生在理解和获取知识的基础上,运用知识的实践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

第二，大学生学习能力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刘昌明等开展了“新世纪大学生学习现状

调查与分析”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大学生的学习现状和学习能力，认为大学生学习目的功利

色彩较浓，影响学习能力的主观因素是自我控制力差，缺乏踏实作风，学习方法没有摆脱“应

试教育”的模式，学习效率不高，学习效果不理想
[6]
。于勍通过研究发现总体学习能力处于

一般水平，学生自我控制的学习能力较差，学生对学习资源的运用能力较弱
[7]
。林国耀，林

榕认为大学生普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学习策略和自主学习能力，但是发展不均衡，水平有限，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性别、年级、专业因素对大学生的学习策略、自主学习能力具有一定

的影响。其中，学习策略状况、自主学习能力水平没有随着年级的增加而进步，这是值得关

注的一个现象
[8]
。大多研究者在了解学习能力现状的基础上，主要从学生自身寻找原因，但

对大学生的分析不是很深入，所以课题组就存在问题方面对大学生做了一个深入调查，从多

角度对大学生做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第三，大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根据实际情况，培养学习能力对大学生的发展很重要。

学者于勍从高校角度提出的措施有：加强新生入学教育，转变其学习思想，提高对大学学习

的认识；通过针对性的教学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习的兴趣；通过各

种方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成才观，从而提升其学习能力
[9]
。李佺宁主要从教师角度研究：

在教学过程中，要采取有效的教学策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一）激发浓厚的学习兴趣

是培养学习能力的前提（二）科学地传授有发展价值的知识是培养学习能力的基础（三）教

会学生学习是培养学习能力的关键
[10]

。司徒英杰从学生自身给予了培养对策，学生应该为自

己提出更严格的学习要求，（1）加强自身学习素质的培养，例如在记忆的时候要多种方法和

感官同时运用，这是多数大学生加强记忆能力的有效方法；多参加有益于增强自身学习素质

的活动或比赛。（2）调整学习习惯与方法。定时检验自己现阶段的学习方法与学习内容是否

相匹配，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和修正学习方法；对自己的学习计划要严格把控。（3）加强自我

控制和管理能力。建立长期和短期两个学习目标来提高学习效果；加强时间管理，养成良好

生活方式和形成固定作息时间
[11]

。综合以上研究者的培养策略，课题研究从学生自身、高校

和教师三个角度给予了培养对策及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1.大学生理解和获取知识的能力一般。在终身学习这样一个新理念主导下，有很大一部

分大学生不会学习，只关注自己学到什么，而不去考虑怎样学习，怎样获取更多的知识信息，

学习能力表现出匮乏。

2.大学生应用知识的实践能力一般。一大部分大学生即使学到了很多的专业知识，但是

在实践过程中，仍然表现出力不从心，无法将有效的知识运用自如。

3.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欠缺。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在很多方面都有提高的空间，尤其



是他们创新、创造新的知识体系能力方面表现得不好。

（二）研究对象

研究面向在校大学生，大一至大四年级都有涉及，同时兼顾性别差异，对特殊人员做了

具体分析，旨在减小研究误差，获得更精准、更具代表性的数据。

（三）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

1.问卷设计

借鉴以往研究者的研究思路，主要从大学生自身的角度出发，先是了解大学生学习能力

的现状，其次从被调查者那里获得了他们对学习能力的看法，然后分析目前大学生学习能力

的缺乏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问卷调查由 23 个客观题和 1 个主观题构成。

2.问卷发放

采用网上发布的形式，对大一到大四四个年级都有发放。问卷总数 100 份，问卷在各专

业随机发放。

3.问卷回收

对在校大学生共发放 100 份问卷，有效问卷 100 份，问卷回收率为 100%，其中男生 39

份，女生 61 份。

三、调查结果与数据分析

（一）当前大学生学习能力的水平

学习能力是学生发展的核心能力，学习能力的高低制约着学生掌握知识技能的快慢、深

浅、难易、巩固和运用程度，是学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能力。课题组基于成员自身的情况，

以及了解周边大学生的学习状况，对当前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做出了假设：当前大学生学习能

力的水平一般，还有很多提高的空间。对此，课题组进行了调查，在“您认为当前大学生普

遍的学习能力如何？”这个问题中（图 1），所调查的 100 个人里，只有 17 个大学生把他们

的看法放在了好的层面，其中只有 2%的人认为是很好，剩下的 83 个被调查者里，有 67%的

大学生认为水平一般，有 16%的大学生认为当前大学生学习能力的水平很差。考虑到一些特

殊因素的影响，课题组又进一步做了调查，“您对自己的学习能力是否满意？”结果显示（图

2）：8％的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能力非常不满意，64％的人认为自己的学习能力一般，仅有 28％

的人对自己的学习能力感到满意，而对自己的学习能力感到非常满意的人是没有的。所以，

综上所述，当前大学生的学习能力水平很一般，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不论是教育事业，还

是高校发展，都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同时探索国际大学生学习能力水平，研究一些发达国

家的数据，为我国大学生学习能力水平的提高提供一些借鉴价值。

图 1



图 2

（二）大学生学习能力的重要性

大学生学习能力的高低对大学生的影响可谓是深远持久。“您认为大学生学习能力的高

低对其未来发展的影响如何？”(表 1)在被调查的 100 个大学生中，有 31%的大学生认为影

响很大，53%的大学生认为影响较大，只有 1%的人认为影响较小和 15%的人认为影响一般，

所以，在大学生的眼中，学习能力还是很重要的。在关于大学生综合素质中大学生学习能力

所占比重的调查中（表 2），有 19%的人认为学习能力在大学生综合素质中所占的比重很大，

53％的人认为学习能力在大学生综合素质中所占的比重较大，28％的人认为学习能力在大学

生综合素质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并没有人认为学习能力的作用很小。因此，在当前学习能力

水平并不高的情况下，提高大学生学习能力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对大学生来说，学

习能力是大学期间希望得到提高的能力。

表 1
选项 小计 比例

影响很大 31 31%
影响较大 53 53%
影响一般 15 15%
影响较小 1 1%

表 2
选项 小计 比例

很大 19 19%
较大 53 53%
一般 28 28%
较轻 0 0%

（三）大学生学习能力缺乏的原因

1.大学生的学习态度

调查首先对大学生的学习态度做了研究，在“您认为大学的学习是什么？”这个问题上，

调查结果显示（图 3）：69%的同学认为大学学习是个人成长、充实自己的过程，20%的同学

认为是增长专业知识，只有 1%的同学把大学学习简单的看成上课、看书、考试。所以总的

来说，大学生的学习态度是端正的，他们把大学学习的重要性看的很清楚。但大学生的学习

情况不容乐观，在“您是否在考试一段时间才开始用功读书以求通过考试？”的调查中（表

3），课题组发现，有 50%的学生经常在考前才用功读书，25％的同学总是在考前一段时间才

开始用功读书，仅有 3％的人从未在考前一段时间才开始用功读书。所以，即使大学生明白

学习的重要性，但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不是积极的去学习，偷懒现象很严重，这是一个值得

思考的问题。



图 3

表 3
选项 小计 比例

总是 25 25
经常 50 50
偶尔 22 22
从不 3 3

2.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自控能力

大学的学习环境相对来说是轻松、自由的，学生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学习便要有更强的

自觉性和自主性。在“您的旷课情况如何”这个问题上，数据显示(图 4)：只有 23%的大学

生从来没有旷过课，其余 77%的同学或多或少的存在旷课行为，其中有 10%的学生经常旷课。

虽然旷课学生中有 34%的同学有紧急事情所以选择旷课，但是，仍有那些学生不去上课，不

想去上课，甚至逃课去玩游戏。调查还有一个数据表明，很多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不高，自

控能力弱，“您是否经常去图书馆或者教室自习？”（表 4）大学的学习毕竟没有高中那么紧

张，有了很多的闲暇时间，但只有 31%的同学经常去学习，54%的同学只是偶尔去，甚至还

有 12%的学生只是在考试前去，这有种把大学学习只是当作考试的倾向。因此，总的来说大

学生学习的自主、自觉度不高，很多学生缺乏自控能力，导致自己学习成绩不理想，学习质

量低下。

图 4

表 4
选项 小计 比例

经常 31 31%
偶尔 54 54%

从来没有 3 3%
考试前去 12 12%

3.在校大学生学习时间的安排

大学生有较多的闲暇时间，这部分时间也是他们用来提高自己的过程，所以支配好学习

时间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电子信息时代，几乎每个大学生都有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这



也就导致了很多学生沉溺于网络游戏、刷微博微信，占用了大量的闲余时间。“在您闲暇时

间是读书多还是上网多？”（表 5）仅仅有 19%的学生读书占用的时间多于上网时间，19%的

学生将二者的时间分配的大致相当，而有 62%的大学生上网的时间远远超过读书的时间，这

对于大学生的学习带来的冲击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引导大学生合理安排学习时间迫在眉睫。

表 5

选项 小计 比例

读书多

上网多

二者分配时间大致相当

19
62
19

19%
62%
19%

4.在校大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情况

大学生学习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实践应用知识的能力，学以致用才是学习的最高境

界。在现实生活中，不乏有一些大学生即使有很好的学习成绩和很丰富的知识，但是却不能

取得很好的成就。针对这个问题，课题组提出：“您对学校或者学院开展的各种学习活动有

什么看法？”（表 6）只有 8%的大学生认为是非常有用的，57%的学生认为基本还可以，有

7%的同学认为它是没有意义的，28%的学生完全不感兴趣，另外，课题组还进行了个别访谈，

在认为还可以的学生中，还有很多人只是看在它是学校举办的活动，才持有那个态度。所以，

总的来说很大一部分大学生不去积极的参加实践活动，甚至还可以逃避，这对大学生未来的

发展是很不利的。

表 6
选项 小计 比例

没有意义

不感兴趣

基本可以

7
28
57

7%
28%
57%

非常有用 8 8%

5.大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

大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会基于他们学习方式的改变，传统的死记硬背、填鸭式的学习方

式已经不能再继续使用。在被调查的 100 个大学生当中（图 5），有 35%的大学生很少使用高

中的学习模式，有 50%的学生只是偶尔使用，只有为数很少的 4%的学生一直在使用和 11%的

学生经常使用，这说明，很多大学生意识到了学习方式的改变，也不在使用以前的学习方式，

但是否有新的学习方式和新学习方式的有效性如何仍需进一步研究。

图 5

6.大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

大学生学习能力不高的一个原因在于培养的难度较高。调查发现（图 6），有 46%的大学

生认为培养难度较大，48%的人认为培养不容易，只有 3%的人认为培养难度很小。根据数据



显示，大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学生自身应该负主要责任，同时，学校和教师也应该积极去帮

助学生培养学习能力，但又由于大学生自身的复杂性，导致大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又增加了

难度。

图 6

综合以上数据分析，大学生学习能力的现状不容乐观，但学习能力的重要性又不言而喻，

所以提高学习能力的要求越来越紧迫。大学生学习能力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学生自身，学习

行为懒惰，学习的自主性、自觉性不高，又没有良好的自控能力，导致学习效率低下，同时，

学生学习的时间大大减少，更多的时间在上网、聊天，这对学习能力的提高可谓是雪上加霜。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大学生活的安逸又让很多大学生失去了户外活动，他们久居寝室，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不想参加实践活动，导致他们的知识无法更好的发挥作用，也就失

去了存在的价值，长此以往，大学生只会变成“纸上谈兵”。大学是高等教育阶段，过去的

学习方式已经无法满足需要，然而很多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后不能寻找一个新的学习方法，迎

接新的挑战，安于现状，最终会被淘汰。大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学生是主体，高校和教师也

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积极配合学生，所以研究主要从学生自身、高校和教师三个方面对大

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

四、培养对策及建议

（一）大学生自身：对自己有严格的学习要求

第一，大学生要有学习意识的改变。传统的学习观念“学到什么、关注知识量的多少，

被动的接受知识”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对大学生的要求，所以大学生要改变学习意识，树立

“学会学习“的观念，学会自主自觉学习，关注自己的学习能力；同时激发浓厚的学习兴趣

是培养学习能力的前提，大学生只有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才能激发起巨大的学习热情，

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促使自己更好地组织学习活动，从而提高学习能力。

第二，建构科学有效的学习体系。学习能力的提高首先要有学习目标，大学生不管是从

年龄上还是学龄上都已经具备了很强的自主能力，他们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学习目标，明确

自己想要学到什么，想要从哪些方面提高自己。明确学习目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符合、有

效的学习目标，将会从整体规划上使大学生趋于紧张状态，迫切要求自己提高学习能力，让

自己的实力满足自己的目标要求。建立学习目标的同时，要制定有效的学习计划，大学生学

习能力的一个表现在于他能给自己制定行之有效的学习计划，制定出切实符合自己、并且能

够真正贯彻执行的学习计划会从无形之中提高学习能力。合理安排学习时间，能够提高学习

的效率和增加学习成果。

第三，采取多元的学习策略。学习策略是指“人们用以增强信息与知识的获得及保持与

认知的过程”，它是学习者为了达到一定学习目标而采取的计划、规划、方法和技巧。重视

学习策略的训练能有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以便高效地达到原初设定的目标。

大学生的学习不应该只局限于课堂之上，课程学习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发展的要求，大学生

应该采取多元的学习策略，实现学习方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的改变，充分利用所有的学习资

源，提高学习质量，增强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第四，加强自我控制和管理，要有坚定的信念。大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只靠目标和计划



是完成不了的，实现目标和执行计划，都需要大学生自己这个主体，大学生处在信息爆炸、

信息迅速更新的时代里，首先会受到网络的影响，正如调查结果显示，很多大学生都受到手

机、电脑的诱惑，即使是在上课、学习的时候都不能心静如水，所以，想要提高学习能力，

便要加强自我控制和管理，一方面和各种诱惑、不利于自己学习的因素作斗争，；另一方面

要有坚定的信念，一部分大学生会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选择放弃，或者仅仅只有三分钟热度，

要尤其重视这个问题，在大学生身上培养一些优秀的品质，战胜自己，坚持不懈。

（二）高校方面：科学管理是保证

第一，创新教育方式，紧跟时代发展。中国的教育正在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在

这个过程中，高校应该创新教学理念，一改过去不合时宜的教学制度，重视大学生学习能力

的培养。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每一个学校都要爱护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帮助

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保护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营造崇尚真知追求真理的氛围，

为学生禀赋和潜能的充分开发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
[12]
高校要在思想上重视大学生学习能

力的培养，采取科学有效的教学管理方式，在整个教学工作中营造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

第二，合理配置教学资源，优化教育结构。高校应该完善教学基础设施建设，尽最大努

力提供各种学习资源，引进优秀教学技术，走在时代发展前列。一方面为大学生提供各种硬

件设施、图书资源和学习软件等，尽可能满足大学生对信息资源的要求；另一方面，高校应

该提供便利的和配套的心理咨询服务，大学生在学习能力提高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心理

上的困扰，高校应该重视这个问题，给予学生鼓励和支持。

第三，优化和完善教师的评价体系。鼓励教师积极投身于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工作中去。

把评优、晋升、薪酬和科研资金配置等与开展“创新教育”相结合，让他们的辛勤耕耘有所

回报，从而激励教师能以更大的热情和积极去开拓创新；加强师资培训，强化教师专业特长

的同时，朝着全能型教师的方向发展，提高教师综合能力，从而有利于师生互动，让学生从

教师那获得除了知识以外其他的品质与能力。

（三）教师：以学生为主体，充当引导者

第一，提高教学水平。大学教师作为大学生在学习方面的引领者，对大学生成长起到关

键作用。教师不仅是帮助大学生提高学习能力的助推手，而且是大学生生活的协调者，在大

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教师本身具备良好的教学水平。教师在将

基础专业知识讲授给学生的同时，要注意提高教学质量，创新教学方法，将枯燥无味的课程

内容尽可能的让学生记住，留有深刻的印象，为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奠定基础。同时，也要

打破常规，引导学生突破性研究，敢于质疑、批判，在课堂的过程中，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

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第二，更新教学理念。传统的教学理念注重填鸭式的知识传授，认为知识的不断涌入是

大学生提高的有效方法，但是这些传统的理念在现阶段已经不再适用。大学教师不应该再简

单的机械性的传授知识给学生，而应该改变这个理念，引导学生学习，不要让学生有依附感，

提高学生的独立性水平，重视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
[13]
。

第三，在教学过程中，融入学习能力专项提升训练。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充当引导者，

以学生为主体，创设和谐的教学环境，在课堂上和学生身边营造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在教

学准备工作中，融入学生学习能力的专项提升锻炼，做好充分的备课工作；教学当中，积极

的带领学生培养学习能力，不论是课程内容，还是课外交流都注重学生学习能力的锻炼；课

程结束后，给学生留下一些启发性的思考，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



五、结语

学习能力是大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对大学生学习能

力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因此大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研究有着深远意义。教育教学工作是学生、

学校、教师三者共同构成的，所以，大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应该是三者的共同努力，也只有

这样，未来大学生的综合能力才会更加强大。本次调查研究，课题组致力于获取精准的数据，

主要从大学生自身寻找问题出现的原因，对学校和教师方面的研究较少，研究当中还有很多

考虑不到的，研究比较局限，未能从更宽阔的视角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但立足于实际，对

大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还是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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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大学生学习能力培养的调查问卷

亲爱的同学，您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填写我们的问卷，本问卷旨在通过对大学

生学习能力的现状了解，为大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此次问卷只为调

查课题提供参考，不会泄漏您的个人信息，请放心填写，再次感谢您的合作。

1. 您的性别？ [单选题]

○ 男

○ 女

2. 您的年级？ [单选题]

○ 大一

○ 大二

○ 大三

○ 大四

3. 您的专业类别？ [单选题]

○ 文科

○ 理科

4. 您认为大学的“学习”是什么？ [单选题]

○ 增长专业知识

○ 完成学业规划

○ 个人成长、充实自己

○ 上课、看书、考试

○ 其他

5. 您是否还在继续使用高中的学习模式呢？ [单选题]

○ 一直

○ 经常

○ 偶尔

○ 很少

6. 您的旷课情况如何？ [单选题]

○ 经常

○ 偶尔

○ 从来没有

7. 您对旷课的看法是什么？ [单选题]

○ 课堂没有意义

○ 课堂不喜欢

○ 老师讲课不喜欢

○ 有选择性的旷课

○ 有紧急事情所以旷课

○ 从来没有

8. 您是否经常去图书馆或者教室自习？ [单选题]

○ 经常



○ 偶尔

○ 从来没有

○ 考试前去

9. 在您闲暇时间是读书多还是上网多？ [单选题]

○ 读书多

○ 上网多

○ 二者分配时间大致相当

10. 您是否在考前一段时间才开始用功读书以求通过考试？ [单选题]

○ 总是

○ 经常

○ 偶尔

○ 从不

11. 您对学校或者学院开展的各种学习活动有什么看法？ [单选题]

○ 没有意义

○ 不感兴趣

○ 基本可以

○ 非常有用

12. 您认为当前大学生普遍的学习能力如何？ [单选题]

○ 很好

○ 较好

○ 一般

○ 较差

13. 您认为自己的学习能力怎么样？ [单选题] [必答题]

○ 很好

○ 较好

○ 一般

○ 较差

14. 在大学生综合素质中您认为学习能力所占的比重大吗？ [单选题]

○ 很大

○ 较大

○ 一般

○ 较轻

15. 您认为大学生学习能力的高低对其未来发展的影响如何？ [单选题]

○ 影响很大

○ 影响较大

○ 影响一般

○ 影响较小

16. 您认为随着学龄的增长，学习能力能否提高？ [单选题]

○ 提高很多

○ 提高一般

○ 提高很少

○ 没有提高



17. 您认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是否具备相应的学习能力？ [单选题]

○ 不具备

○ 具备

○ 非常具备

18. 您对自己的学习能力是否满意？ [单选题]

○ 非常不满意

○ 不太满意

○ 满意

○ 非常满意

19. 您曾经为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做过哪些努力？ [多选题]

□ 实践锻炼

□ 广泛阅读

□ 积极参加活动

□ 报课外培训班

□ 其他

20. 您认为大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谁应该负主要责任？ [多选题]

□ 学生自身

□ 教师教导

□ 学校开展活动

□ 家庭教育

□ 其他

21. 您认为大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难度如何？ [单选题]

○ 较小

○ 一般

○ 较大

○ 很大

22. 爱迪乐关于学习能力的指标有 6 个，您认为您比较薄弱的是哪几项？ [多选题]

□ 学习专注力

□ 学习成就感

□ 自信心

□ 思维灵敏度

□ 独立性

□ 反思力

23. 您认为下列有效的大学生学习能力培养模式有哪些？ [多选题]

□ 创造性学习

□ 研究性学习

□ 合作性学习

□ 指导性学习

□ 实践性学习



附录 2
研究小结与反思

一、小结

课题研究基本结束了，小组成员或多或少的学到了东西，不论从研究的维度还是研究的

思路上，都有了一个质的提升。在研究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的困扰，但最终还是完成了任务，

让研究暂时告一段落。本次研究好的一点是立足于实际情况，从小组成员自身出发，比较客

观、贴切实际的对大学生学习能力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当然，研究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例

如，研究对象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获取更加具有代表性的数据，因此会导致研究结果有偏

差；课题组成员经验不足，能力不高，导致论文的科学性和严谨性都不高。对于研究的不足

之处，小组成员会引以为戒，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尽可能避免这些问题的困扰，同时也会在

今后的学习过程当中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争取能够做出有权威性的研究。

二、小组分工

小组成员 问卷部分 论文部分

郭志刚 问卷设计与整理 研究设计与文章整合

赵达 问卷设计与发放 调查结果数据分析

三、反思

郭志刚：

历时一周的课题研究论文写作终于告一段落了，回想起来研究的过程真可谓酸甜苦辣尽

在其中。当研究取得进展时会很开心也会有成就感，继续下去的积极性很高；但当举步维艰

的时候，会感到很烦躁，甚至想要放弃。也是在这时感受到了第一课堂的重要性，当课题无

法进行下去时，会回想老师上课讲授的理论内容，重新整理思路。理论课程为研究提供了一

个整体规划，也是整篇文章的精神所在。就本次研究而言，我们融入了很多第二课堂的理念，

不仅仅是研究方面，而且课题就发生在我们大学生身上，所以更多的从自身实际出发，为研

究减少了很多阻扰因素。

研究在取得一定新成果的同时也发现了很多不足之处，下面就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做

一些陈述。首先摘要方面，前前后后修改了十次以上，每次返回头来阅读时，总感觉语言不

够简练，中心思想表达不清楚，所以反复修改，不断去查看文献，深入分析别人的思路，找

出自己的不足，不断改正。在文献综述上，因为是第一次写文献综述，所以看了好多别人的

文献综述，但一直感觉自己捕捉不到文献综述的精华，所以又和身边同学进行了交流与沟通，

从他们那里获得了一些解释，才感觉好了些，希望以后能在阅读文献中提升自己，找出思路，

有清晰的头脑。对于数据分析，比如问卷方面，问卷的设计是在研究思路不成熟的情况下完

成的，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问卷调查带来的数据不足以支撑研究的维度，并且问卷的设计不

够全面，有很大的漏洞。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很难做到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析的力度还是不

够。最后在培养措施方面，虽然从三个角度进行了研究，但感觉研究不具体，不全面，仍有

很多方面可以深入探讨。

综合以上分析，发现自己的能力水平还是很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比如思维能力，自己不

能提出一些新颖的看法与研究思路，感觉思维很局限；语言组织能力不行，对于一个意思、

观点的表达不能精简提炼，需要几句话才能表达出来，而且表达的还不清楚，让人看起来很



是不舒服。俗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这次研究的全过程让我感受颇深，研究过程中很是

乏力，感觉自己的能力都不足以让研究完成。希望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能

力，多读书、多思考，让自己有一个质的提升。

赵达：

两个多月的时间，课题终是在组员的共同努力之下迎来了完结。第一次写如此正式的文

章，期间不乏抱怨、烦躁之声，但还是艰难的走过来了。在此，为本次写作进行一个总结，

谈谈课题研究给我带来的思考。

个人能力的不足。虽然课题是以小组的形式去研究的，但是在分工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

后还是觉得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凡事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但要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事情

变得更加美好，谁又会不愿意呢？在这次的课题研究中，我发现自己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工作效率低。在定下题目后，我们开始了问卷的设计，每个人想好问题后汇总筛选，

由于自己思维发散性是在太差，自己想出来问题根本没什么高度，无法达到调查的效果。其

次是写作能力差。在文章开始写作阶段，这个问题尤为明显。自己写的东西太过浅显，用词

用语不够专业化，写出来的内容无法准确的表达意思。总之还是自己书读的少，词汇量不足，

用语也到不大一个真正研究者的高度。在文章的写作上，由于自己是第一次写这类文章，刚

开始连写作格式都不知道，只能查看了好多文献过后，模仿别人的格式，根本没有自己特有

的风格。再其次，数据处理能力差。问卷回收后，由我主要负责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这是

个极其重要的工作，只有通过数据的分析才能得出问题所在，对后续的意见与对策提供立足

点。然而，我在数据的处理时，总是想不出好的词句来讲明问题。

学习能力急需提高。我们组所研究的课题就是关于大学生学习能力的问题，学习能力不

足也是我在研究中发现的个人问题。首先，在探讨过程中，创造力缺乏是最为明显的。在解

决大学生学习能力问题的探讨中，总是不能相处很多的方法，总在一个方面死磕到底，思维

发散性太差。然后是知识整合能力的不足。尽管我们查阅了诸多文献，但是写起东西来还是

心有余而力不足。读了文章却没能好好的利用，不能将知识系统化，无法优化自己所学到的

东西。最后是语言表达能力不行。自己在探讨过程中也有很多想法，但是只能用白话说出来，

根本没办法搬上书面。在口语和书面语的转化中，很吃力，就像茶壶里煮饺子。

这些问题的出现，归结起来还是自己学的太少，不仅仅是课堂学习的知识不够用，更多

的是实践操作能力不行。以往的学习还是太多的关注于第一课堂的学习，以为学到了理论知

识，通过了考试就可以了，但这些显然是不够的。这种机械的接受老师的知识灌输，是无法

提高学习能力，也无法巩固自己的学习成果的。实践出真知是本次写作的最大体会。只知道

知识理论，不去实践操作是无法利用自己的知识的。希望今后老师能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我

们在第二、第三课堂中锻炼自己，让我们学有所得，学有所用。



本科院校渗透“工匠精神”的研究

张偲、徐莹、贾美美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质量竞争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着力点，

李克强总理在 2016 年提出弘扬工匠精神，永攀质量高峰，随后“工匠精神”成为热点讨

论话题。“工匠精神”作为一种文化对本科教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问卷调查

和文献研究的相结合的方法，以 S高校为研究对象，对本科院校渗透工匠精神进行分析，

探寻工匠精神缺乏的原因，从多个角度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本

科院校渗透工匠精神的策略。

关键词：本科院校；大学生；工匠精神

引言: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要鼓励企业开

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近些年来充斥媒体的“中国智造”

“中国创造”“中国精造”和“工匠精神”如今成为决策层的共识，第一次写进政府工作报

告，显得尤为难得和宝贵，而“工匠精神”一词也因此更是越来越引起关注。“工匠精神”

一词，最早出自于聂圣哲，他培养出来的一流木工匠士，正是来自于这种精神。在他认为：

“工匠精神”就是工匠的精神。曾经，工匠是一个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须臾不可离的职业，

各类手工匠人用他们自己精湛的技艺给人们的生产生活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笔，而如今的我们

却早就在享受安逸中逐渐忘却了工匠精神的深层内涵，在当前这个急功近利，物质唯上的社

会，谈工匠精神显然是很奢侈的。但同样我们也坚信随着国家产业战略和教育战略的调整，

人们的求学观念、就业观念等都会随之转变，“工匠精神”将成为各种用人单位或是高等院

校的普遍追求。因此，研究本科院校工匠精神的现状 ，分析工匠精神在本科院校渗透的必

要性与可行性，并且探究可实施对策，不仅是对学校还是社会都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概念界定

1.“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是指工匠以极致的态度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更完美的精

神理念，工匠精神的核心是对品质的追求[1]，其内涵包括精益求精、注重细节、严谨与一丝

不苟、专注与坚持不懈以及敬业精神[2]。“工匠精神”属于职业精神的范畴，是从业人员的

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与其人生观和价值观紧密相连，是从业过程中对职业的态度

和精神理念[2]。

2.“本科教育”

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中的中级层次的教育。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国际教育标准

分类》的规定来看，本科教育属于第三级第二阶段的教育或总第六级教育。它与专科教育、



研究生教育构成高等教育的三个层次，是高等教育的主要骨干力量。本科教育是培养人才的

重要途径。

（二）研究动态

我国对于本科院校中工匠精神的研究较少，在知网上以“本科院校工匠精神”为主题进

行检索，相关文献仅有 9 条，以“工匠精神”为主题进行检索，相关文献有 5116 条，且研

究层次有偏有倚。国内对工匠精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工匠精神在各行业

中的指导方面，这集中在对高职院校、美术建筑等艺术行业、建筑行业等方面的指导，孔宝

根（2016）认为通过培育“工匠精神”能为学生在职业岗位上成长为能工巧匠奠定素质基础
[3]
，向专业型人才转变,促进学生就业并提高在各自行业中的竞争优势；二是工匠精神在推

动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上，周子勋（2016）认为“工匠精神”对未来的中国制造业具有明确的

指向意义
[4]
，效仿德国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品质化，推动中国制造的高质多产，提高中国制造

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促使中国经济迈向更高的层次；三是传承与弘扬“工匠精神”方面，作

为一种传统思想文化，“工匠精神”所涵括的师道精神、创业精神、创造精神、实践精神仍

然是我们当今时代的重要思想资源和强大精神动力
[5]
，工匠精神在当代的传承与弘扬对大众

文化和思想具有重要的建设意义。国外对工匠精神的研究较少，在查阅文献中我们还发现工

匠精神在教育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职院校，而在本科教育中传承工匠精神这方面的研究

则很匮乏，基于这个发现我们创新地提出了在本科教育中渗透工匠精神的研究理念，并由此

进行探讨。

（三）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

并进行分析的方法。本文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文献以及互联网查阅资料等方式查阅大量

文献与期刊，了解了“工匠精神”具体内涵的，国内外对其研究现状以及在其发展状况，在

不断地阅读与借鉴中发现已有研究的不足、为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2.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也称为“书面调查法”，指的是用书面形式向调查者发出简明扼要的征询表，

请示填写对有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来间接获得材料和信息的一种调查方法。本文以山西部分

本科院校学生为调查对象，编制了《大学生工匠精神研究调查问卷》，以电子问卷的形式发

放，回收了共 152 份问卷，回收率 100%，问卷有效率 100%，其中男女比例约 3:7，大一、

大二、大三、大四学生所占比例分别是 17.11%、76.32%、5.26%、1.32%，文科类、理科类

和艺体类专业分别占 63.54%、21.32%、15.14%。通过问卷全面地调查了山西省地方高校学

生对工匠精神的认知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



二、“工匠精神”在本科院校中的现状分析

（一）大学生对“工匠精神”了解程度低

虽然李克强总理在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工匠精神”一词，社会各界也逐

渐将“工匠精神”运用在实践发展和教学宣传中。但这一观点的提出时间较短，许多人对工

匠精神不甚了解。据图 2-1 显示，大学生对工匠精神非常了解和很了解的占 3.95%和 9.21%，

一般了解和不了解的占 52.63%和 34.21%。由此可见，绝大部分大学生对工匠精神都不甚了

解，仅从字面上理解其含义而忽视了最重要的内涵，工匠精神在本科院校中没有得到很好的

传播，在实践教学中应用程度不高。

（二）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兴趣不高

兴趣是最好的导师，在工匠精神的内涵中兴趣与爱好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学习工

作中，兴趣作为一种无形的动力，能激发我们认真工作的热情，使人集中注意力，产生愉快、

紧张的心理状态，投入到学习工作中，对人的认识和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学生在报考本

科院校中，专业调剂现象逐渐增多，这就造成了许多大学生自身兴趣与所学专业不挂钩。据

图 2-2 显示，大学生喜欢自己所学专业的有 46.32%，不喜欢自己所学专业有 53.%。由此可

见，较多大学生对所学专业持不喜欢的态度，缺乏学习的兴趣与热情。



（三）大学生普遍缺乏“工匠精神”

在我们对大学生的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大学生在学习中都缺乏“工匠精神”。从图 2-3-1

可以看出，65.79%和 13.16%的大学生认为自己身边只有小部分或者几乎没有具有工匠精神

的人，仅 5.46%和 15.79%的大学生认为自己身边到处是或有大部分具有工匠精神的人。大学

生的工匠精神主要体现在学习中，其学习态度亦是一种个人品质的表现。拥有工匠精神的大

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往往更加专注，对学习的热忱远高于他人，在学习中更加刻苦，对各项作

业和考核的完成度更高也更完美，拥有工匠精神的大学生往往是学习生活中的绩优生。而在

对大学生的学习态度和钻研精神等的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了许多问题。

1.缺乏精益求精的实践精神

由图可以看出，52.63%的学生认为自己在完成作业时没有经过反复修改，47.37%的大学

生认为自己在完成作业时有经过反复修改。在作业的完成这一方面体现了大学生的实践精神

和追求，以及对自身的要求。一份完美的作业往往能体现一个人对自身的要求之高，工匠在

完成自己的作品时往往会要求自己将其做到尽善尽美，因为一个小小的细节的失败常常会导

致整个作品完全作废，而工匠的精益求精的精神亦可以体现在对自身的要求和对学业和工作



的完成度上。当代大学生大多缺乏实践精神，在完成作业时常常敷衍了事，在考试时仅追求

60 分过线不会挂科，拥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大学生少之又少。

2.缺乏刻苦钻研的科研精神

在对大学生的学习态度和钻研精神等的调查中，我们发现的 21.05%和 7.89%的学生认为

自己在学习中基本不能或不能做到刻苦钻研，而 51.32%的学生认为自己基本能做到刻苦钻

研。做学问与科研中需要时刻保持敬业与钻研的精神，用严谨的态度对待学习与工作。刻苦

钻研的工匠精神在大学生中则体现在学术钻研或科研中，他们求知欲旺盛，在自己所学方向

上能不断钻研，以求获得新知识，在其所学方向中往往能越走越深。当代社会发展速度快，

大学生越来越浮躁，而“工匠精神”这类传统思想的传承也曾一度中断。社会急需能“刻苦

钻研，一心搞学问”的人才。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人才库，其“工匠精神”的缺乏亦是社会发

展的一大困境。

3.缺乏坚持不懈的学习态度

由图 2-3-3 可以看出，23.68%和 9.21%的学生认为自己对待学习基本不能或不能做到坚

持不懈，40.79%的学生认为自己基本能做得到坚持不懈。在大学生的学习中，往往会受到诸

多诱惑，或来自网络，来自游戏，或来自外界的纸醉金迷，诸多因素常使人忘记学习，流连



于玩乐中，真正坚持学习的人总是少数。许多学生总是在考试前临阵突击，用一个月甚至是

一个星期内把所有该学的东西浏览几遍，便完成了学习。坚持不懈的工匠精神在大学生中的

缺失亦越发严重。

三、本科院校大学生缺乏“工匠精神”的原因分析

（一）受传统儒家学说束缚与古代科举制度压制

现阶段我们的大学生对于“工匠精神”的认知淡薄，而且自身也十分缺乏“工匠精神”，

至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追根要溯源，这与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也分不开。中华文化博大

精深，源远流长，中华教育的历史也是与此相伴相生。我国长期处于一种保守束缚的封建体

制之下，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影响中国甚深，而当时工人技术的学习显然不属于科举制

度考试内容的范畴，受儒家学说影响，熟读四书五经之类才是当时会选择的出路。更重要的

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不重视工匠的培养，不重视工匠精神的传承，认为只有读书才高尚，

看不起从事工匠的人们，所以工匠们地位低下。这点在古代的“士农工商”就可以体现出来，

工匠的地位仅仅高于商人，可见对匠人教育的不重视甚至忽视。中国传统教育制度与儒家文

化造成当代弘扬“工匠精神”的历史文化困境，对大学生健康的工匠精神的塑造构成了一定

的障碍和束缚
[6]
。

（二）现代社会风气的不良传播

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我们接受的信息越来越多，所要辨别的诱惑也就越来越

多。整个社会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物质利益原则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与追逐，

人们理直气壮地追求着自己的经济利益，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物质需求不断地膨

胀，需求越大，欲望就越是膨胀，这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的现状：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交流与传

播越来越快节奏无障碍，各式各样的文化思想不择手段利用所有各式途径在进行传播。这就

造成多种文化充斥着整个现代社会。多种良莠不齐的思想文化的冲击，再有就是大学生本身

是个非常容易受到文化熏染的群体之一，所以就很轻易会被错误的、消极的、落后的文化思

想所误导。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盛行于大学校园的各种不良风气更是荼害了大学生的良好行为习惯

的培养。目前在我国的大学校园里“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念都非常

的盛行，很多大学生都缺乏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尽情地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与精神上的

快乐，很容易陷入意志消沉，不思进取的状态当中去，但是却对学术的研究和科研的探索都

是抱有玩世不恭、得过且过的态度。这明显不有助于大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



（三）当代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端与教育制度的缺失

所谓人才培养模式，是高等教育领域的基本问题，有人才培养，就有人才培养模式，

可见人才培养模式对于一所高校的重要性。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场所，理应也对其精

神世界的修养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却很少有学校会在大学生管理与培养当中启用“工匠精

神”，即使存在也仅仅是局限在讲座稍有涉及或者是选修课上去进行，只是因为从制度上来

说就没有引起学校和学生的足够的重视
[7]
。没有制度保障而要求人具有“工匠精神”，就会

沦为道德说教。

“工匠精神”生根发芽也需要外在的土壤，而我国目前缺乏培育“工匠精神”的教育制

度，大学校园的全面学习只是个幌子，大部分大学教育过于强调学科的系统性，什么学科应

该开设那些哪些课程，这些都是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早就规定与要求好的，被教育者很少能够

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想法去选择自己的专业或者说选择的余地很少。人才培养模式的过于机械

盲目，如何能使大学生一心专注于自己的学术或者课题研究呢？更不要说在其基础上的完善

与精益求精了。此外还有就是实践教育的流于形式，现今大学可能也会给学生布置各种像暑

期实践活动之类的任务，但是实践教学建设依然缺乏系统性的行之有效的策略，这就造成了

学生们实践能力的缺失。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与教育制度，使我们缺少培养“工匠精神”的制

度环境，而且不仅如此，这对未来是要走向职业道路还是继续深造的学生都有一定的影响，

毋庸置疑这种影响是不利的。

（四）大学生不良的行为习惯与心理状态

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就业形式的多元化导致大学生择业困惑，

很多大学生过分关注岗位收入多少，而忽略了自身责任感和使命感，哪怕进入职场之后，也

是缺乏敬业精神，不能把个人职业规划和社会发展需要结合起来。此外，当代大学生浮躁心



理十分严重，这是一种急于求成的现实体现和内心焦躁不安的心理体验的综合
[8]
。他们急功

近利、做事投机取巧、搞学术不求甚解、个人意识突出、烦躁不安还有在遭受挫折后一蹶不

振。大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不足，缺乏远大的理想，学习过程中缺少积极的情感体验，他们

对知识的价值认识不足，学习兴趣也不浓厚，将学习仅仅看作谋生的手段，学习目的太过功

利化，学习意义存在较大偏差，这完全违背了工匠精神的精髓。他们只是机械地追随老师的

作业与学业的课程设置，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被动地去接触一切的灌输，只是“填鸭式”的

学习模式，很少说去主动学习，缺乏学习的主动性，这就是现在大学生学习的弊端。

四、大学教育中的“工匠精神”发展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弘扬大学生正确的三观精神

在当今社会，尤其是在大学生这个群体中，“拜金主义”等很多不良风气越来越盛行，

一些电视节目，影视作品中也是越来越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这就使大学生很容易受到这些错

误风气的不良引导。所以如何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

关注。而大学校园作为一个特殊的场所更是许多新思想新思潮的发源地，这些新兴的东西很

容易内化成大学生的价值观。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的在大学生的管理当中对于学生的思想世界

的发展的关注并不完善，导致这些思想文化并不一定都是好的，再加上当代的一部分的大学

生的社会责任和社会道德观念的缺失，所以有效地在大学生管理当中融入“工匠精神”，可

以有效地引导学生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另外，“工匠精神”的培育可以

帮助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与学习态度，这对于大学生个人而言也有利于自我价值的实现。

（二）有利于重塑校园文化

社会风气日益低下，大学校园的学习风气大不如前，所以改变这一状况迫在眉睫。良好

的学习氛围是促进学生进步，发展教育的保证。工匠精神强调: 精益求精、严谨、耐心、

坚持,这对学生的生活学习有着指导性的作用。有利于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做学习

的主人。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学生的内化影响，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建

设形成对工匠精神的深刻认识，多管齐下，优化高校学术氛围，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全面提

高学生素质。最终促进优质校园文化的形成。

（三）使大学生就业更具优势

作为一种职业精神，工匠精神可以促进大学生在就业时具有更大的竞争力。在调查中我

们发现，94.74%的大学生认为拥有工匠精神的大学生在面临就业时更具优势。时代需要工匠

精神，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就首先决定了这个人所能企及的深度和高度。拥有工匠精神的大学

生在学术造诣和精神品质上就远高于其他学生，而且在工作中往往更能吃苦耐劳。而在就业

招聘时企业大多要求拥有认真负责、能吃苦耐劳、严谨细致等品性的人才，可见企业对工匠

型人才的需求较大。本科教育旨在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优质人才，亦是在促使学生向应用型人

才转变。

将工匠精神运用在对学生的教育与培养中，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加其能力的

附加值，促使学生在面临就业时具有更大的竞争力与优势，在人力竞争中脱颖而出。

五、本科院校渗透“工匠精神”的对策

（一）提高工匠地位

没有工匠就没有工匠精神。工匠的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工匠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针对我国传统型技术人才社会地位低下、待遇水平低的现状，政府应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推动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制度的改革，使其最终落实到实处。丁力洪，顾鹏提出：“目前中国

职称评审中存在政府管理不到位、评审系列不健全、服务范围比较窄、评审标准不够科学、

评审方式方法老化等问题，建议从完善制度并加强监管、规范评审系统和标准、拓宽服务领

域、创新评审方法方式等方面，建立科学的评审制度体系，加强评审组织管理工作，以推进

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9]
。政府应拓宽制度所涵盖人群的范围，并提供更多的服务平台，

使更多得技术工人获得职称，开辟上升通道；提高优秀工匠的薪酬和待遇；奖励优秀技工。

不仅要提高工匠的自我认同感，还要促使社会各界形成“尊重技工，崇拜技工”的心理认知，

掀起学习“工匠精神”的浪潮。

（二）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成功往往不是一蹴而就，且贵在坚持。一种精神的传承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需要

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工匠精神”对校园文化的熏染，从而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蜕化。因此开

展各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势在必行。

1．开设以工匠精神为主题的课程，结合会议报告、小组讨论、知识竞赛、演讲、征文

等多种形式，引导师生们培养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学习精益求精，一丝不

苟的工匠精神。

2．组织技术研讨活动，通过技术竞赛、技术讲座、技术讨论、学术研究、论文写作、

技术发明、技术文化节、技术培训等活动，培养校园技术氛围，深化平时所学理论知识，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

3．组织实践活动。思想认识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学校应该组织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不同时间段让每个学生都参与进来，走出学校深

入乡下亲身体验；构建平台，通过校企合办的形式为学生提供机会
[10]

。校企合作要适应市场

的需要，学校通过企业反馈与需要，可以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结合市场导向，提高学生的

实践技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才。并实现了让学生在校所学与企业实践有机结合，让学校

和企业的设备、技术实现优势互补，节约教育与企业成本。在实践中，培养出学生吃苦耐劳，

专注的精神，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能力，为日后的工作积累经验。

4. 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创新型人才适应了当代社会的需要，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有利

于激发学习热情，提高专研能力，促进优良学风的形成，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所学知识以及

实践所获，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学校要培养相关的教师队伍，对学生加以引导。

（三）改变教育体制与人才培养方案

1. 教师职能：教师的职能可以简单概括为两点，教书与育人，首先要在课堂当中要渗

透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既要从理论知识入手也要进行相关实践
[11]

，真正做到知

行合一，才能有效指导现实生活。其次教师应以自身的行为和魅力言传身教，起到示范作用，

促使学生传承并践行工匠精神，塑造自身完美的人格

2.课程设置：学校应适当增加选修课的比重，使学生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探究新领

域，拓展新视野，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独立研究和创新能力；同时也要平衡必修课与选

修课的时间安排，合理设置选修课类型，学生要主动参与。

3.教学组织形式：大班制改为小班上课制，因材施教，针对每个人的特点进行教学。以

兴趣为动力，促进发展。

4.管理方式：大学管理过于松懈，很多学生作弊现象严重，监考不严格。很多老师布置

作业流于形式，没有严格的要求，学生抄袭现象明显，没有自己的思考，最终导致应付现象

普遍存在于大学校园。针对这些现象学校应建立标准，对作业等需要考核的任务建立明确的



标准，根据标准进行考核奖励；建立一套系统的奖励制度，不以成绩评判一个学生的优秀与

否；建立模范，以个人带动班级，以班级带动集体，通过模范的带动作用促进教学管理。

（四）提高自身素养

1.转变思想观念，充分认识工匠精神的重要性。大学生既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更要以严

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将工匠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形成以追求卓越，精益求精，勇

于突破，敢于创新为核心的价值网络。

2.树立远大理想，增强内在动力。着眼于未来，脚踏实地，注重细节的处理；勤于反思，

乐于钻研，坚守自身的原则和道德底线；工匠精神不仅是一种信仰，一种力量，更是一种态

度，在竞争激烈的信息网络社会，大学生必须坚决抵制各种不良思想和落后文化的诱惑，坚

定目标，并为之努力奋斗。

3.改变不良习惯，培养健全人格。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是学生发展的必要基础，在实践

中，要逐渐将优秀转变为一种习惯，一方面，学生自己必须准确定位自身的能力，既要全面

分析优缺点，扬长避短，又要发现不良习惯，不断改进；另一方面，要塑造自身的人格魅力，

提升品质素养，优化价值体系。

结语：

“以质兴国”理念并不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它的提出使各界学者都认识到培养“工匠

精神”的必要性，发现其所带来的长远效益并为之付诸行动。现在是人力资本社会，经济增

长靠的是人才的推动，国家经济实力之间的较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精英型人才。

因此，本科院校更要渗透工匠精神，促进大学生精神文化的塑造和个人能力和素质的提升。

本研究从本科院校工匠精神的现状、缺乏的原因、培育的必要性以及对策分析四个方面探索

工匠精神，旨在推动本科教育发展，提高全社会的发展水平。受个人能力限制，本研究仍然

存在不足之处。下一步研究希望可以阅读更多文献，提高语言组织能力、创新思维和实践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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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反思与总结：

贾美美：

这是我第一次学习如何写论文，非常感谢何老师给我这次机会并加以引导，对此我表示

诚挚的谢意。一直觉得自己能力不够，不可能完整的写出论文，是何老师给了我信心，写的

虽然不好，但是我迈出了这一步，就不会止步，以后会加强练习，争取写的更好。

《教育研究方法》课程的学习对这次写论文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让我学会了查阅文献资

料，规范论文格式，学会了数据调查研究等教育科研方面的知识。在课堂上何老师一直强调

平时的积累，并且告诉我们学习方法。课下我们进行问卷调查，查阅文献，撰写论文，三个

人协力合作，不断配合，最终完成论文，也让我提高了合作意识与合作能力。老师会及时对

撰写论文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指导，帮助我们顺利进行写作。

但是我也很多有待改进之处，平时积累太少，语言组织能力差，创造力水平低；惰性强，

准备时间不充足；科研能力差。在日后的学习过程中，我会不断积累，不断思考反思，提高

创造能力和科研能力；加强练习，提高写作能力；改变学习生活习惯，勤于学习。

徐莹：

随着学期末的到来，我们的许多课程都等考试就可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但是我们的

《教育科研方法》的学习远远不会就此结束，它给我们带来的知识的对以后的学习一定是有

深远影响的。这次的研究论文我们整整努力了一个学期，从开始的确定课题，设计发放问卷，

整理问卷，到最后的分析问卷和撰写、修改最后的完成论文。虽然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挺艰苦

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相信我也进步了很多。

在我认为每次学习的过程都是一次知识积累与运用、创造的过程。学习的目的就是要有

进步。这次的论文虽然只是一个作业，但我却认为这是能够锻炼自己的很好的机会。在这个

过程中我和我们的小组成员把学习、作业、交流、讨论互相穿插，充分利用空闲时间，但同

时也保证足够的时间与空间，获取最大的学习效益，提升了自己的团队协作能力。我用课余

时间和双休日完成了多项任务的学习，在学习中，我还做了大量的笔记积累，能够根据知网

上搜集到的相关论文提出自己的看法，发表自己的见解，探索怎么能够更好的完成自己的论

文。每次学习完之后，积极思考，自己有没有认真完成今天的作业，达到预期的学习效果。

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我有效地利用图书馆的资源，解决了我在实际撰写论文过程中遇到的

很多疑难问题，不仅使自己的论文更好的完成，同时使自己在学习态度上认真了不少，而且，

学习、研究的技能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丰富了自己学习的经验, 同时开阔了自己的视野，获

得了更多的知识，充实了自己。我想这以后在毕业论文的写作方面也是有很多帮助的。虽然

由于开设的课程太多导致能够学习的时间很少，时间也必须得从一点一滴的挤出来，但就算

这样，我还是很珍惜这次机会，也特别感谢何老师给了这个能够积极鞭策我们的研究作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谁都不例外。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负责撰写的是引言、必要性

的一些部分和原因分析方面，我就遇到很多的问题，就比如说自己的日常的积累太少，导致

自己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就有可能会词穷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以后我一定要

多读书多做积累，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学修养和写作能力。而且通过最后的排版我又重新复习

了各种计算机使用办公软件的知识，在整理图表的时候又重新学习了很多技巧方法，我希望

可以尽自己的努力为我们的小组作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虽然这次作业是我历时最长时间完成的一个，但同时也是我最是感慨的一次，我重新认



识了我自己，看到了自己学习的潜力更是激发了自己学习的热情，也同时培养了自己严谨端

正的研究学术的态度，这不仅可以帮助近期的毕业论文的完成更是对以后的学习生涯有很大

的影响。最后还是很感谢何老师在课堂上的指导，真的使我们掌握了很多，很希望何老师能

够对我们的论文成果多提出意见和建议。这将会成为一份宝贵的财富，帮助我们向前。

张偲：

感谢何老师在这学期给我们一次论文研究和撰写的机会，并带领我们不断深入研究，教

会我们怎样编写论文、以及论文的格式，还有如何写文献综述等等。这次论文研究对我来说

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让我从一个懒散的人，到被小组成员一起带着去图书馆查阅文献，

一起讨论论文的大纲、分配任务，学会了团队合作，以及最重要的研究和撰写论文的能力，

将课堂上所学与实践论文撰写结合在一起，把“三课堂”理念运用在我们的个人实践中。

在选题方面，我们组首先将题定在“工匠精神”上，经过研究查阅又定在本科教育中，

在课堂上老师也给我们反复讨论修改，最后将题目定在本科教育中渗透工匠精神上。

其次编写调查问卷，我们在经过不断观察、研究其他问卷还有在查阅文献文献的基础上

开始编写我们的问卷，三个人协力合作，将调查问卷最后编制完成并用电子问卷的形式发放，

最后回收问卷得出结果并进行分析，进而开始论文的编写。

然后是论文正文方面，我所负责的部分是文献综述和现状分析，在文献综述上我借鉴了

大四学姐学长的论文格式，将其分为概念界定、研究动态还有研究方法三个方面，概念界定

是在借鉴文献和网上搜索的基础上写好的，由于在知网检索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国外对工匠精

神的研究，所以研究动态方面我没有将其分为国内国外两个部分，而且将其合二为一，将知

网检索的结果划分为三个方面来分析研究，进而确定了我们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由文献研

究法和调查问卷法两种组成，我们将这两种方法研究出来的结果进行分析，并开始了我们正

文的撰写。

最后是现状分析方面，我根据调查问卷的结果进行分析，将现状分为三个方面来写，在

问卷的结果中发现大学生在“工匠精神”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由此进行现状分析，为后面的

原因分析、对策提出等奠定基础。

在这次论文撰写中，我觉得我收获了很多东西，学会了团队合作配合，锻炼了语言组织

能力、写作能力，学会查阅文献、分析文献，这些都使我受益匪浅，并且为我今后的毕业论

文的撰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次任务虽然难度比较大，但是收获却更大，感谢何老师的带

领，使我们不断地锻炼自己，提高自己，不断进步！



附件 2
大学生“工匠精神”研究调查问卷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为了充分了解大学生工匠精神的现状，并为工匠精神的传承和

发展助力，我们进行了一项关于大学生工匠精神的研究。希望大家可以以踊跃参与，谢谢！

1.你的性别

A.男 B.女

2.你所在的年级

A.大一 B.大二 C.大三 D.大四

3.你的专业类别

A.文科类 B.理科类 C.艺体类

4.你喜欢你现在的专业吗？

A.喜欢 B.不喜欢

5.你了解“工匠精神”吗？

A.非常了解 B.很了解 C.一般了解 D.不了解

6.你认为“工匠精神”的内涵是什么？

A.追求完美与精益求精

B.乐趣与热情

C.耐心与坚持

D.专注与不计名利

E.严谨与一丝不苟

F.探索与创新

G.其他

7.你认为大学校园里“工匠精神”传承的现状如何？

A.情况很好，我身边到处都是具有工匠精神的人

B.情况不错，我身边有大部分具有工匠精神的人

C.情况一般，我身边有小部分具有工匠精神的人

D.情况很差，我身边几乎没有具有工匠精神的人

8.你在完成作业时是否反复修改直至满意？

A.是 B.否

9.你在学习和工作中能够保持刻苦钻研的精神吗?

A.完全能 B.非常能 C.基本能 D.基本不能 E 不能.

10.你在对待学习和工作是能够做到坚持不懈、有始有终吗？

A.完全能 B.非常能 C.基本能 D.基本不能 E.不能

11.你认为“工匠精神”对当代大学生意义如何？

A.非常重要 B.比较重要 C.不太重要 D.不重要

12.你认为拥有“工匠精神”当代大学生在面临就业问题时是否更具优势？

A.是，因为时代需要工匠精神，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就首先决定了这个人所能企及的深度

和高度。

B.否，因为工匠精神并不能代表个人品质。

13.你认为当代大学生存在以下哪些不良的心理状态？

A.功利性过强 B.不思进取 C.心态浮躁 D.盲目攀比 E.其他

14.你认为现今大学生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端在于？

A.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机械盲从



B.专业课程设置缺乏适应性

C.实践教学流于形式

D.专科与本科的定位错位

E.其他

15.你认为以下哪些载体可以更为有效地传播“工匠精神”？

A.电视、广播 B.报纸书刊 C.学校教学 D.实践活动 E.网络传媒 F.其他

16.你认为应该如何更好地培育大学生的“工匠精神”？

A.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模式

B.建立兼具教学能力与实践经验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C.通过政策与舆论鼓励大学生工匠精神的培育

D.开展以“工匠精神”为主题的实践活动

E.其他

17.作为一名大学生，你认为我们应该在学习上如何践行工匠精神？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研究

——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赵娜 申倩格 李格

摘要： 江泽民指出：“一个民族的新一代，没有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这

个民族就没有力量，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随着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和政

治多极化，社会发展迅速，人才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增大，快节奏高强度的学习生活给

当今大学生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导致大学生心理问题日趋严重。由于大学生心理健康

不仅关系到个人发展状况，还影响到我国人才的整体质量，所以，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和把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找出了存

在的问题，从而探索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建议对策，以增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

规范化和专业化。

关键词：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对策

引言

21 世纪是一个竞争激烈、文化碰撞的世纪，每个人随时都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机遇与挑

战。当代大学生是我们民族的未来与希望，肩负着国家建设，振兴中华的责任，直接影响到

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许多高校的资料表明，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趋严重，自卑、抑

郁、恐惧甚至自杀现象越来越多，对无数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同时也引起了国家和社会

各阶层广泛的关注，切实要求高校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纳入学校重要议事日程。然

而，如今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虽取得一定成绩，但教育效果并不理想，仍存在很多问题，

学生的心理问题也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高校应反思理论与实践的偏差，找出存在的

问题并采取有效的对策“对症下药”，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进行改革与创新，提高心理健

康教育的质量和效率，以促进当代大学生健康成长与发展。

一、文献综述

（一）国内外研究动态

1、国内研究动态

随着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严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国内大批

学者也对此展开了研究，笔者曾在中国知网上，通过对 2000 年以来“大学生心理健康”进

行检索，其中多数文章都涉及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问题，其主要包括大学生心理问题、

高校心理健康课程设置问题和现状分析。第一，对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研究，王婷和马寅生采

用“人格健康调查表”“症状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等方法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

评定
[1]
；程扬针对大学生心理问题提出了通过谈话激励法、批评激励法和引导激励法等激励

机制解决大学生情感障碍；第二，对高校心理健康课程设置问题的研究，叶一舵提出“要建

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进行评估，起到反馈、指导和促进作用”
[2]
，王小棉

谈到“要在各种教育活动中渗透和迁移团体心理辅导的理念和技术，需要以生动活波的方式

展开，着力引导学生在活动中体验、感悟”；第三，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的研究，叶

湘虹提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病理学的研究理念，指出教育工作者缺乏专业素养和职业权威性，



周琬馨提出要建立心理健康教育保障网络，并作出具体分工。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为高校心

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很多文章研究问题和观点都有很多相似之处，缺少创新型。

2、国外研究动态

国外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起步早，发展快，整体研究水平较高，已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

段，注重学生的主体价值，研究方向偏向多元化和个性化，研究成果丰富多样，且研究理念

科学新颖。如托马斯.奥克兰（Thomas Okland）将美国诸多服务内容概括为六大类，即个别

评估、直接干预、间接干预、研究评估、监督与管理、预防；日本学者将大学生心理咨询的

内容分为学习发展咨询、生活咨询、心理问题咨询、精神健康咨询等；1963 年全美第一本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期刊《学校心理学杂志》创刊，随后一系列刊物陆续创办，创造性

的提出了“朋辈辅导计划”和“中间联系人”的概念，其研究视域将专业种类与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自身属性紧密结合，且同质化程度较高，受法国心理学家比奈、西蒙的影响，国外

学者提出在学校推行心理测试，使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沿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纵观国外高校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其更加强调科学有效的心理干预机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并不拘泥于形

式，也不过于看重形式，研究目标是培养独立自主的健康型社会化人格。

（二）概念界定

1、心理健康

个体能够适应发展着的环境，具有完善的个性特征，且其认知、情绪反应、意志行为处

于积极状态，并能保持正常的调控能力，在生活实践中，能够正确认识自我，自觉控制自己，

正确面对外界影响，从而使心理保持平衡协调，就已具备了心理健康的基本特征。我国学者

认为心理健康是指心理的各个方面及活动过程处于一种良好或正常的状态；国外学者梅尼格

尔认为，心理健康者应该保持稳定的情绪、敏锐的观察力、适应社会环境的行为和愉快的心

态。心理健康是大学生赢得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坚实基础，是制约学生全面多元化成长的关

键因素，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康的个性心理。个体心理健康的发展与生理健康也存在一定的相

关性，但心理健康比生理健康更重要，因为人本身就是一种主观行为生物。

2、教育

教育是有意识的、以积极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和首要目标的且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

方都积极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系统性、目的性、组织性和可控性，包括显性教育与隐

形教育，宏观教育与微观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

说过“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教育是把人内心勾引出来的工具和方法”。不同的教

育理念往往会催生不同的社会人格，国外自主发展的教育模式是一种放开而不放任的具有前

瞻性的教育方法，不同于我国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手段，当然我们的教育模式一定程度上

是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的，并非盲目制定的。本文所说的教育侧重于心理层面，更多的是强调

内化于心，以解决大学生的心理障碍问题为目标，借鉴国外优秀教育理念，进一步加强我国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不断优化教育行为方式。

二、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

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经济利益多元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

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人们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与竞争。物质，金钱的诱惑以及信息网

络的复杂，给高校大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此同时，高校心理健康教

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学生解决了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心理矛盾，受到社会和国家的重

视。然而，一直以来被公众给予厚望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真的如他所预期的那样具有极

强的针对性、广泛的认可度和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效益吗？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国外相比



有哪些不同？笔者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详实的分析，希望从中认清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

展现状，并进一步做出趋势预测。

（一）外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现状

1、理论知识与价值取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外发达国家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已经形

成了一种系统化的网络工程，营造出一种社会乃至国家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的环境氛围，

这恰恰构成了社会文化素质的基础组成部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起步

早，发展成熟。其以学生为中心，强调整体性健康的发展理念具有普遍的针对性和社会教育

性。哈弗大学么笙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的美国一波大学认为心理健康概念除心

理健康外，还应该包括身体健康，生活态度健康以及所处的环境健康等方面。如哈佛大学健

康服务中心的任务和使命是:“治疗每一位有病的人，关爱每一位个体学生，教育与服务整

个社区以关注健康及与健康有关的事务”。他们秉承:“无条件积极关注”的理念，强调以

当事人和问题来访者为中心，给予大学生人性化的真诚关怀，维护和保障其应有的心理权益，

甚至主张学生主动改变大学生活来适应多样的心理需求。在国外，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一种特

殊的社会性服务，把人的主体性发展作为“目的”而非“手段”，一切着眼于人的全面健康

发展，强调人的生命活动，注重人的价值信仰。近年来，国外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主体、目

标、方法与内容也相应发生了改变，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与经验，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2、职业队伍与专业教育国外高校心理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呈现出规范化与标准化的特

点，虽然各国在具体的学术要求和专业培训方面仍存在差异，但他们之间仍存在共同点即几

乎所有国家都要求心理健康教育人员具备教学和其他教育经验，并且为其中优秀教师提供深

造机会。美国心理学会坚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必须获得博士学位，并且通过资格认证

考试。在英国，申请参加临床心理学博士考试的资格之一是须在心理学和相关领域从事 1-2

年工作，主考人除考察申请者的人格特征（如对人的态度，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等），从而

判断其是否适合心理治疗工作，可以看出，这些高准入的门槛，保证了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建

设。资料显示，欧美国家正在接受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培训的本科、硕士、博士水平的人

数比约为 5:42:53，这种专业化、研究化、实践化的培训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掌握必备知

识与技能，建立相关的职业价值观以及解决实际心理问题都起到了推动作用。目前，国外高

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在学校的教学中主要扮演六种角色:心理健康的保健者、学习生活的

辅导者、职业选择的导向者、思想品德的规范者、心理潜能的开发者和心理发展的促进者，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组织机构与教育模式从目前来看，国外大部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机构统一由国家和

地方政府管理，但有的隶属于教育部，有的则属于卫生部。美国实行教育管理分权制，主张

加强专业学会的领导、管理和监督职能。还有一些国家实行群体组织服务形式，如法国由学

校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家和心理动力发展专家各一名组成“心理——教育援助小组”巡回

在几所高校上门服务。主要发达国家都有心理健康类学术组织，如在美国，学校心理学有两

个最重要的国家级专业学术团体，一个是美国心理学会（APA）下属的学校心理学分会（DPS），

另一个是国家学校心理学学会（NASP），此外，还有一些热心于学校心理学研究的国家级学

术组织、国家学校心理学顾问咨询学会、学校心理学教育学会、学校心理学临床监督学会等。

哈佛大学的健康教育服务中心，下设医疗服务中心、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健康交流中心、学

习咨询处；斯坦福大学所设的威德健康中心和“同龄人”咨询中心，耶鲁大学所设学生健康

服务中心和大学健康服务中心，为大学生提供心理健康和生活健康服务。国外强调整体性发

展的心理健康教育理念，使得其教育模式和内容更加多元化，而且具有综合性和广泛性。美

国大学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探索工作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目前具有代表性的模式是邀请模

式、心理辅导综合模式和顾问教师计划，这些都已被美国众多高校所采用，而且体现了其科



学性和有效性；日本大学的心理健康教育深受美国影响，其教育模式主要是学校心理学模式，

注重良好的人际沟通，重点在于心理咨询现实，总体教育效果非常良好。国外还存在许多社

区健康服务中心，为学生心理健康提供多种多样的帮助。另外，在美国各州都建立了州级学

校心理学组织，各州教育局也设有专门负责学校心理学的机构，且有专业人员进入各大高校

考察。总体来看，发达国家的心理教育组织机构相对健全教育模式基本形成并不断在完善，

处于发展的成熟阶段。

4、资源整合与干预机制国外学校心理辅导工作通常由辅导教师，辅导主任和社会工作

者分工完成，然而辅导教师与学生人数比例悬殊，导致辅导员只能面向少数有心理问题的学

生，针对这一矛盾，许多国家都对学校，家庭和社区的辅导资源进行整合重组，形成三位一

体的辅导网络，优化了资源效率，满足了学生需求。心理危机干预机制主要包括知觉干预、

生理干预、行为干预、关系干预、决策干预、比较干预、观念干预和哲学干预，而国外也形

成了自己的干预机制，如美国采用三种干预措施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其一是个体干预，包括

课堂教学，辅导，心理门诊等形式；其二是环境干预，旨在为个体创造一个良好积极的学习

生活环境，包括改革课程设置，对教师和学校职工进行干预，家长干预等；其三是整体干预，

为学生提供多方面的服务，多管齐下，表现为综合性的干预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尤其是在应

对处理复杂问题时，整体干预的效果更为明显，但由于资金来源、部门协调和跨专业合作等

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整体干预的局限性也体现了出来，主要针对高危人群聚集的学校和社

区，因此不具有普遍性。

（二）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现状

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1984-1989 年，清华大学、浙江大

学、同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先后成立了心理咨询中心，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国内一

些高校开展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1987 年 2 月浙江大学在国内第一个开设大学生心理卫

生课。90 年代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逐步受到政府的重视，如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

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和《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

兴行动计划》等文件中都提出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与此同时，一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

国家级，省级课题研究也陆续展开。其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步被认识，逐步受重视，逐步得到

加强的过程，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心理健康教育已成为新时期高校极具挑战的实践领域之

一，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思想，为 21 世纪高校的素质教育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虽然起

步较晚，但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势头较好，因此我们更应该正确认识和分析目前高校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创造有利条件，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水平，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为了了解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实际工作现状，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研究。本

次调查以山西农业大学为调查对象，共发放电子问卷 114 份，收回 114 份，问卷的回收率为

100％，专业类别多为文史类，其中大一学生 24 人，大二学生 80 人，大三学生 6 人，大四

学生 8人，年级分布不均衡，偏向本年级学生，男女性别比例为 4:6，在问卷设计方面，以

封闭式选择题为主，辅之以开放式填空题，围绕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问题，原因和改进措施

等方面展开调查。



<图 1：学生是否遇到过心理问题>

1、当前高校学生普遍存在心理问题，大多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

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是高校针对性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前提和依据，决定了高校心理

健康教育的总体目标
[3]
。近年来，许多关于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报道发人深思，从 2004 年的

马加爵事件到 2010 年的药家鑫事件再到复旦大学研究生饮水机投毒事件，将大学生心理问

题再次置于社会道德的制高点上，据卫生部，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等机构的统计资料显

示在校大学生中出现心理障碍倾向的占 20%~30%，有严重心理异常者占 1%，且该比例有逐渐

上升的趋势。由图 1 可知：在被调查者中，有经常性心理问题的人占 9.65%，偶尔遇到心理

问题的人占 59.65%,没有认识到或几乎没有心理问题的人占 30.7%，从中可以看出我校存在

一定程度心理问题的人占总人数的十分之七左右，这就说明高校学生的心理问题是普遍而非

特殊的，且呈现出一种心理亚健康的状态，即绝大多数人是介于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之间的

隐形心理问题。我们也应该看到，仍有少部分人心理健康状况比较乐观。

<图 2：心理问题的来源>

2、学生心理问题来源复杂，学校缺乏针对性教育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不断加快，在校大学生面临着来自学校，家庭，社会和个

体自我等多方面的压力，而大学生正处于由青春期向成人期转型的关键时期，身心发展还未

成熟，自我调控能力相对较弱，因而面对复杂问题时往往会产生强烈的心理冲突
[5]
。适度的



压力有助于激发个体的潜能，如何帮助学生管理压力情绪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

由图 2 可知：调查对象中心理问题来源于人际关系的占 76.32%，是最普遍的问题来源其次

是来自学习压力的占 70.18%，来源于情感纠纷的占 59.65%，有 35.09%的问题来源于家庭矛

盾，来源于社会环境问题的也有 21.93%，整体来看，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和情感纠纷构成

了高校学生心理问题的三大主要来源，而目前国内高校普遍缺乏心理问题针对性教育，只是

简单的心理课程开设，而没有具体分类。

<图 3：是否做过心理咨询>

3、大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不够重视，存在思想误区

心理咨询作为一种重要的解决心理问题的手段在国外被广泛接受和认可，民众多能积

极寻找治疗，然而国内学生由于深受传统教育体制和模式的影响，往往对心理咨询进行主观

屏蔽。学校心理咨询是心理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有效的帮助学生认识自我，调节矛

盾。由图 3 可知：调查对象中只有 3.51%的人经常接受心理咨询，而超过 80%的人没有做过

心理咨询，可以看出我校学生大都忽视心理咨询的作用，对心理健康教育不够重视。

<图 4：学校开展过哪些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4、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缺乏规范性,形式主义严重

我国心理健康教育陷于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双重壁垒中,多数院校仅把心理健康教育

的重点放在课堂的理论说服层面,从而轻视了对学生能动性的培养和潜能的开发,一方面使

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不够规范化,另一方面使教育对象的范围受到了限制。由图 4 可知：超

过一半以上学生了解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包括开设心理健康课程，举办心理健康活动和



设立心理咨询室，而通过其他形式进行的只占 8.77%，意味着高校缺乏选修课对学生的自由

教育意识，多数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流于形式，无法切实有效解决实际心理问题。

<图 5：担任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的主要类型>

5、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参差不齐，专业化水平不高

心理健康教育对从业者的要求很高，必须是经过专业培训的拥有较高知识水平与能力的

专门人才，优秀的师资队伍与智能的服务机构决定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质量，然而目

前我国从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人员大多处于边缘化的兼职状态
[4]，

人员构成比较复杂，

包括心理咨询中心的教师，辅导员，德育教师和政教干部等，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不够高，

给管理和教育带来了不便。由图 5 可知：我校担任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有 57.89%是受过心

理学专业训练的，当然我们对数据的真实性也产生了怀疑，不难保证有部分被调查者本身对

学校的人员构成并不了解，从而作出的主观选择；政治课教师占 14.9%，政教干部占 9.65%，

还有 3.51%是校医，师资队伍良莠不齐，整体水平和工作效率较低。

<图 6：目前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

6、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不完善，缺乏长效增长机制

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消极倾向明显，行政指令性要求不高，将心理健康教育简单的归

结与德育，领导的不重视导致工作的难以深入，使心理健康教育处于尴尬境地，无论是硬件

设施还是理论基础都得不到完善，个别院校存在严重的应付心态，没有内化于心。由图 6

可知：一半以上的人认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存在领导重视不够，经费投入少和缺乏专业人员

的严重问题，还有 35.96%的人认为目标不够明确，13.16%的人认为没有解决教师的编制问

题，总体来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不够完善，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教育网络，主体和客体



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扼杀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性。心理健康教育不单是一种方法和技术，

更应该是一中长效的增长机制，这也是我国现阶段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所缺乏的动力。

（三）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趋势

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及教育部《关

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2001）、《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

管理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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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等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为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使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与特点。

1、心理健康教育逐步规范化、科学化

心理健康教育将成为高校教师必备的职业素养和能力，不断渗透到教育的每一个环节，

并在实践中体现出自觉性和规范化。进一步实现专业化科学化的师资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教

师的个人价值，发掘学生的潜能，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将得到体现。借鉴国外先进的心理

教育模式，根据我国大学生的心理特点进行调整，从而保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网络的构建。

2、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全面化、系统化

改变现阶段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重治疗，轻发展”的现状，把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

由解决心理问题，预防心理障碍，转变为侧重学习心理辅导和职业心理辅导，提高学生自身

的职业认知能力，为其以后的未来奠定基础。同时以必修课为主，选修课为辅，开设系统的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且其内容将不断被改进并优化，在承认学生个体差异的基础上还必须尊

重每位学生的价值能力，使学生更符合自由发展的要求。

3、心理健康教育普遍化、智能化

21 世纪是信息化的网络时代，高速发展的经济文化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网络科技逐渐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未来的心理健康教育会更多的利用高科技网络，

而网络环境的复杂也对此提出了更具操作性的要求，在开展网络心理教育时，需要教师具备

熟练的技术操作能力。今后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将朝着智能化方向发展，从而大大提高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的效率，丰富心理健康教育的模式，利于培养健全人格和智能型人才。

三、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分析

（一）高校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认知问题

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新时态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

举措, 是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

段。大多数高校把心理健康教育学科化,教育仅仅局限于心理健康的课程，流于形式，并没

有开展实质性实践性的工作，以我校为例，心理健康教育只是在大一时进行了心理健康教育，

做了心理测量和问卷调查,建立一些心理档案,应付工作，而对大学生在调查中出现的问题寥

寥关注，任其发展，从那以后，仅仅只是每年五月份“心理活动月”召开的心理主题班会，

但这也只是形式而已。社会存在滞后的观念，导致了心理健康教育逐渐走入医学化、孤立化

道路。部分同学的价值认知观念停留在传统思想保守的层面上，面子观念强，难以开放自我，

去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时，怕被人发现而被扣上心理“不正常、有问题、有心理障碍”的

帽子，导致心理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救治
[6]
。心理健康的目标必须以优化大学生心理素质为起

点,以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顺利社会化为归宿，教育方式不同于其他学科教育，是一个

学生一边思考一边体会，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心理健康的知识要同大学生身心发展过程密

切联系起来，紧扣大学生的实际生活，慢慢地接受辅导，帮助大学生不断完善自我，优化心



理品质，解决出现的心理问题，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大多数高校对这方面的认知明显不足，

对心理健康教育认识存在误区
[7]
。心理健康教育是“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重要部分，高校

必须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与实施，应落实到具体细则，加强完善心理健康教育体制，为

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二）高校心理咨询工作的落实问题

目前，绝大部分高校贯彻落实国家心理健康教育发展措施建立了心理咨询室，但各学校

发展不均衡，差异较大，相应的保障条件也相应地存在较大的差距，心理咨询工作难以按照

教育目标实施，出现诸多问题。学校重视程度不够或者经费少导致落实不到位，部分高校愿

意花几十万、上百万建教学楼、实验室、多媒体教室，搞科研工作,也不愿意在心理健康教

育上投入过多，心理咨询室简陋，条件落后。就我们高校而言，仅仅有发泄情绪的一两个工

具，心理测量软件硬件更是落后，不能及时更新,网上咨询徒有虚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心理咨询中心几乎天天“闭关”。据研究，美国大学生心理咨询工作，主要采用州立法的形

式来支持心理素质教育，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设有心理保健、心理咨询类机构。美国大学生心

理咨询呈现以下特色机构正规，人员多，层次高，咨询内容包括心理健康咨询、学习咨询和

职业咨询三方面个别咨询与团体咨询并重除了由教师组成的咨询机构外,还有诸多由学生组

成的互助性质的咨询组织。

据调查，在中国，大多数高校心理咨询的重点在于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教育，类似于必

修选修课程、讲座、心理活动月活动等形式，其次才是提供心理咨询服务。而据国外调查资

料显示，高校心理咨询机构的重点是实施个别心理咨询。如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在校生约为

16000 人，每年平均有 8000 多人来心理咨询中心寻求帮助，其中约有 1500 人使用咨询中

心。在中国心理咨询中心的专职人员的角色更像是教师，以所有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为主，

而国外咨询中心的专职人员的角色就是心理咨询师，为学生提供个别心理咨询服务
[8]
。于此

可见，与国外高校相比，我国大多数高校心理咨询工作落实有关方面问题颇多，极不利于高

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

（三）高校心理咨询人员的素质问题

我国的心理咨询工作虽然已经开始了近几十年,“学校心理学专业的建立既是心理学自

身发展的需要,又是教育实际的需要”
[9]
。按照国家政策的相应规定，高校专职心理咨询师

和大学生的配备比例应该达到 1:3000，目前我国高校心理咨询师与学生的配备比例普遍达

不到。而国外高校的配备比例大约为 1:400，中国香港高校为 1:1500，国外高校心理健康

教育人员与学生的比例大致为 1:1500
[10]

，就拿我校来说，大学生达万人之多,但心理健康教

育的专职教师只有寥寥几人，更何况有的高校近万名在校学生,几乎没有一名专职教师,兼职

教师的数量严重不足，加上高校领导认识不足和心理咨询师在高校工作岗位难以界定的尴尬

局面，大多数高校心理咨询人员的数量已然供不应求，不能满足高校学生的实际需求。

目前，我国高校心理咨询工作者一部分是心理学专业的硕士或博士学历，另一部分是早

期由思想政治教育转岗而来的从业人员，而国外的高校，以美国大学为例，心理咨询协会规

定每 1000-1500 名学生配备一名心理咨询师，而且高校心理咨询机构的组成人员是由具有

很强的专业背景的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以及社会工作者组成的，而咨询中心主任的学历要

求是博士。他们经历了实习课、实习期、考执照、上岗等过程，确保了为高校学生提供个别

心理咨询的专业化水平
[11]
。

在中国，许多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者将心理咨询工作等同于德育工作，将心理咨询和思想

政治教育混为一谈，常用一些德育的方法去简单地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用德育代替心理咨

询，忽视心理咨询工作功能的发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理咨询德育化”，而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施教育的这支队伍的素质, 就目前高校心理咨询

人员的素质，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学生日益增长的心理需要。

（四）心理机构和学校之间的交流合作问题

沟通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过程，也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相互联系的最主要形式。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全面系统工程,是大学生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每个大学

生身心健康发展，需要各个部门以及全体师生配合参与。部分高校缺乏全员育人意识和团结

协作精神,认为心理健康教育仅仅是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任务,是心理咨询人员的职责，甚至

存在职业歧视，因此,往往在成立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和配备相关设施后,学校对这项工作的资

源投入也就减少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宣传力度不够，学校其他部门、老师对这项工作了解

不多,部门、老师之间协作意识不强,导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缺乏全员育人的教育环境,势单

力薄，没有坚定的基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在探索中前进的新事物,它需要各部门

互相学习,相互沟通、相互协调，工作者要加强学科渗透，扎实推进心理健康教育，辅导员

要配合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各高校缺乏交流与

合作，对一些共性的问题很有必要大家一起共同探讨、研究，达到资源共享,互相取长补短

的目的，心理机构加强与学校其他部门合作，利用有利资源，为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建谋划策。

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建议及对策

（一）丰富教育内容与形式

1、加强大学生自我教育

自我教育是一个具有成熟心智的人培养良好心态，增强适应能力，健全人格修为的重要

方法与途径。首先要正确认识自己，树立自信。自信就意味着对自己的接纳和肯定，全面认

识自己，客观地正视和分析自己的优缺点，面对缺点不以偏概全，全盘否定自己，灰心丧气；

对于长处不愠不火，更进一步。只有树立自信，才会为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正能量，促进自

我价值的实现。其次，要学会自我调适，提高抗挫能力。常言说；“人生逆境十之八九，顺

境十之一二”。尤其是从平淡无奇的中学时代步入光怪陆离的大学时代，每个学生都需要极

长的适应时间，面临陌生的人际交往，生活环境，饮食习惯，学习模式，难免都会产生紧张，

迷茫，焦躁的心理情绪，将来还会受到竞争择业的困扰等等……如果大学生不能及时调整心

态和做出适应性反应，就可能造成心理失衡。因此，大学生要认识到压力对所有人都是不可

或缺的，用乐观的心态对待压力和挫折，化压力为动力，相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便可能峰回路转。

2、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紧密结合

根据教育部、卫生部、共青团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

见》中指出：高校要把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和咨询工作纳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议事日

程但在高校教育工作实践中，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德育化趋势逐渐明显，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与同德育工作结合并等同。例如，心理健康教育的师资基本上是德育教师和政工干部、教育

者善于套用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忽视了心理上的分析与研究。然而，现实情况表明，

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与思想问题往往是同时存在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所以，在教学实践中，高

校应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深化大学生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掌握其精髓，促进自身形成良好的思想观念和高尚的品德节操，

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要注意课程内容的合理性和教学活动的丰富性，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根据学生的特点和兴趣，创新课堂授课方式，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增加

师生双向互动的交流，使得学生在轻松欢快的学习氛围中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熏陶。另一方



面，在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阵地地位的同时，还应将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其中，开设一些满

足不同类型学生心理需求的心理健康教育选修课，如《积极心理学》、《朋辈心理辅导》、《团

体心理辅导》、《女性心理学》、《爱情心理学》、《人际交往心理学》、《就业心理指导》等，通

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有效地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合理地处理人际关系，及时调节情绪，

勇敢面对挫折。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推动心理健康教育的有

力举措。

3、拓展形式多样意义丰富实践活动

人具有社会性，人的任何活动都离不开社会。社会实践活动是引导大学生走出校园，接

触社会，了解国情的主要途径，是强化知识理论、磨练意志才干、提高思想觉悟、促进身心

健康的重要形式。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中之处指出：“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

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人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组织开展好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大于生心理健康发展。除了开展校际之间合

作的活动，例如辩论赛、知识竞赛、科创活动等培养口头表达能力和动手创作能力，提高应

赛的心理素质。还应鼓励学生勇敢走出校园，积极体验下乡支教、志愿服务以及大学生文化、

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过到农村企业的实践感受国家的建设和成果，培养用发展的

眼光和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待个人发展。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将来大学生步入社会、适应社

会提供了经验，也为各方面的素质能力起到了建设作用。

（二）创新教育途径与方法

1、完善心理咨询机构的制度与运行

大学生自我意识较强，在追求自我发展和人生价值的过程中，通常伴随着巨大的精神压

力，高校心理咨询机构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出来，而心理咨询机构担负着为大学生提供心理

服务的任务，但实际情况却不尽人意，机构和学生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重视咨询机构的建设

和加强制度管理成为心理健康教育势在必行的工作。第一，要建立良好的工作环境，例如心

理咨询室的安排。由于咨询内容的保密性和咨询过程的舒适性，高校一定要合理配置专门的

心理咨询室，必要情况下可以配备另外的辅助场所。同时也要注意硬件设备的完善，除了必

备的桌椅等基础设施，还应该有专业的仪器、量表等测评工具，确保咨询工作的通畅和权威。

第二，提供规范化和专业化的咨询服务。大学生是特殊的群体，心理咨询教师应该具备专业

的知识素养，提供人性化的服务。在咨询的过程中，咨询者要尊重来访者，根据不同个性特

征的学生采用不同方式的服务，满足学生特定的需求。规范的服务流程，温和的服务态度不

仅可以消除学生的疑虑，增加信任度、满意度，还可以提高学生的主动求助率，高校心理咨

询机构才能真正地为学生服务。

2、推行朋辈辅导新型模式

“朋辈心理辅导是指年龄相当者对周围需要心理帮助的同学和朋友给予心理开导、安慰

和支持，提供具有心理咨询功能的帮助”
[12]

。 大学生朋辈心理辅导是指大学生中经过一定

培训的非专业人员对其同龄人通过倾听、理解、和帮助的过程，通过他们的工作使有心理障

碍的大学生能塑造健康心理，更有效地处理学习、生活的问题。

朋辈辅导不仅是一种传播心理健康知识的丰富载体，而且对于提升大学生心理素质也发

挥着不可小觑的影响。作为一种积极的新型心理辅导模式，并未被当代高校很好地重视与运

用，我国高校应借鉴国外朋辈心理辅导的体系结构和实践经验，首先要把大学生朋辈心理辅

导模式纳入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用一定的制度、组织保障心理教育工作的规范性、科学

性和有效性，以便将朋辈辅导工作落到实处。其次，建立层次性的朋辈心理辅导机构。由于

绝大多数大学生遇到心理困惑时，都会优先向身边的同伴好友倾诉，年龄与经验的相似性使



得他们之间能够更亲密细致地交流，因此机构应以培养一批学生辅导员，覆盖学校、学院、

班级以及宿舍，此外学校都应该设立心理委员这一班级职务，他们的存在方便对学生观察，

日常交流，也能成为联系学生和老师之间纽带。无论从问题发现地及时性还是辅导工作地有

效性都远远胜于专业的心理咨询教师，朋辈心理辅导工作无形之间也扩大了心理咨询的范围。

3、打造一支优良的辅导员队伍

《教育部 卫生部 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明确

指出；“心理健康教育专职人员原则上要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序列。要重视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特别是辅导员和班主任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加强

培训，使他们了解和掌握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帮助大学生处理好学习成才、择

业交友、健康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具体问题，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13]

。辅导

员在日常生活中不仅扮演管理者的角色， 还是思想政治教育一线工作者中与学生接触最多

的教师，更多地是承担着引导和教育学生成长成才的作用，无时无刻影响着学生的行为观念。

因此，一支优秀的辅导员队伍必不可少。首先，辅导员应该具备专业的素质和健全正直的人

格，并且不断的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以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开展工作。其次，

辅导员要积极响应和配合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联系班级内的心理委员加强工作交流，

共同在班级内普及宣传心理健康知识，提倡开展必要的心理健康活动，营造良好的心理健康

学习氛围。此外，辅导员要特别关注有心理障碍趋势的学生，用专业的知识和饱满的情感引

导和教育，同时要坚持“以人为本”的观念，尊重学生的主体性，选择恰当的方式进行疏导，

不但可以及时缓解学生的压力，也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

4、借助新媒体技术进行网络育人

在当今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互联网时代，网络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人

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日趋网络化。尤其是大学生，已成为网络平台中最活跃的群体，上

网已经成为他们获取信息与知识，放松心情与休闲娱乐的重要途径，并且网络的及时性和丰

富性等得天独厚的功能使得大学生依赖至极，因此，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迫切的需要开

展网络心理健康教育。

首先，将 QQ，微信等重要的交流工具作为师生交流了解的平台和沟通渠道，以便助于

教育者能够随时掌握学生的心理特征和动态，及时有效的开展针对性的引导和帮助，避免不

良情绪后期的发展。

其次，建立符合高校特色和学生心理特征的校园心理健康教育网站。由于无法保证网络

环境的稳定与安全，大学生又处于好奇心强，自制力较弱，信息辨别能力不高的阶段，长期

沉浸的杂乱环境不仅会麻痹学生还会造成自身素质与能力大大减弱的不良影响，因此要做好

在线辅导咨询以及在线交流与讨论，使得网站能够充分发挥有效性和导向性，对学生的观念

和行为及时干预和引导。

四、结语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高度复杂的基础工程、系统工程和创新工程,是当今快速发展

的社会对我们的要求，社会所有成员必须高度重视，积极开展实践性实质性工作，解决心理

困扰，共同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走向规范、科学。作为大学生，我们应当理性分析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与存在问题,科学把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趋向，理论联系实际，提

高自身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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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调查问卷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调查问卷

第 1 题：您的性别 [单选题]

A.男

B.女

第 2 题：您的年级 [单选题]

A.大一

B.大二

C.大三

D.大四

第 3 题：你是否遇到过心理问题 [单选题]

A. 经常有

B. 偶尔有

C. 没有想过

第 4 题：你做过心理咨询吗 [单选题]

A. 经常

B. 偶尔

C. 没有

第 5 题：你认为学生的心理问题来源于哪里 [多选题]

A. 家庭矛盾

B. 学习压力

C. 人际关系

D. 情感纠纷

E. 社会环境

F. 其他

第 6 题：你认为学生的心理健康是否应该引起重视 [单选题]

A. 要认真对待

B. 无所谓

第 7 题：当你遇到心理健康问题时，你会怎么做 [多选题]

A. 向朋友倾诉

B. 和父母或老师交流

C. 自我调控

D. 主动寻求心理咨询

E. 生无可恋 自暴自弃

第 8 题：你所在的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频率 [单选题]



A. 经常

B. 一般

C. 很少

第 9 题：你所在的学校都开展过哪些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多选题]

A. 心理健康课程

B. 成立心理健康社团

C. 举办心理健康活动

D. 设立心理咨询室

E. 专题讲座

F. 看相关录像

G. 其他

第 10 题：你觉得你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对自己有帮助吗 [单选题]

A. 有

B. 没有

第 11 题：你有认真听过心理培训课一类的相关课程吗 [单选题]

A. 非常认真

B. 感兴趣的就认真听

C. 偶尔分神

D. 没认真听过

第 12 题：您期待心理健康课程的内容包括 [多选题

A. 学习问题

B. 恋爱问题

C. 网瘾问题 v

D. 人际交往

E. 安全教育

F. 职业规划

G. 挫折教育

H. 创新教育

I. 情绪管理

J. 心理健康与心理咨询

第 13 题：你校担任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主要是 [单选题]

A. 受过心理学专业训练的专职教师

B. 政治课教师

C. 政教干部

D. 校医

E. 其他人员

第 14 题：你认为你的学校需要加强心理教育工作吗 [单选题]

A．需要



B．不需要

第 15 题：你认为目前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还存在哪些问题 [多选题]

A．领导重视不够

B．目标不够明确

C．经费投入少

D．缺少专业人员

E．教材缺乏针对性与实用性

F．没有解决教师的编制问题

第 16 题：你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附录二：小组成员总结反思

心理健康教育问题日益越来越受到国家、高校和学生个体的高度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是当代社会的焦点问题，高校必须对心理健康教育加以高度，我们大

学生也要高度关注重视自身心理健康问题。从这一个角度确定了这次课题选择，难度大，花

费时间长，但我们一一克服，感触颇深，总结有以下反思：

文献研究总结反思：高校要坚持教学内容满足学生的心理要求，如何帮助学生解决心理

困扰问题，是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心理教学内容要适应学生心理发展需要，开展实质

性工作，增强课堂吸引力，提高大学生的认同感，巩固理论知识。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贴近

生活、贴近实际的心理健康教育学习活动，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使学生掌握的知识得

到巩固。高校和学生要共同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高校要营造健康、和谐的校园人文

精神氛围，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社会实践活动，吸引大学生广泛参与，以达到净化思想、陶冶

情操的目的，培养高素质的合格人才。

操作过程总结反思：课题选择是一个思想相互头脑风暴的过程，不断讨论思考，字字斟

酌，重复修改，这些过程往往回味无穷，在完成课题的选择和搜索参考文献过程中，投入的

时间与经历，往往令人激动的，这种感情久久不能散去，这种深刻的体会对今后研究有巨大

帮助。现实操作过程中，小组合作，团结意识强，分工合作，设计问卷、发布问卷、回收问

卷和分析问卷，包括文献搜集整理，撰写思路，都是经过讨论研究出来的，经历过争吵，但

也以学习任务为重，“和平讨论”，统一观点。写论文是不断思考的过程，在参考文献的过程

中，我了解了别人的思想观点和看法，也能获得一些新的想法和认识，认识更加全面。撰写

的过程我尽量将自己的内容逻辑化，体系化，思维意识得到锻炼，写作能力得到提高。从开

始到结束，我明白了团体合作的重要，小组一起齐心协力，撰写论文，这种经历是难能可贵

的，值得珍惜。通过与组内成员的互相交流讨论、查找资料和研究，对心理健康问题有了更

深入地理解，对这方面的知识提升了一个层次，引得我们深思考虑。。

十分感谢何老师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个机会。

——赵娜

感谢何老师在这个阶段给了我们一次课题研究、撰写论文的机会，这次论文的整个完成

过程都让我难以忘怀。因为，看似简单的写作却让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迷茫和无助。

从未接触更别提亲身实践的研究，让停留在理论阶段的我“不得不”走向实践，也深刻体会

到老师传授给我们的“三课堂”。

首先是选题阶段，这足足花费了我们两到三周的时间，不断的确立打翻，才最终找到适

合我们小组并且满意的课题。即便如此，后来也经过老师三番五次的修改，我们才最终敲定

了题目。仅一个简单的题目，就包含如此之多的知识与讲究，让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

浅陋，因此上课一定要抓住老师给我们讲解理论和沟通交流的机会，从课本和老师的经验中

获取基本和有用的知识。

其次，初步展开问卷调查，我们在问题的设置上经过慎重的讨论，最终设定了 16 个问

题，但后期发现其实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在今后的学习中一定要注意改进。

再者，就是论文的整体撰写了，这部分需要强大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结合，对我

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项重大的挑战，还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我们小组先商量好分工，我负

责摘要，关键词，引言，对策和调查问卷这几部分。然后大家就各自展开了工作，通过查阅

大量的资料、文献，由于平常积累不够，所以只能边看边写，学习人家的思路，写作技巧。

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很烧脑，但写完以后觉得自己的确收获了不少。



总之，这次的作业虽然难度较大，但不仅给了我们一次锻炼的机会，认识到了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也增强了我们合作共进的能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希

望在何老师的带领下，每个人都获得巨大的进步！

——申倩格

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有时也会受客观环境的制约，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反思总

结，准确清晰的认识自己的长处和不足，才能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取得进步。这学期，在

何老师的带领以及小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完成了研究论文的写作，可能这篇论文还

不够优秀，但无论如何它是我们辛勤劳动的成果，我对它抱有一定的信心。从老师刚布置下

任务，到小组同学一起去图书馆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初步确定论文主题及写作思路，再到最

后一遍一遍的修改完善，我们共同成长，共同进步，不仅让我体会到了团体合作带来的喜悦，

更增强了我对以后毕业论文的写作信心。

我主要负责论文的文献综述和现状分析的部分，在写作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

我发现这些文献资料写法和风格都不一样，给我前期确定论文思路带来了一定困扰，但也促

使我更明确自己的论文方向，找出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和联系再结合自己的想法来构思，从而

使自己的论文有气息。以前我认为 8000 字的论文离我很遥远，我的能力还达不到去搞研究

做学问，但这次论文写作给我一次突破自己的机会，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眺望远方，不仅加深

了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这一问题的认识，而且也提高了我的研究能力一定程度上。我是个追

求完美的人，对论文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的选择和搭配都进行过反复的斟酌，当然由于

知识能力的不足肯定会存在一些问题，还请老师指点。

能取得这次论文的成功完成必须感谢何老师一学期以来的用心教导，无论是课堂上还是

在实践中都让我受益匪浅。首先何老师在讲课过程中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有效的研究方法和调

查方法，每节课都关心我们论文的进展情况同时给出建议修改；其次我们通过实践调查将这

些理论合理的运用到自己的论文中，寻找实践中的新问题新思路并提高自己的动手操作能力；

最后灵活的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增强论文的层次感和质感，“三课堂”的教育模式非常契

合现阶段我们大学生的实际状况。总的来说，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也希望老师提出建议。

——李鸽



手游风靡大学校园与大学生学习效率变化之间关系的研究

毕超鹏，郭萌萌，周坤

摘要：随着智能终端快速普及，手游严重冲击了端游的游戏地位，大学生更是成为了

手游的一大群体，作为一种新兴的娱乐方式，必然会占据大学生一定的时间，对大学生学

习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解手游对大学生学习影响的现状及其危害，并探讨其解决对策

和干预措施，因此我们组对本校大学生做了此次研究。

关键词：大学生；手游；网络；学习效率；时间管理；依赖

引言

据友盟+ U-Game 监测的数据显示：2016 年手游月活用户已达 5.64 亿，也就是说 1/3

的中国人，都在玩手游。而未婚、未育成为手游活跃用户的主力群体。公司职员、学生、个

体成为手游活跃用户的三大主力。从用户打开行为方面来看： 网络游戏类是用户日均人均

打开次数最多的游戏类别，平均每日每人打开 4.98 次。整体来看，手机活跃用户群中，男

性与女性用户比例相当。而从年龄层来看，手机活跃用户群仍主要集中于年轻用户群体：

19~35 岁的年轻用户是目前手游活跃用户的主力军
5
。

从统计分析来看手游的用户主要为年轻人，大学生完全被包含在这个年龄段内，且占用

时间也相对较多，大学生对手游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必然会对大学生的学习产生影响。综

合以上的分析，我们采用了调查问卷的方式对这种问题做了量化分析，并从相对较深的层次

分析原因，从各个方面提出了针对性意见。

一、文献综述

本课题旨在研究手游对大学生学习效率的影响程度，进而针对性的提出意见和建议，采

取一定措施引导大学生处理好手游及其他游戏与学习的关系，增强学习氛围。所用资料均来

源于中国知网，搜索关键词为大学生手游，共搜得相关论文 124 篇，有参考价值并采纳论文

7篇，其中 2014 年一篇，2015 年三篇，2016 年两篇，2017 年一篇。

（一）、本课题研究历史较短，研究成果较少，但其对大学生在手机和网络游戏的依赖

上表现的研究来看是类似的。

从不同时间（2013-2017）的调查来看，大学生对手机以及网络游戏的依赖程度普遍很

高，并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大学生在手机和网络游戏上花费的时间占据非常多的时间，

根据禹洪双、仲雯逸、林慧娟《民办本科高校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的调查及对策研究》显示：

有 18.72%的学生每天使用手机时间小于 2 小时；有 47.89%的学生每天使用手机时间在

2-4 小时；有 20.73%的学生每天使用手机时间在 4-6 小时；而每天使用手机超过 6 小时

以上的达 12.66%。关于课堂上使用手机的频率调查发现，上课使用过手机的占 89.17%，而

从来没有在课堂上使用手机的仅占 10.83%。

不仅在时间上表现明显，在行为表现方面则更能说明大学生对手机和网络游戏的依赖。

很多学生一旦离开手机就表现的焦躁不安，时常会下意识的点亮屏幕，即使没有任何的消息，

情节严重的甚至都产生幻听。而在玩网络游戏的大学生群体中，每天都需要在游戏中花费一

定的时间来寻求心里上的寄托，来消除心理上的孤独感。



（二）、从目前的文献来看，研究手机和网游的影响是从不同角度研究的，比如心理和

生理影响，社交影响，但是，从对学习的影响角度的研究是很少的。

最贴近我们的课题的是刘芳的《大学生手机依赖对课堂教学的不良影响及应对》。本篇

论文中提出的手机和手游对课堂学习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1.破坏课堂学习气氛，不利于

营造良好的课堂学习环境 2．扰乱课堂教学秩序，影响课堂效果 3．增加教师课堂管理难度，

阻碍教学质量提升。

其他关于此方面的研究论文中提到的影响有以下几点。1.手机和网络游戏成瘾程度会对

大学生毕业和作业完成进度有很大的关系，上瘾程度越高，越会耽误毕业时间和交作业的时

间，影响学习进程。2. 一些学生时间管理观念淡薄，一旦上网，就失去对时间的控制而深

陷其中无法自拔，导致学习与生活计划被打乱，自我控制能力越来越差。3.这样的学生对未

来虽然有一定的期许，但缺乏规划未来的能力，在追求成功的路上容易被外界的困难和挫折

打败，也容易被一些虚幻的诱惑所引诱而沉迷其中，就如同网络游戏他们的虚拟成就一样，

自满并且很享受这些，导致一步步萎靡失败。4.长时间盯着手机和网络屏幕使得学生的眼睛

和大脑受到严重损害，身体各方面机能因为受到辐射和长时间静坐缺乏锻炼而退化或出现问

题，同时近年来因为玩手机和电脑导致生病残疾甚至失去生命的新闻也屡见不鲜。5.大学生

由于过度沉溺于虚拟世界，失去了很多与身边同学交流和参加课外活动的时间、机会，导致

社交圈子狭窄甚至没有，社交能力下降，毕业后很难单独生存。6.但是，手机和网络游戏也

不全是坏的影响，适当的手机使用和网游可以减缓学业压力，手机可以用来查阅学习资料，

某些团队类游戏可以对培养合作意识提供帮助，但是要注意适当。

（三）、对于以上手机和网络游戏在高校群体中的不良影响，许多文献中也提出了相关

的措施和建议来引导大学生正确的观念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从各个方面着手规范大学生课

堂玩手机的行为。

很多措施都是将关注点放在学生自我解决能力上，单方面大而空的提出引导学生树立远

大的理想和正确的价值观，提高自我控制能力和自律意识，从自身努力出发克制自己来理性

认识手游等的危害。虽然这些措施一旦生效往往能将深陷其中的学生拉回现实，但是却忽视

了学生本身就缺乏自控能力，很难将自己从游戏中拉出来去立刻发奋学习。

所以我们更想从学生本身之外来引导高校学生适当游戏，把关注力放在学习和更有意义的事

情上面。文献中提出的一些可行性的措施我们也着重关注。从学校角度来说，可以制定规章

制度，规范课堂手机使用；呼吁社会关注，开展校园媒介素养教育；教师以身作则，杜绝课

堂手机操作；严格课堂管理，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艺术，增强课堂吸引力；改善班级文化，

强化班级文化建设，以期班级文化能更好地引领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学习观（互动百

科：所谓学习观，就是对学习的看法，是从事学习活动的指导思想）。社会角度要构建完善

的社会支持系统，家庭也要加强和子女的交流，关注子女的发展。

（四）、总结

上述研究多是从负面着手研究手游等电子产品对高校学生的影响，只是研究的角度不同，

主要有对老师课堂教学的影响，对学生本身身心健康、社交和学业的影响，缺乏手游等对高

校学生积极影响的研究。然而在应对负面影响方面提出的有效措施却很少，多是一些看似有

效却很空洞的理论，缺乏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让各个方面即使想改变也无从下手。

关于本方面课题的研究，近年来论文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随着移动终端的发展和网络资费

的不断下降，手机游戏越来越风靡，关注点也从原先的网络游戏转移到手机游戏，但关于手

机游戏对高校学生的影响的研究却很少，因此给了我们很大的研究空间。

以上对手机和网络游戏的研究，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困惑，让我们深入了解了沉迷游戏的原

因和危害，也让我们发现了某些网络游戏似乎也能带给学生一些积极的影响，我们将在后续

的研究中给予这方面一些研究倾斜。在上述研究深层的探索新兴电子媒介对高校学生吸引的



原因以及造成的影响对我们的帮助都很大，而其在解决措施方面的空洞却让我们产生了新的

想法，我们在后续的研究中能将着重弥补此薄弱环节。这些都带给我们很好的研究思路，从

中借鉴一些经验，帮助我们研究中少走弯路。

二，研究对象，方法及工具。

1，研究对象

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调查问卷共计发出 200 份，从大一大二大三中收回有效问卷 184

份，其中男生 92 名，女生 92 名，大一 50 名，大二 122 名，大三 12 份。

2，研究方法及工具

在某平台上发放网络调查问卷，并运用此平台对结果进行图表分析。

三，结果分析

1，手游风靡大学的统计量化分析

接受调查的群体有 73.9%的人玩手游，有 26.1%的人不玩手游。在玩手游的大学生群体

当中，大部分人是因为他们课余时间较多和周围同学的影响，其次是因为个人对手游兴趣，

最后媒体宣传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2.课堂玩手游的情况及原因分析

玩手游的人中有 59.9%的人在课堂上玩游戏，在此类人群中有 60.9%的人是因为老师讲

课无聊打发时间而玩的，有 34.5%的人是因为同学的邀请而玩的，有 25%的人是因为兴趣而

致。分析得出，学生上课玩手游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在学生，一是在老师。学生控制力差，

对专业的兴趣度较低，转而对手游产生过高的兴趣。老师上课沉闷死板，缺乏与学生之间的

互动交流。并且由第 11 题可以看出，有接近一半的同学大部分玩手游的时间是安排在课余

时间的，仅有大约五分之一的同学玩手游的时间占用了很多课堂时间。这也体现出绝大部分

同学可以克制手游的诱惑，也就是说玩手游可能不是导致学生学习效率降低的罪魁祸首，这

其中有许多其他原因需要我们去发现解决并引导。这一点在我们的问卷的第 8题（你在什么

课上玩手游）中可以体现。在此题，有 41.3%的人选了选项在无聊的课上才会玩。



3.玩手游的时长频率及其对学习时间占用程度分析

经调查分析，有接近五分之一的同学每天沉溺于手游中，一有时间就玩；超过三分之一

的同学喜欢玩手游，但并没有沉溺其中，每天玩几十分钟到几小时不等；还有超过五分之一

的同学只是每周偶尔玩几次以进行适当放松；对于占用学习时间这方面，只有 13.05%的人

认为玩手游占用非常多或很多的学习时间，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地方；有 31.52%的人觉得

自己玩手游占用的学习时间有点多；剩余 55.43%的人认为玩手游占用自己很少甚至几乎没

有占用自己的学习时间。这些数据表明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玩手游几乎没有占用到学习时间，

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同学认为玩手游几乎没有耽误到自己的学习。



4,通过第三点中的数据可以模糊的看到一个事实，就是手游与学生学习效率下降之间没

有因果关系，那我们就有必要分析研究一下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学生学习效率，以便加强一

下上题数据得出的模糊结论。为此我们在第 12，14 题中设计了题为“如果不能玩手游之后

你会去干什么”以及“你认为玩手游是不学习的根本原因吗”的问题，目的是想了解除了手

游还有什么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通过问卷数据：虽然会有将近一半的同学重新将注意力

转移到学习上来，但是由于这是多项选择题，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大部分并不是一直在学习，

仅仅只是分出一部分时间来给学习，还有很多时间花在了手机的其他应用上，或者是运动健

身上，或者是其他的业余兴趣爱好上。而剩下一半多的同学则是完全不会将原来玩手游的时

间用来学习。在第十四题的数据中，有超过一半的同学都认为玩手游不是不学习的原因，有

28.26%的同学认为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仅有 6.52%的同学认为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

由此可见，玩手游只是与学习效率下降之间有有一种模糊的相关关系，并不是确定关系。数

据见下图

5、虽然玩手游与学习效率下降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毕竟还是有着不小的相关性，

如果处理不当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会导致学习效率的下降的，为此我们设计了第十五题“你

能处理好玩手游与学习之间的关系吗”来简单的调查一下学生是否认为自己能够处理好这之

间的关系，考验一下同学们的处理事物主次的能力，虽然只是一个简答的小题，但由于是无

记名的问卷形式，我们相信大部分人还是会说出自己的实情的，有 71.74%的学生都认为自

己的能够处理好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成年人大学生，这个结果不出所料，感觉还略有些低，

有 18.48%的学生还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够处理好这之间的关系，仅仅有 9.78%的学生认为自己



处理这方面的能力欠缺。

6,最后一题我们设置为主观题，题目为“如果能处理好二者关系你是如何做的”，通过

此题可以广泛借鉴学生们的经验和建议，以帮助更多的学生去合理处理这方面的问题，使我

们的调查真正的做到不留于书面，真正的为同学们的学习起到一点点微薄的功劳。答案中主

要有以下几个观点：1，首先为自己制定一个时间表，什么时间干什么事，该学习时就学习，

该玩时就痛痛快快玩，干什么事情都不要分心。2，以平常心看待手游，无欲即无求，只是

将手游看做无聊时的打发时间的一种工具，一旦有正事，立马关掉。3，还有一些同学将手

游也看做一种锻炼自己思维，反应的方式，并不是纯粹的为了娱乐，但是我们认为这一建议

不建议大家采用，如果把握不好这个度，很容易走偏的。4，将手游当做一种放松方式，我

们相信这一种说法一定会被大家广为认可，学习工作累了来一把游戏，这也是很好的一种体

验，研究者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5，这一类人的态度就比较极端了，完全否定手游，并且

答非所问。

四、结果最终分析

1、手机游戏发展现状分析

近几年，手机游戏发展速度飞快，种类也越来越多，之前较多的是角色扮演类和竞技类

手机游戏，现在发展出更加容易上手的射击类、养成类、经营类手机游戏，使手机游戏变得

老少皆“宜”。

任何年纪，任何性别，任何教育程度，任何性格的人都能在手机游戏中找到适合自己的

游戏种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目前的大学生人手一部手机，甚至两部，而且伴随着宿舍无线网

络的普及和流量资费的下降，手游的发展之路几乎一帆风顺，因此手游风靡大学校园几乎是

必然的。前面提到过的，截止 2016 年，中国手游用户已达 5.64 亿，也就是说超过三分之一

的人都在玩手游，而且近两年来更是以井喷式的速度在发展，现在玩手游的会一直玩，随着

一批批的儿童长大也都会参与到手游大军中来，不敢想象几年后随着网络发展甚至流量免费

的趋势到来，全中国会有多少人每天拿着手机玩游戏。总之一句话，大学生玩手游的趋势不

可阻挡，学校和社会不能只想着禁止手游，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2、手游对大学生的影响

不得不承认，大学生活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轻松，大学的各种社团活动和考试也是很

紧张的，适当的玩一玩手游，会对紧张生活有一定的缓解作用，有些社交类手游可以增强很

多人的社交能力，拓展社交范围，比如有一些在现实中社交能力很差的人，如果让他们直接

在现实中练习与人交流会很困难，而让他们在这样的虚拟世界里练习与人交流则很容易增强

他们与人交流的技能；另外一些团队类手游，例如某荣耀等，会增强大学生的与人合作能力

和团队意识，而这一点在当今社会是必备的能力，以上就是手游给大学生带来的积极影响，



那么既然手游这么多好处，我们是否应该提倡，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这些好处之外，我们

还应该看到它的弊端。

首先，显而易见的是手游对大学生视力的影响，大学时代是一个人发育的黄金年龄，这

个时候是视力等身体机能定型的时间节点，这个时候如果每天盯着手机屏幕，其中的辐射对

视力的影响不言而喻，视力如果出了问题，对上课效果造成的影响是极大地，每个近视的人

对这都深有体会；其次是一个人长时间静坐低头玩手机，大脑神经中枢长时间处于高度兴奋

状态，可能引起血压升高，植物性神经紊乱，甚至猝死，手游对于颈椎和脊椎也都是极大地

损害，这也是很多人正当年轻气盛却每天都能感受到脖子和腰部酸痛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

因为现代大学生玩手机把自己的身体弄坏了，还谈何学习，谈何为国家复兴做贡献；再然后，

网络上的各种信息鱼龙混杂，很多游戏包含色情暴力倾向，20 岁的年龄的大学生，正值青

春大好年华，也涉世未深，很容易被这些不好的信息所误导，导致要么终日思想污浊不堪，

精神恍恍惚惚，要么就知道打打杀杀，总把游戏中的情节搬到现实中来，甚至危害公共安全；

再次，虽然上面提到的一些社交类手游可以对增强社交能力起到一些帮助，但我们也见到很

多利用不好的，导致终日沉迷虚拟世界中的人际关系，与现实生活完全隔绝，甚至六亲不认。

最后一点也是我们所研究的重点，即手游对当代大学生学习的影响。而这一点，我们也可以

从几个方面来讨论。第一是玩手游无论什么类型的手游都会不同程度的挤占学习时间，经过

调查可以发现有一半的同学玩手游时间都算较长了，也有一半的同学认为玩手游占用了较长

的学习时间，这就使得每天学习的时间少了很多，在大学里，由于没有高中时的严格时间管

制，本来学习时间就不多，这样被手游占了相当一部分，本来一天的任务，可能要拖两三天，

严重阻碍了大学生接受知识的脚步；第二，在我们的问卷中可以看到有一个问题是你认为玩

手游对你交作业的时间有影响吗，通过收集分析可以看出，共有五分之一的人认为玩手游导

致作业很赶甚至不能完成，另有五分之二左右的人觉得玩手游对自己交作业有影响，只有五

分之二的人认为玩手游对交作业没有影响，从中可以看出，玩手游对学生完成老师布置的任

务影响很大，更别说很多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有其他想要考取的证书，这样一来时间更紧，完

成教师布置的任务的质量便难以得到保证，这些任务也无法起到提升学生能力的作用；第三，

大学生自控能力较差，导致绝大部分学生已经不仅仅是玩手游，已经沉迷其中，导致大脑无

法正常思考，每天想的全是游戏游戏，无法自拔，不能分清现实与虚拟的关系，精神恍惚，

看见什么都自然联想到游戏，这样的状态学习效率可想而知，而且甚至威胁到正常的生活，

这样的情况下，即使玩手游没有占用到学习时间，也无法保证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老师的

任务，造成的结果与每天长时间玩手游并无两样。

以上就是我们总结的手游对我们大学生的影响。

五、对策及建议

在对大学生玩手游原因以及沉迷危害的深入探讨之后，我们寄希望从客观的数据和深入

的分析中，结合在课堂中的观察，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来引导大学生处理好玩手游与学

习间的关系，以形成一个休闲与学习之间的良性互动。

（一）大学生从自身做起

我们的重点虽然不在学生本身之上，但不可否认，学生本身的控制仍然是最重要的的一

个环节，我们想要从学生之外的因素来影响学生，也必须对学生本身来着手，给以一定的建

议。

1，制定合理的学习和学业计划

很多大学生进入大学之后一直没能找到自己在大学的奋斗方向，导致整天浑浑噩噩，不

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什么，年复一年，长此以往，整个大学四年的生活都在迷茫中虚度。所以

应该在大学刚入学之时，就让学生制定自己的学业规划，给大学四年制定一个大的规划，定

下一个自己将要奋斗的目标，这样才不会被外界过多的诱惑使得大学时光匆匆度过，到头来



一无所获。

在每个学习阶段都要反思自己有什么收获，有哪些没有达成的计划中的目标。对于一开

始没有制定计划和目标的学生，也应认识到现阶段该做的事情，及时的做出改变，制定补救

计划，充实自己的大学生活。

2.大学生要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分散对手游的注意力

沉迷手游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学生本身没有广泛的兴趣爱好，因此学生本身要多参加一些有

益身心健康的各类活动，这样就不会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游戏中找自身的兴奋点。多参加各

类户外活动，打球，骑行，爬山等；还有培养情操其他活动，学习书法绘画等。

3.加强自控能力，减少手游对自己的影响

作为大学生要能够认清过度沉迷手游的危害，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因为过度沉迷手游而对自身

造成不可挽回的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要通过自我暗示等方法来加强自我控制能力。

4.加强人际交往，多与别人沟通互动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只有通过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才能获得别人对自己的认同感，

减少自身孤独感，增强自信心，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从根本上消除学生沉

溺手游的行为。

（二）外界的重要影响

从前人的研究中，我们发现缺乏外界对学生沉迷手游干预的措施，因此我们将在这方便

重点探讨以期能更好的帮助高校学生处理好手游与学习之间的关系。

1.家庭方面

家长应与孩子建立起良好的亲子关系，平时多与孩子进行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在学生在校

期间要多主动关心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关注孩子心理变化，及早对孩子做出有益的建议，提

供有效的帮助；特别的，在孩子放假在家期间，应对其上网行为进行监督，帮助其养成良好

的上网习惯，并鼓励孩子多参与假期社会实践活动，增强社会交往和人际沟通的能力。

2.学校方面

2.1 加强对学生思想教育工作

学校要应积极开展素质教育，可以定期举办专题讲座，以在学校形成良好的学风校风，

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2 建设完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沉溺手游的学生，与其心理发展有一定的关系。高校大多建设有心理咨询室等来帮助学

生解决心理方面的困难，要发挥这点优势，加强平时对每个学生心理发展动态的关注，及早

的做出干预的措施，在心理方面帮助沉溺手游的同学，让其建立正确的观念，从内心上摆脱

对手游的依赖，更好的投入学习生活中。

2.3 学校加强对社团的帮扶和建设

丰富的大学生活离不开各式各样的社团，学校不应只注重成绩方面的培养，而忽视了学

生课余生活的建设，学校要建设各种社团，来让学生找到自身兴趣所在，丰富学生精神生活。

要定期举办一些活动比赛，加强学生课余时间与外界的交流，获得身心上的愉悦，从而转移

对手游的注意力，让学生的在学习与社团活动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2.4 拓宽课堂教学形式，加强课堂师生互动

在研究结果中，占比 60.9%的同学是因为老师讲课无聊而去玩手游。在课堂上，老师要

丰富自己的教学形式，增强课堂乐趣，鼓励学生通过手机参与课堂学习，适当引导学生正确

对待手机，通过多形式的课堂互动来增强教学吸引力，从而将学生在课堂的注意力转移到学

习中，最大程度的减少手游在课堂中的负面影响。

2.5 学校要加强基础的教学和娱乐设施的建设。

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为学生的课余时间提供一个绝佳的去处，可以吸引大学生的休



闲方式从虚拟的网络世界回归现实世界，这样不仅有利于大学生与其现实生活保持联系，不

在依赖与虚拟的网络世界及手游，而且可以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帮助他们建立良好

的人际交往圈。

3、社会方面

3.1 加强相关的游戏法规法则方面的建设以及相关方面的宣传，比如游戏发行规则，游

戏实名制，以及游戏时长的限制等等，变相的减轻手游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3.2 在游戏宣传方面，社会要做到对其的限制，决不能让其随意的出现在各种传播渠道，

尽量减小手游对学生的诱惑。

3.3 可以设立相关的学校专业，不再让手游仅仅是游戏，而是一种充满团队合作精神，

锻炼反应等的竞技体育，还可以与有关方面合作，开展一些有意义的电竞比赛活动。

以上就是我们小组此次的研究成果，由于水平有限，多有不合理之处，望大家指出，我们一

定会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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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问卷内容

调查问卷

1，您的性别

男，女

2，您的年级

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3，你玩手游吗

是，否

4，你是如何开始玩手游的

自己一直喜欢玩，周围同学推荐，媒体宣传，无聊打发时间，其他

5，玩手游的频率时长

每天有时间就玩，每天玩几十分钟几小时不等，每周偶尔玩几次，几乎不玩

6，是否在课上玩手游

是，否

7，课上玩手游的原因

忍不住想玩，老师讲课无聊打发时间，同学们邀请一起玩，从来不玩，其他

8，在什么课上玩手游

几乎所有课上都玩，感觉无聊的课上玩，偶尔想起来玩玩，什么课都不玩，其他

9，开始玩手游后对自己学习的影响

弊大于利，利大于弊，利弊相当，没影响

10，玩手游占用自己多少学习时间

非常多，很多，有点多，比较少，没有

11，课上课下哪个时间玩得多

课上多，课下多，都挺多，都很少，都不玩

12，如果强制不能玩手游之后你会去做什么（多选）

学习，玩手机上的其他应用，运动，其他

13，有作业时因为玩手游会耽误多少交作业时间

导致不能完成，导致很赶才能完成，会影响但不会很赶，完全不影响

14，你认为玩手游是不学习的根本原因吗

是，不是，二者没关系，不清楚

15 你能处理好玩手游与学习的关系吗

能，不能，不确定

16，如果能处理好二者关系你是如何做的（主观题）



附录二

“三课堂”反思与总结

经过十六周对何老师这门课程的学习，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最受用的就是何

老师的脚踏实地的科研精神，很少谈及大话空话，总是将注意力聚焦在具体的事物上，同时

还能统筹全局，不让课题跑偏。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一次课上，老师给我们指

导课题研究，我记得何老师是拿叶同学的那个关于宿舍零食铺的课题来分析的，何老师深入

浅出的为我们分析他们课题的各种问题，最终找出了他们的问题所在，也就是他们的研究方

向有些偏差，为他们重新指引了一下研究方向，大致研究内容还是原来的，但是瞬间这个课

题好像变得更为通顺了。当时我们深深的被何老师的这种聚焦具体问题，善于抓住问题关键

的能力所折服。我们在随后的课题研究上以及之后的学习中时刻能够想到这种精神，这让我

们在做许多事的时候顺利了很多。

其次，我们感觉最为受用的就是锻炼写论文的能力，这让我们在毕业写论文时要比其它

专业同学有不小的优势。在这次写课题论文过程中可以说是非常艰难，从最开始的定题目，

到查阅研究相关的资料文献，再到初稿的形成，最后到定稿，每一步都经过了我们组内成员

的激烈讨论，其间也发生过一些争执，但是最后还是尽量吸取了每个人的观点，使我们的课

题论文比较完整。当我们在 word 中打下了之后一个句号时，我们都不由自主的欢呼了一声，

虽然过程艰难，但是看着我们这么多天的研究成果，心里激动无比。这是在大学第一次因为

学业而这么高兴。

何老师的课堂风格和其它老师的风格明显不同，何老师会将课堂主体放到我们身上而不

是自己在讲台上讲课本，他会为我们解决学业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我们在课堂上各抒己见，

完全没有其它课上的那种拘束感。最为重要的是，何老师的课堂是一个研究型的课堂，老师

将许多课本上的内容糅合到具体的研究上，让我们在具体的研究中学习知识，这比传统的知

识教授形式要好的多。总之，何老师上课的形式值得推广，值得其他老师学习。



网络社会大学生自我教育调查报告

张旭彤 叶劲松 崔建洛

摘要：当今时代是互联网占主导的时代，网络的发展大大改变了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

网络可以为大学生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广泛的社交平台，但由于大学生的思想不够成熟、

自我约束能力较差等特征，面对扑面而来的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不少大学生感到无所适从、

沉迷于网络，以此来寻求精神刺激，或以自我麻痹等消极方式应对挑战和压力，耽误了大好

青春时光。网络社会的到来给大学生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同时使其面临巨大挑战。针对

这一问题，我们在调研、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若干对策。

关键词：网络社会；大学生；自我教育

引言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教育是由他人教育和自我教育构成的统一体，

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当代著名发展心理学家霍华

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把“自我认识”列为七大智能之一。强调人的认知的重要性。我

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把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作为最终的教育目的。而我们的高等教

育，长期以来过分强调外部灌输说教，学生以听为主，忽略发挥大学生的主题性作用；重视

实施“唯理智教育”，忽视了“情感教育”，淡化学生积极情感和健全人格的培养；强调学习

能力的外层结构——认知结构，忽视其内层结构——元认知结构，结果培养出来的大部分是

免疫功能较差的学生。当他们处于自由开放的网络世界中，会不加选择的吸纳，必然会产生

种种问题。大学生正好处于自我意识趋于成熟的阶段，对于他们，自我教育十分重要。自我

教育是指作为主体的个人，自己对自己的教育，即是把自己作为教育对象的教育，其根本特

征就是教育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如今，网络成为了大学生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具

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又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点。如何培养提高大学生自我教育能力，适应网

络社会的发展变化，成为当代大学生教育的应有之义。

一、文献综述

（一）研究的基本状况

据本课题组的初步统计，从 1996 年到 2017 年的 22 年中，国内各种学术刊物上共发表

了有关网络环境下大学生自我教育的论文 1887 篇，这些论文涉及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

哲学、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多个不同的学科，其中教育学和心理学一直是这一领域的重要

论题，全部论文的 80%都来源于这两个学科，特别是教育学方面的论文更是超过了 70%，形

成这一情况的原因除了大学生心理和教育问题本身引人关注外，网络环境的复杂和国家监管

力度不足也是重要原因。

此外有关网络社会大学生自我教育的研究 58%以上都侧重研究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这表明人们的关注点主要在网络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的影响。但从最初侧重于网络对大学生心

理和思想的影响到近些年关于网络对大学生自身能力、学习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提高等方面

研究的出现，不仅反映出网络环境的改善和人们对网络的客观认识，也体现出当代大学生自

身素质的提高。

（二）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其结论

1、网络是否是影响大学生自我教育的因素



关于自我教育的提出源来已久，但在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的自我教育越来越受到研究

者的重视，21 世纪初，研究者主要侧重于网络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集中阐述网络对

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危害，只看到了网络在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消极方面，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

背景下，中国家长才视网络为洪水猛兽，使网络的教育意义迟了很多年才得以实现，但毫无

疑问，网络从出现到现在都极大地影响了大学生群体的自我教育。

2、网络环境和大学生自我教育存在怎样的关系

在本课题组查找文献的过程中，多数研究者普遍认为网络环境缺乏监管，网络秩序混乱，

体现在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和虚拟性导致大学生道德感和责任感缺失、对本国思想价值体系存

在质疑等现象严重；而同时网络的开放性、交互性、及时性等特性也激发的大学生的求知欲

和个性化追求，丰富了他们的知识和思想。所以对网络环境的加强监管才是提高大学生自我

教育的关键。

3、引导大学生自我教育的主体

由于大学生群体学习生活的自由度较高导致自我教育的自主意识不足，所以加以引导是

必不可少的。詹碧卿认为社会需求、校园文化、学校教育都是引导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重

要主体；马忠则认为应该教师主导和学生自主发展相结合的原则。而他们都忽略了网络在大

学生进行自主教育时发挥的重要作用，建设网络教育资源、校园文化网络化、鼓励学生集体

和个人自主建立学习平台，例如开设博客、微信公众号等，都可以成为大学生自我教育的重

要途径。

4、网络社会大学生自我教育体现在什么方面

网络社会对大学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想价值方面，近些年的研究重点也体现在网络

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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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坚持教育与自我教育相

结合。”国家文件的指导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但网络的作用不仅仅体现这些方面，对

大学生的文化教育、心理教育、道德教育等也越来越成为不可忽视的内容，集中研究一方面

是非常片面的做法。

5、大学生自我教育的现实意义

自我教育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学生能否进行自我教育将最

终影响社会的发展，作为在校大学生应该是自主教育的先行者和倡导者。王成,朱伦,孙裔德

认为大学生自主教育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以下四点：1.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是其学习主体地位

的要求；2.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是提高其创新能力的要求；3.培养学生设计自己的学习的能

力；4.构建先进的校园文化。

围绕同样问题，张永波则认为 1：大学生自我教育是实现网络强国的需要；2：大学生

自我教育是提升自身能力的需要；3：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是提高生活品质的需要。由此可

见大学生的自我教育已经成为公认的具有广泛效益的途径。

（三）总结分析

在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已经成为当代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环境也在

持续改善，网络的便利为大学生精通前沿的知识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为大学生进行自我教

育提供了可行的条件，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我选择学习的内容，自主地利用网络

信息资源建构知识体系。“教育不是强加 在别人身上的东西，其必然是从学习者本人出发的”。

自我教育是建立在自觉意识基础之上的不是靠外力强加的，教是为了不教，真正解决思想问

题、提高思想觉悟，最终还要靠大学生自己。因此，大学生应当学会从他律走向自律，从教

育走向自我教育。

二、网络社会大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内涵

（一）大学生自我教育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



大学生自我教育的外部因素即外部影响包括：社会需求、校园文化、和学校教育教学。

社会需求对大学生的自我教育起着导向作用。认识社会的人，其发展离不开一定得社会

需求。个体要从“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首先必须学会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按照社

会需求进行自我教育，不断地完善自我。今天，针对新兴产业异军突起的情形，大学生自觉

选修或辅修一些实用性强的“热门”专业；根据用人单位高学历的取向，大学生积极考研、

考博等。这些都是大学生受社会需求影响而产生的自我教育行为。

校园文化对大学生自我教育起渗透作用。大学群体生活帮助大学生学会了从别人身上更

客观更全面地认识自我。校园文化生活及其产生的精神对大学生具有导向功能、陶冶功能、

群体凝聚功能和心理建构功能。大学校园文化既为大学生全体成员所共同创造，同时又塑造

了包括大学生在内的这个群体。

学校教育教学对大学生自我教育起着直接教育作用。高等院校的教育教学主要体现在教

学、科研和管理三个方面。教学活动是最基本的活动形式，高等院校的教学过程是学生在教

师指导下，有目的、有系统、有计划地接受学科教育，发展智力和能力，并且形成一定世界

观、道德品质和个性的过程。教学、科研和管理都对大学生的自我教育启发、指导和影响作

用。

自我教育的内部因素是个体的心理系统。而自我意识是自我教育内部因素最基本的构成

要素。近 20 年来人们对自我意识本质的争论结果，引出了“元认知”模型。元认知是主体

自身脑机能和脑活动的自我意识，是对认知的认知，是自我意识的核心。

目前对元认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学生的学习方面。研究证明，学生的元认知能力具有很

大的可塑性，适当的教育和教学措施能极大地促进学生元认知能力的提高。元认知应当是大

学生自我教育的内在驱动力自我指导者，培养个体的元认知能力是提高大学生的自我教育的

关键所在。

（二）网络环境与大学生自我教育的相关性分析

网络信息的网状链接为自我教育的自主性提供方便。网络环境下信息内容的组织结构以

非线性的网状方式链接，形成超文本结构，相对纸质的线性链接，更接近人脑思维特点。大

学生处在网络灵活链接的环境中，对自己的学习时间/空间、以及内容和过程具有较大的支

配权和决定权，可以让大学生自主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得以充分发挥。

网络环境的交互性为自我教育的开放性创造条件。网络提供了方便的搜索引擎，大学

生可快捷地获取信息，网络创造灵活交互的工具，大学生可以适时地与教师、同学及相关人

士进行交流，还能方便、及时地对自己所学知识和掌握的技能进行测试，并得到及时的反馈。

网络的个性化增大了自我教育多解性的机会。网络包含海量信息，存在多样、生动的个

性化感知对象，刺激着大学生的潜意识，引起内在要求的涨落，同时，网络也为大学生提供

更多自由创造空间和多种实践的机会，大学生可以根据个性需求和个人能力进行个性化发展。

网络的开放性不断创造自我教育的非平衡性状态。网络把传统学校教育相对狭小的教

育空间变为全社会、开放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高科技、多文化、多思潮的撞击促使大

学生在“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过程中不断推动自我教育。

（三）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现实意义

自我教育再教育理论与实践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大学生能否进行自我教育将最终

影响社会的发展。

1.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是其学习主体地位的要求

传统教学存在重教轻学、老师讲学生听、学生只能被动接受知识、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等弊端。在学习中，应该是学生是其主体，大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要求其在学习过程中，不

仅要积极主动掌握教师传授的知识和技能，更主要的是掌握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培养

学习习惯。大学生只有具备了自我教育能力，成为自我教育者，才能实现知识的不断积累和

更新，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



2.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是提高其创新能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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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要求“高等

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

学素质”。这对新时期高校的培养目标作了科学定位，同时也向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又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

高校培养创新人才，必须发挥大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自我教育能使大学生自觉地优化

个性心理品质，有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创新人格的塑造。

3.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使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

确立自我教育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加强自我教育，充分发挥自我教育的功能作用，是

克服当前教育中种种弊端，真正有效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促进人的整体素质

全面、协调和自主发展的根本问题。大学生只有进行自我教育，才能不断发现新问题、学习

新知识、提出新观点、解决新问题和形成新理论，最终实现全面发展、达到素质教育的目的。

4.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是实施终身教育的要求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就业市场格局的迅速变化，社会迫切需求能胜任多钟职业，

适应性强和自我调节能力强的新型就业者，那种只靠一个专业文凭，终生从事一种职业的时

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终生学习，并能从事多种职业的新的就业趋势，人们认识

到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而提出了终身教育的观点。如果大学生不具

备自我教育的能力，其知识的更新只能通过后续教育——继续不断的知识传输来完成，从而

增加了教育成本，降低了教育效益。

（四）引导大学生自我教育的原则

1.自主教育与引导培养相结合的原则

自我教育是一种主体性教育，应当突出自主性，尊重学生的选择与自主探索。自我教育

需要环境和条件的支持、自我教育必须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和运行规律，这些都需要学校和

老师的引导和培养，由他主到自主，由德育的外炼到内化。所谓引导就是提出目标，刺激需

要，激发动机、理论指导、先行示范，鼓励行动。所谓培养就是创设环境、提供条件、选择

内容、优化手段、制造氛围，促进成长。

2.积极适应与主动发展相协调的原则

引导大学生的自我教育要注意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阶段性，尊重个体对道德的不同需求。

可以引导性地提出不同层次的成才成长目标，有教无类，意识适应性目标，包括适应学习、

适应生活、适应人际交往、学会做人；二是发展性目标，包括发展智能、发展个性、发展社

会性、发展创造性。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和发展阶段进行选择，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

中自我教育，逐步实现自我教育生活化、自我教育学习化。

3.知、情、意、行相统一的原则

要开展积极、有效的自我教育，学生必须将自身的认知、情感、意志、个性等各种心理

品质全部投入、协调运作。为此，在教育教学中，首先，必须唤起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培养

大学生的主题精神。其次，必须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动机，感受自我生命成长的意义。如果学

生对学习任务缺乏自觉地学习需要，就不可能有高度的学习积极性，就不能调动情感的积极

力量。再次，应当教给大学生自我教育有关的理论知识，学生以学为主，尤其要教给学生学

习的策略，培养学生应用元认知额能力。只有学生具备自我教育需要的知、情、意，才能在

自我教育行动中对自身状态进行全方位的协调统一。

4.自主教育与群体教育相融合的原则

自我教育是自主教育，自主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自主学习，独立思考，

选择批判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主动探究，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品质。其中，独立思考是

核心。但自主教育不是要强化激烈竞争中的个体行为，而是要激励和促进学生之间更多合作



的自我教育，将自我教育扩展成群体教育，通过学生群体自我教育的自组织活动和协同效应，

激励和强化个体的自我教育。同时，通过群体教育使学生理解，真正的合作不是相互以来，

推卸责任，而是在自主基础上的合作。每个人都应当具有自主意识和责任感，尊重别人，承

担共同的任务。引导学生“学会共同生活”，并逐步“学会关心”。

5自我教育在“三个世界”相沟通的原则

过去学生始终生活在两个世界的环境中，一个事现世的经验世界，另一个是语言文字的

书本世界，而且现行的教育模式使这两者越来越脱节。不少有识之士在批评理论脱离实际之

后，创造了许多将书本世界与经验世界相结合的学生自我教育的好经验，今天我们应当运用

这个网络世界使之成为沟通前两个世界的重要桥梁，让学生的自我教育从书本世界和经验世

界扩展到网络世界，将其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地沟通互动，在网络世界突显自我教育的现代

化，创造新世纪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新模式。

三、调查内容、方法、对象及问卷的形成

（一）调查内容

根据网络社会大学生自我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我们将调查内动设定为四个维度，进行由

针对性的调查，具体包括：（1）网络社会大学生的思想状况；（2）网络社会大学生的道德状

况；（3）网络社会的学生的情感状况；（4）网络社会大学生的能力状况。

（二）调查方法

调查方法以问卷为主，辅以观察法，并对具有代表性的、自主性特征比较明显的大学生

群体军星访谈和调查，从各个不同侧面、了解网络社会大背景下大学生自我教育的现状。

（三）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运用网络问卷的形式，通过社交软件发放，回收有效问卷 168 份，文科生占比

87.5%，理科生占比 12.5%。

（四）调查问卷的形成

问卷设计从大学生“思想、道德、情感、能力”四个角度入手，全面调查网络社会大学

生自我教育的基本情况。可考虑到统计工作的便利，调查问卷你主要以封闭型题目为主，设

计了一道开放性型题目。在封闭型问卷题目中，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题目要求被调查者选

取“唯一”答案，第二种题目允许被调查者选取“多个”答案，第三种题目要求被调查者将

选项按一定顺序进行排列。问卷设计经过小组成员反复修改，最终定稿，进行实测。

四、调查结果

（一）大学生网络活动具体内容

表 1 网络活动的具体内容

影

音欣赏

浏

览新闻

社

交

玩

游戏

看

小说

文

化学习

网

上购物

逛

贴吧

其

他

89

.29%

69

.64%

73

.21%

50

%

25

%

50

%

67

.86%

26

.79%

16

.07%

目前大学生网络活动比例最高的三项依次是：影音欣赏、浏览新闻和社交，利用网络进

行网上购物的比例次之，玩游戏、文化学习的比例也不少。

（二）网络社会大学生思想教育状况

表 2 思想教育的主要方式

家庭教育 课堂教

学

师生谈

心

新闻媒体 其他

39.29% 21.43% 8.93% 10.71% 19.64%



网络社会中，大学生思想教育的途径渐趋多样化，家庭教育是主要渠道，课堂教学和其

他形式的比例相近，新闻媒体等网络形式比例相对较少，但其作用和影响也不容忽视。

表 3 网络对思想的影响

正面影响很

大

正面影响略大 正负影响相当 负面影响略大 负面影响很大

21.43% 21.43% 53.57% 3.57% 0

由此可见，网络对大学生思想产生的影响基本是中性化的，利弊兼备，总体而言，正面

效果大于负面效果。

（三）网络社会对大学生道德认知状况

表 4 在网络上是否会像生活中一样注意自己的的言行

是 否

82.14% 17.86%

表 5 您认为网络上的伦理道德程度与现实相比

更差 差不多 更好

55.36% 42.86% 1.79%

表 6 网络社会人们交往关系的变化与伦理道德有关吗

有 关系不大 没有

75% 23.21% 1.79%

从表 4可知，大部分大学生会在网络上注意自己的言行，但从表 5显示，多数大学生认

为网络上的伦理道德比现实更差，而且多说大学生认为，网络社会人们交往关系的变化与伦

理道德有关，由此可知，网络社会对现实道德有一定的影响。

（四）网络社会大学生情感现状

表 7 网络能否得到真实的情感体验

能 不能

46.43% 53.57%

较多部分大学生认为，无法通过网络得到真实的情感体验，另一部分则认为可以通过网

络得到真实的情感体验。

表 8 您常用的心理调节方式有哪些

向亲友倾诉 运动 逛街购物 上网 暴饮暴食 其他

62.5% 55.36% 28.57% 48.21% 21.43% 30.36%

大学生作为高知识人群，自我心理调节方式十分丰富，由于大学生依赖性较强，选择向

亲友倾诉的比例最高，运动和上网也占有较大比重，暴饮暴食这种纯粹的身体刺激途径占比

最少。

表 9 您在学习遇到困难时的首选措施

与同学交流 网络搜索 查阅资料 请教老师、学长 其他

58.93% 73.21% 66.07% 32.14% 5.36%

大学生的交流能力和自我学习意识较强，当在学习方面遇到困难时，多数学生通过与同

学交流解决问题，而网络搜索和查阅资料已经成为大学生自我学习的主要途径。

（五）网络社会大学生能力现状

表 10 网络社会最需要加强的能力

自我控制能力 信息筛选能力 网络技能 交流沟通能力

37.77% 36.69% 17.63% 7.91%

身处高度信息化的网络社会分别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大学生认为最需要加强的时自我控



制能力和信息筛选能力，只有四分之一左右选择的是网络技能和交流沟通能力，由此可见，

网络是吧双刃剑，它对于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而面对精彩纷呈、复杂多变

的信息源，迫切要求大学生加强相关的能力储备，特别是自我控制能力和信息筛选能力。

（六）网络社会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总体状况

表 11 网络对社会交往的影响

明显增强 略有增强 无增强 略有减弱 明显减弱

46.43% 28.57% 12.5% 8.93% 3.57%

表 12 网络对学习的影响

正面影响很大 正面影响略

大

正负影响相当 负面影响略大 负面影响很大

14.29% 23.21% 55.36% 3.57% 3.57%

综合分析调查研究数据可知，网络给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其影响深刻而

久远，渗透到思想、道德、情感和能力的各个方面。但是，大学生显然还没有完全适应网络

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亟待加强自我教育能力，在社会环境的指导和帮助下，寻求突破口和有

效的解决办法。

五、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有效途径

（一）正确认识自我，打牢自我教育的基础

正确认识自我是自我教育额前提和基础。正确认识自我是指个人要正确认识自己的生理

特点、心理特点和周围世界的关系。首先要对自己相貌、身材等生理特点有所认识；其次要

对自己的世界观、道德水平、能力、气质、性格等心理特点有所认识；最后要了解自己的社

会评价，了解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认识自我可以通过自我观察、认识他人、听取他人

评价和反省自我四条途径来实现。

自我观察：一是通过镜子观察自己的相貌、表情和身材等，二是通过观看自己活动录像。

通过镜子观察自己的形象是演员经常使用的方法。演员在正是拍戏前经常会在镜子面前进行

表演，通过镜子观察自己的言行和表情是否符合剧中人物形象。因此，经常照镜子整理衣装

和表情，可以及时发现自己不好的方面，便于及时调整。观看自己的活动录像时，你会发现

自己许多平时注意不到的不良习惯，如口头语多、讲话抓头发、说话时摇头晃脑、驼背等。

认识他人是指先通过交往了解他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再通过对比分析了解自己的特点。

马克思曾指出：“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也就是说，人是再认识别人的过程中逐步

学会认识自己的。因此，要想认识自己，应先了解别人，以别人为“镜子”，把别人和自己

进行比较后才能认识自己。

听取他人评价是指通过他人对自己活动和行为结果的评价来认识自己。在实际中，要了

解大多数人对活动结果的评价，尤其是父母、老师和同学的评价。

反省自我是指静心回顾自己以往的言行举止，判断得当与否，从而了解自己的思维能力、

口头表达能力和性格特点。反省是一种自我监督，是自我认识、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出发

点。学生对自己的言谈举止、心理活动等方面经常进行反思，进行自我解剖，从而使对自己

的认识和把握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刻。

（二）发展良好的自我体验，增强自信心

获得良好的自我体验的前提使建立科学的自我理想和保持理智乐观的心态，根本手段是

建立合理的比较体系和选择合适的表现机会。

建立科学的自我理想。自我理想是学生自我教育的支柱和灵魂，是学生自我教育的关键。

首先，要自觉树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我理想；其次，要制定合乎实际的奋斗目标，

同时要把奋斗目标分割成一个个具体的目标。学生在设计理想的自我时，不要好高骛远将目



标定的太高，要以现实为基础，做到“跳起来能摘到桃子”。同时，一定要把长远目标分解

成一个个具体的子目标。当一个个合理的子目标化为现实时，大目标的实现自然就为时不远

了。

保持理智乐观的心态。保持理智心态是说要用全面、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辩证地看待自己的得与失。既不能消极回避，也不能自我否定。要扬长避短，善于总结，胜

不骄，败不馁。保持乐观心态是说要积极培养开朗的性格和乐观的生活态度，要相信前途是

光明的，不再困难面前低头，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

建立合理的比较体系。学生只有合理地进行比较，才能增强自信心，避免产生无谓的烦

恼与痛苦。一是不要单纯比较行为的结果，应将行为的前提条件和行为结果一并比较，找出

原因。如学习成绩不理想，可能是学习的前提条件——学习基础不一样，于是花同样的力气

取得的学习成绩肯定不一样。二是要比较可变的因素。例如，不比相貌而比气质，气质反映

了学识和修养，只有气质是长久的，而且越历练越长进，气质也就越好。三是找和自己条件

相当的人相比，不要和自己相差太远的人比较，以免盲目自信或不必要的自卑，而且不要比

较家庭出身而比个人成就。

选择合适的表现机会。成功的体验可以消除自卑，提高自信心。学校的课余活动丰富多

彩，但 不要盲目参加，而应该选择适合自己、有兴趣、有专长的项目参加，扬长避短，以

自己的优势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享受成功的体验，增强自信心。

（三）努力学习心理学知识，掌握心理调适方法

现代社会的变革虽然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富足，但也为人们带来了心理压力。社

会发展越快，人们的心理压力就越大。当心理压力超出个体所能承受的程度时，就会影响心

理健康甚至引发心理疾病。学生还尚未建立稳定的人生价值观，而且心理正处于富于变化、

激荡起伏的波动期，社会的各种变化和冲突不可避免地造成一部分学生出现精神紧张和焦虑，

严重的还会心理失衡，产生心理障碍、心理疾病甚至心理崩溃。学习心理学知识，掌握一些

心理调适的基本方法是保持心理健康的基本手段。比如，学会注意力转移，学会适度宣泄，

学会放弃和转换，学会自我安慰，学会情绪升华，学会积极的自我暗示，学会幽默处事等等。

（四）积极加入和创建集体组织，组织和参加集体活动

集体作为有共同奋斗目标、有坚强领导核心以及正确集体舆论的个体组合，它本身就是

一个教育的主体。集体不仅能向自己的每个成员提出严格要求，而且可以促进成员之间相互

督促、相互检查和相互帮助，成为推动个体自我教育不可缺少的外部力量。集体活动是学生

自我教育的重要影响源，通过集体活动可增进了解，培养合作精神，还可增进友谊，培养文

明竞争的意识，有助于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等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学生要积极加入正

式的集体组织，如班集体、团集体、党组织、学生会等；积极创建非正式集体组织，如各种

学生社团和协会。同时组织和参与有关的各种活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过程中实现自我超越

和发展，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特别是自我教育能力。

（五）充分利用网络进行自我教育

现在网络对人们生活和学习的影响越来越大。调查显示：学生所掌握的信息三分之一来

自互联网，已经超出了学生通过课堂、互相交流、电视中获得的信息量。因此，学生要充分

利用校园网和互联网上丰富的网络资源，按自己的需要获取方方面面的信息，丰富自己的知

识，提高学习效率，从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来思考问题。但是，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

既有有益的信息又有许多不良的信息，学生要提高自我约束能力，将网络当成一种学习的有

效途径和手段而不是娱乐工具。学生要自觉拒绝网络中的各种诱惑，切勿把上网作为逃避现

实生活问题或宣泄消极情绪的工具。不少学生上网初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摆脱心理困境，殊

不知如果过度使用或误用，将会导致“借网消愁愁更愁：，上网非但不能达到摆脱心理困境

的目的，反而成了生活得消极依赖。



在笑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培养和增强学生自我教育的

意识和能力有助于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正确评价自我，增强自我监控能力，最终形成科学、

正确、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理想自我与显示自我达到辩证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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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反思总结

在完成课题调查以及论文写作的这一段时间以来，其中虽然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苦，但

是，论文完成后的喜悦足以冲散这些辛苦。

通过这一段时间以来论文写作，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在其中也体会到了学有所用的乐趣，

通过何老师对《教育研究方法》这门课的讲解，我们了解了问卷的设计形成，论文的格式要

求，论文写作的基本步骤以及一些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极大的增强了进行科学调研的能

力，掌握了很多的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技能。在进行问卷调查的过程中，通过我们的研究和

老师建议指导，我们的问卷很全面反映了我们所需完成论文的具体内涵，论文写作过程中我

们多次讨论，在知网上查找了很多关于这一方面的文献资料，在课堂上学习到的检索方法，

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找论文写作的过程中，由于意见的不统一有过许多次的争论，但是，最终还是达成了共

识，完成了这一次的论文。当然，一个团队中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意见是一件很好的事

情，因，只有每一个人都去思考，写出的东西才能够更加的精彩！期待在未来的学习生涯中，

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写作，去思考，去讨论！



附录二

网络社会大学生自我教育调查问卷

1.您的性别： [单选题] [必答题]

○ 男 ○ 女

2.您所在或者毕业的高校名称： [填空题] [必答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您的年级 [单选题] [必答题]

○ 大一

○ 大二

○ 大三

○ 大四

4.您的专业类别 [单选题] [必答题]

○ 文科

○ 理科

5.您了解自我教育吗？ [单选题] [必答题]

○ 非常了解

○ 比较了解

○ 了解一点

○ 不了解

6.您认为自我教育对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重要吗？ [单选题] [必答题]

○ 非常重要

○ 比较重要

○ 不太重要

○ 不重要

7.您经常上网吗？ [单选题] [必答题]

○ 经常

○ 偶尔

○ 很少

8.您网络活动的具体内容 [多选题] [必答题]

□ 影音欣赏

□ 浏览新闻



□ 社交

□ 玩游戏

□ 看小说

□ 文化学习

□ 网上购物

□ 逛论坛贴吧

□ 其他

9.您在学习遇到困难时的首选措施 [多选题] [必答题]

□ 与同学交流

□ 网络搜索

□ 查阅资料

□ 请教老师、学长

□ 其他

10.您认为网络对学习的影响 [单选题] [必答题]

○ 正面影响很大

○ 正面影响略大

○ 正、负影响相当

○ 负面影响略大

○ 负面影响很大

11.您思想教育的主要方式 [单选题] [必答题]

○ 家庭教育

○ 课堂教学

○ 师生谈心

○ 新闻媒体

○ 其他

12.网络对您思想的影响 [单选题] [必答题]

○ 正面影响很大

○ 正面影响略大

○ 正、负影响相当

○ 负面影响略大

○ 负面影响很大

13.网络对社交的影响 [单选题] [必答题]

○ 明显增强

○ 略有增强

○ 无明显增强

○ 略有减弱

○ 明显减弱



14.您认为网络能否得到真实的情感体验 [单选题] [必答题]

○ 能

○ 不能

15.您常用的心理调节方式有哪些 [多选题] [必答题]

□ 向亲友倾诉

□ 运动

□ 逛街购物

□ 上网

□ 暴饮暴食

□ 其他

16.自我心理调节的主要网络方式 [多选题] [必答题]

□ 聊天

□ 刷剧

□ 玩游戏

□ 网上心理咨询

□ 其他

17.您在网络上是否会像在生活中一样注意自己的言行 [单选题] [必答题]

○ 是

○ 否

18.您认为网上的伦理道德程度与现实相比…… [单选题] [必答题]

○ 更差

○ 差不多

○ 更好

19.您认为网络社会中人们交往关系的变化与伦理道德有关吗？ [单选题] [必答题]

○ 有

○ 关系不大

○ 没有

20.您认为网络社会下大学生如何更好地进行自我教育？ [填空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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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实验探索

6.《大学书法》三课堂资源整合教学改革实验









“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实验探索

7.《现代管理学》教材实践设计练习展示





 

 
 
 
 
 
 
 



 
 
 
 
 



 
 
 
 
 



 
 
 
 



 
 
 
 
 



 

 
 
 
 
 



 
 
 
 
 



 

 
 
 
 
 



 
 
 
 
 



 
 
 
 
 
 
 
 



 
 
 
 
 
 
 
 



 
 
 
 



 
 
 
 
 
 
 



 
 
 
 
 
 
 



 
 
 
 



 



 
 
 
 
 
 
 



 
 
 
 
 
 
 



 

 
 
 
 
 
 



 
 
 
 
 
 
 
 



 
 
 
 
 
 
 



 
 
 
 
 
 
 
 



 

 
 
 
 
 
 



 
 
 
 
 
 
 



 
 
 



“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实践与推广

附件材料（第 3卷）

（—）推广实践

1．农大公管学院“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实践活动

2. 农大团委“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品牌创建活动

3. 山西农大信息学院（独立）推广实践与宣传活动

4. 省内外 3所高校应用“三课堂”联动教学反馈效果

（二）育人成效

1.“三课堂资源整合”教学育人效果

2.“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成果获奖

3.“三课堂资源整合”研究学术反响

4.“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媒体报道





（—）推广实践

1．农大公管学院“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实践活动





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及奖项（35 项）

一、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27 项）

项目
申报

时间
班级 负责人 项目成员 课题名称 级别

进展

情况

指导

教师

1 2013 年 社保 1202 韩婷 胡慧

山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

运行的实证研究——以太谷

县为例

国家级 结题 李 静

2 2013 年 社保 1202 杨斌翠 王宏、任鑫、郝玲丽

山西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保障机制研究——以

汾西县为例

国家级 结题 梁剑锋

3 2014 年 公管 1202 支泽华 柴理琪、武宇娟
网络对大学生的影响——基

于伦理视域的审视
国家级 结题 王秀丽

4 2014 年 法学 1202 秦姣姣
许军建（公管 1202）、

石宏超、王子瑶

学生心理压力问题及 CUAP 模

式构建研究
国家级 结题 何云峰

5 2016 年 法学 1403 王蕾奇 战蔷，王芝梅，王泽玲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留守老人

生存境况及社会援助探究
国家级 结题 何云峰

6 2012 年 法学 1202 张瑞扬 刘臣、赵德明、王琪
山西省第九届村委会换届选

举调查研究
省级 结题 张元洁

7 2013 年 公管 1102 张慧萍 魏小敏、吴凯、王青青
农科高校大学生课堂满意度

调查及对策研究
省级 结题 何云峰



8 2014 年 法学 1202 韦珍祎 李奕泽、房韬

山西省农产品法律保障问题

研究——以临汾市尧都区核

桃产业为例

省级 结题 王锦慧

9 2014 年 社保 1202 樊译文
王祥（行管）、张岳（法

学）、石文亮

关于大学生“大二病”现象的

调查研究
省级 结题 李卫朝

10 2014 年 行管 1302 侯现良
梁宁宁、申鹏程、罗丹、

霍楠

农业科技创新中产学协同创

新模式研究——以旱地小麦

闻喜实验示范基地为例

省级 结题 孙 敏

11 2014 年 行管 1303 卫鹏军
杜佳敏、郭晋茹、刘晓

琴

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困境及其

化解研究
省级 结题 王文昌

12 2014 年 公管 1302 陈玉婷
康苗、肖婉蓉、王韶波、

刘宁宁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心理问题

调适研究
省级 结题 郭晓丽

13 2014 年 公管 1302 张雷 赵文杰、朱玲、张静

以创意思维支撑庄园农业的

发展研究—以国家级现代农

业示范试点县太谷为例

省级 结题 何云峰

14 2014 年 行管 1201 杨斯清
谢耀琦、许红月、田涛

涛

网络化时代大学生现实社交

障碍及其克服
省级 结题 王文昌

15 2016 年 法学 1403 吕桂青
郭青平，李泽洋，卫岩

萌，王蕾奇

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法律保障

研究
省级 在研 张元洁

16 2017 年 法学 1501 杨 宇
李有钱、刘佳佳、朱俊

苗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关于捐赠

众筹服务的《慈善法》规制
省级 在研 张元洁



17 2013 年 行管 101 刘琦
基于“中国梦”目标的当代大

学生社会责任感调查研究
校级 结题

18 2013 年 法学 101 石羽
增强农民土地维权意识的对

策的研究
校级 结题

19 2013 年 行管 1102 牛世杰 张瑞扬（法学）
山西省洪洞县城中村农民生

活情况调查研究
校级 结题 姚琳

20 2013 年 公管 1101 李芬 田欣、 陈文燕
农林院校大学生隐性逃课的

调查研究
校级 结题 何云峰

21 2013 年 公管 1201 吕晔 崔琳娜、张晋民
关于大学生“汉字危机”现象

的调查
校级 结题 王秀丽

22 2013 年 法学 1202 石宏超 秦娇娇
山西省资源型农村流动人口

治安管理方法研究
校级 结题 薛强

23 2014 年 公管 1201 吕晔 孙悦、陈思、李涛涛
关于大学生中“手机控”现象

的调查
校级 结题 王秀丽

24 2014 年 法学 1301 董蕊 韩茜茜、任美洁
论“拆二代”现状及其社会问

题
校级 结题 雷丽君

25 2014 年 法学 1301 高泽名 王治华
大学生淘宝网“刷信誉”现象

的调查研究
校级 结题 李卫朝

26 2014 年 社保 1303 弓磊磊
李德伟、张晋芳、李梦

瑶

网络媒体对大学生行为影响

研究——以山西各高校大学

生为例

校级 结题 王文昌



27 2014 年
卓越农林

班
孟维来

龙定江、李赛楠、郭尧

芳、王人杰

山西省高校校园“宅”现象调

查及成因分析
校级 结题 宋 戈

兴晋挑战杯（2013 年）2项

序号 创业团队名称 项目负责人 创业的项目基本介绍 参赛情况 获奖情况

1 利农团队
张旭

（法学1101）

利民创业团队主要致力于为“三农”专利搭建技术推

广平台

山西省第五届“兴晋”

挑战杯
铜奖

2 Sunshine团队
张旭

（法学1101）

Sytle大学生释压有限责任公司致力于帮助大学生摆

脱心理疾病，防止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

全国“创青春”大赛山

西赛区
金奖

山西农业大学科创

先进团队

三、兴农挑战杯(偏重创新，2015 年)1 项

项目 年度 负责人 作品名称 参赛情况 获奖情况 指导老师

1 2015 张慧萍（公管

1102）

农科高校大学生研究课堂满

意度调查及对策

第六届“兴农挑

战杯”

三等奖 何云峰，郭晓丽

四、金谷杯（2015 年）1

序号 年度 创业团队名称
作品名称 负责人

项目所

属领域

指导

教师
联系电话

1 2015 皇冠 泽松高校文体 邹泽松（社保 1301） 互联网+ 何云峰 18404968277



五、兴晋挑战杯（2016 年）4
序号 班级 姓名 参赛项目名称 团队人数 主办单位 获奖等级

1 法学 1402 问思童
“创青春”山西省兴晋挑战杯大学生

创业大赛公益创业赛
2 共青团省委 银奖

2 社保 1403 璩晓宇
“创青春”山西省兴晋挑战杯大学生

创业大赛公益创业赛
4 共青团省委 铜奖

3 卓越 1301 许睿辰
“创青春”山西省兴晋挑战杯大学生

创业大赛实践创业赛
4 共青团省委 铜奖

4 卓越 1301 张嘉昌
“创青春”山西省兴晋挑战杯大学生

创业大赛实践创业赛
4 共青团省委 铜奖







2012061 基于空间句法的店头古村街区空间特征分析 袁 璐、倪双慧、谷 琪、李岱崧、赵宇翔 王崇恩

2012062 多自由度机械臂的研制 闫海涛、李法杰、张 婧、暴 翔、谭 爽 贾敏智

2012063 掘进工作面新型气雾除尘系统开发与推广 袁菽培、孙少博、廖述超、杨 阳、王智民 王 飞

2012064 地沟油脂交换产物制煤浮选剂的研究 秦 川、杨 捷、柳东东、张学良 张继龙

2012065 光伏发电特性研究及多套电源自动切换装置 王 帅、闫冰程、李文蕊、朱慧婷、王庆龙 杜欣慧

2012066 饱和土的交流阻抗特征 邱 斌、张 靖、王浦璞、刘泽平 董晓强

2012067 压实黄土的强度变形特性研究 靳海芬、刘梦佳、郑维翰、王建新 白晓红

2012068 粘弹性磁性磨具光整加工装置的开发与实验研究 李启辉、邱珍珍、院 杨、刘东奇、高 伟 李秀红

2012069 镁合金表面激光改性层组织与性能的研究 高 雅、郭浦山、侯东锋、张远见、许泽清 崔泽琴

2012070 数字流域三维虚拟仿真系统 李少锋、刘宇翔、郭 欢、申 晨、张 帆 强 彦

2012071 随身携带的智能报号机 黄 婧、孙龙月、王 酌、李世杰、李晓禹 张国钧

2012072 分布式光纤压力传感器系统设计与研究 杨 义、杨玉霞、黄昌巍、李云亭、刘 兴 杨玲珍

山西农业大学（30 项）

2012073 黍稷抗旱机制的研究 安鑫鑫、贾 婵、华 栋、郭彦杉、盛丽梅 韩渊怀

2012074 大豆抗旱性鉴定评价及相关性状遗传研究 张 昕、王苗苗、路勤勤、王恩琦、杜泽玉 杜维俊

2012075 野生燕麦基因组特异标记的开发与应用 柴国师、剌士潇、靳艳婷、侯莎莎、翟志文 贾举庆

2012076 小麦抽穗期环境钝感 QTL 分析与鉴定 于 洋、安鑫鑫、徐 浪、刘艳琴、药娟娟 孙黛珍

2012077 外源赤霉素对谷子灌浆的调控及其光合机理研究 郑林林、于艳芳、石洪芳、陈嘉生、田少华 郭平毅

2012078 紫外线对葡萄果实黄烷醇类多酚积累的影响 贾扬超、张 伟、贾璐婷 温鹏飞

2012079 植物对室内空气净化的研究 龙 庆、任瑞俊、韩 明、谭旭菲、薛延韬 崔 旭

2012080
大气细颗粒物（PM2.5）污染致大鼠动脉内皮炎症反应及分子机

制研究
常 乐、谈雅琳、姜梦莹、赵明月 马艳琴

2012081 应用蛋白质组学技术研究氟对小鼠精子蛋白表达的影响 杨志强、王晓亚、张姣姣、曹 鹏 孙子龙

2012082 农林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究 王光浩、于艳芳、卢 琳、王 霁、冯晋平 王宏富



2012083 小鼠生理性脱毛皮肤激素的检测与分析 宋艳东、高冬冬、杨艳青、王金星 贺俊平

2012084 不同中药配方对家兔球虫病防治效果的研究 刘向东、郑华彬、王道洋、韩永利、王 茜 孙耀贵

2012085 鸽 LH 基因组织表达差异与就巢泌乳性能关联性分析 孙皓然、梁 艳、李 璇 高鹏飞

2012086 以槐花为原料的糕、果冻、饴等系列食品的研制 马 亮、王腊梅、刘永兰 李玉娥

2012087 香椿芽类饮品 蔡孟轩、岳忠孝、郜申红、吴美玲、吴 京 常 霞

2012088 乳清玉米冰淇淋 魏涛涛、李文婷、白 帆、苏 昊 王晓闻

2012089 基于 SketchUp 的山西农大校区 3D 建模设计 冯瑞娜、李 娜、宁 杰、刘晋志 毕如田

2012090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研究 亢嘉琪、曹苗苗、白 冰 李玉萍

2012091 山西经济转型之旅游业发展 贺武亲、郭宇宁、李 烽、李 静 王广斌

2012092 农科高校大学生课堂满意度调查及对策研究 张慧萍、魏小敏、吴 凯、姜光达 何云峰

2012093 高等院校大学生如何自主创办期刊杂志的探索 陈平平、王光浩、赵 鹤 何云峰

2012094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山西民间布艺老虎的旅游开发

设计研究
李 锐、王雪梅、徐荣荣 温鹏飞

2012095 折叠式大棚瓜果蔬菜采摘车 朱宵瑾、陈堆彦、刘华龙、武虎山 张淑娟

2012096 表演型小机器人 张培媛、秦少东、康二云 贺俊林

2012097 温室智能型采摘装置 张晋婷、张 健、董响红、刘小朋 郭玉明

2012098 遥控玻璃擦 张鑫鑫、任柳平、郎婷婷 李志伟

2012099 自动无级调速电磁阀 房建俊、胡晋伟、郭 冬 左月明

2012100 山西省第九届村委会换届选举调查研究 张瑞扬、赵德明、刘 臣、王 琪 张元洁

2012101 山西珍贵乡土树种大果榉的规模化繁育技术研究 马晓辉、刘 燕 王良民

2012102 钙调蛋白对红枣裂果的生理生化影响 吴海波、任 达、刑忠利、黄开栋、胡 曼 郭红彦







2013072 笔记本节能补光降噪散热器 刘婷婷、刘 锐、刘 超、邱美惠、余洋 续欣莹

山西农业大学（30项）

2013073 低成本金针菇和杏鲍菇菌糠饲料的开发研究 易树洪、郭雅琴、虞建华、王月星、杨雨薇 裴彩霞

2013074 多功能风扇型电蚊拍--超级电蚊拍 杜媛媛、王 杰、达杰华 李志伟

2013075 油菜素内酯对谷子阔世玛药害的缓解及其生理机制研究 钟妍婷、刘 哲、张美涛、徐家燕、温芳英 原向阳

2013076 抗仔猪传染性胃肠炎复方中草药的研制及应用效果研究 尹 宝、庄晓夏、武 斌、郝卫杰、张文倩 贺俊平

2013077
山西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保障机制研究--以汾西

县为例
杨斌翠、王 宏、任 鑫、郝玲丽 梁剑峰

2013078 植物激素 SA 调控玉米低温萌发的分子机理 贾亚涛、师晓民、级志芳、尹梦娇、王 森 邢国芳

2013079 辅助降糖系列饼干的研制 耿治宇、吾庆云、杨成旭、景彦萍、马晓晨 王晓闻

2013080 基于地域性手工艺产品开发设计的研究 王雪梅、李 锐、徐荣荣、王 欣、严晓变 温鹏飞

2013081 鸡血藤和甘草对红鲫体色影响和安全性的研究 宋艳东、王 霁 赵恒寿

2013082 自行车自动上链系统 张 超、高宾华、李元凯、谭国庆 邢泽炳

2013083 葡萄球菌感染斑马鱼的途径及致病性的研究 葛丽婷、王一帆、李亚楠、闫旭峰、康 琳 赵恒寿

2013084 手动折叠式搓背椅 范朝杰、亢星星、张 涛、夏浩波 贺俊林

2013085 微生物菌剂对石灰性土壤难溶性磷转化利用的研究 周传志、朱 润、屈鹏程、牛杨帅 栗 丽

2013086 山西现代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构建探析 王 霁、谢 晗、席少晨 宗颖生

2013087
不同物理阻隔剂影响桃小食心虫选择寄主挥发物的生物测

定
郝文乾、王少杰、候亚会 张志伟

2013088 谷子抗旱品种筛选及其抗旱分子机理初探 王欢欢、贾亚涛、许鹏飞、韩伟明、路永强 韩渊怀

2013089 虫口密度对莲草直胸跳甲生殖力的影响 冀佳悦、王 森、刘杨林、贾少华、赵 捷 郭艳琼



2013090 不同光质对黄芪生长及药用成分积累的影响 任 杰、王星星、关 心、王 斌、张雪芳 梁建萍

2013091 山西道地药材连翘品种选育及快繁技术研究 吴 潇、刘 阳、张咪咪、师慧丽 杨忠义

2013092 基于 PSR 的太谷县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韩 玉、王新亮、周晨晴 王 瑾

2013093 硒对公鸡精子发生过程中生精凋亡的影响 关 雪、李和森、纪艳青、赵丽蓉、王 充 石 磊

2013094 复合抗应激颗粒的研制及其对早期断奶仔兔的影响 闫宏刚、孙燕茹、武彩萍、王 林、龙 庆 孙耀贵

2013095 母羊验孕快速检测试纸条的研制 蒋 旭、邱月红、赵晓喆、范国强、李青竹 韩克光

2013096
山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运行的实证研究--以太谷县农

民专业合作社为例
韩 婷、胡 慧 李 静

2013097 无人机在森林防火预警的应用 崔新宇、赵兴元、张航瑞、高 鹏、习润南 刘艳萍

2013098 穴贮肥水对平欧杂种榛幼树根系和树体生长的影响 王 宁、彭韶华、帅高基、苏一钧、黄章钟 季 兰

2013099 城市绿巢家装服务公司 黄 岗、张哲宇、张 玉、张 琪 冀建峰

2013100 山西省蔬菜产业竞争力研究 庞 麒、潘高峰、杜庆国、郭 涛、王 洋 苏国贤

2013101 新鲜杏仁代脂软质奶酪 王 盼、孙慧超、魏海珍、郭 娟、张梦婷 许 女

2013102 便携式线管收缩器 焦岚轶、胡 兴、廖振宇、宁 可、崔艳媚 张淑娟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4 项）

2013411 独立学院大学生旅游现状探索与研究 崔 凯、孟 元、郭肖肖、赵珊珊、安明铭 孟建晖

2013412 “卓越教育”中大学生社团共同体的效能提升策略研究 王辅崇、王晓雯、刘亚茜、程 卓 何云峰

2013413 当代大学生热衷网购的心理研究 史 磊、卫俊江、方丽星 王双喜

2013414 依托地方优势资源，打造独立学院网络创业平台 王海博、刘 鹏、王辅崇、侯立亭 李绪英







2014067 太原理工大学
自制雕刻机的轨迹规划研究及矢量字书写控

制
张 盼、张 蕾、关百胜、陈刘浩、师夏珍 田建艳 一般

2014068 太原理工大学
居家安全与生态健康设计与产品成套供应公

司创业训练项目
王栋锋、左 涛、杜梦帆、闫 寒、魏 林 李海旺 一般

2014069 太原理工大学
原位法制备类水滑石/蒙脱土纳米复合材料及

其催化应用
郑小强、王 旭、戴儒锋、韦婷婷 谢鲜梅 一般

2014070 太原理工大学
基于嵌段共聚物的磁性纳米复合微球的制备

及性能研究
温庆昶、于颖杰、刘砚超、林 平、任恒飞 申迎华 一般

2014071 太原理工大学 后处理法制备多级孔分子筛催化材料 谷慧民、武玉鹏、曲中帅、刘丽萱、李月敏 李玉平 一般

2014072 太原理工大学 钛合金表面铜铬合金层性能研究 桑滟鹃、成 瑶、李卿娴、沈佳斌、查国正 胡兰青 一般

2014073 太原理工大学 基于虚拟现实的火灾逃生自救演练系统 王新刚、丁小莹、丁 阳、李 帆、李星妮 高保禄 一般

2014074 太原理工大学
基于全光纤马赫-泽德尔干涉的光纤温度传感

器研制
刘 兴、卢 鹏、李 旸、曾 玉、吴 梅 杨玲珍 一般

2014075 太原理工大学 降低甲醇汽油饱和蒸汽压问题的研究 宋 刚、李广泽、毛佳维、王永乐、王永杰 王俊文 一般

2014076 太原理工大学
纳米颗粒与长周期结构复合增强空天用高强

韧镁合金研究
陈 茜、薛佳佳、武雪婷、付彦博、赵慧生 张金山 一般

2014077 太原理工大学 便携式管道堵塞定位检测仪 陆 义、吴凤燕、彭俊青、冀倩倩、王 佳 靳宝全 一般

2014078 太原理工大学 新型复合材料辊性能研究 杜 兵、靳宾令、张 佳、刘 超、王业顺 姚新改 一般

2014079 太原理工大学
体育教育专业学生进行体育项目社会指导与

培训的创业实践
陈欢欢、房 磊、齐 尚、刘 涵、卢 雄 杨 龙 一般

2014080 太原理工大学 镍对双相不锈钢耐蚀性影响的研究 翟阿敏、李 翔、王红旭、王俊英、蔡正奇 韩培德 一般

2014081 山西农业大学
寄主植物挥发物对梨小食心虫雌雄同诱的研

究
李 逸、王瑞兴、盛丽梅、廖 波、种星星 马瑞燕 重点

2014082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省主要野生牧草 CO2 同化量的比较 代 烁、董 强、程 帅、裴芝玲 朱慧森 重点

2014083 山西农业大学
北冬虫夏草饼干的研制及其抗氧化功效的分

析
吴 振、乔万金、药欣荣、王 芳、陈晓康 王晓闻 重点



2014084 山西农业大学 便捷式脚底雨雪清洁器 闫 明、王开慧、荆倩倩、杨琪琦、张婉丽 李红波 重点

2014085 山西农业大学 LED 动物生长灯 常 洁、刘鑫焱、马丹丹 刘振宇 重点

2014086 山西农业大学
中药材地黄优质高产栽培关键技术集成与示

范
祁晏涛、陈天乐、张翰豪、田金龙、白云赫 马金虎 重点

2014087 山西农业大学 杂交构树组织培养体系的建立 刘 芸、任淼辉、郭龙妹、刘凤霞 牛颜冰 重点

2014088 山西农业大学 谷子耐低品种筛选及其生理机制研究 梁兴萍、刘元飞、秦鹏飞、冯唯欣、张瑞杰 韩渊怀 重点

2014089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林地茶菊栽培技术模式研究 张 婕、胡小燕、黄如鑫、郝晓冬 吕晋慧 重点

2014090 山西农业大学
锰元素在小麦体内的吸收、转运和累计规律研

究
文 涛、曾建国、李 佳、王 琳、王伟华 李廷亮 重点

2014091 山西农业大学
晋北、晋西北丘陵风沙区白刺扦插育苗技术研

究
冯鑫炜、刘 露、曹丹妮、乔帅帅 杨秀清 重点

2014092 山西农业大学 添加丁香花制作保健饼干的配方优化 魏晓峰、刘 敏、王 卓、杨晓沛、李培霞 王 愈 一般

2014093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省农产品法律保障问题研究--以临汾市

尧都区核桃产业为例
韦珍祎、房 韬、李奕泽 王锦慧 一般

2014094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乡土芳香地被植物选优及扩繁体系构建 王 昕、马 维、张 璐、任雅琴、李淑茂 杨秀云 一般

2014095 山西农业大学
广灵驴耳源组织成纤维细胞系的建立和生物

学特性研究
张 旭、蔡明歧、刘泽军、张琪琪 曹果清 一般

2014096 山西农业大学
氟在中华圆田螺体内的生物富集及对免疫相

关酶的影响
李 潇、靳文博、李若静、祝欢欢、赵晓晓 曹谨玲 一般

2014097 山西农业大学 阿维菌素对半闭弯尾姬蜂亚致死效应的研究 张雨超、曹永伟、杨 尧、吕文博 贾变桃 一般

2014098 山西农业大学
大学生志愿支教活动项目化管理的研究与创

新
陈志尧、李佳骏、于 刚、张 建、韩明倩 杜广华 一般

2014099 山西农业大学
探究如何提升当代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申报

积极性的方法
宁 可、崔健伟、李 潇、张 鑫、苏慧敏 贺俊林 一般

2014100 山西农业大学 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困境及解决研究 卫鹏军、刘晓琴、杜佳敏、郭晋茹 王文昌 一般



2014101 山西农业大学
抗病毒肽 EB 基因串联体构建及其对猪蓝耳病

毒的影响
赵 鹏、张碧君、陶 鑫、冯鹏程、林 洋 杜 荣 一般

2014102 山西农业大学 机械划线机 王大凯、刘征宇、魏 鹏 陈振宇 一般

2014103 山西农业大学 3D 校园导航系统 蔡元浩、苗雨乔、常炎隆、孔德华、裴正中 李富忠 一般

2014104 山西农业大学
基于八方位线模型的山西省县级以上城市土

地空间扩展模式分析
王 帅、孟瑞琦、姚 兵、毛 敏、李慧娟 郭青霞 一般

2014105 山西农业大学 凤仙花指甲油的研制 支晓蓉、贾丹丹、宋从阳 田旭平 一般

2014106 山西农业大学
不同覆盖方式对土壤环境与欧李植株生长结

果的影响
连 浩、陈小康、李 硕、王 浩、葛晶梁 张建成 一般

2014107 山西农业大学 移动终端小麦病虫害检测系统 范启超、闫建云、尉润泽 张 丽 一般

2014108 山西农业大学
新型二氧化碳捕集剂的制备及其捕集行为研

究
张壮壮、冯 帅、刘 璐、严文瑞 赵晋忠 一般

2014109 山西农业大学 关于大学生"大二病"现象的调查研究 樊译文、王 祥、张 岳、石文亮 李卫朝 一般

2014110 山西农业大学 新型食用菌速溶粉系列产品的研制 刘 丹、刘泽玺、吴志龙、蒋帆 冯翠萍 一般

2014111 山西农业大学 高压脉冲地下电子杀虫技术 张歆然、莫文东、张 鹏、李玉龙、胡 强 刘振宇 一般

2014112 山西农业大学
社会主义新农村形势下的新型职业农民发展

探析
韩敬敬、李 鑫、杜月鸿、张丽梅、赵鑫杰 解晓悦 一般

2014113 山西农业大学
农业科技创新中产学协同创新模式研究--以

旱地小麦闻喜实验示范基地为例
侯现良、梁宇宁、申鹏程、曹卓栋 孙 敏 一般

2014114 山西农业大学 皂角的组织培养 陈 迪、袁 媛、杨晓晶、张 笠、王 萍 牛颜冰 一般

2014115 山西农业大学 基于单片机的 LED 植物生长灯 李玉婷、刘翠翠、郭俊杰、张晓杰、齐 乐 刘振宇 一般





2015070 太原理工大学 去除水中环丙沙星类抗生素吸附剂的制备 张 静、王 渊、王国荣、吴一荻、张曜晨 林建英 一般

2015071 太原理工大学 柔性照明面板工艺开发 张园园、田 拓、刘 迁、武壮壮、陈月华 王 华 一般

2015072 太原理工大学
基 于 SiCp 调 控 (Mg,Al)-Ca 相 增 强

Mg-5Al-2Ca 的制备工艺研究
廖 玲、赵立婷、庞 震、敬 威、文成武 邓坤坤 一般

2015073 太原理工大学 甲醇制芳烃介孔分子筛催化剂的研究 张 锦、尚 蓉、李俊杰、郭晓庆、贾 雨 王俊文 一般

2015074 太原理工大学
羟基磷灰石负载 TiO2 在降解有机污染物方

面的应用
赵 晔、杨 勇、唐健浩、褚仁杰 樊彩梅 一般

2015075 太原理工大学
航海仪表壳用纳米颗粒增强镁基复合材料

粉末热压法制备工艺研究
靳威威、景 森、王 盟、付青云、李浩源 王红霞 一般

2015076 太原理工大学 基于 Arduino 的物联网智能工作平台 张悦阳、张 卓、赵 森、陈昌梅 段 富 一般

2015077 太原理工大学 高能电脉冲处理制备超细晶 AZ31 镁合金 王晓丹、白江皓、杨牧轩、张轩昌 樊建锋 一般

2015078 太原理工大学
一种可调压边力的盒形件差温拉深模设计

与检验
陈海涛、司马林、王 勇、田晓亮、王 新 曹晓卿 一般

2015079 太原理工大学 超强超导引线框架用铜合金研究 陈 飞、袁文玲、高 强、王 芳 陈 津 一般

2015080 太原理工大学 金属氧化物 Cr2O3 的光电效应 李 霄、张 凯、王同浩、赵翊臣、吴永鹏 王保成 一般

2015081 山西农业大学 多功能自动清洁餐桌 闫 明、陈文库、康 宇、刘 金、杨建云 武志明 重点

2015082 山西农业大学
谷子类胡萝卜素合成途径相关基因 SiLcyb、

6SiLcye 与米色形成关系的研究
郭莎莎、段 杰、乔亚琪、武懿茂、温思钰 李红英 重点

2015083 山西农业大学 蒲公英保健茶的研究及开发 孙 爱、刘珊珊、肖振东、沈 磊 杨 华 重点



2015084 山西农业大学 重楼组织培养快繁体系的建立 徐梅珍、毕云慧、王文艳、刘 旋、闫怡新 牛颜冰 重点

2015085 山西农业大学 生物启发的氨基糖合成及其抗菌活性研究 杨佳佳、牛秀娟、马 盛 赵晋忠 重点

2015086 山西农业大学 葡萄专用紫外线诱导机 师文昌、胡文帅、鲁志红 刘振宇 重点

2015087 山西农业大学 学生心理压力问题及 CUAP 模式构建研究 秦姣姣、徐军建、石宏超、王子瑶 何云峰 重点

2015088 山西农业大学
黄芪绿肥提高玉米品质及土壤微环境的研

究
张晏梓、孙明捷、冯晓军 梁建萍 重点

2015089 山西农业大学 除草剂对天敌蜘蛛行为的影响 袁泽斌、郭钢钢、李慧芳、常俊楠、白晓雪 李 锐 重点

2015090 山西农业大学
提高“红凤凰”桃坐果率的关键技术研究新

优百合的引种与组培繁殖
郭甜丽、乔羽佳、王安申、赵鸿云、薛艳艳 郝燕燕 一般

2015091 山西农业大学 太谷地区植绥螨优势种捕食作用的评价 杜 康、苏冰倩、尹梦娇、郭超琦、李雅馨 李生才 一般

2015092 山西农业大学 多效唑对谷子壮苗防倒及产量的影响 高 扬、王 杰、李昱樱、葛家康、石丽娟 郭平毅 一般

2015093 山西农业大学
马身猪和大白猪不同发育阶段 GH 及其受体

的变化规律
刘 艺、申 楠、董亚新、王玉莹 曹果清 一般

2015094 山西农业大学 绵羊精原干细胞的分离、纯化和体外培养 谢静静、王莉宏、吕小康、张瑞鑫 石 磊 一般

2015095 山西农业大学 桃小食心虫人工饲养技术的研究 李晓菲、张雅娇、张龙飞、冯丹丹 张志伟 一般

2015096 山西农业大学 钙果根瘤病防治研究 李 娟、王 丹、白春燕 杜俊杰 一般

2015097 山西农业大学 网络划时代大学生现实社交障碍及其克服 杨斯清、谢耀琦、许红月、田涛涛 王文昌 一般

2015098 山西农业大学 钙果小拱棚设施栽培技术研究 王安申、赵鸿云、乔羽佳、张 宇、林樱桃 杜俊杰 一般

2015099 山西农业大学 新铁炮百合的引种栽培与扩繁 郝渊鹏、刘笑笑、尹艺臻、王慧芳、李浩铮 杜 方 一般



2015100 山西农业大学 黄粉虫中低聚壳聚糖的提取工艺 徐晓涵、徐丛丛 潘登奎 一般

2015101 山西农业大学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心理问题调适研究 陈玉婷、康 苗、肖婉蓉、王韶波、刘宁宁 郭晓丽 一般

2015102 山西农业大学 新优百合的引种与组培繁殖 张 乾、姬胜男、张朝咏、杨 静、杨 然 杜 方 一般

2015103 山西农业大学 杏鲍菇袋装休闲食品的研制 郭玛丽、闫星峰、吴秀娥、张家晨 马雪洋 冯翠萍 一般

2015104 山西农业大学 分层果汁果酱酸奶的研究 张小灵、张嘉旺、吕 言、范海潇、张晓晶 朱迎春 一般

2015105 山西农业大学 蒲公英饼干的工艺优化 刘珊珊、陈丽英、刘景云、何 洋 王 愈 一般

2015106 山西农业大学 新型染料木素氨基糖苷的设计、合成 吕佳苑、白 雪、王群懿、高 烨 张永坡 一般

2015107 山西农业大学
黄芪（Astragalus）优质种源种质筛选及评

价
胡艳改、郝 磊、杜宇忠 刘亚令 一般

2015108 山西农业大学 灵芝蜜环菌露研制 关贵平、谢晓霞、段 甜 孟俊龙 一般

2015109 山西农业大学 不同处理对重楼种子萌发的影响 武文君、武文奇、石燕碧、乔玉琪、梁辉晖 牛颜冰 一般

2015110 山西农业大学 模拟试装软件设计 李嘉瑶、刘怡然、魏小红、王 迪 李菊霞 一般

2015111 山西农业大学 新型医用便捷床 李沛沛、韩瑞强、刘艳强、崔亚楠 王玉顺 一般

2015112 山西农业大学 新型防雾霾口罩的研究 亢慧瑾、张建霞 段云青 一般

2015113 山西农业大学 水质检测与防控机器人 董振宇、马婧瑜、史轶龙 刘振宇 一般

2015114 山西农业大学
以创意思维支撑庄园农业的发展研究——

以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试点县太谷为例
张 雷、赵文杰、朱 玲、张 静 何云峰 一般

2015115 山西农业大学 社交型校园订餐平台 王金亮、吴丰泽、高正炎、李文捷、郭 栋 李富忠 一般





2016074 太原理工大学 HZSM-5/SAPO 核壳分子筛的离子热合成及表征 金华圣、黄珍梅、贾甜甜、关起涛、蒋 良 张瑞珍 一般

2016075 太原理工大学 在体角膜生物力学特性研究及建模分析 杨 龙、阎 靖、程梨雨、刘亚军、龙志强 王晓君 一般

2016076 太原理工大学 智能大学教室 刘 强、李 波、刘育衔 邓 霄 一般

2016077 太原理工大学
汽车发动机用原位合成 Mg2Si 增强新型耐热抗

蠕变镁合金高能超声处理工艺探索
朱伟强、张利凯 王红霞 一般

2016078 太原理工大学 “山西走向世界” 旅游阅读与翻译实践训练 孙阳阳、孙瑞青、郗瑞雪、郑 楠 侯 涛 一般

2016079 太原理工大学 运动目标的跟踪研究 茹凯琪、祁志鹏、王彦海、杨 祎、申晏昆 邓红霞 一般

2016080 太原理工大学 缺损的关节软骨多孔弹性力学模型的构建 周李鹏、张 垚、王晓宏、闫浩浩、杨 喆 武晓刚 一般

2016081 山西农业大学 苹果套袋机 陈 帅、徐 金、陈行行、刘富玺 郑德聪 重点

2016082 山西农业大学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留守老人生存境况及社会援

助探索
王蕾奇、战 蔷、王芝梅、王泽玲 何云峰 重点

2016083 山西农业大学 SiZFP 在 ABA 诱导的抗氧化防护中的作用分析 齐 帆、范 兴、陈 义、王晶慧、许慧晶 马芳芳 重点

2016084 山西农业大学 运动集电鞋 李东平、原丽娜、彭 鑫、刘曌璇 刘振宇 重点

2016085 山西农业大学 汾河上游湿地植被与环境因子关系研究 李瑞康、李 月、贺亚清、姬晨阳、刘小兴 王春玲 重点

2016086 山西农业大学
全氟辛烷磺酸对青鳉肝脏及免疫相关基因表达

的影响
郭晋姝、王金有、李晓娇、柳姣姣 曹谨玲 重点

2016087 山西农业大学 舍饲羊舍环境真菌气溶胶组成及特性研究 李治国、杜叶叶、张鑫泽、张红敏、曹棋棋 古少鹏 重点

2016088 山西农业大学 柳厚壁叶蜂虫瘿形态与防治时期的关系研究 薛 莹、闫晓璐、刘 丽 张志伟 重点



2016089 山西农业大学 球虫活卵囊疫苗免疫佐剂的研究 韩天飞、袁娜娜、张洪宇、兰 俊 郑明学 重点

2016090 山西农业大学 杂粮系列面包的研究与开发 郝亭亭、唐琳清、汪南汝、李倩倩、来思彤 付丽红 一般

2016091 山西农业大学 关于山西省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探究 崔艺千、高旭东、张倩倩、张日琴、曲开双 王广斌 一般

2016092 山西农业大学
等渗 NaCL 和 Ca(NO3)2 胁迫对番茄活性氧代谢

的影响
张瑞星、陈 虎、普 凌、侯浩楠、王艇越 张 毅 一般

2016093 山西农业大学 食用菌可溶性膳食纤维面包的研制 刘昱迪、张心怡、曹璐娜、宁鹏乾 刘靖宇 一般

2016094 山西农业大学 丹参丙酮提取物无公害化杀虫剂研发的研究 张慧丽、杨雨娟、武康晖、岳小龙 李晓军 一般

2016095 山西农业大学 草地早熟禾无土草皮生产技术 陈 诚、李 晶、黄凤鸣、王欣盼、凌 晓 朱慧森 一般

2016096 山西农业大学
一种新型沙棘、番茄复合保健果醋饮料的工艺

研究
黄 帆、方 震、侯正杰 许 女 一般

2016097 山西农业大学 基于碳纳米吸附的雾霾防护口罩 段 旭、黄梓云、文 倩、李 超、刘俊景 段云青 一般

2016098 山西农业大学 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法律保障研究 吕桂青、郭青平、李泽洋、卫岩萌、王蕾奇 张元洁 一般

2016099 山西农业大学 多种观赏竹水培快繁技术研究 郭赛珠、樊英杰、刘红菊、仝倩倩、乔绮竹 田旭平 一般

2016100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省煤矿区植被覆盖情况及恢复措施
张文海琨、裴瑞琪、王永琴、郭芳蕊、白一

琨
张吴平 一般

2016101 山西农业大学 夏播高粱轻简化栽培技术研究 杨润萌、程 鸿、蒋成龙、王乘龙、乔佳秀 崔福柱 一般

2016102 山西农业大学 大学生网贷消费风险以及规避机制的研究 侯嘉昊、马俊凯、于子龙、王泽权、刘玉洁 刘 豪 一般

2016103 山西农业大学 无硝腊肠工艺研究 姚 波、任昱灿、白 娟、张 星、郭徐静 杜立红 一般



2016104 山西农业大学
革命老区经济发展制约因素研究——以灵丘县

为例
白云凤、辛世东、赵 燕、邱成林 刘 豪 一般

2016105 山西农业大学 基于抗氧化肽优化果蔬复合酸奶的开发 贾亚婷、郭艳梅、蔡逸安、李昕悦 马 玲 一般

2016106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农大综合服务 APP 崔 凯、赵冠宇、冯亚港、杨旭东、张嘉宇 胡欣宇 一般

2016107 山西农业大学 静电粘发器 赵 铖、王 涛、张 进、刘伟洪、靳亚鹏 武志明 一般

2016108 山西农业大学 苦荞叶荷叶排毒保健代餐粉的研究及工艺优化 任昱灿、姚 波、杨志军、郭 雨、魏 东 许效群 一般

2016109 山西农业大学 新优多肉植物的培育及多肉微景观 刘树伟、公菲菲、高建峰、王泽华、蔡康洁 王军娥 一般

2016110 山西农业大学 互联网+校园=“校园帮手”app 杨睿文、黄 铎、郑小南、赵 为、宁鹏乾 刘艳萍 一般

2016111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农业大学校园地理信息系统构建 马 琪、张家宁 白晋华 一般

2016112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农业大学作为旅游地的开发研究 孟立群、高雅迪、司卉芬、苏 敏、金文娟 石晓东 一般

2016113 山西农业大学 红树林根际富油菌株的筛选及特性研究 安 娜、杨 渊、朱 卓、郭馨杰、沈兰琳 薛智权 一般

2016114 山西农业大学 农产品物流配送上门服务系统 师圣铭、冯 刚、白 静、冯 泽、吴天戈 赵 敏 一般

2016115 山西农业大学 薏米土豆糕的研制与开发 李玉昕、曹智翔、李晨阳、郭徐静、杨 琳 朱俊玲 一般





2017069 太原理工大学 预应力高强混凝土管桩抗剪承载性能试验 李佳豪、王康杰、张 琳、张 磊 白晓红 一般

2017070 太原理工大学
矿山地质问题及生态环境恢复的地质模型建

立
王博文、雷康信、靳玉琪、刘志辉、魏宏宇 吕义清 一般

2017071 太原理工大学 生物质对煤热解过程中硫变迁的影响 张云龙、高宏娟、夏 雨、张志军、卢美静 秦育红 一般

2017072 太原理工大学
基于绿色低碳发展视角的山西省创新驱动能

力提升路径研究
梁 鹏、张 月、田 帅、侯佳雯、付 雪 李 玮 一般

2017073 太原理工大学 AZ91D 镁合金腐蚀力学性能研究 任盼峰、宋佳哲、白天宇、赵 威、刘佳昊 王鹤峰 一般

2017074 太原理工大学 高延性水泥基复合材料配方及性能研究 吕晶晶、马 捷、岳国杨、王帅宇 杜红秀 一般

2017075 太原理工大学 一种新型镁电池系统设计 冯景程、陈 容、畅治民、裴林媛、李 敏 侯利锋 一般

2017076 太原理工大学 桁架式机械手 赵晓航、白冰童、陈 驰、张竞娆、孟 泽 李秀红 一般

2017077 太原理工大学
复合型核壳复合分子筛的制备及溶胶的电荷

性质
王 杰、刘普旭、铁 琳、徐 晶、孙文聪 杨冬花 一般

2017078 太原理工大学 基于影像分析的煤泥沉降絮团特性研究 朱宣宇、李浩杰、李 岩、任倩梅 樊玉萍 一般

2017079 太原理工大学 风味保健啤酒的工艺研究 崔玲炜、高文婷、梁 赫、谭栋铭、倪春明 刑俊德 一般

2017080 太原理工大学
全国水文水资源工程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调查分析
李青城、陆帅帅、冉 飞、张国伟、吴 瑞 赵雪花 一般

2017081 山西农业大学
GSTA3 对肉鸡胫骨软骨发育不良治疗效果研

究
李 桢、李娜娜、张旭华、张 靖、陈柳妃 田文霞 重点

2017082 山西农业大学 紫甘蓝花色苷抗氧化系列彩色饮料的开发 张笑菊、蔡逸安、董潇潇、李昕悦、吴栋磊 朱迎春 重点



2017083 山西农业大学 食用菌系列养生糕点的研制 张玉仙、王雪莉、郝向荣、张 昊、何 畅 冯翠萍 重点

2017084 山西农业大学 彩色马铃薯富硒雾培技术探索研究 胡万行、李家业、赵博思、李世玉、贾 犇 张 毅 重点

2017085 山西农业大学
miRNA-411a 靶向 CaMK4 调控羊驼黑色素细胞

色素生成的研究
李佳晟、赵 阳、杨腊梅、孙晓江、赵 岩 范瑞文 重点

2017086 山西农业大学 MG-1 植保无人机喷头雷达控制系统的设计 岳杰绵、刘伟洪、许 昊、王淏业、米云田 武志明 重点

2017087 山西农业大学 生防菌IF1106孢子表面活性剂吸附特性研究 薛笑然 原少斐 孙代辕 苏永德 张宝俊 重点

2017088 山西农业大学 电子智能防盗追回芯片 张远航、贺 卫、张华瑞 唐中伟 重点

2017089 山西农业大学 拖拉机 360°环影系统设计 武逸凡、郭子文、田壮壮、吴彦强、晋成阳 李晓斌 重点

2017090 山西农业大学 树莓引种到山西的关键技术研究 肖 昆、曹嫒婉、张利虎 宋艳波 一般

2017091 山西农业大学 果树三维结构重建及虚拟修剪研究 石献鑫、魏志佳、王 君、葛兴华、郭芳蕊 张吴平 一般

2017092 山西农业大学 大豆营养物质的综合利用及豆渣面膜的开发 牛秀娟、万泽辉、秦 娇、杨高峰 赵晋忠 一般

2017093 山西农业大学 智能控温衣服的研制 常晋宇、王 博、王 涛、王亚松 胡欣宇 一般

2017094 山西农业大学
光纤式阳光导入系统应用在多层无土栽培工

厂的创新研究
乔 旺、张永强、沙志风、申 元、宋温江 王春玲 一般

2017095 山西农业大学 植保无人机脚架系统的优化设计及改进 张 进、张文军、王晨昕、宋建宇、史 页 武志明 一般

2017096 山西农业大学 智能家居-安防系统控制 杨鹏飞、孙 赟、吴小强、张凯亮、刘卓林 贾宗维 一般



2017097 山西农业大学 自学习型笔迹深化识别 白 鹏、田 杰、柴艺康、刘 强、翟亚静 岳亚伟 一般

2017098 山西农业大学
大棚轮作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修复和控制作

用研究
崔向丽、王 沛、李啸飞、王 储、贾超敏 王春玲 一般

2017099 山西农业大学 固化剂固化土做渠道衬砌的可行性研究 赵婷婷、严晓威、韩璐璐、牛林鹏、徐泽鑫 魏清顺 一般

2017100 山西农业大学 红枣网络医院 南文禄、姜雅琴、张 杰、柳春雨、张亮亮 郝艳平 一般

2017101 山西农业大学
社会保障政策公众认知度调查及对策研究--

以山西省为例
杨雯雯、杨 琳、裴镜蓉、韩文惠、张燕蒙 王秀花 一般

2017102 山西农业大学
天马行空想象馆--基于数字设计 APP 平台的

DIY 实体店项目
余 娜、刘佳伟、李伟豪、周泽文、孙明雅 杜 鹃 一般

2017103 山西农业大学 采用杂粮制作不同风味食醋的工艺研究 刘 瑶、赵俊桃、卢亚东 王如福 一般

2017104 山西农业大学 基于物联网农业大棚智能环境监测系统 姬毓涓、任志强、桑 垚、张 涛、闫 涵 刘琪芳 一般

2017105 山西农业大学 高效降酚菌的筛选鉴定及特性研究 任瑞凡、李潇潇、刘永阳、曲文浩、孔令腾 吕建华 一般

2017106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省"泗交绿茶"有效成分及抗氧化活性研

究
李 芸、姚依林、田 习、张 萌、高晋芳 解 庆 一般

2017107 山西农业大学 马齿苋保健型食品的研发 高文涛、王芊芊、吕 睿、卫 茹、李智慧 李玉娥 一般

2017108 山西农业大学 手心农大"APP 研发 王 将、傅琦琪、郭 涛、雷光泰、张如意 温 娟 一般

2017109 山西农业大学 葡萄"减肥减药"栽培技术研究 肖旭鹏、刘婷婷、朱栋霖、韩如春、樊宏宇 纪 薇 一般

2017110 山西农业大学 生态环保型废弃物基质的配制与应用研究 薛彤昕、袁文婷、黄冠树、罗瑞华、严 帆 孟会生 一般



2017111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农谷"建设导向下太谷县创意农业与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姚展鹏、温 慧、李 琦、王宏涛 刘 豪 一般

2017112 山西农业大学
基于传统文化遗产传承视域下拼布艺术的创

新性研究
李婧婧、李瑞洁、李 英、许秀秀、任可然 闫晓华 一般

2017113 山西农业大学
添加谷胱甘肽对氟中毒小鼠肝肾损伤的缓解

作用
张慧慧、王晓菲、王 婧 孙子龙 一般

2017114 山西农业大学 风味功能型棋子豆 闫春晓、李 鑫、苏方翠、梁云辉、吴朋谕 孟雪雁 一般

2017115 山西农业大学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关于捐赠众筹服务的《慈

善法》规制
杨 宇、李有钱、刘佳佳、朱俊苗 张元洁 一般

2017560
山西农业大学

信息学院

“双创”背景下校园 O2O 融合创新平台模式

研究——“掌上农大”
乔 宇、杨荟新、冯卓霖、刘子慧、魏家豪 贺 强 一般

2017561
山西农业大学

信息学院
山西“农谷”背景下农民科普网校建设 董桂暄、亢 婷、韩文宇、梁月光、贾宇霞 丁海奎 一般

2017562
山西农业大学

信息学院
滴答捎带 APP 李 阳、胡祥祥、王 蕾、侯佳怡、高若天 苏 琳 一般

2017563
山西农业大学

信息学院
锦亨职业发展联盟 张宇杰、韩璐绮 赵恩北 一般

2017564
山西农业大学

信息学院
五 A厨房 李慧玉、韩宝琼、徐 科、尹爱玲、赵 悦 刘 娜 一般

2017565
山西农业大学

信息学院
《周游》APP 袁国琪、郝 菁、贾澄臻、何 微、李新宇 杨碧霞 一般

2017566
山西农业大学

信息学院
校园搞笑原创网络视频之“同学 B闹” 薛瑛洁、武子文、杨 宁、丁世昱、张浩然 王 龙 一般

2017567
山西农业大学

信息学院
信院“众创咖啡” 张虎成、高致伟、冀贤波、李勇强、郭 晶 范 彦 一般

2017568
山西农业大学

信息学院
科研助手 APP 李晨亮、李 倩 解 嵘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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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雅婷，何云峰，张 丽.高校校园流行语的流变及其思想教育价值.重庆高教研究，2013（6）.
校内期刊发表论文（18 篇）

1.王 莹,王 蕾,赵浩宇,张杰,焦垣森.大学生就业教育的隐形缺失及培养—以山西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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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晓明,高 晨,纪奇慧,张素芳,秦敏慧.大学生专业承诺对择业就业的影响. 山西农业大学

学报（科技创新版）.2013 年 1 期：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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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社团共同体”以其独有的特征在高校的人才培养和校园文化传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学

生“社团共同体”增强了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促进了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弘扬了大学校园文化。高校在实践中

应积极采取发掘各种资源、创立再生机制、实行“四化”管理等措施，保障大学生“社团共同体”的顺畅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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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社团共同体”的研究意义
1.大学生“社团共同体”的提出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21 世纪高等教育的宗旨是培养适应全球化竞争与科技进

步需求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随着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具

有综合素质的人才必将成为全球化竞争的焦点〔1〕。高等学校作

为人才培养和知识传播的基地，更要把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人

才置于最突出的地位。大学生“社团共同体”重实践、重能力、重
创新意识、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2.大学生“社团共同体”的探究顺应课程改革的潮流

大学生“社团共同体”强调大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和个性的培

养，给传统的“教师中心论”以有力的反驳，符合以“学生为中心”
的课程改革观。社会实践是大学生砥砺品质、提高觉悟的重要环

节，大学生“社团共同体”以其独特的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向实

践育人的课程改革理念靠拢。大学生“社团共同体”为人与人之间

的情感交流提供了平台，更加注重人文关怀，顺应了“以人为本”
的课程改革趋势。

3.大学生“社团共同体”的培育指明社团发展的新途径

高校社团的发展存在着不少问题，诸如团结力不足、社团去

个性化明显、社团参与功利性强、社团活动流于形式、社团骨干

力量薄弱等。而大学生“社团共同体”以其平等交流、群策群力等

特点，保证了其活动质量，促使活动有序发展，为大学生精品社

团的打造开辟了道路。

二、大学生“社团共同体”的特征
1.目标的生成性

大学生“社团共同体”的目标生成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作为大学生“社团共同体”成员的个体，其成长目标具有

生成性，成员不再是被组织者支配、调控，最后达成具体、精确、
可操作、可预见、整齐划一的目标的工具。在大学生“社团共同

体”内，成员目标的实现依托组织环境，并随着活动过程的展开

而自然生成。另一方面，大学生“社团共同体”作为一个自组织的

整体的生态系统，也以每个共同体成员个体的成长为基础，实现

目标的达成〔2〕。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体目标的实现，都具有天然的

生成性。
2.参与的主体性

大学生“社团共同体”活动的实施者和参与者是社团成员，

不仅有学生，还有教师、专家等。社团成员不仅具有享受活动成

果的权力，而且还有对社团活动的组织、开展负有责任和义务。
大学生“社团共同体”成员无论是参与活动的动机，还是活动开

展过程中的思想意识、举止行为等，都必须是自觉、自主、自愿

的，必须切实把自己融入到活动中去，作为大学生“社团共同体”
整体必不可缺的一分子，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

3.活动的交互性

活动的交互性之所以能实现，主要依赖于三个因素：大学生

“社团共同体”内个体的差异性、大学生“社团共同体”的系统开

放性、大学生“社团共同体”自我组织和管理的民主平等性。社团

活动的交互性也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个体间的交互，包括教师

和各类专家及同辈能者与新手的交互、彼此发展水平相当但各

有所长的同伴之间的互动；二是个体与群体的交互，一个人可以

自由地参加一个及以上的大学生“社团共同体”活动，实现个体

与不同群体的交流与互动；三是群体之间的互动，除不同个体的

参与所带来的零星的群体交流外，各大学生“社团共同体”也会

有意地加强沟通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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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学生社团是高校大学生为了共同的爱好、兴趣或共同的责任自愿、自发组织起来的学生群众性

组织，是学生进行 “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和 “自我服务”的重要阵地，也是高校对广大学生进行思想

政治建设、学风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1]。

高校社团的实践意义

高校社团，作为高校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彰显校园文化的有效载体；作为学生的 “第二课堂”，其

独具特色的隐性课程，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平台[2]。社团参与过程中，学生

知识的增长，人际关系圈的拓宽，实践机会的增多，科学思维体系的形成，都是其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3]。
然而，在社团的发展过程中，随之而来地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为此，该课题对社团发展的现状及其影响进

行了分析，并针对其存在问题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这些不但可以帮助高校管理者更好地认识社团，指导

他们更有效地管理社团工作；而且有助于引导大学生更加理性、有效、自觉地参加社团活动，更充分地利

用社团提高自己[4]。

高校社团的研究意义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查阅和检索，发现以往对社团所做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 3 个视角出发的：一是从教

育学视角研究社团组织在大学生教育中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5]；二是从社会学视角研究

群体状态下社团参与现象，并分析社团在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6]；三是从管理学视角研究高校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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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参与
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影响研究

———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申姣姣，刘信阳，何云峰

（山西农业大学文理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摘 要：分析了目前高校社团发展的现状，以及其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所产生的有利与不利两方面的影响，针

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以便高校社团组织能在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关键词：大学生；社团参与；综合素质

中图分类号：G 455.7 文献标志码：A

[基金项目]山西农业大学大学生创新项目（8—058）；山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G H—11030）

收稿日期：2011－12－13；修回日期：2012－01－30
作者简介：申姣姣（1990-），女，山西晋城人，在读学士，主要从事高校学生管理研究，E- m ail：sjj15534993200@ 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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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高校大学生主体性培养的问题与建议

尹明雪，崔华静，何云峰，刘冬

（山西农业大学，山西 太谷 030801）

［摘 要］通过对山西省三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分析大学生主体性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学生在校四

年的主体性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影响大学生主体性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家庭教育、学校管理、同辈

互动、社会文化、网络生活等，并据此提出了相关改进建议，以促进大学生主体性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大学生；主体性，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B ［文献编号］1009-1173（2012）04-0039-05

［收稿日期］ 2012-05-06

［基金项目］ 山西农业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大学生的主体性的缺失及培养———基于非正式组织文化的视角”（9-051）；山西省大学

生科技创新项目“大学生的主体性的缺失及培养———基于非正式组织文化的视角”（2011078）；山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项目“现代教

育技术背景下的农林院校公共基础的教学综合改革研究”（J2011022）

［作者简介］ 尹明雪（1989-），女，山西农业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2009 级学生；研究方向：高校学生管理。崔华静（1990-），女，山西农业

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2009 级学生；研究方向：高校学生管理。何云峰（1973-），男，山西农业大学文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矿业大学博士研究

生；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刘冬（1981-），男，山西农业大学文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19 世纪末,西方国家主体性教育开始萌芽，20

世纪末进入发展期。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才开

始引入主体性教育。我国第一本以“主体性教育”
一词命名、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归纳主

体性教育的著作是 1999 年出版的石中英、王卫东

所著《主体性教育》，全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对主体性教育做了阐述。随后出现了对大学生

主体性进行研究的论文，如 2002 年金佩华，李亚萍

的《试论大学生主体性教育的意义及途径》和 2002

年杨支才的《大学生主体性缺乏的反思与应对》等。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从大学生自

身特点入手，通过对大学生主体性缺失的原因进

行分析并提出改进建议，帮助大学生逐步形成独

立、健康、完善的主体人格，为高校思想工作提供

必要的理论支持。
主体性是指人作为活动主体的根本属性和本

质特征。大学生是具有主体性的人，大学生的主体

性是指大学生在教学中的主观能动性，具体包括

能动性、独立性、选择性、创造性、自我意识性。独

立性又称自我完善性、自主性，它是人成为主体的

前提和基础。能动性是指学生主体在学习活动中

自觉积极主动地认识客体和改造客体，而不是被

动地消极地进行认识和实践。独立性是主体独立

自主行使支配自己的权利并且具有这种能力[ 1 ]。选

择性是指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可以在多种目标、多
种活动中进行抉择的特点。创造性是指学生在教

育活动中可以超越教师的认识，超越时代的认识

与实践局限，科学地提出不同的观点、看法，并创

造具有成效的学习方法，创造性是主体性的最高

表现形式。自我意识性是学生作为主体对自己的

状态及在教育中的地位、作用、情感、态度、行为等

的自我认识[ 2 ]136。

二、调查设计

（一）对象选择

本研究以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农业大学以及

晋中学院为调查对象。鉴于大学生主体性的发展

受性别、年级、专业性质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分

别对太原理工大学 11 个学院 30 个专业、山西农

业大学 10 个学院 27 个专业、晋中学院的 8 个学

院 20 个专业的学生展开抽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

卷 600 份，平均每个学校 2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60 份，回收率 80%。调查对象的性别、年级、专业

性质、调查人数等基本信息见表 1 至表 3。

人 才 培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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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探析

崔华静，尹明雪，何云峰
（山西农业大学，山西 太谷 030801）

［摘 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重视大学生的主体性，只有如此才能激发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力。
为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调节师生关系，凸显学生创造的价值；注意思想引导，着重价值
体系的内化；重视实践锻炼，关注实践能力的提高。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B ［文献编号］1009-1173（2012）06-0022-04

［收稿日期］ 2012-08-06

［基金项目］ 山西农业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大学生的主体性的缺失及培养———基于非正式组织文化的视角”（9-051）；山西省大学

生科技创新项目“大学生的主体性的缺失及培养———基于非正式组织文化的视角”（2011078）；山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项目“现代教

育技术背景下的农林院校公共基础的教学综合改革研究”（J2011022）

［作者简介］ 崔华静（1990-），女，山西农业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2009 级本科生；研究方向：高校学生管理。尹明雪（1989-），女，山西

农业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2009 级本科生；研究方向：高校学生管理。何云峰（1973-），男，山西农业大学文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矿业大学在

读博士生；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叶澜在《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论中小

学教学改革的深化》一文中提出了“从生命的高

度，用动态生成的观点看课堂教学，把课堂教学当

作师生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经历”[ 1 ]。关怀生命已成

为当代的一种社会价值追求，也成为学校教育的

价值取向，因此，教学中的生命关怀正是达成教育

中关怀生命的基础与关键，或者说生命意义是教

学的本然特征[ 2 ]。就大学教学而言，它应是融知识、
能力、道德、生命于一体具有生命意义的活动[ 3 ]。但

在现实的实践中，大学课堂，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

教学过程中，学生难以用认真的态度去学习，上课

不愿听讲，不积极发言，消极应对，缺少参与。这些

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上大学生主体性缺失的表

现。鉴于此，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势在必行。只有激

发师生的课堂生命活力，关注大学生的主体性，才

能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和个体的社会价值与个人

价值的统一。

一、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主体性是指人作为活动主体的根本属性和本

质特征[ 4 ] 4。大学生是具有主体性的人。大学生的主

体性是指大学生在教学中的主观能动性，具体包

括能动性、独立性、选择性、创造性、自我意识性[ 5 ]。

主体性教育是一种培育和发展受教育者的主体性

的社会实践活动[ 4 ] 39，因此，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是

以培养学生的主体性为导向的思想政治教育。它

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教育主体的自发性与活力性
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关注到学生是主体而不

是客体，因此，教育者应该尊重大学生的主体性。
一方面，要考虑大学生的内在需求，通过启发、引
导，使学生自发地学习而不是被迫地学习，从“要

我学”的状态转变为“我要学”的状态，从而让传统

沉闷的课堂充满生命力和活力。另一方面，应尊重

和鼓励学生的独立性与创造性，发挥学生的能动

性，引导学生的自我意识性、选择性，使培养大学

生的主体性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真正

做到以学生为主体。
（二）教育内容的全面性和联系性
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有知识传

授、价值判断、实践锻炼三方面，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广度和深度上的延伸。
知识传授、价值判断、实践锻炼三方面紧密联系。
知识传授是价值判断和实践锻炼的基础，价值判

断需要以知识和实践为载体，实践锻炼需要在知

识传授和价值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是对知识的再

HINA AGRICULTURAL EDUCATIONC 人 才 培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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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道德失范行为的研究

步秋艳 1，原阳光 2，原向阳 1

（1.山西农业大学,山西 太谷 030801; 2.辽宁科技大学,辽宁 鞍山 114051）

［摘 要］高校学生是重要的社会资源，其道德素质的高低对社会的发展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
目前高校学生的几种主要道德失范行为的研究，可以分析出高校学生道德失范行为产生的主要
原因，家庭、社会、学校等方面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此加强高校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引领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关键词］高校学生；道德；失范行为；预防干预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B ［文献编号］1009-1173（2012）05-0055-03

［收稿日期］ 2012-05-06

［基金项目］ 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大学教学伦理问题研究”(ZD-09003)

［作者简介］ 步秋艳（1990-），女，山西农业大学文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教育管理方向）09 本科生；研究方向：公共事业管理。原阳

光（1990-），男，辽宁科技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09 级学生。研究方向：计算机网络技术。通讯作者原向阳（1981-），男，

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作物化学调控与化学除草。

引言

“失范”一词，源于希腊文，在 16 世纪的宗教

神学中指不守法，尤其指亵渎神的现象。法国社会

学家涂尔干以此说明“与道德规范不相一致的社

会现象”[ 1 ] 250-251，在涂尔干看来，规范是维持人与人

以及社会团结的基础，由于社会的转型，使得控制

个人行为的道德规范越来越松弛，从而使道德的

制约功能削弱以致丧失，“失范”行为便产生了。在

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高校学生的道德失范行为

频频出现。对高校学生道德失范行为的研究分析，

有助于纠正并规范高校学生行为，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对社会有用之

人。
提高高校学生的道德素质，有利于为祖国的

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然而当

下社会，学生的道德失范行为却不断出现，并引发

社会关注。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多数学者认为高校学生

的道德素质总体良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肖建国

认为,道德失范主要是指学生在行为表现上不符合

甚至远远低于人们传统观念里认为的道德规范标

准，如大学校园里“课桌文化”、“墙壁文化”、“厕所

文化”泛滥；污言秽语屡见不鲜；随手扔垃圾，随地

吐痰；图书馆借出的书经常被涂写得乱七八糟；考

试“作弊”等[ 2 ]。而陈蓓在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进

行研究后，认为大学生的思想认识不高,对社会主

义的认识停留在表面上, 在理解上存在一些感性、
模糊以至错误的认识，在政治取向上存在一些功

利性倾向[ 3 ]。也有人分析了当代大学生的道德素质

现状，认为大学生诚信观念缺失，社会道德失范，

缺乏社会责任感，功利心强，缺乏感恩意识，部分

大学生总是抱怨别人对自己不好，却从不懂得感

谢别人对自己的帮助[ 4 ]136。
上述观点，未能从教育的角度较全面地概括

大学生的道德失范行为。本文主要从大学生的助

人意识、诚信观念、文明行为、思想倾向四个主要

方面着手，研究大学生的道德失范行为，并提出相

应的解决措施，希望能达到“纠正已然，防患未然”
的目的。

一、大学生道德失范行为的主要表现

（一）助人意识日渐淡薄
助人为乐，本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在

当下多种价值观的影响下，大学生的助人意识竟

日渐淡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现象已屡见不

人 才 培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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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是指人作为活动主体的根本属性和本质

特征[1]。 大学生是具有主体性的人， 大学生的主体

性是指大学生在教学中的主观能动性， 具体包括能

动性、 独立性、 选择性、 创造性、 自我意识性 [2]。
高校通过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渠道对学生进行教

育管理， 完成培养具有主体性人格的综合性人才的

教育目标。 大学生非正式组织为学生的发展提供软

环境， 对学生主体性人格的塑造起着重要影响作

用。 校园社团具有一定组织规模， 活动价值相对集

中、 影响力较大、 易于观察， 是大学生非正式组织

的典型代表。 在此， 笔者选取社团作为类型多样的

非正式组织的代表， 以山西省 3 所高校 （山西农业

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晋中学院） 为实际案例， 分

析非正式组织文化对大学生主体性影响作用， 提出

非正式组织视角下大学生主体性的培养路径， 对大

学生主体性完善、教育管理目标实现具有现实意义。
1 大学生非正式组织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1.1 大学生非正式组织文化内涵

大学生非正式组织是指大学生在共同的学习生

活过程中因兴趣爱好、 性格、 习俗、 生活方式、 价

值观念、 人生信仰、 地域等共性产生情感共鸣而组

织在一起的， 没有成文规则及明确的管理方式， 成

员活动具有较强随意性的学生群体 [3]。 大学生非正

式组织文化是大学生为满足自身需求， 通过在非正

式组织实体环境里， 与组织及其成员互相作用所表

现出的群体活动规矩章法， 集中表现为行为规则、
思维方式、 价值观方面的共同心理趋向， 体现集体

心理特点、 组织风格的一种意识状态。 非正式组织

文化是非正式组织发展的灵魂， 发挥着精神导向作

用， 充当成员沟通的中介， 规范成员行为角色、 引

导成员价值取向， 消除隔阂、 促成协作， 影响成员

主体性人格塑造。
1.2 大学生非正式组织文化特征

1） 自我意愿。 从大学生非正式组织的形成来

看， 它体现出自发性特点。 大学生选择非正式组织

的类型、 对象由自己做主， 不受其他因素的领导或

干预， 凸显自我意愿。 大学生非正式组织的管理倾

向非效率化， 组织中没有系统成文的制度和严格的

组织纪律， 成员受来自 “权” “责” “利” 因素刺

激性低， 行为以自我意愿为向导。 大学生非正式组

织成员彼此体现出相似点， 民主、 平等的环境容易

促使成员形成包容性心理， 成员关系密切， 组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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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y of Proofeading the Follow-up to -the "Village Official" Service 

Zhao Yue, Wang Yanju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gu Shanxi 030801 , China) 

Abstract: To ensure t hat students "village official" next to, for living, well done, flow more, not only need to consider 

the policy level of unity and macro design, needs the government, the society,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 such as 

rural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play an active role, among them, the university as college students "village official" , and 

the cultivation of output, should for college students' "village official" provide assistance to service: establish universi ty 

and college students "village official" network communication platform, promote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and a number 

of communication; Explore on college students' "village official" training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along the way and 

the method, the improv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village official" overall quality; Play the agricultural college talent 

and t echnical advantage, solve the university student "village official" work across the actual problems, promote the u

niversity students' "village official" healthy growth and make a difference. 

Key words: 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llege students "village official"; Servic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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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gation and Study Report of College Students Emotion Management Condition 

Meng Wenjing, Liu Hongling, Zhao Lixia, He Junyan 

(College of Arts & Sciences, Shanxi Agricultural, Taigu Shanxi 030801 ,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competition, college students face more and more 

pressure, which more or less influence to the s tudents'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show the psychology of College students. Emotion is the objective i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 and the atti tude of experience. Emotion management including the emotion understanding, attitude, and how to 

deal with the emotion. In this study we adopt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December 22, 20 11 to 23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statistical results, th e system analysis, we understand the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emotion man

agement status, in - depth analysis of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college 

students' emotional problems,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nd solutions: on w hole course education; 

improve family education; to establish the correct emotion value, to help college students to manage their emotions, re 

lieve the pressure, thereby better face all sorts of competition. 

Key words: Coll ege students; Emotion management; Psychological; Emotional management ab 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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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ssive Loss of Employment Eduation and Cultivation--Taking Shanxi Agricu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Wang Ying, Wang Lei, Zhao Haoyu, Zhang Jie, Jiao Yuanse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gu Shanxi 030801 ,China) 

Abstract: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 hot issue in toda y's society, however, som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udents'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guidance work are not perfect. Based on the currently working mode of education 

and guidance in university, recessive loss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was analyzed, to further enhance students' employ

ment education and guidance and to promote the employment of university students. 

Key words: Undergraduate; Employment education guidance; Recessive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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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ormitor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Students in Independent College- - Take Col

lege of Information in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for Example 

Wang Xiaowen 

Clnformation College, Shanxi Agriculture University, Taigu Shanxi 030800 ,China) 

Abstract: Dormitor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llege stud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ontradiction in and between the dormito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problems which affec t the life,learning . ar.a 

tivity of college students,and become a big problem of college student management. By SPSS16. O,indepentent sam. '. • 

test,F- test,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ere ap plied to analyze the questionnaire. The resluts showed the present si tua. 

and trend of their relationships, which provided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harmonious campus cons traction. 

Key words: Dormitor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formation College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 ity;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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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学是一个有生命、有深度、有丰富内涵

的探究与创造过程[1]。自 1994 年起，美国学者在全

国范围内对大学生满意度问题进行连续 12 年独立

性研究[2]，揭示了大学教学中令教学主体不满的现

实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改革深入，关于高

校学生教学满意度的研究增多，高等教育内涵式发

展势在必行。2003 年郑州大学心理研究室所做的大

学生生活满意度评定和 2006 年华中科技大学等高

校开展的学生求学满意度研究等，已经初步形成较

为合理的研究系统[3]，但大部分是基于学校整体层

面，有从教育质量着眼的也都是从专业及课程结

构、教师质量等维度的整体研究。2012 年，山西农

业大学对本校 13 个学院及国内部分农林院校从专

业、年级、性别 3 个基点，了解学生在学习态度、
学习习惯、学习期望、学习目标、学习方法及与学

习抗干扰力方面对教学评价的满意度进行问卷调查

和访谈，学生问卷共发放 311 份，发回有效问卷

305 份，问卷回收率为 98.07%，为本次理论研究辅

助之用。
1 学生对教学满意度的问题审视

学生满意度是指学生学习过程中，对学校提供

的各种教育服务的实际感知和期望之间比较后产生

的一种心理感受。感知效果高于期望值，就会满

意，反之不满意。满意程度依据二者之间的差异度

而定，通常带有主观情绪色彩，学生的价值观、心

理健康程度、行为规范、综合素养等都会影响到其

评价标准与感知效果，进而决定了满意度的高低[4]。
1.1 基于专业维度的问题呈现

学生主体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除学习期望指

标外的态度、习惯、目标、方法和抗干扰力方面，

理工科学生占优势。调查发现，部分农科院校学生

对所在学校总体的满意度处于一般水平，学生对所

攻读专业的前景关注度较高，达到 47.10%，也有

29.40%的学生对专业的期望值呈现较低水平。调查

发现，理工科学生的学习态度比文史生端正，与学

校主流教学态度匹配。理工科学生在早晚自习的效

率和频次方面也高于文科生，反应了文科生学习习

惯的不规范性。针对学习目标，发现有坚定目标的

学生不到 10%，大多数学生属于跟风族，没有明确

的目标指向，其中理工科生相对清晰，文科生模糊

度较高。学生主体的不同个性决定了其会采用不同

的学习方法，大部分理科生的学习方法独立性强，

复归潜隐的学生主体性
提升高校教学满意度

吴 凯，张慧萍，何云峰

摘 要：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高等教育教学质量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站在学生主体立场，从专业、年

级、性别三个维度分析学生在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学习期望、学习目标、学习方法、学习抗干扰力方面对教学满意

度的影响程度，并提出相应的策略。
关键词：大学生；学生主体性；教学满意度；农科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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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满意度理论， 萌芽于 20 世纪初的美国消

费心理学研究， 是当下企业质量管理的重要原则，
后经引申扩展， 教育领域的满意度问题也随之引发

社会的广泛关注。 教师作为高校教学的主导者， 对

高校教学满意度的提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

在教学信息化和现代化的新趋势下， 传统教师的角

色定位已无法适应当下学生对教学多样化和个性化

的需求。 改变角色认知、 寻求角色认同、 形成角色

信任， 满足社会和学生新的角色期待， 增强职业责

任感， 涵养大学教学品性[1]， 努力提高教学满意度，
不断实现教师职业发展的超越， 是新的教育形势与

社会需求对高校教师新的更高的期望。
1 传统教师观及角色定位阻碍高校教学满意度

1） 教师注重单一的学科知识传授， 忽略学生

的多元需求。 在传统教育观下， 教师是单一学科知

识的传授者， 是本体知识的拥有者 [2]。 但随着信息

化时代的发展， 教学理念的落后， 教学行为的程式

化， 导致高校教学中学生逃课、 睡觉、 听音乐、 聊

天， 做与本门课程无关的 作 业 等 “陋 习” 不 一 而

足。 如某高校的调查显示， 大 部 分 教 师 采 用 结 合

式、 启发式和学生主体性 和 单 向 灌 输 式 的 教 学 方

式， 比 例 分 别 为 40.8%， 30.6%， 11.2%， 17.4%。

灌输式教学的选用比例表明教师的忠实取向教学方

法占据近 1/5 [2]。 调查还发现， 部分教师有转变角

色的意识， 但迫于学校特定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境遇

以及教师个体的期望值和效能感， 转变效果微乎其

微， 教学质量呈现跌落的趋势。
2） 教 师 局 限 于 师 生 “业 缘 性” 关 系 的 维 持，

漠视学生情感互动需求。 传统教育下， 教师基于职

业对学生进行教育， 形成 “业缘性” 教育关系， 但

这种师生关系之间的沟通仅是知识的单向传输， 不

包含与学生的情感和价值交流， 必然会导致鲜有的

世故与冷漠 [1]。 调查显示， 48%的教师认为自己是

全心全意地扑在工作上， 40.9%的教师认为自己基

本上可以做到爱自己的学生， 而选择 “不完全是”
的教师仅占到了 7.1%。 这表明教师自我感觉良好。
与 学 生 进 行 非 结 构 性 访 谈 之 后， 发 现 教 师 个 体 的

“自我效能感” 与学生的 “期望” 并不对等， 学生

对教学满意度并不高。 师生关系上， 大部分学生认

为部分教师无法处理好 “教 - 学 - 研” 的同步互动，
师生之间 “双向情感” 的交流与互动少， 朋友似的

师生关系很难达成。
3） 教师重视教学权威、 偏于单向的专制管理，

忽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 传统教育下， 教师以按时

魏小敏，张慧萍，何云峰

摘 要：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高校教学满意度问题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笔者从高校学生立场出发，深究传统教

师角色问题，藉此提出教师角色转变的三个向度，即知识传授方式、师生交往形式、教学管理模式，以期提升高校学

生对教学的满意度。
关键词：大学生；教学满意度；高校教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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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非主流”选秀文化的负面效应及对策
———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李美珍，张伟霞，王 雯，白洋阳
(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摘 要: 高校“非主流”选秀文化给大学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对选秀节目过度关注，盲目喜爱，表现不理性; 道

德判断与价值取向出现偏差; 审美标准异化、集体观念淡薄。针对这些情况，大学生应提高自控能力，培养自觉学习

的习惯，积极转变价值观念; 高校教育要“到位”，要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理性收看选秀节目; 节目制作

方要履行社会责任，传递社会“正能量”，实现选秀节目的和谐传播; 社会各部门各负其责，发挥应有的职能管理，引

导选秀节目健康发展。
关键词: 高校; 选秀文化; 大学生; 负面效应; 山西农业大学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B

近年来非主流“选秀文化”扑面而来，给传统

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选秀节目是以青年人尤

其大学生为受众的面向普通民众的、低门槛或无

门槛的电视才艺选拔节目。选秀，“选”即挑选、评

选之意，“秀”是英文单词“show”的音译，即表现、
展示之意。我国选秀节目发展起步较晚，最早能

追溯到 2004 年的大型电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

其内容、形式借鉴美国著名选秀节目《美国偶像》
( AMEＲICAN IDOL) 。此后，国内各电视台纷纷效

仿，各种类型的选拔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快

乐男生”、“中国梦之声”。根据中央电视台索福瑞

全国电视网收视率统计，近几年来，各大电视台选

秀节目收视率飙升，有些达到 6． 0 的收视，如“中

国好声音”、“我是歌手”、“中国好歌曲”创造了收

视神话，远远高于同时段其他电视节目。假期选

秀节目全网播放量统计达几十亿次，网络关注度

和话题讨论指数居高不下。“选秀”一夜之间俨然

成了电视节目的新宠，也受到大学生的青睐。它

们在给大学生带来娱乐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

大学生的成长产生了负面效应，具体表现为: 大学

生对选秀节目过度关注、盲目喜爱、表现不理性;

关注动机集中于打发时间、娱乐消遣; 选秀文化致

使大学生道德判断与价值取向出现偏差，集体观

念淡薄，审美标准异化等。
本次调查主要从大学生关注选秀节目的行为表

现、关注选秀的原因分析及消解负面效应的对策三

个维度进行。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

在山西农业大学分发 150 份问卷，调查对象为大一、
大二、大 三 的 学 生，问 卷 收 回 146 份，回 收 率 达

97. 3%。问卷设计主要围绕大学生关注节目持续的

时间、方式和心理动机。一方面，通过调查大学生关

注选秀节目持续时间与方式，可以了解到学生对选

秀的热衷程度。另一方面，心理动机的调查可以了

解大学生过度关注选秀的诱因。问卷设计 14 个客

观题和 1 个主观题，客观题意在反映大学生关注选

秀节目的具体行为表现，主观题意在反映选秀节目

给大学生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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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学生陪读现象的思考
———以太谷县中学为例

刘战， 温鑫磊， 王翔， 张伟霞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 太谷 030801）

〔摘 要〕 文章从家长和学生的角度， 以当今教育资源分配为背景， 对中学生的陪读原因、 陪读影响、
所采取的陪读策略进行了探讨。 从学生、 学校以及家长自身等方面， 提出科学、 有效解决之策。 它将有助于

我们正确看待陪读现象， 促进陪读观念、 心态的现代化。

〔关键词〕 中学生； 陪读； 教育体制

〔中图分类号〕 G459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7016（2015）03-01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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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母三迁” 的故事， 大家都熟悉。 现如今，
为了孩子能上所好的学校， 不少现代 “孟母” 忙着

搬家， 有的家长还停薪留职甚至辞职在家专职陪

读。 一时间， 陪读似乎已成为一种潮流， 大有愈演

愈烈之势。 面对 “中国式陪读”， 我们在批评应试

教育弊端， 呼唤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 作为家长首

要的是做出冷静的思考、 科学的抉择， 而不是盲目

跟风、 攀比从众。
一、 陪读现象的成因

1. 学生的基本信息与陪读现象的关系
学生的基本信息与陪读现象的关系 （见表 1）。

73.6%的陪读生是来自农村的， 他们渴望更好地教

育资源， 同时大部分都是女生， 另外 61.1%的学生

会在陪读过程中产生压力， 继而 63.9%的学生认为

不会明显的提高成绩。 家长该如何陪读， 已成为急

需迫切解决的问题。

项目

城市 26.4
所占比例 (%)

男 43.3
性别

女 56.7

是否支持陪读
是 38.9
否 61.1

是否产生压力
是 61.1
否 38.9

是否提高成绩 是 36.1
否 63.9

表1 学生对陪读的态度

2. 家长的基本信息与陪读现象的关系
家长的基本情况与陪读的联系 （见表 2）。 约

有 60.6%的家长支持陪读， 他们认为自己有过这样

的经历， 可以给孩子一些指导。 另外还有 39.4%的

家长反对陪读， 认为陪读不仅耽误了自己的工作，
影响了正常生活， 而且对孩子的自理能力、 交往能

力的培养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在陪读的过程中容易

和孩子产生摩擦。 但是为了孩子的将来， 也不得不

加入陪读的行列。 家长在陪读过程中的种种行为，
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 如何规范自己的

行为才不会打扰到孩子的学习， 家长如何与孩子相

处， 这也是一门艺术。

内容 所占比例 （%）

照顾生活起居 62.6
监督辅导学习 46.5

项目

规范日常行为 31.8

陪读期间任务
关注心理健康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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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独立判断， 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决定孩子的未

来。 三是改变自己对陪读的态度， 不要拿自己的孩

子和别人相比，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陪读。
对于如何解决陪读现象所带来的影响， 目前仍

是一个困扰各方的难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教育资源

本来就有限的人口大国， 这一现象必将会长期存

在， 短期内根本无法有效解决。 这不仅关系到千千

万万家庭的幸福生活， 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的安定、
经济的发展。 所以， 我们要综合各方的意见和建

议， 合理对待陪读。 鱼缸法则告诉我们： 孩子的成

长需要空间， 而父母的保护就像鱼缸一样， 孩子在

父母的鱼缸里永远难以长大成鱼。 要想孩子健康强

壮的成长， 一定要给孩子自由活动的空间， 而不要

让他们拘泥于一个小小的父母提供的 “鱼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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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高校辅导员在研究生教育中的工作重点

庞玉静
（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1）

〔摘 要〕 近年来， 研究生教育问题一直是教育界的热点问题。 然而， 研究生专职辅导员对研究生能

力培养的影响一直没有达到预期要求。 文章从研究生群体的特点出发， 分析研究生教育中面临的问题， 并提

出相应的建议， 旨在令广大研究生专职辅导员充分认识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 为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实现做出

相应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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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校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 辅

导员的工作越来越成为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 《教育部颁布 2015 年全国招收攻读硕士学

位研究生简章》 中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 “为了

培养热爱祖国，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拥护社会

主义制度， 遵纪守法， 品德良好， 具有服务国家、

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 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

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 具有创新精神、 创新能力和

从事科学研究、 教学、 管理等工作能力的高层次学

术型专门人才以及具有较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 具有良好职业素养

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学术型学位博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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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庞玉静（1969-），女，江苏徐州人，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助理研究员。

第 33 卷 第 3 期
2015 年 9 月

太 原 大 学 教 育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EDUCATION INSTITUTE OF TAIYUAN UNIVERSITY

Vol.33 No.3
Sep.2015

!!!!!!!!!!!!!!!!!!!!!!!!!!!!!!!!!!!!!!!!!!!!!!

122— —



收稿日期: 2015 － 06 － 23
基金项目: 2015 年度“山西省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 网络思潮与青年学生舆情引导研究( 2015003)

作者简介: 吕晔( 1993 － ) ，女，山西临汾人，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2012 级学生; 陈思( 1993 － ) ，

女，湖南长沙人，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2012 级学生; 孙悦( 1993 － ) ，男，安徽合肥人，

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2012 级学生; 李涛涛( 1992 － ) ，男，山西运城人，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2012 级学生。

2015 年 9 月 太原大学学报 Sept． 2015
第 16 卷第 3 期总第 63 期 Journal of Taiyuan University Vol． 16No． 3 SumNo． 63

文章编号: 1671 － 5977( 2015) 03 － 0136 － 05

对大学生“手机控”现象的反思与建议
———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吕 晔，陈 思，孙 悦，李涛涛
(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摘 要: 当代大学生对手机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大学生“手机控”现象表现为: 使用手机的时间长、进行手机娱

乐的频次高、对手机的关注度高等。造成大学生“手机控”的原因有个体心理、个体对于手机技术的错误认识以及

教育管控缺失等，可以通过社会政策干预、学校教育的良性引导及理性的自我管理来缓解此现象。
关键词: 大学生; 手机控; 反思; 山西农业大学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根据我国工信部统计，截至 2014 年 1 月底中国

移动通讯用户达 12. 35 亿，其中 4. 19 亿( 33. 94% )

为 3G 用户，并且在 2014 年底，我国智能手机用户

首次达到 5. 19 亿，目前智能手机用户仍在高速增

长，其中大学生智能手机普及率竟高达 98%［1］。在

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手机逐渐占据了我们生活的

一大部分，手机的出现带来了许多问题，“手机控”
现象就是其中之一。控，出自日语“コン( kon) ”，取

complex( 情结) 的前头音，指极度喜欢某样东西的

人。“手机控”现象就是指人对手机的过度依赖，对

身心健康及学习生活产生负面作用的心理及身体行

为，其主要表现为总把手机带在身边，否则就心烦意

乱; 经常下意识地寻找手机，不时查看; 总有“手机

铃声响了”的幻觉，甚至经常把别人的手机铃声当

成自己的; 当手机无法连线网络、收不到信号时，脾

气也变得急躁等。在大学校园里，大学生手里捧着

的不是书本，而是各型各色的智能手机［2］，他们逐

渐成为“低头族”，手机控现象也日显突出。
一、研究设计

本次调查主要从大学生实际“手机控”行为表

现、“手机控”行为归因分析以及改善大学生手机控

现象的对策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本次调查分析采用

问卷法和访谈法相结合的方式，其中，问卷设计紧扣

“手机控”的行为及心理动态这一中心，一方面，通

过观察周围学生有关手机的生活细节反映调查问

题，另一方面，结合学生们在使用手机时的心理状态

来设计问卷。调查问卷的设计主要为 15 个客观题

和 1 个主观题，前者旨在通过具体的行为来分析大

学生手机控现象的具体情况，后者旨在反映大学生

对手机控现象的认识程度和态度。本次调查发放问

卷 100 份，回收率达 100% ; 访谈法主要用于原因分

析，问卷内容涉及有限，通过访谈法对校园内的学生

进行随机调查，旨在用一种谈话的方式了解大学生

“手机控”现象出现并蔓延的心理因素。
二、调查结果分析

( 一) 大学生使用手机的时间普遍过长，反映出

大学生“手机控”现象的严峻形势

对大学生手机使用时长的调查，主要是为了了

解大学生对手机的依赖程度，大学生使用手机时间

越长说明手机在个体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重，对手

机的依赖性越大。大学内各年级学生的手机使用时

间情况不同( 见表 1) ，大一学生普遍集中于 1 ～ 2 年

·631·

DOI:10.13710/j.cnki.cn14-1294/g.2015.03.023



第17卷第6期
20 1 5 年1 2 月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 农林教育版)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 Agriculture ＆ Forestry Education)

基于知识管理视角的“知识无力感”现象反思研究
张小利，王洪敏，张伟霞

( 山西农业大学，山西 太谷 03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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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识无力感”是指高学历与收入之间未能形成平衡，而导致的一种深刻的失落感。
目前，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当代知识拥有者普遍的心理感受。因此，该文采用调查研究的方法，

基于社会学、教育学、文化学、心理学多学科的视角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并运用知识管

理的知识，从观念、机制、环境、教育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 知识管理; 知识无力感; 社会环境; 大学生; 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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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春节期间，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在

返乡笔记中写道，“近乡情更怯，知识无力感非常

强烈”［1］。表达出一种知识无法帮助自己实现改

变家乡心愿的无奈感慨。然而，“知识无力感”作

为与“读书无用论”具有相似性质的观点，由来已

久。由于社会动荡，早在文革期间就有了“读书无

用论”的观点［2］，而新一轮的“知识无力感”则是社

会大环境下，知识拥有者面对社会现实残酷性的

一种无奈的心理感慨。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现

象愈演愈烈，尤其对来自农村大学生来说，十几年

教育的结果是漂泊打拼，甚至沦为蚁族、蜗居族，

这加剧了大学生的心理失落感。同时不公平的市

场竞争机制和社会价值评价标准的显性量化，使

得知识的拥有者和创造者感到压力倍增。“知识

无力感”现象的存在，让许多大学生对未来的发展

失去信心，表现为心气浮躁，讨厌和惧怕学习。
郝文武［3］从教育的投入产出，以及受教育对

象本身的角度出发，基于教育界科学的理论阐述

了读书是否有用的观点，肯定了读书的长远价值。
王传言［4］从社会价值观的角度和教育观念的角

度，用理论阐述的方法剖析了其产生的原因。指

出“知识无力感”的本质其实是一种短暂的心理焦

灼，即一种社会观念的偏差。另外，韩玉印［5］、冯

翠云［2］，也从知识转化、教育价值定位的视角，从

理论上剖析了“知识无力感”和“读书无用论”的

问题。笔者则尝试从知识管理视角出发，采取问

卷调查的方法，从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文化

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对大学生“知识无力

感”现象进行探析，以期引起社会对知识价值的肯

定。
本研究选取了不同高校，不同专业的大学生

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开展研究。
调查问卷设计主要是结合大学生的知识能力、心

理意愿两个维度设计，依据目前社会和学校知识

拥有者直接或间接表现出来的“知识无力感”心理

和行为。主要涉及学生的认知、态度、看法及产生

的原因等。问 卷 数 量 120 份，收 回 有 效 问 卷 96
份，有效率为 80%。

一、“知 识 无 力 感”现 象 的 现 状

调查

由于大学生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和主体意识

的不同，“知识无力感”的表现程度也不尽相同。
具体表现为以下 3 种情况:

( 一) 普遍理解的态度，反映出“知识无力感”
存在的广泛性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目前有 87. 5%的大学生存



我国农民心理问题研究综述

陈玉婷，郭晓丽 ( 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山西太谷 030801)

摘要 为了解我国农民心理问题研究的现状，在对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 2005—2015 年我国农民心理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检索的基
础上，采用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农民心理问题研究的数量、发表刊物、主题、作者、被引率、受资助项目等基本情况进行系统的
分析，分析近年来我国农民心理问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指出未来的研究发展趋势。
关键词 农民; 心理问题; 文献综述;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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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Ｒesearches on Chinese Farmers’Psychological Problem
CHEN Yu-ting，GUO Xiao-li (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Taigu，Shanxi 030801)
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psychological problem of farmers，by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bibliometrics，on the basis of
retrieving the research literatures on farmers’psychological problem in CNKI database during 2005 － 2015，the quantity，published journals，
themes，authors，cited rate，and other basic situations of researches on psychological problem of farmers in China were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as well as problems existed in the researches in recent years，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research in the future was pointed out．
Key words Farmer; Psychological problem; Literature review; Development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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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文明古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

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直至今日，农民仍旧是我国的主体。
农民的心理健康状况一方面直接影响农民的行为动机、行为

偏好，进而影响着农民的行为模式，影响着农民自身的生活

与发展状态; 另一方面，农民心理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外在表征。农民问题一直是学

者研究的热点，但大多倾向于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关于农民

心理问题方面的研究较少。为了解我国农民心理问题的研

究现状及研究前景，笔者采用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对中

国知网( CNKI 数据库) 上我国 2005—2015 年农民心理问题

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与综述。
1 核心概念界定

1． 1 农民 农民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农

民的构成及其本身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属性和思想

观念不同，因而会有不同的概念。在现阶段国情中，农民通

常是指长期居住在农村社区，并以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长期

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1］。在理解农民的概念时，一方面，

要注意区别农民和农村居民。农村居民是一个纯地域划分

的概念，是指居住在农村地域内的一切社会居民［1］。因而，

在农村居住但拥有非农户籍的工人、商人、知识分子、管理人

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大

量的农民进城务工，其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时间远远多于在

农村的时间，由于户口没有转入城市，仍被划归为农村人，但

其也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农民。
1． 2 文献计量学 文献计量学是以文献体系和文献计量特

征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学、统计学等计量方法，研究文献情报

的分布结构、数量关系、变化规律和定量管理，并进而探讨科

学技术的某些结构、特征和规律的一门学科［2］。简单来说，

就是运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对各种文献情报进行定量分

析研究的科学。其计量对象一般包括: 文献量( 各种出版物，

尤以期刊论文和引文居多) 、作者数 ( 个人集体或团体) 、词
汇数( 各种文献标识，其中以叙词居多) 。
2 我国农民心理问题研究统计与分析

2． 1 文献数量的统计与分析 该文以中国知网( CNKI 数据

库) 为检索平台，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 /硕士论

文全文数据库 2 个数据库中所有关于“农民心理”方面的文

章进行高级检索，为保证准确性，将文献的学科领域限制在

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科学之内。检索选

项为“主题”，检索词为“农民心理”。同时，为保证检索所得

文献与主题的相关性与有效性，按照以下标准对检索所得的

文献再次进行人工筛选:①文献内容涉及“农民心理”，但不是

主题研究或联系不够紧密的，不计入统计范围;②对于文艺作

品中农民心理问题的研究，不计入统计范围;③同著者不同篇

名但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发表期刊名称不一致的学术论文，即

疑似一稿多发，只计作一篇，且只计发表时间较早的那篇。
在检索中发现，在中国知网最早出现的与“农民心理”相

关的文献是 1987 年在《汉中师范学报》中发表的《陕南山区

贫困农民 心 理 及 诱 导———镇 安 县 贫 困、特 困 农 民 调 查 报

告》［3］一文，作者意识到了当时我国对于农民心理领域研究

的不足，因而对镇安县的农民进行了 3 年的断续心理调查。
在此之后，涉及农民心理领域的文章逐渐出现，但在其后的

13 年间，对“农民心理”的研究在数量上仍旧偏少。这段时

间属于农民心理问题研究的萌芽阶段。进入 20 世纪后，学

者对农民心理的专题研究明显增多，进入农民心理问题研究

的发展阶段。
2005—2015 年，符合统计要求的共有 66 篇文献，平均每

年约产生学术论文 7 篇，其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59 篇，在

核心期刊发表的有 14 篇，中国博士 /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7
篇( 图 1) 。

由图 1 可 知，从 年 产 生 研 究 文 献 的 数 量 变 化 来 看，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Sci． 2016，44( 33) : 215 － 221 责任编辑 卢瑶 责任校对 况玲玲

DOI:10.13989/j.cnki.0517-6611.2016.33.072



!"#$$%&"’()*(&$)+,(’$*"-#! !"#$

双月刊 2015．5

86

［收稿日期］2015 － 10 － 25

［基金项目］2015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201510113007) ; 山西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学生心理压力

问题及 CUAP 模式构建研究”( 2015087) 。

［作者简介］秦姣姣，女，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专业 2012 级学生; 研究方向: 法学。

CUAP 模式建构: 大学生心理健康及
援助问题的破解之策

秦姣姣，许军建，石宏超，王子瑶
( 山西农业大学，山西 太谷 030801)

［摘 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一直是学生管理中的重中之重。调查显示，目前的心理援助存
在认识不到位、模式单一，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借鉴 EAP理论，在文献分析和访谈的基础上，
利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尝试系统构建新的 CUAP模式，以化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破解大学生
心理健康援助的困境。
［关键词］大学生;心理援助; CUAP模式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B ［文献编号］1009 － 1173( 2015) 05 － 0086 － 06

一、研究缘起

( 一) 研究背景: 大学生心理援助的迫切需求
与落后心理援助模式的矛盾凸显

据统计，2015 年中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达到

2800 万人，大学生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保证大学生群体的健康发展对我国的发展与稳定

具有重要意义。当今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呈现

出日益复杂化、多元化的态势。然而，很多高校由

于投入有限、人才不足等原因，对学生的心理健康

教育趋于形式化，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心理健康

服务体系，极易导致大学生在面对心理问题时缺

乏应对技巧，难以正确解决现实中所面临的严峻

问题［1］。
( 二) 理论渊源:缘起于美国的 EAP 理论全球

传播与本土化的探索实践
EAP(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模式，即员

工援助计划，是指企业通过对员工提供系统、全面

的心理健康服务，解决其酗酒、药物成瘾等负面问

题，帮助其建立良好心理状态和行为的一项精神

福利。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进步、管

理思想的革新，企业心理服务得到蓬勃发展。在

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

大量的 EAP 项目。据统计，美国四分之一的企业

为员工提供常年的 EAP 服务，员工人数超过 500
人的企业目前都有 EAP，员工人数在 100 ～ 499 人

的企业 70% 以上也有 EAP。在英国，全部员工中

有近 70%能够享受到 EAP 服务。在日本，政府每

隔五年进行一次压力普查。20 世纪末，为企业带

来丰厚经济利益的 EAP 服务模式随着外资企业的

发展进驻中国内地。2001 年 3 月，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在联想集团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开展了

国内企业的第一个完整的 EAP 项目，这也是第一

个由国内心理学家主持的 EAP 项目，这一项目完

全打破了国外 EAP 的固定套路，创立了适合于中

国企业的独特心理帮助模式。紧接着，北京易普

斯企业咨询服务中心、北京盛心阳光国际企业咨

询公司、新疆海景心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亚太

EAP 中心、中国 EAP 学院以及中国 EAP 学院甘肃

分院相继成立。10 多年来，EAP 服务模式在中国

本土得到快速发展，中国企业、中国政府、中国军

队甚至中国高校都在对 EAP 模式进行不断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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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视域下创业教育中大学生主体性培养研究

赵媛媛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摘!要!随着我国创业支持政策的不断出台!作为创业主力军的大学生成为了社会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高校创业教

育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但我们发现大学生的创业主体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主要表现为缺乏创业自主性"创业

能动性"创业选择性和创业创造性#故本文主要从社会"学校"家庭"以及大学生自身四个角度分析影响因素!并从

经济新常态视域出发提出了树立创新创业教育理念"高校培养大学生创业主体性的具体举措以及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

与环境三个方面的建议#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大学生$主体性$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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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中央经济会议指出#目前我国经
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相
对稳定的状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
境进入了一个与过去+#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
新阶段#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增长速度正从高
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
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
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
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正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
转向创新驱动#概括地说就是 (速度变化’结构

优化’动力转化)*!+$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
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市场对具有创新创业
精神和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需求日益提升$而大学
生的创新思维向来更加活跃#可以不断地学习与
研究更新的行业知识#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是中
国走向新常态的一部分#同时也可以通过大学生
创业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

近年国家对创业高度重视$自李克强总理上
任以来#更是一直在鼓励全民创业#他强调 (我
们要加快体制创新步伐#通过激发市场和社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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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创业教育的社会支持研究

亢晓霞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摘!要!近年!大学生就业难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大学生创业教育愈发重要!对社会支持的研究成为相关研究

的重点#文章通过高校创业教育中社会支持的内涵和社会现状入手!分析了创业教育中社会支持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

了深度的剖析!结合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联系我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给出了一系列相关的建议对策!旨在提高大学生

创业的成功率同时!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的目的#

关键词!大学生创业$高校创业教育$政府$社会$企业$国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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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教育社会支持体系是以全社会支
持因素为动力的工程#为了实现支持程度的最优
化#需要考虑到社会中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

政治#文化#环境等因素$高校创业教育中的社
会支持是指大学生在创业实践活动中来自社会’

政府’学校’家庭’朋辈’环境以及其他方面的
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它既包括大学生
所拥有的客观的’物质化的支持#更强调主观上
对支持的感受和体验*!+$随着大学生创业人数的
增加#高校对创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明显提高#

对原有创业教育课程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改变了
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做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近年来高校创业教育受到重视#得到多方面的

支持$

一!高校创业教育中社会支持的问题

"一#国家对创业教育政策扶持少$地方
具体实施时落实不力

!!国家对创业教育的政策扶持范围不广#在扶
持行业上主要针对的是高新技术型产业$政府成
立创业专项基金#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但是政
府专项资金支持主要体现在种子资金支持上$
!种子资金就是指在技术成果产业化前期进行投
入的资本#专门投资于创业企业研究与发展阶段
的投资基金$"创投相对种子基金在国内发展更
完善一些*$+$这些政策都是针对高新科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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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店创业能力的访谈研究

吴叶楠"冯敏星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山西 太谷#+#-#!"

摘!要!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特别是电子商务的发展!给创业人士尤其是大学生创造了巨大的商机!网店创业因此成

为现代大学生的热门就业形式#研究以面对面访谈和网络访谈的形式对+#位网店创业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

大学生网店创业能力主要由一般能力 %协作能力"交际能力"创新能力等&和特殊能力 %专业知识"领导能力"管理

能力等&构成$影响这些能力的因素表现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体现在个人知识"性格"兴趣上!客观方

面体现在学校"家庭"社会上$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培养大学生网店创业能力的对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客观环

境中锻炼!二是主观层面上培养#

关键词!大学生$网店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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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37#789=9>23C6=7:@6363423=<DH9>76E919E91P

@#>%&’43%L211949=7<C937&S31639=82;937:9;:939<:6@1&/D6167?

!!从网店创业兴起至今#一批批大学生’社会
各界人士纷纷参与到网店创业的潮流中#给网店
创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年#中国的第一
笔网上交易成功#!***年随着--"-等R$L网站
的正式开通#中国开始进入购物网站的实际阶
段#尤其是作为熟悉计算机’网络等先进技术设
备的大学生#网店创业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就业
机会$

创业能力的概念具有相对复杂性#在百度百
科中#创业能力指拥有发现或创造一个新的领
域#致力于理解创造新事物的能力$/1E@:9Wc
R<=9367W提出创业能力是对资源重新整合的过
程#创业者要想形成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只有
通过对内外部资源和机会的整合来实现*!+$网店
创业#顾名思义#就是以网上开店的形式进行创
业的活动#所以网店创业能力可以指具有网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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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农业大学大学生就业倾向调查研究

王志强"周通"张泽宇"白振宇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摘!要!在对大学生的就业倾向状况进调查"研究"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研究和分析了在校大

学生就业倾向!找到了影响大学生就业倾向的主要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倾向$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0 %$#!(&#!)##!-)#"

6#3#)’5"&.8&**#:#;024#.03F/(1*&>(#.0!#.4#.5>‘C)3#4&.;2’9#>&7;").D,?:’,52*02’)*A.,9#’3,0>
.#’*3",4,#’*#!"$&5$’*#!"#’*!/(&#6#,!"/’(&
!;(,,’6’()*&+,%-<2"26’0’"$#342"5%.61%-&,$&1’7"%8’1#%$9#:2%6&342"5%#+#-#!#;4%"2"

?<30’)50%J8:2<48789B2:A2BY<9=76233@6:9=#789>211949=7<C937=F9A;12?A937793C93>?637263E9=764@7623#:9=9@:>8@3C

@3@1?=6=23789D@=6=2B789:9=9@:>8@3C@3@1?=6=2B789>211949=7<C937=9A;12?A9372:6937@7623#@3CB2<3C789A@6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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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起#我国普通高校第一次大规模
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办学规模持
续扩大#大学生也出现了就业难的问题#并且程
度日益加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年
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指出#$##-年
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万人#比上一年增加

%"万人$$#!"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将再创新
高#达到&$&万人$*!+面对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多
而市场需求却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年高
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剧增$在此背景下#研究探讨
大学生的就业倾向#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意义$大学生作为就业的主体#因此对于大学的
就业倾向的了解与分析至关重要$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呈现不断扩张的趋势#中
国高等教育已从 (精英)教育进入到 (大众化教
育)段#这对提高我国国民素质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对于影响大学生就业倾向的因素#各个学
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有的从市场经济对

大学生的就业倾向的影响来分析#有些学者从人
力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学历因素等方面进
行了研究$尽管学者以新颖独特的视角进行阐
释#但影响因素的分析不够全面#也存在着没有
提出相应的措施针对影响大学生的就业倾向的因
素$在进行相关调查后#针对大学生的就业倾向
的影响因素这一主题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论述#对
于如何引导大学生群体形成正确的就业倾向提出
了相对具体的措施$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以山西农业大学本科生为调查对象#兼顾专

业和年级的差异#对该校 (文’理’工’农)四
类专业的学生进行调查$

"二#研究方法
课题采用问卷调查’访问调查’文献法#数

理统计等研究方法$共发放问卷!#%份#有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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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大学生家教实践的叙事研究

袁菲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摘!要!从 (我)这个大学生具体家教实践出发!采用个案研究和叙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个典型学生的教学全

程进行描述!对家教过程中的教育现象进行解释!在此基础上进行教育反思!得出相应的启示与建议#

关键词!大学生家教$个案研究$叙事研究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R!!文章编号!!%&!)-!%0 %$#!(&#!)##$$)#"

8&**#:#;024#.03!20&’,.:E’)50,5#,.)$)’’)0,9#;024>E’&7#33,&.)*@.&%*#4:#?11*,5)0,&.
%&#’1/,
!;(,,’6’()*&+,%-./0%"%#$12$%("#342"5%.61%-&,$&12,7"%8’1#%$9#:2%6&34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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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23>1<C9C78@7789>2::9=;23C634:9E91@7623@3C=<449=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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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从事家教活动的大学生#有很
大一部分人仅将其视为一种谋生手段#缺乏将所
学理论结合实践的意识和行动#忽视对所从事过
的教学活动进行整理与反思$根据本人掌握的知
识’获得的信息’参考的文献#目前对大学生从
事家教活动的研究主要是对专业师范生从事家教
活动所做出来的研究#并且这些研究鲜少采用叙
事研究法$

结合研究现状#根据自己从事过的家教实践
活动#较客观的还原实际教学活动#在此基础上
对教育现象进行解读#试图从中获得经验’启
示#为大学生家教这个特殊群体更好地 (做中
学)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一!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一#研究方法介绍
本次调查研究对象是四个相互独立的典型个

体$选用叙事研究方法#通过浅显的语言表达出

教育事例#能 (以小见大)#同时读者读起来浅
显易懂$研究中个案研究和叙事研究方法的结合
能很好的实现实践与理论的无缝对接&理论的本
质是在实践活动中概括’抽象出最一般的’最本
质的东西#通过叙述个体的故事#进而验证和丰
富相关理论$

"二#研究对象
学生甲%男$!岁#曾就读于某县城二流高

中#高一中途应征入伍#有三年义务兵经历$此
后并未进入学校进行相关课程学习#而是通过自
学和参加补习班的方式准备参加高考$家庭条件
中等#家庭氛围’环境较好#学习成绩偏差#日
常表现良好$

学生乙%男#!(岁#目前就读于某县城某
村设初中二年级#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家庭背景
较复杂#学习成绩一般#日常表现良好$父母文
化水平较低#教育投资较少#在教育孩子过程中
选择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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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班教学体制下学生学习动机研究
###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许军建"罗东"桑学睿"苏杰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摘!要!大班教学!即班级规模较大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随着近些年高校扩招"师资力量短缺等因素影响!大班教

学体制下学生学习动机逐渐减弱#课题组综合采用问卷法和访谈法调查大班教学体制下的学生学习动机!分析其原

因!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大班教学$学习动机$学习效果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0 %$#!(&#!)##$%)#+

;024>&.0"#F&0,9)0,&.&7;024#.03FG#)’.,.:!#)5",.:;>30#(,.8&**#:#3).4A.,9#’3,0,#3&7G)’:#
8*)33000!)H,.:;").D,?:’,52*02’)*A.,9#’3,0>)3)./D)(1*#
+&7&’8,#’#9&$:$’*#;#’*+&/<&,#;&7,/
!3-4((,()*&+,%-<2"26’0’"$#342"5%.61%-&,$&12,7"%8’1#%$9#:2%6&342"5%#+#-#!#;4%"2"

?<30’)50%\@>:279@>86346=@79@>86342:4@36W@7623B2:A2B1@:49>1@===>@19’X3B1<93>9CD?789>2119499G;@3=623;1@3#

=82:7@492BB@><17?@3C2789:B@>72:=#=7<C937=F19@:3634A276E@76236=4:@C<@11?C6A636=8634<3C9:7891@:49‘=>@19>1@==

79@>8634=?=79A’b9=9@:>84:2<;=63E9=764@79C=7<C937=F19@:3634A276E@7623<3C9:786=79@>8634=?=79A78:2<48Y<9=7623)

3@6:9A9782C@3C6379:E695A9782C#@3C7893789?@1=2@3@1?W9C789:9@=23=@3C;<7B2:5@:C789:@7623@16W9C=<449=7623=’

@#>%&’43%T@:49>1@==79@>8634&T9@:3634A276E@7623&T9@:36349BB9>7’

!!所谓大班#一般指 (规模过大的班级)或
(人数过多的班级)$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顾曰国认
为#人数超过"#的教学班级即为大班*!+$在本
研究中大班教学即合班教学#就是将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自然班合并成一个大的教学班级进行授课
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

随着高校人数的不断增加#加上师资力量短
缺#基础设施不完善#教学资源限制等因素的影
响#高校普遍实行大班教学体制$在大班教学体
制下#学生学习动机#学习效果#学习状态都与
小班教学有所不同$因此#通过调查回馈的资料
对大班教学体制下学生学习动机进行系统研究#
并对以大班教学为形式的课程提供改进意见$

一!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法’访谈法’调查法’文献法#综
合运用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对研
究内容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共发放问卷!(#
份#回收!"-份#其中有效问卷!$-份$问卷内
容涉及大学文史’理工等各年级学生$随机选出
山西农业大学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的(个学
生和+位老师进行了访谈#作为本次研究的参考
信息$

二!研究结果分析

"一#学生

!’学习目标不合理#学习兴趣不强
目标管理理论认为#在目标明确合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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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 对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的影响

刘奕帆"冯敏星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摘!要!(新高考)英语考核方式的改变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通过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形式调查了高中生对
(新高考)的认识以及 (新高考)对高中生英语学习"英语学习动机的影响#结果表明!(新高考)下高中生的英语学

习动机主要源自内部动机$学习动机女生较男生强$城市学生较农村学生强$成绩高的学生比成绩低的学生强#通过

调查研究!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关注到 (新高考)关注今后的高考改革和我国英语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新高考)$英语学习动机$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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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使用人数居多#而英语的使用范围较
广$掌握好英语是现代人才的必备素质之一#因
而英语的教育问题不容忽视$然而在应试教育的
今天#学生们迫于升学压力#片面追求考试成
绩#只关注语言知识的积累却忽视了运用这些知

识的实际技能*!+$因此#为了改变现有的应试模

式#(新高考)应运而生$$#!"年*月"日#国
务院发布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在新的高考方案里#初定英语考试分值

由!(#分降低到!##分&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
两次考试#学生高中三年可多次参加#按最好成
绩计入高考总分 !/等!##分#R等-(分#L

等&#分"#成绩三年内有效$(新高考)中有关
英语考核方式的变化引起了学者的热烈讨论$一
部分认为这可以使我国的英语学习从应试走向应
用#从理论走向实践#旨在使英语学习回归本

质#让学生在学中用’用中学*!+$另一部分认为
(新高考)会使原本的竞争愈演愈烈$还有部分
人士认为#高考英语改革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需要日积月累#不能一蹴而就$无论哪种观点#

都说明 (新高考)会对高中生的英语学习产生影
响$这种影响不仅指向高中生的英语学习态度#

也可能指向英语学习动机 !学习者激励自己达到

英语学习目的内在驱动力*++"$为此#研究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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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移动学习现状调查研究
###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孟亚欢"别桐"安娜"李昆龙"宁陶成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摘!要!移动学习 %\2D619T9@:3634&是一种在移动计算设备帮助下的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的学习#移动

学习被认为是一种未来的学习模式!或者说是未来学习不可缺少的一种学习模式#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等的出现更是促进了移动学习在人们生活中的应用#本文通过介绍国内外移动学习的研究简史和现状!并结

合山西农业大学学生的实际情况!通过深入研究!提出了我们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大学生$移动学习$山西农业大学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0 %$#!(&#!)##+()#(

J.9#30,:)0,&.&.!"#82’’#.0;,02)0,&.&78&**#:#;024#.03FF&<,*#G#)’.,.:000!)H,.:;").D,?:’,52*K
02’)*A.,9#’3,0>)3)./D)(1*#
2/’*%#"&#’#6,/5$’*#>’0##9,)&’?$’*#0,’*5#$@"/’*
!!"#$%$&$’()*&+,%-./0%"%#$12$%(" #342"5%.61%-&,$&12,7"%8’1#%$9 #:2%=&342"5%#+#-#!#;4%"2"

?<30’)50%\2D61919@:3634!\2D619T9@:3634"6=@I63C2BA2D619>2A;<7634C9E6>9=78@7>@3891;63@3?76A9#@3?;1@>9

19@:3634P\2D61919@:36346=>23=6C9:9C72D9@B<7<:9A2C92B19@:3634#2:6=@A2C92B19@:363419@:36346=@363C6=;93=@)

D1963789B<7<:9PV678789>23763<2<=C9E912;A9372B=>693>9@3C79>832124?#78963791164937A2D619;8239#7@D197>2A)

;<79:#6=72;:2A279789@;;16>@76232BA2D61919@:363463;92;19F=16B9PJ86=;@;9:637:2C<>9=789:9=9@:>886=72:?@3C;:9=)

937=67<@76232BA2D61919@:3634@782A9@3C@D:2@C#@3C>2AD639C5678789@>7<@1=67<@76232B789=7<C937=2BM8@3G6/4)

:6><17<:@1Z36E9:=67?#@>2A;:9893=6E9<3C9:=7@3C6342B789=7@7<=2B789C6:9>7=7<C937=2BA2D61919@:3634#@3C78:2<48

63‘C9;78=7<C?#;<7B2:5@:C=2A9@CE6>9P

@#>%&’43%L211949=7<C937=&\2D61919@:3634&M8@3G6/4:6><17<:@1Z36E9:=67?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移动设备
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出现使我们随时随地
的学习成为可能$这种学习方式就叫移动学习$
有人认为这种学习会成为未来一种不可或缺的学
习方式#甚至有人断言这种新的学习方式会成为
未来学习方式的主导$而大学生对群体学习方式
先进性的需求*!+使得移动学习更加有可能普遍
化$针对这种现状#我们小组提出了我们的研究
课题#我们试图通过对在校四个年级的大学生行

调查#了解当前大学生对这一学习方式的了解及
运用现状#便于我们提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建议#
引导他们更加高效的利用这种学习方式#提高学
习效率和学习能力$

一!研究动态

"一#国内大学生移动学习研究现状
我国对移动学习的研究实践始于$!世纪初#

最初是由裘伟延和N9=A23C 9̂94@3两位远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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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张雷 !!**")"#男 !汉"#新疆阿克苏人 $赵文杰 !!**")"#男 !汉"#山西长治人$黄智东 !!**$)"#男#汉族#广西梧

州人$文章由小组成员共同完成#为同等贡献作者$

当代大学生阅读方式的调查研究
###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张雷"赵文杰"黄智东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摘!要!电子阅读如今正逐渐成为大学生阅读的主要选择之一#以山西农业大学在校生为调查对象!通过了解大学生
对电子书与纸质书的看法以及他们阅读方式的喜好!对大学生阅读方式的选择以及利弊做了剖析!并提出了相关
建议#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 $大学生$阅读方式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0 %$#!(&#!)##"#)#+

?;024>&.0"#6#)4,.:;0>*#&78&**#:#;024#.03,.0"#8&.0#(1&’)’>!,(#30!)H#;").D,?:’,52*02’)*
A.,9#’3,0>)3)./D)(1*#
!"#’*9/,#!"#$./’8,/#A&#’*!",B$’*
!;(,,’6’()*&+,%-./0%"%#$12$%("#342"5%.61%-&,$&12,7"%8’1#%$9#:2%6&342"5%#+#-#!#;4%"2"

?<30’)50%K19>7:236>:9@C6346=D9>2A6342392B789A@63>826>9=B2:>211949=7<C937=72:9@C’M7<C937=63M8@3G6/4:6><1)
7<:@1Z36E9:=67?@=789:9=9@:>82DH9>7#78:2<48>211949@3C<36E9:=67?=7<C937=72<3C9:=7@3C789E695=2B9‘D22I@3C

;@;9:D22I@3C7896:5@?2B:9@C634;:9B9:93>9=#23L211949M7<C937=F:9@C634A2C9@3C789;:2=@3C>23=A@C9@;:2)
B2<3C@3@1?=6=#@3C;<7B2:5@:C789:91@79C;:2;2=@1$

@#>%&’43%X379:3979:@&L211949=7<C937=&b9@C634A9782C

!!网络作为重要的文化信息来源#具有信息量
大’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互动性高和影响广
泛的特点$网络学习已成为当今人们生活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在日常阅读中#由于现代网络传
播媒介的不断兴起#传统的阅读方式已经不是人
们的唯一选择#当今人们的阅读方式也随着媒介
的变化而变化#电子阅读媒介逐渐成为现今社会
人们一种新的阅读方式$

现代阅读方式的变化#已经形成一种泛状#
这种后现代阅读带来的影响#须正确对待#使其
产生积极影响*$+$江苏科技大学李强天*++通过调
查分析了大学生阅读现状’特点及成因#李铮*"+

认为多数大学生的阅读目的趋向功利性#消遣
性#娱乐性$大部分学者在分析时#只是在中立
的角度分析新旧两种阅读方式现状以及特点#没
有指出现代化阅读方式对特定人群的影响#在新

形势下阅读方式的功能’实用的建议的研究也相
对较少$

因此#通过对当代大学生阅读方式的现状特
点分析以及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对大学生产生的
不同影响分析#为当代大学生如何区分不同阅读
方式及其影响#为提高大学生阅读效率提供合理
的参考建议$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山西农业大学大一至大四所有学生进行抽

样#兼顾性别#随机抽取$
"二#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山西农业大学大学生

对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看法和方式的选择$
从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的优缺点认识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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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玲 !!**+)"#女 !汉"#河北廊坊人&刘晓芳 !!**+)"女 !汉"#山西清徐人&郑巧静 !!**()"#女 !汉"#浙江温州人&

肖婉蓉 !!**+)"#女 !汉"#山西翼城人$文章由小组成员共同完成#为同等贡献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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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载网络信息对大学生负面影响的调查研究
###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朱玲"刘晓芳"肖婉蓉"郑巧静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太谷#+#-#!"

摘!要!信息过载是信息时代信息过于丰富的负面影响之一!是社会信息超过了个人或系统所能接受"处理或有效利

用的范围!并导致故障的状况#过载的网络信息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学习"安全等方面造成了各种负面

影响#通过对有关信息过载文献的研究和问卷调查!从社会"教育和学生角度具体分析了信息过载的原因及对大学生

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关键词!过载$网络信息$大学生$负面影响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0 %$#!(&#!)##"+)#"

J.9#30,:)0,&.).4;024>&.0"#$#:)0,9#J(1)50&70"#B9#’*&)4J.7&’()0,&. $#0%&’H&. 8&**#:#
;024#.03000!)H,.:;").D,?:’,52*02’)*A.,9#’3,0>)3)./D)(1*#
!"&9,’*#9,&+,#$=#’*#+,#$.#’<$’*#!"/’*C,#$8,’*
!;(,,’6’()*&+,%-./0%"%#$12$%("#342"5%.61%-&,$&12,7"%8’1#%$9#:2%6&342"5%#+#-#!#;4%"2"

?<30’)50%X3B2:A@76232E9:12@C6=2392B789394@76E99BB9>7=2B63B2:A@7623722:6>8’X7:9B9:=72789=7@7<=78@7=2>6@163)

B2:A@76239G>99C=789@>>9;7@D19@3CC6=;2=9:@349#2:7899BB9>76E9<=92B78963C6E6C<@12:789=?=79A#@3C19@C=72789

B@61<:9’/E@:697?2B394@76E99BB9>7=>@<=9CD?78939752:I63B2:A@76232E9:12@C#=<>8@=789>23>9;72B>211949=7<C937=

7863I634#6379:;9:=23@1#19@:3634#=9><:67?@3C2789:@=;9>7=’J8:2<48789=7<C?2B7891679:@7<:963B2:A@76232E9:12@C@3C

Y<9=76233@6:9=<:E9?#B:2A789@34192B=2>6@1#9C<>@7623@3C=7<C937#2<:4:2<;@3@1?W9C>@<=9=2B6A;@>72B63B2:A@7623

2E9:12@C@3C67=394@76E96A;@>723789=7<C937=#@3C;<7B2:5@:C>2::9=;23C634=<449=7623=@3C>2<379:A9@=<:9=’

@#>%&’43%SE9:12@C&O9752:I63B2:A@7623&L211949=7<C937=&O94@76E99BB9>7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
用#在快捷的信息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信息
过载问题也随之而来$中文互联网数据研究资讯
中心的一份统计显示#每天数以亿计的网络信息
被产生’被分享’被接收#其中只有$#a的搜
索结果可靠而有用#*"a的人感觉 (信息过载)$

美国一项最新调查表明#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
在享受 (信息丰富)的便利同时#也忍受着 (信
息过载)的困扰#甚至为此感到不堪重负$在这
个信息时代#信息传播速度难以形容#受传者对
信息反映的速度远远低于信息传播的速度&大众

媒介中的信息量大大高于受众所能消费’承受或
需要的信息量&大量无关的没用的冗余的数据信
息严重干扰了受众对相关有用信息的准确性的选
择$信息的膨胀#信息渠道的多样化和受众对信
息的不当处理#使信息过载现象日益凸显$皮尤
研究中心$#!"年&月的一份报告中#更是将
(信息过载)列为未来!#年威胁网络自由的四大
问题之一$过载的网络信息使人们引发焦虑’浪
费时间’降低效率’难以决策#对大学生造成了
各种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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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作者$
基金项目!$#!(年度 (山西省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

大数据时代大学生网络信息甄别能力的培养
###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杨亚男"柴晓江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摘!要!文章运用问卷调查法!对大学生现有的网络经验"日常网络行为等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反映了大学生在网
络信息甄别方面的现状!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大学生$网络信息甄别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0 %$#!(&#!)##"&)#+

8&**#:#;024#.03F$#0%&’HJ.7&’()0,&./’)&7C,:L)0)4,35’,(,.)0,&.?<,*,0>000!)H,.:;").D,?:’,52*K
02’)*A.,9#’3,0>)3)./D)(1*#
%#’*%#F’#’#D"#,+,#$8,#’*
!;(,,’6’()*&+,%-<2"26’0’"$#342"5%.61%-&,$&12,7"%8’1#%$9#:2%6&342"5%#+#-#!#;4%"2"

?<30’)50%Z=9C@:76>19Y<9=76233@6:9=<:E9?#7899G6=763439752:I2B>211949=7<C937=9G;9:693>9C@61?39752:ID98@E62:
59:963E9=764@79CPR?789=<:E9?:9B19>7=789=7@7<=2B>211949=7<C937=6378939752:I63B2:A@7623=>:993634@:9@=#@3C
;<7B2:5@:C=2A9=<449=7623=;:2D19A=P
@#>%&’43%/492BD64C@7@&L211949=7<C937&O9752:I63B2:A@7623C6=>:6A63@7634

!!信息甄别 !X3B2:A@7623C6=>:6A63@79"是通
过各种媒介’各种渠道挖掘到的信息为考察对
象#以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严谨’认真’科学的工
作流程为依托#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识别’检查’
验证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的信息检验过程$*!+

大数据时代信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的信息传
播的速度越来越快#涉及范围越来越广#面对如
此庞大的信息资源#大学生能否去发现信息合理
利用信息#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对学生提出的一
个新要求$

目前在国内把它归为网络信息素养或者媒介
素养的一部分#很少有人去专门针对这一领域做
出研究#毛新青认为 (网络媒介素养是传统媒介
素养概念的延伸和发展#是网络用户对网络属性
的认知能力’对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网络道德
修养和网络行为自我管理能力的综合体现)$*$+因
此#我们针对大学生信息甄别能力这一方面展开
调查#通过调查来分析大学生在信息甄别方面的

现状#并对提高大学生网络信息甄别能力提出相
关建议#以便转换大学生在网络中的被动地位#
把网络变成大学生的一种学习工具#让大学生能
够主动运用现代网络技术服务于自己的学习
生活$

一!研究设计

问卷发放范围是山西农业大学#问卷共!(
道题目#从%个维度进行分析#主要采用问卷调
查法#共发放!##份#回收*&份有效问卷$采
用 (正)字统计法#对每个选项进行了统计$

二!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对问卷的分析#我们从%个角度来分析
大数据时代大学生网络信息甄别能力的现状以及
大学生接受网络信息甄别能力培养的途径$

"一#多数大学生具有比较丰富的上网经验
大学生的网络操作能力在研究中主要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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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院校课程实施取向研究
###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石宝慧"贾嫚"胡莹心"韩希轩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摘!要!随着高校课程变革的持续高涨!传统课程实施的弊端日渐明显!寻求一种更为有效的课程实施已经迫在眉
睫#为此!本文以山西农业大学为对象!对当前课程实施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地分析"探讨!指出传统实施过程中表
现不佳的原因及其具体体现!进而提出 (创生取向)课程实施的优势与具体路径!推动 (创生取向)更好的落实是一
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学校!教师及学生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课程实施$忠实取向$创生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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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范围内课程变革运动进行的轰轰
烈烈#课程变革的本质是对课程实施取向的变
革$课程实施取向是指对课程实施过程本质的不
同认识以及支配这些认识相应的课程观#集中表
现在对课程变革计划与课程实施之间关系的不同
认识方面$美国辛德#波林#托姆沃特等人归纳
出三种课程实施取向%忠实取向’相互适应取向
及创生取向*!+$这客观上反映了课程实施取向的
多样化$在$#世纪+#‘&#年代#课程实施 (忠
实取向)由于表现突出而占据主导地位#主要以
泰勒原理和凯洛夫的教育学为代表$之后忠实取
向课程实施因效果不佳#导致了西方国家课程改
革法陆续失败#继而遭到质疑#从而被相互适应

取向与创生取向所替代$反观我国高校的课程实
施#受应试教育的影响#长期以来以忠实取向为
主#其固有的弊端对我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不良影
响是不言而喻的$本文以山西农业大学为调查对
象#对农林院校课程实施现状做了深刻细致地分
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
措施与方案#推动农林院校课程的有效改革$

一!农林院校课程实施忠实取向的
现实困顿

"一#学生课堂态度淡漠
!!调查了解到学生在课堂上#只有$*a

的学生能认真听讲#%&a的学生很难做到认真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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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育人功效探微
###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王磊"张帅帅"李皖宁"马志远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太谷#+#-##"

摘!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一大批高等院校都步入了百年的历史长廊!长久的积淀使得校史已成为高校文化底蕴和

精神面貌的重要体现!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注重和研究校史所带来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校史在育人方面的

作用!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当前校史建设的现状!结合校史的特性和对人的作用!提出加强校史

育人功效的途径!为当前高等院校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校史$育人$高校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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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是对一所学校发展轨迹的真实记录#是
指记录学校建立发展和变迁过程的文献资料#具
有资政#存史#育人#研究*!+等功能$随着时间
的推移我国一大批高等院校都步入了百年的历史
长廊#长久的积淀使得校史成为高校文化底蕴和
精神面貌的重要体现#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
注重和研究校史所带来的影响$本文主要以山西
农业大学为例#探讨校史在育人方面的作用$通
过问卷调查了解当前校史文化的现状#并结合校
史的特性和对人的作用#提出加强校史育人功效
的途径#为当前高等院校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
参考$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文化对人有着深久持远的影响$)一所大学

的历史文化对置身其中的学生有着的重要的导向
作用#对学生的发展起着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主
要探究校史对 (人)和 (校)两方面的作用$

"二#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法%结合山西农业大学调查对
象实际和课题需要#设计相关问题#分别发放给
大一到大四的四个年级#回收后进行数据统计与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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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周边教育培训机构现状调查与分析
###以M高校为例

张晋枝"王小娟"程成"李晓阳"温瑜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摘!要!近年来高校周边催生了大量的教育培训机构!但是扎堆产生的培训机构相互竞争产生了诸多问题!给大学生

正确选择培训机构形成了障碍#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的方法从培训机构的师资力量"培训质量和服务质量!学生的学

习态度!高校对学生报班的引导三方面!探讨M高校周边培训机构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并提出合理化的

建议!引导高校大学生做出理性选择#

关键词!教育培训机构$现状$高校大学生$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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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和普及#大
量的教育培训机构不断产生和发展#但与此同时
也隐藏着诸多问题#对于要选择教育培训机构的
大学生而言#大多存在的疑惑有教育培训机构宣
传效果是否名副其实’培训质量和服务质量是否
优质’成本与回报是否均衡等#为了解决这些疑
惑#有必要对高校周边教育培训机构乱象进行研
究与分析$

在高校周边教育培训机构潜在的问题因素方
面#张禄认为监管缺位#机构质量’资源配置不

合理’不平衡#培训内容陈旧’方式单一’效果
不明显’缺乏竞争力*!+&在探讨解决要素方面#

严毅坚通过MKbfeZ/T法进行分析#提出从
提供优质服务’从顾客 !大学生"出发制定顾客
满意战略以及制定正确的服务管理发展战略等方
面建设一个好的面向大学生的考研培训机构*$+&

在探讨高校教育培训机构未来发展战略方面#朱
峰主要从加深对继续教育思想的认识’明确分析
把握社会需求’创新培训机制体系机制等方面来
把握未来发展趋势$这些文章都没有仔细分析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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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层次理论视角下大学生课余生活管理研究

胡凯丽"冯敏星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摘!要!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以问卷的形式对需要层次理论视角下大学生课余生活管理的总体情况展开调查!分析

原因!并从个人和学校两方面提出改进意见!期望学生能够科学"合理规划课余生活!满足自身需要!实现自我

价值#

关键词!大学生课余生活$课余生活管理$需要层次理论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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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的关注越
来越热#高校学生课余生活管理逐渐成为人们关
注的焦点$由于大学生课余时间较多#课余生活
也比较繁杂#如果利用不善将导致无法挽回的损
失$因此#高校必须在管理理念上推陈出新#在
管理方法上革故鼎新$与此同时#激励理论也成
为各大高校管理中的焦点#而马斯洛需要层次理
论在此期间异军突起#备受各大高校管理者的
青睐$

当前#关于需要层次理论在高校学生管理的
研究已很全面$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出发#研
究者们阐释了满足不同视角下不同学生的不同需
要#针对学生不同的需求采用不同的管理方

法*&‘!!+&从不同的激励内容与手段来看#管

震*!$+指出%一些高校在实行激励机制时往往会

忽视精神激励#并由此提出精神激励应与物质激
励相辅相成$从激励手段来讲#主要集中于奖惩

机制方面$蔡涯*!++认为奖惩机制主要放在奖励

方面#在奖惩机制的设定上要掌握好 (度)$在
课余生活利用情况方面#当代大学生课余生活存
在诸多问题#课余时间总体充裕#但利用率低&

从现状来看#课余生活给大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

比较大*!#$+$贾昊宇*++#李汝辉*"+的研究指出#

大学生的课余生活功利性’消遣性#过于电子
化&从管理方法方面来讲#要从学校和学生自身

两方面着手$马丽芳*(+’杨喜添*%+通过分析大学

生课余时间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别从学校和
学生两个方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由此可以看出#当前关于需要层次理论的研
究对象几乎都止步于高校学生管理#对于学生课
余生活管理方面几乎没有涉及#对于需要层次理
论视角下大学生课余生活管理的研究尚未成型$

而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视角出发#探索高校学
生课余生活管理#有利于改进当前高校学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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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农业大学大学生课余时间管理调查研究

王小娟"温鑫磊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摘!要!以山西农业大学!!&名学生为调查对象!分析了当代大学生在时间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即时间分配不平

衡"时间管理意识淡薄"管理方法不科学"执行度低"自身自制力差!以及安于现状的满足心理#针对以上问题提出

了改进的建议及对策!期望能指导大学生群体科学合理的管理课余时间!提高课余时间的利用效率#

关键词!大学生$时间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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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家彼德4格鲁克说过%(在一定范围
内#我们可以用一种资源替代另一种资源#但是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已经失去的时间$时间管
理就是指在同样的时间消耗情况下#要为提高时
间利用效率和有效性而进行一系列的控制工
作*!+$时间管理包括树立时间观念#珍惜时间#
对时间进行规划#选定目标#有效的执行目标情
况$大学生课余时间充裕#时间自由支配度高#
个人有效合理的时间管理#可提高时间利用率#
完成在校的多种活动$

以山西农业大学学生为研究对象#从"个维
度展开#以访谈的方式#研究当前大学生的时间
管理状况$共发放问卷!$#份#回收!!&份#其
中有效问卷!!&份#有效率*&’(a$其中#男
生"*人#女生%-人#一年级!(人#二年级$&

人#三年级%*人#四年级%人$

一!调查结果

"一#大学生日常课余时间分配状况

表!!课余锻炼时间分配状况

项!目
用时 !小时"

# #’( ! "U$
活动人数 锻炼 ++ $" $* !!

表$!课余学习和娱乐时间分配状况

项!目
用时 !小时"

#U! !+ +( "U%

活动人数
学习 +" "" $& !$
娱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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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社会适应性培养研究
###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史亚鑫"范亚男"李婷玉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摘!要!社会适应性作为一种社会适应能力!在大学生与社会互动"努力与社会达到一种和谐状态的角色转换过程中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大学生"学生师长及部分社会人士的问卷调查!了解大学生社会适应性培养现状!分

析大学生社会适应性培养存在问题的原因!并从个人"家庭及学校三个角度提出了社会适应性培养的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社会适应性$大学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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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社会适应性是指当代大学生在与社
会进行物质交换和信息交换的过程中#依据对内
外环境变化的认识和体验#通过积极的自我调
节#不断地利用环境’创造条件#使自己适应社
会生活的心理与行为倾向性)*!+#据此#大学生
社会适应性包括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对各种社会
角色的适应’对社会活动的适应三个方面$

(培养大学生社会适应性是大学生自身发展
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要求)*"+#随着一个又一
个 (最难就业季)的出现#大学生毕业生的社会
状况越来越引发人们的关注#由 (半社会人)状
态转化为完全社会人#不仅社会角色发生了重大
转变#他们的环境’角色’生活’学习’人际关
系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培养大学生社会适应

性#不应单单依靠高校力量#而应由社会’学
校’家庭’大学生通力协作$通过问卷和走访调
查的方式#旨在了解大学生社会适应现状#培养
存在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优化社会适应性培养的
合理化建议$对相关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以及
(缺乏整体性)*(+’(缺少本土化)*%+’缺少创新性
等理论研究不够成熟的问题#根据国内大学生相
关情况#从自身观点出发#借鉴国内外相关文
献’量表等予以改进#希望对当代大学生社会适
应性培养工作有所帮助$

一!研究设计

"一#设计维度
问卷整体分为三个维度%社会适应性培养现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第!"卷!第!期"!##$%!&
!’"#$%&’()*’+’,%’-’./’!0/1’!"$#!(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侯亮 !!*-*)"#女 !汉"#山西运城人&崔琳娜 !!**()"#女 !汉"#山西侯马人$文章由小组成员共同完成#为同等贡献

作者$

大学生拖延行为影响因素刍议

侯亮"崔琳娜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摘!要!大学生中存在的拖延现象!不利于个人与社会的发展#通过分析!认为大学生拖延行为的原因可以归结于个

体差异 %个体的性格缺陷"自我效能感"目标理想"自制力等方面的差异&"任务特征 %任务性质"任务指派者及任

务时间&和环境 %家庭"社会"制度环境&三个方面#通过对原因的分析!希望能够为拖延者改善自己的拖延行为提

供方向性的指导#

关键词!大学生$拖延行为$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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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是有意而无必要地推迟任务的非理性倾
向#是个人主观推迟’回避任务的一种不良的生
活习惯$它是在长期的学习生活中逐渐形成的#
具有潜在的危害$这一习惯从个人发展角度来
看#对工作和学业的及时完成都提出了一定的挑
战&从个人心路历程发展角度来看#拖延造成的
失败#加剧拖延者内心的挫败感#使拖延者自卑
心理加重&从社会关系相处角度来看#拖延行为
会破坏团队协作#对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对
于拖延行为美国芝加哥德保尔大学心理系副教授
费拉里*$+ !!**%"通过调查研究的方法#发现大
多数人#尤其是大学生#存在较严重的拖延倾向
和行为$而中国研究者也针对大学生拖延行为#
从内外因素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得出结论即

-#a以上的大学生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拖延现象$
基于上述观点#本文从个体性差异’任务特

征’环境影响三方面分析原因#其中以个体差异
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具体分析个体性格差异’目
标理想’自我效能’自制力对个体拖延的影响$

在个体性格缺陷方面#以三种典型的因个体性格
缺陷而产生拖延行的人 !即强迫型人格’逆反型
人格’依赖型人格"为例#分析他们产生拖延行
为的原因$

一!个体差异

"一#个体性格缺陷是导致拖延行为的
本质原因

!!相异的个体性格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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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人际交往性别差异的调查研究
###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柴晓江"薛梦瑶"杨亚男"段嘉伟"李云彪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摘!要!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人的心理健康#由于大学生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原因!人际交往已经影响到了大学生身
心的健康发展#以山西农业大学部分学生为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了大学男女生在人际交往方面的差异!意
在使大学男女生通过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点!进一步改善人际交往状况#

关键词!大学生$男生$女生$人际交往方式$差别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0 %$#!(&#!)##&-)#+

!"#J.9#30,:)0,&.&70"#8&**#:#;024#.03FJ.0#’1#’3&.)*8&((2.,5)0,&.O)>P#.4#’L,77#’#.5#3000!)HK
,.:;").D,?:’,52*02’)*A.,9#’3,0>)3)./D)(1*#
D"#,+,#$8,#’*#+&/2/’*(#$#%#’*%#’#’#:&#’7,#G/,#9,%&’H,#$
!;(,,’6’()*&+,%-./0%"#$12$%("#342"5%.61%-&,$1&2,7"%8’1#%$9#:2%6&342"5%#+#-###;4%"2"

?<30’)50%J896379:;9:=23@1>2AA<36>@76236=@I63C2B639E67@D198<A@3=2>6@1@>76E6769=#422C6379:;9:=23@1:91@7623=86;
6=891;B<172;92;19F=A937@189@178’R<7C<972789;:2D19A67=91B@3C7899G79:3@193E6:23A937#>211949=7<C937=F6379:;9:)
=23@1>2AA<36>@7623;:2D19A=59:9863C9:9C78989@178?C9E912;A9372B>211949=7<C937=FD2C?@3CA63C’X3M8@3G6@4:6)
><17<:@1<36E9:=67?=7<C937=#B2:9G@A;19#5678789A9782C2BY<9=76233@6:9=<:E9?#=7<C69C<36E9:=67?636379:;9:=23@1
C6BB9:93>9=#=278@719@:39@>82789:#72B<:789:6A;:2E96379:;9:=23@1>2AA<36>@7623’
@#>%&’43%L211949=7<C937=%R2?=#.6:1=&X379:;9:=23@1>2AA<36>@76235@?&J89C6BB9:93>9

!!吴婧认为 (人际交往能力是人与周围环境建
立广泛联系#正确处理和驾驭各种人际关系的能
力#主要包括%理解表达能力’对所处环境的辨
析能力’对心理状态的洞察能力’人际融合能力
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王晓红认为人际交往
能力是指人在顺利完成人际交往活动时#影响人
际交往活动的效率和保证人际交往顺利进行时的
个性心理特征#具体包括人际认知能力’人际情
绪控制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三个互相影响和紧密
联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柳建营’刘晓明认为影
响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因素包括外在的环境因素和
自身的心理因素$其中环境因素涉及社会’学
校’家庭等各个方面&心理因素包括了认知’情
绪和人格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大学生每天&#a

左右的时间用于人际交往#部分大学生存在明显
的人际交往困难$本研究以山西农业大学部分学
生为例进行研究#从男女性别的角度出发#进行
问卷调查#综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
知识进行系统分析#深入探究学生交往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并提出对策#为今后大学生和谐的人
际交往提供宝贵的意见$

一!研究设计

以山西农业大学的学生为研究对象#调查问
卷共发放$##份#回收有效问卷!%*份#回收率
-"’(a$其中男生-&人#女生-$人$其中大一
学生"-人#大二学生%"人#大三学生"+人#
大四学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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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年级差异调查研究

刘丽"任静"沈月童"陈晋丽"王晓婷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摘!要!近年来各种有关于大学生负面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人际交往中存在年级差异并且不能适应造成

的#据此在国内!&所高校展开调查研究!得出大学生在交往对象"交际能力"参加活动积极性"人际交流内容方面

存在年级差异!并从大学生自身!家庭以及学校社会等+方面提出建议与对策#

关键词!大学生$人际交往 $年级差异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0 %$#!(&#!)##-!)#"

;2’9#>).46#3#)’5"&.0"#P’)4#L,77#’#.5#3&7J.0#’1#’3&.)*8&((2.,5)0,&.)(&.:8&**#:#;024#.03
9,&9,#I/’7,’*#;"/’%&/J$’*#D"/’7,’?,#.#’*+,#$J,’*
!;(,,’6’()*&+,%-./0%"%#$12$%("#342"5%.61%-&,$&12,7"%8’1#%$9#:2%6&342"5%#+#-#!#;4%"2"

?<30’)50%M63>9394@76E99E937=B:9Y<9371?2>><::9C72>211949=7<C937=789=9?9@:=A@631?C<9726379:;9:=23@1C6=2:C9:=P

J8<=#789:9=9@:>84:2<;A@I9789=<:E9?63=9E937993>211949=2B2<:>2<37:?237894:@C9C6BB9:93>9=2B6379:;9:=23@1

>2AA<36>@7623#;:2E6347896:9G6=793>9:9=<17634B:2A789C6=>:9;@3>69=63789:@3492B>2AA<36>@7623#A@7<:67?C94:99

@3C6379:;9:=23@1=I611P/3C7893#59C916E9:@=5911789=<449=7623=@3C>2<379:A9@=<:9=B:2A789@3419=2B=7<C937=

789A=91E9=#=>8221=@3CB@A6169=P

@#>%&’43%L211949=7<C937=&X379:;9:=23@1>2AA<36>@7623&.:@C9C6BB9:93>9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正处于人
生发展的关键时期#建立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不仅是大学生生活的需要#也是将来走向社会的
需要#是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内容$良好的人际
关系能够促进身心健康#促进学业的进步$但
是#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不能适应由年级过渡而
带来的这种差异而产生不良的人际关系#进而引
起心理失衡#导致心理问题的出现#如焦虑’空
虚’心情压抑’抑郁#严重者甚至出现自杀倾
向**+#对社会和个人都造成极大不利影响$如何
引导大学生适应了解各年级的人际交往方式#能
够更加成熟的去面对人际交往#受到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因此必须给予正确的引导#使其合理
的人际交往方式#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关于大学生人际交往差异的研究很多#并且

在人际交往的各个不同方面都有研究#如刘凌的
当代大学生人际关系研究*!(+#刘彦华和曾宪翠的

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差异性研究*$+及李岩的当代大
学生人际交往的特点及心理障碍分析大学生人际
交往方式及产生的心理障碍的研究**+#对大学生
人际交往研究的维度主要在能力’特点’问题’

现状’对策等几个方面$

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研究#众多学者不仅采
用了定性分析研究#而且也采用了定量分析研
究&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理论研究#更多的侧重
于实证研究$研究手段综合化’数学化#产生了
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主要理论有%!!"交往行为
理论%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认为 (交往行为的核心
乃建立在生活的第三方面即人际关系)&!$"符
号互动理论%美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米德认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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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郭倩倩 !!**")"#女 !汉"#山西沁水人$文章由小组成员共同完成#为同等贡献作者$

宿舍 !潜规则" 文化调查研究
###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张静"郭倩倩"高晓娟"张倩云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摘!要!宿舍作为大学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是重要的德育环境#而在宿舍形成的宿舍 (潜规则)必然对生活于

其中的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了更好的认识大学生宿舍文化!探讨如何优化宿舍环境!我们组

通过问卷调查和理论研究两种方式!从宿舍 (潜规则)的双面性和对学生的影响两个维度!对该课题进行了深入的调

查研究#了解到了宿舍 (潜规则)文化的特点及影响!并分别向学生"家长"学生提出了针对性意见#

关键词!非正式群体$潜规则$正能量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0 %$#!(&#!)##-()#"

!"#J.9#30,:)0,&.&70"#L&’(,0&’>I+,44#.62*#3I8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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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9>@::69C23789782:2<4863E9=764@7623@3C=7<C?2B789=<DH9>7PS789:56=9=598@E9I3253J89>8@:@>79:6=76>=2B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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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0+#年代以美国管理学家埃尔
顿4梅奥为代表的研究者以霍桑试验为基础#创
立了人际关系学说#为以后的行为理论的产生’

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在这一试验中#梅奥
提出了 (非正式群体)的概念#认为正式的组织
中存在着非正式群体#这种群体有着自己的特殊
规范#并对人的行为起着调节控制作用$对此#

我们发现其实宿舍中也存在这样的群体#由于种
种原因#他们走到一起#又因为有着 (潜规则)

的制约#导致他们的行为趋于一致并偏向某一方
向#那么#宿舍存在哪些潜规则#对人的影响有
哪些#如何引导他们#从而促进校园文化建设成

为我们研究的重点$

一!研究动态

大学生宿舍文化作为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校园文化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作为宿舍一部分的非正式小群体对宿舍文化建
设也有着重大影响$

"一#宿舍中非正式群体的分类
通过研究分析#大多数研究者把宿舍中的非

正式群体大致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类%根据形成
原因分为志缘型’兴趣性’利益性’趣缘型’地
缘性’情感性’公益性等&根据性质和作用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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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福建福清人$文章由小组成员共同完成#为同等贡献作者$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OLKJ)!!)#"-&"

网购对大学生消费观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刘畅"叶蓉"姬灶梅"陈娟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摘!要!近年来联网与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使网购成为一种受到人们更加青睐的新兴购物方式!给大学生带来购物

享受的同时也对他们的学习生活造成了一定负面的影响#本文以调查问卷的形式找出在校大学生在网购过程中网购存

在的问题!分析出影响大学生网购的因素!总结出网购带给大学生的各种影响!旨在帮助大学生认清网购存在的弊端

以及如何正确对待网购!进一步形成科学的消费观+

关键词!大学生消费观$网购$对策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0 %$#!(&#!)##-*)#"

6#3#)’5"&.0"#J.7*2#.5#&7B.*,.#;"&11,.:8&.32(#’?00,024#3&78&**#:#;024#.03).40"#8&2.0#’K
(#)32’#30!)H,.:;").D,?:’,52*02’)*A.,9#’3,0>)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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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LOOXL"

$#!$年&月发布的第+#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截至$#!$年%月底#我国网民总
数达到(’+-亿#较$#!#年底增加$"(#万人#
而网民中学生群 体达到 $*’*a$另 外 根 据
.$#!$年网上购物消费者调查报告/数据显示

$#!!年我国网上购物的市场规模达到-#*#亿
元#使用网购人数达到$’!$亿人#网购消费者
在网民中的渗透率为"!’(a$*!+

随着互联网与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网购有
逐步取代传统购物的趋势#慢慢成为一种更加受

到人们青睐的新兴购物方式*$+$随着电子商务及
网络科技的发展#人们的消费方式发生巨大改
变$淘宝网’马云的阿里巴巴网上营销模式应运
而生$淘宝网火速爆红#谁都已经难以阻止它席
卷整个中国的交易市场$$##+年淘宝网诞生至
今#!#年过去了#淘宝早已成为一个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网上购物平台$*++

网络购物在为我们提供更多物美价廉商品的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浪费了时间’精
力’财力$此外还包括网上交易的安全性’虚拟
性’收货慢’售后服务不理想等#都是网购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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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消费维权意识的调查研究
###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何燕清"李新煜"李朋成"秦宇航"吴清鑫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摘!要!大学生的维权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人群维权意识的发展状况#大学生的维权意识受自身素质"学校

和社会的影响!同时!他们的维权意识也会带给他人影响!大学生要加强自身的维权意识!以带动整个社会维权意识

的提升#当下大学生遭遇侵权情况严重!维权现状不容乐观!需要大学生自身"学校"企业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营造良好的大学生消费及维权环境#

关键词!大学生$消费$消费维权

中图分类号!L!*!!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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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他们追求时
尚和潮流#对物质有很大的需求#但是大部分大
学生没有经济收入#生活费用主要来源于父母#

购买商品时比较看重性价比$而且处于象牙塔中
的大学生#思想单纯且缺乏法律意识#这样#容
易被企业一系列推销手段和优惠活动所误导而进
行不理性消费#结果购买了不满意的产品$我们
身边很多大学生遇到这种情况会选择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的态度#放弃选择维权$

部分企业为了达到经营目的#使用各种不正
当手段引诱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大学生对企

业的各种营销手段#缺乏辨别力#合法权益容易
受到侵害$王雪冰认为#大学生消费权利受到侵
害时处理的方法一般有以下几种%找企业协商解
决’请求消费者协会处理’去工商部门投诉’诉
诸法律’自认倒霉等#但是大部分大学生由于种
种原因#权益被侵害时都自认倒霉#只有少数会
选择会走上维权道路*!+#维权之路困难重重$

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大学生消费维
权的重要性本文通过调查本校大一到大四学生的
消费维权现状#针对这一现状分析原因并提出一
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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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视角下女大学生人身安全问题调查研究
###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孟欣"叶兴萍"张婉荣"刘扬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摘!要!女大学生人身安全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从社会学的角度着重探讨了女大学生

人身安全问题#通过对相关文献的了解"分析及问卷调查!得到影响女大学生人身安全的因素主要有四’女大学生自

身安全防范意识的匮乏!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不完善和脱节以及社会文化"制度等的不完善#基于社会学视角下女

大学生人身安全归因分析!自身"家庭"学校和社会都需要作出努力!才能有效保护女大学生人身安全#

关键词!女大学生$人身安全$自我防护意识$社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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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女大学生的 (黑色八月)让人们开
始关注女大学生的人身安全问题#在这之后又发
生了多起女大学生受害事件$那些女大学生的不
幸遭遇让人们开始反思%为什么是女大学生这一
群体3 为什么是这些女大学生受到侵害3

女大学生作为大学生群体的一部分#相对男
学生其实更易受到侵害$韦乃学*!+认为女大学生
人身安全易受到暴力胁迫型侵害和社交型侵害的
威胁#而暴力胁迫型侵害主要表现为性侵害$同
时#还有许多学者都认为家庭’学校和社会也对

女大学生人身安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目前
研究者通过理论研究’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法对
女大学生人身安全所存在的问题’影响因素和措
施做了较详尽的说明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和借鉴性$

但是目前的研究仍处于浅层次的研究#研究
力度较小&研究女大学生安全问题时总处于被动
状态&且对 (社会)这一层面的关注度也较小$
因此#本文着重以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以期
为解决女大学生人身安全问题提供有效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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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心理咨询现存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王洪敏"张小利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摘!要!在快速发展以及竞争激烈的当代社会!大学生作为一个庞大且较为特殊的社会群体!所面对的压力越来越

大!使得高校心理咨询越来越重要#然而!大量的调查表明!目前我国高校在心理咨询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为

了使其得到健康发展!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法!对本人所在的学校***山西农业大学心理咨询机构现状以及在校

大学生对其认识情况进行了调研!了解到现存状况并发现其中问题进而提出相应对策!以促进高校心理咨询更好的

发展#

关键词!高校$心理咨询$问题$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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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健康是近年来被广泛关注的话
题$相关调查资料显示#约有$#a+#a的大学
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其中有严重心理障
碍的约占!#a*!+$近年来#由心理问题引发的
大学生自杀’伤人等恶性事件频频发生#更引起
了高校及有关部门对大学生心理问题的高度重
视$$##"年中央!%号文件再次重申重视与加强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为了更

好的解决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很过高校都设立了
心理咨询中心#积极推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心理咨询虽然在各高校推广开来#但大部
分高校还都处于起步阶段#发展很不完善#存在
许多不成熟之处$

对此#从笔者所在高校的心理咨询现状出
发#调研其机构真正的运营状况并分析在校大学
生对其认知情况#力求发现现存问题并提出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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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支持的大学生心理援助计划服务模式建构

石宏超，秦姣姣，王子瑶，许军建

摘　要：近年来，因心理问题导致的高校恶性案件接连发生，高校现有心理健康服务难以满足需

求。文章在互联网和移动应用终端大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借鉴欧美国家完善的员工援助计划，构
建整合互联网平台的大学生心理援助计划模式，阐述了基于互联网支持的大学生心理援助计划

模式的主要内容及其优越性，并论述了该服务模式的保障措施。
关键词：互联网；大学生心理援助计划；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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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党政机关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具

有较高层次的 重 视，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６日，教 育 部 发

文明确提出要加强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２００４年，教 育 部、卫 生 部、共 青 团 中 央 三 部

委联合发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的意见》，但我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仍

然不容乐观。因心理疾病导致的校园恶性事件接

连发生。因此高等院校需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教育。将 互 联 网 与 员 工 援 助 计 划（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Ａｓ－

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ＥＡＰ）相 结 合，构 建 基 于 互 联 网

支持下的大 学 生 心 理 援 助 计 划 模 式（Ｃｏｌｌｅｇｅ　Ｕｎ－
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ＵＡＰ），是 探 索

大学生心理援助的一条新路径。

　　一、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援助的

迫切性

　　１．线下心理援助缺乏实效，难以满足需求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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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援助计划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EAP）模式是指企业通过全面性、系统性的心理健

康服务，帮助员工解决过度酗酒、药物成瘾等负面

问题，并最终帮助员工形成一种新的、健康的心理

状况。人们将这种精神方面的福利称作 EAP 模式。
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 “三期叠

加”的矛盾。 “三期叠加”是指经济社会同时处于

3 个时期：一是增长速度换挡期，这是由经济发展

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二是结构调整阵痛期，这是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三是前期刺激

政策消化期，这是化解多年来积累深层次矛盾的必

经阶段。因此，处于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心理健康尤

为重要，值得关注。
近年来，一些新的社会矛盾不断刺激着国人的

神经，大学生、高中生甚至初中生的恶性事件频频

出现，让国人措手不及。20 世纪末，随着外资企

业的发展，EAP 模式被引入我国，对我国部分企业

以及政府和军队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

而目前 EAP 模式的影响范围有限，笔者希望可以

扩大 EAP 模式的外延，将其应用于大学生心理健

康，以此来帮助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由于目前人

们对 EAP 模式的认识局限于表面，不能满足现实

需求，因此笔者在参考大量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

力图对 EAP 模式在中国场域下的发展情况进行系

统全面的概述。
1 EAP 模式发展情况概述

1.1 EAP 模式的产生背景

EAP 模式最早于 1935 年出现在美国俄亥俄州。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EAP 模式在美国得到了初步

发展。直到 1960 年在企业内部形成了公开的 “职
业戒酒方案”，EAP 模式开始流行并在此后数十年

中快速发展。EAP 模式的关注重点已经不仅是员工

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了，还逐步扩展到了员工全方

面的生活习惯，其中包含了对员工压力方面的管理

和关注，以及其他方面比较广泛的成瘾负面情况，

如吸烟、暴饮暴食等，通过解决这些问题和负面状

况，使员工达到健康的状态。EAP 模式的作用已经

不再是原先用来处理员工健康问题的方法，而是转

变成了预防员工各方面问题的方法，更加注重从根

本上追溯员工的压力源头。
1.2 EAP 模式的内涵

1982 年，Walsh 最先提出 EAP 的概念。他认为

EAP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企业和公司要制定一定的

政策和程序，对一些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员工工

中国场域下的 EAP 模式发展与建议
秦姣姣，朱弘宇，王子瑶

摘 要：在参考国内外文献和典型实例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中国场域下 EAP 模式的产生背景、内涵、理论研究、现

状等发展概况，从自身维度、企业维度、员工维度、社会维度 4 个维度分析了 EAP 模式在我国发展的局限性，提出

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加强企业的组织变革、提高 EAP 服务的整体专业化程度等完善 EAP 模式的相关措施，对解

决员工心理健康问题会提供有效的帮助，为中国企业的长远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关键词：EAP；中国场域；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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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是高校亟待加强的软实力

之一。大学生是横跨青年和成年的群体，随着与社

会接触的不断深入，需要面对的困难越来越多。但

由于法律基本知识的缺失、生活环境的影响、学校

教育的缺失以及复杂社会的冲击等许多反面因素，

使得很多大学生面对生活中的问题无法用法律武器

保护自己，由此引发了许多令人惋惜的大学生犯罪

案件。从 2004 年的马加爵案、2010 年的药家鑫

案、2011 年的梁荣彩案，到 2013 年的复旦大学投

毒案，使很多本应该充实自身、享受青春的大学

生，因缺乏法律心理的引导，让冲动和扭曲的神经

控制了自己，做出了惨绝人寰的行为。这些让社会

震惊、让亲友痛心的事实，应该从根本上看到原因

之所在———大学生法律心理不健全。因此如何更好

地帮助大学生构建健康的法律心理是一个亟需研究

的课题。
1 大学生法律心理建构的重要性

大学生法律心理是指大学生对法律的一种心理

体验、情感和意志，是大学生在遇到问题和困难时

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法律的角度去理解、处理问题的

心理反应。大学生法律心理服务是大学生心理健康

服务中尤为重要的一部分，对于大学生面对困难，

科学合理地解决问题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会推动

整个社会国民素质的提升，对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着

举足轻重的积极意义[1-2]。
1.1 有利于大学生积极维护权利与履行义务

大学生的权利和义务不容忽视。大学生即将进

入复杂多变的社会，需要用正当合理的途径解决问

题。当权利受到侵害时，不是选择退缩，更不是选

择以暴制暴，而是有意识地运用法律解决问题；面

对违法犯罪现象，不是默默谴责或愤怒发泄，而是

积极通过合法渠道解决问题。法律心理的培养，不

仅需要维护自己的权益，还需要提升自己的政治责

任感和参与感，实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1.2 有利于促进高校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发展

在大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中，德智体美都不可缺

少。没有良好的体育教育，培养出来的是 “残次

品”；没有良好的德育教育，培养出来的是 “危险

品”。法律心理作为德育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对于培养大学生守法、护法、爱法的观念，增强学

生自我保护和控制的技巧和能力，实现全方面的发

展有着至关重要作用。培养法律心理、养成法律思

大学生法律心理构建刍议
王子瑶，秦姣姣，许军建，石宏超

摘 要：为给大学生提供更好的法律心理服务为出发点，文章简要阐述了大学生法律心理的概念，从积极维护权利与

履行义务、促进高校教育和人才培养发展、构建法治社会 3 个方面论述了大学生法律心理建构的重要性，分析了大

学生法律心理建构中缺乏法律信仰、缺乏法律自信、缺乏法律敬畏心理等问题，从高校法治教育、家庭法律思维、
社会法治环境等 3 个方面分析了大学生法律心理建构的影响因素，提出了加强高校法制教育、进行家庭法制宣传、
构建和谐法治社会等大学生法律心理构建策略。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心理；心理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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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层面: 高校新媒体“微平台”运行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赵 鹭，何云峰，冯曦鹏
(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摘 要: 在高校新媒体“微平台”运行中，学生主体意识不强，缺乏接受新媒体的主动性，缺乏媒体素养，学生对

新媒体的正向功能的利用率低; 高校官方新媒体“微平台”内容单一、枯燥、冗杂、滞后，缺乏吸引力，大搞形式主义，

缺乏实用性，缺乏科学管理; 运营商没有认识到高校用户的特殊性，缺少技术支持与优惠，缺乏与高校充分的沟通与

合作，管理脱节。针对这些问题，应引导大学生培养良好的现代媒体素养，提高学生主体性; 提高管理水平，充实功

能与内容，重视舆情引导; 给予高校技术支持与优惠，提高运营能力。
关键词: 高校; 新媒体; 微平台

中图分类号: G641; G206 文献标识码: A

2015 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 CNNIC) 发布

的《第 3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示，截至 2014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6. 49 亿，中

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5. 57 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

群占比由 2013 年的 81. 0% 提升至 85. 8% ［1］。随

着智能手机及其它移动终端的普及和互联网技术的

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群偏爱手机上网，

新媒体成为有史以来人们彼此之间用来分享见解、
经验和意见的最强大的平台。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

撑下出现的新媒体形态，如数字报刊杂志、数字广

播、移动电视、触摸媒体等，相比于报纸、杂志、广播、
电视四大传统媒体，新媒体被称为“第五大媒体”。
以新媒体技术为依托的微博、微信、社交网络平台、
网络学习平台等“微平台”更是以其便捷、高效、互

动的特质在年轻人群中得到广泛使用，成为年轻人

获取信息资讯、参与公共事件、交流思想情感的主渠

道。
微博、微信等各种新媒体“微平台”凭借着其出

色的即时性、互动性和便携性，在高校校园广受追

捧，受到许多大学生的青睐，在高校校园，学生们不

仅利用“微平台”获取和接收所需要的信息，也在微

平台上分享信息、抒发情感、表达自己的意见观点

等; 同时有许多高校勇于尝试，运用各种“微平台”
作为教育工作的新载体，以新媒体技术为依托的

“微平台”在高校教学和思想教育工作中的独特作

用也越来越得到凸显。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在阅读相关文献、资料后对山西农业大

学、石河子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 55 所国内高等院

校的 408 名在校学生进行广泛的问卷调查和小范围

的非结构式访谈。从调查的高校来看，涵盖“985”
院校、“211”院校、普通高等院校、独立学院和高等

专科学校多个层次，样本具有代表性。问卷设计从

多个维度对学生进行调查，遵循保护被调查者隐私

的原则。共回收有效问卷 408 份，对样本取舍遵循

随机和适度原则。采用问卷网分析工具和 Microsoft
Excel 2010 对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在问卷调查之

后，有针对性地对部分在问卷中表示愿意接受访谈

并有研究价值的同学以及一些校园新媒体负责人进

行非结构性访谈，通过同学们的眼睛发现高校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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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院校大学生时政参与现状反思研究
———以Ｓ高校为例

张伟霞，郜雪峰，吕　晔，李美珍

摘　要：大学生中的“时政冷漠”现象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针对地方院校大学生积极主动参

加政治活动的比例不高、参与程度相对较低的“时政冷漠”现象，文章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系统深

入的调查，从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学科角度进行分析与反思，并提出相应的消解与教育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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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冷漠指的是一国公民对政治活动的漠视和

对政治问题的回避；作为一种政治上的行为，则是指

对政治参与的逃避与远离［１］。大学生中存在的政治

冷漠，一般指作为参与主体的大学生由于外部或个

人理由，对政治现象和政治参与采取漠视、回避的政

治意向，不参与或消极参与政治活动的行为。它是

相对于理性参与、激情参与的角色行为而言的，包括

两种情形：绝对政治冷漠和相对政治冷漠。绝对政

治冷漠一般指态度和行为上都表现出的政治冷漠；
相对政治冷漠则指态度上虽不表现是政治冷漠，却
在行为上表现为缺乏实践的消极参与［２］。

笔者对山西某地方院校的４个年级的１８０名

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发放问卷总数为１８０份，回
收总数为１８０份；其中，有效问卷数为１７４份，实际

回收率达到９６．６６％。主要分析了大学生“时政冷

漠”的表现形式、原因分析及提高时政关注的对策

三个维度。

　　一、大 学 生“时 政 冷 漠”的 表 现

形式

　　１．消极被动地参与时政活动

在地 方 院 校 政 治 事 务 参 与 情 况 方 面，占５１％
的大学生表示他们会参与学校日常政治事务，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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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现代农业示范试点太谷县创意农业发展及启示

张 雷，何云峰* ，赵文杰 ( 山西农业大学，山西晋中 080301)

摘要 20 世纪末至今，创意农业发展模式成为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新的推动力，为农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契机，成为了新形势下的经
济新生点。该研究在对国家示范试点县山西太谷的创意农业发展典型代表区的个案进行走访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经济状况等综合
要素，分析了太谷县创意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从品牌建设、人才培养、政策配套、服务平台、组织领导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以促进太
谷县创意农业发展，对中部地区乃至全国创意农业的发展有示范意义。
关键词 太谷县; 创意农业; 问题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 S －9; F3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6611( 2016) 06 －248 －03

Creativ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nd Enlightenment of National Modern Agriculture Demonstration Pilot in Taigu County
ZHANG Lei，HE Yun-feng* ，ZHAO Wen-jie (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Jinzhong，Shanxi 080301)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wentieth century，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creative agriculture has become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national agricultural economy，which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and it has become a new economic
point in the new situation．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of creativ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typical areas of Taigu County in
Shanxi Province，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agriculture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local economic status．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brand construction，talent cultivation，policy support，service platform and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agriculture and to provide demonstration for the creativ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central region and
even China．
Key words Taigu County; Creative agricultur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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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农业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在创意创新思维支

撑下，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农业产业资源的有机整合，提高农

产品附加值，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新型农业经营方式［1］。我

国京、卢、川、闽等地区都出现许多创意农业项目，又结合我

国农业用地广阔，农业资源丰富多样等优势，已经形成相比

于传统农业有更高的知名度、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的

创意农业，是农民增收、产业升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拉
动农业产业增长的新发展方式。

厉无畏［2］指出，“创意产业是在世界经济进入知识经济

时代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种推崇创新、推崇个人创造

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的新型产业”。文化

与农业经济的结合，创造出更具发展潜质的创意农业，是未

来农业发展的远景。经济学家 Kazuko GOTO［3］从文化创意

产业的角度来审视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指出文化可以作

为作为新的发展设施基础，指明了创意文化与农业的结合可

以创造新的价值。刘丽伟［4］提出，“创意农业的本质是创意

产业，技术与非技术进步 + 创意 + 文化 + 市场是创意农业运

行、增值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说明创意农业发展是综合创

意各要素并协调发展的总和。从前人研究来看，国外的创意

农业发展取得良好的效益，并逐渐发展成为政府支持、政策

疏导、大众接受的优势发展模式，对比我国广阔的种植面积，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经济环境，都为创意农业的发展提

供了有利条件。
山西省太谷县现已发展成为国家首批现代化农业示范

试点县，其创意农业的蓬勃发展更是促进了本地区的旅游业

发展，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创意农业休闲庄园产业。笔者从太

谷县创意农业发展历程入手，分析了当地创意农业发展特点

及存在的问题，通过实地走访调查、相关人物访谈、资料查询

等方法，总结分析出症结所在，提出解决对策。
1 太谷县创意农业发展历程

1． 1 创意农业的提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太谷县提出了

“大力开发文化旅游资源，发展文化旅游名县”的口号，近年

来，太谷县制定了“农业生态化、工业集群化、旅游特色化、城
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休闲观光农业成为农业生产衍生出

的新兴产业。通过多年的发展，太谷县已经形成了丰富的观

光农业资源，一是有一条在山西省区域内太谷县独有的规模

化“百里边山丘陵林果带”; 二是太谷县依据特殊的地理、交
通和农业资源优势，已经通过改造荒地、山地、弃耕地建立了

高尔夫球场、滑雪场和狩猎场，一个县同时具有“三场合一”
的高级休闲娱乐设施，在山西省内外绝无仅有; 三是太谷县

具有浓郁的传统农业文明的历史积淀，在许多乡村已经掀起

了“农家乐”旅游项目，使第一产业直接转化为附加值很高的

第三产业。2009 年全县共接待国内外游客人数达到 18 万人

次，全县旅游总收入达到 1 900 万元，门票收入 110 万元。
1． 2 创意农业的发展机遇 根据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

规划的建议》和《农业部关于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意

见》( 农计发〔2009〕33 号) “规划编制科学”的要求，2009 年

国家农业部将太谷县列为首批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5］，这

既是对太谷县现代农业发展已有基础的肯定，也是对太谷县

农业发展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为此，太谷县创意农业孕生

于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规划编制，紧扣创新理念，实现传统

农业发展方式向现代化发展方式的转变，对推动太谷县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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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创意农业的发展及本土化借鉴

赵文杰，何云峰
* ，张 雷 ( 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山西太谷 030801)

摘要 创意农业是指立足于创意产业的思维逻辑与发展理念，将科技与文化要素有效地融入农业生产，实现农业增产增值的一种新型

农业。20 世纪 90 年代，创意农业在英国率先兴起，随后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了创意农业发展的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创意

农业发展模式，典型的模式有荷兰高科技创意性、德国社会功能性、英国旅游环保型、法国环保生态型、日本多功能致富型。概括起来其

发展经验有: 成熟的法律体系、国家支持政策、农业行会的壮大及传统文化与农业的有机结合。该研究从立法、政府宏观调控、民间农业

协会、传统文化、科技及人才等 5 个方面为我国创意农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创意农业; 发展模式; 本土化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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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broad and Indigenous Ｒeference
ZHAO Wen-jie，HE Yun-feng* ，ZHANG Lei (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Taigu，Shanxi 030801)
Abstract Creative agriculture is a kind of new agriculture based on the logical thinking and development concept of creative industry，combing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elements to realize agriculture yield and value increasing． In 1990s’，creative agriculture first appeared in the United
Kingdom，then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also began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reativ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formed a number of differ-
ent creativ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model，typical modes included Netherlands high-tech creative，Germany social functions，United Kingdom
tourism and environment-friendly，France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ype，Japan multi-function rich type． The experiences were summarized:
mature legal system; national policy support; th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guild;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griculture organic combination． The study
provided reference for creativ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five aspects of legislation，governments’macro regulation，folk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e，traditional agriculture，technology and talents．
Key words Creativ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mode; Indigenous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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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末，人们通过伦敦复兴计划开始了解创意产业。
目前全世界创意产业每天创造的产值高达 220 亿美元，并正

以 5%左右的速度递增，在创意产业发达的国家增长更快，如

美国达到 14%，英国达到 12%［1］。发达国家在十几年的时

间，迅速发展形成了一批富有特色且富有效益的创意农业发

展模式，引领者世界创意农业发展的最前沿。我国京、沪、
川、闽等地区都出现许多创意农业模式，但我国与发达国家

相比，总体上差距较大。因此，探索发达国家创意农业发展

状况及借鉴其经验，具有现实意义。
1 创意农业的起源与发展

所谓创意是指从无到有形成的思路方案与设计等，具体

指与众不同的想法与设计发明，具有原创性、效用性、独特

性，体现为创造力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运用［2］。在人类长期

的社会实践中，人们通过不断的创造与创新，将具有新颖与

创造力的思想和理念与社会生产相结合，以实现更好的经济

与社会效益。
创意产业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熊彼特，20 世纪初，他

在著名的长波理论中提出了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动力［3］。
经济学家罗默 1986 年撰文指出，创新会衍生出无穷的新产

品、新市场和财富创造的新机会，所以创意才是一国经济成

长的原动力［4］。
关于创意产业的概念最早起始于英国。英国在 1998 年

发表的报告中首次对创意产业进行了定义: 创意产业是源自

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

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5］。英国积极利用与借助创意产

业发展理念，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创意产业的发展为英国的

农业现代化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国民经济也得到振兴。在

创意产业的带动下，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英国经济增长了

70%，而创意产业增长了 93%，促进了英国产业从制造型向

创意服务型的转变，如今，英国创意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 8%左右［6］。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开始

了创意产业的发展。芬兰注重内容产业的发展; 瑞典注重媒

体、设计等创意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

创意产业是全球新兴起的一种产业。创意产业与多个

产业产生融合，催生了新的产业形态［7］。创意产业与农业的

结合就产生了“创意农业”的概念。创意农业立足于创意产

业的思维逻辑与发展理念，将新创意、新思想与农村资源、生
态相结合，提升农业发展层次。创意农业就是要充分利用农

村的生产、生活、生态资源，最大化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将人的新思维、新创意、新理念与农业资源结合起来，从而大

幅度提高农村农业效益，实现农业增产与增值的新型产业。
2 国外创意农业的典型模式

20 世纪 90 年代在发达国家率先兴起的创意农业，在经

过多年的探索与发展后，形成了一批相对成熟的创意农业发

展模式。其中，荷兰、日本、德国、法国、美国最具有代表性，

且各具特色。
2． 1 荷兰模式: 高科技创汇型 荷兰是世界上著名的低地

国家，全国有 1 /4 的国土位于海平面之下，人均耕地仅 0． 07
hm2 左右。农业条件的先天不足，使荷兰走上了一条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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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西省 “四高校”阳光杯辩论赛

山西省“阳光杯”四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辩论赛，是由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大

学（后改为中北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四所大学的公共管理学

院联合主办的公共管理相关专业在校本科生参加的校际专业辩论活动。自 2005

年开始，至今已成功举办十二届。“阳光杯”辩论赛是学生走出课堂，展现自

我的舞台，既锻炼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又引导学生运用专

业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高了学生的专业素养，极大地增强了学生学习

专业的积极性。

我校公共管理学院在山西省四高校“阳光杯”辩论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并多

次夺得冠军。（见下图山西农业大学新闻网新闻报道）

公管学院辩论组历年获奖情况

年份 获奖情况 最佳辩手

2012 年
阳光杯无 刘琦 王妍

校园杯冠军 无

2013 年
阳光杯冠军 李雁鸿 樊译文 张君瑶

校园杯冠军 无

2014 年
阳光杯亚军 李佳 郭登登

校园杯无 无

2015 年
阳光杯亚军 樊鹏 王蕾奇

校园杯冠军 无

2016 年

阳光杯冠军 无

校园杯无 田蕙

青训杯冠军 张磊 韩宝莹

司法杯团体三等奖
无

司法杯优秀组织奖



公共管理学院历届“阳光杯”获奖情况

比赛时间 获奖情况

备注
届别 年份 团体奖

个人奖

奖项名称 获奖成员

第一届 2005 年
最佳辩手

优秀辩手

第二届 2006 年
最佳辩手 赵晓凯

优秀辩手 闫菲菲、王 欣、陈思瑶、王天龙

第三届 2007 年 冠军

最佳辩手

优秀辩手

杨 敏、王少君、焦 枫、金

涛、金 侗胡维蔚、闫菲菲、赵晓

凯、王天龙、陈思瑶

第四届 2008 年

最佳辩手 焦枫 郭乐乐

优秀辩手
杨 敏、金 涛、王少君、白

阳、季月明聂子涵

第五届 2009 年 冠军

最佳辩手 季月明

优秀辩手

白 阳、 范晓辉、魏兵、余 洋、

郭乐乐王少君、 刘晓军、王飞、聂

子涵、任晓玲 段艳丽

第六届 2010 年 冠军

最佳辩手 张爽

优秀辩手

李雪妮、梁慧妍、张小丹、任晓

玲、王 飞陈文奎、王 昊、陈素

爰、段艳丽、王 妍王飞如

第七届 2011 年

最佳辩手 王 妍 王 飞

优秀辩手

高 靖、雷松龄、廖思雨、田

雨、郭 慧陈坤龙、刘 雯、段李

娜

第八届 2012 年

最佳辩手 王妍 刘琦

优秀辩手

李 敏、郭登登、李燕泓、李 彤、

刘永婷王 妍、崔栋英、陈坤龙、宋

润润、田 雨廖思雨

第九届 2013 年 冠军

最佳辩手 李雁鸿、樊译文、张君瑶

优秀辩手

宋润润、李雁鸿、樊译文、刘 珍、

刘永婷邢浩男、李凯鹏、李 敏、郭

洁









2、“黄河律师杯” 山西省大学生模拟法庭大赛

“黄河律师杯”山西省大学生模拟法庭大赛由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山西省司法厅、山西省教育厅主办，山西省

青少年维权中心、山西省黄河律师事务所、太原市少年法庭等单位承办，全省

22 所高校参加，由省内资深法官、检察官及律师担当评委，采取法庭辩论形式

进行。我校法学专业的师生从第一届开始即参与到该项赛事中，并多次获得

“金牌公诉人”、“优秀公诉人”、“优秀指导教师”等荣誉称号。通过参

赛，培养了学生将课堂理论知识转化为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增长了学生法律

知识，提高了学生的专业素养。（见下图山西农业大学新闻网新闻报道）





关于本科生实施导师制的规定

第 1 条 为了全面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文化素质和专业学术水平，根据

《山西农业大学关于本科生导师制度的规定》的要求，对我院部两个本科专业的

在校大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全面实施导师制培养制度。

第 2 条 导师制由院部党政统一领导，由行政管理系和法学系负责组织实

施。系主任负责在学院内的在职教师中聘任导师，被应聘导师指导学生的人数原

则上应该与教师专业职称相匹配。导师指导学生以逐年滚动的方式随班连任，直

到所指导的学生毕业为止。

第 3 条 被聘为导师的教师须具有较高的思想素质和专业教学与科研水平，

在教育和教学工作中能够忠于职守、为人师表、率先垂范、乐于奉献，具有较高

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第 4 条 导师的主要职责是协助院部党政领导和系主任关心学生的全面发

展，指导学生的专业课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第 5 条 导师的具体工作是掌握每个学生的志趣爱好以及学习情况，帮助学

生拟定选课方向和选修专业，制订个人学习计划，改进学习方法，帮助学生选择

科研课题，开展科学研究和第二课堂活动，指导学生的毕业实习和论文的撰写等。

第 6 条 对导师的工作情况，院部要进行认真考核，尤其是对所指导的学生

要定期考查、考核、考评，对取得明显成绩的导师，给予表扬和奖励，对不负责

任的导师要给以批评教育，直至解聘。

第 7 条 导师与学生的确定可采取双向选择的方式进行。系里负责给学生提

供导师有关的教学课程、科研课题和学术研究方向等，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情况

进行选择，系主任综合平衡适当调整最后确定。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工作

要求每届新生入学的第一学期完成。

第 8 条 导师要有一定的时间与学生见面，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和近期的学

习情况，以及对所学课程的意见，并要主动帮助学生解决有关实际问题。

第 9 条 导师应经常与系主任、教学秘书和年级辅导员取得联系，及时反馈

有关信息，努力提高工作效率，积极探讨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导师工作机制。

第 10 条 导师对学生主要是进行指导性的教育工作，启发性的疏导工作和

初步的科学研究工作等，导师不得干涉学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更不能经常调派

学生做一些与学习和科研无关的事。

第 11 条 导师的工作量计算参照学校教师工作量的有关规定执行。导师的

教师工作量每生每年按 20 学时计算。

第 12 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2005 年 11 月 1 日制定

2013 年 9 月 29 日修订



公共管理学院导师制

学生读书活动具体方案
为响应学校号召，贯彻我院“弘扬人文”的办学理念，我们将全

面、扎实地启动学生读书活动，并引入导师指导和监督，形成长效机

制，力争为学生的成长成才、为学校的人文文化建设做出不懈的努力。

活动计划从每一届新生入学时启动，历时三年，每位学生完成60本书

的读书任务，精读12本泛读48本。

一、活动目的；

1、通过读书活动，促进学生养成博览群书的好习惯，在班内，

院内形成热爱读书的良好氛围。

2、通过读书活动，带动全面的学风建设，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

提升。

3、通过读书活动，引领全校人文氛围，培养知识全面、思维活

跃、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一代青年大学生。

二、活动主题：读书 厚德 博学

三、活动组织形式：

导师制（具体情况说明见附录）

四、活动步骤

（一）活动阶段安排：

1、以学生自由选择为主，配备读书导师

组织全院师资，形成导师库。按导师姓名、性别、研究方向、指

导人数等名目制作导师备选名册，供学生自由选择。全院整合后，形

成稳定的具体导师指导下的学生读书小组，开展读书活动。

2、自由阅读阶段

旨在培养和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提高学生们的阅读速度与阅读

量。由全院统一部署，导师具体指导，督促学生多读书、读好书。

要求：

（1）每位导师所带学生每月至少要读2本好书。

（2）开展主题班会，交流读书心得，体现阅读与交流的并重。



3、引导阅读阶段

在自由阅读的基础上，导师负责总结研究，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

有针对性地指导每位学生的阅读方向。

要求：

（1）每位导师所带学生每月至少要读2本好书。

(2)导师要结合上一阶段所带每位学生之特点有目的地推荐好

书，要对同学们的阅读热点和兴趣倾向性有所引导和点拨，提高阅读

活动的层次和品位。

(3)各小组要创设丰富多元的师生阅读交流平台。

4、专业阅读阶段

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学生已具有较好的知识积淀，形成较为

稳定的阅读方向。本阶段，要求学生结合所学专业，在专业领域内开

展读书活动，为提升专业知识广度和深度，做好毕业论文设计而奠定

基础。

要求：每位导师所带学生每月要读2本好书。

（二）活动时间安排

每一届学生从大一入学时纳入读书活动体系，具体时间安排为：

自由阅读阶段：10个月

引导阅读阶段：10个月

专业阅读阶段：10个月

五、活动激励与评价：

（一）活动激励

1、每年开展读好书征文活动，对优秀分子进行奖励。

2、开展读书交流会

导师可以读书小组或主题班会的形式，不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交

流。

3、选择读书书目中的特定内容，适当举行演讲、辩论等比赛活

动。

（二）活动评价

每个读书阶段结束，进行全院总结，根据学生读书笔记、读书计

划的完成情况以及导师的推荐，每年按学生人数的10%评选一批优秀



读者，进行奖励，并载入大学生素质拓展证书予以认定。

六、推荐书目：

（见附录）

七、活动相关要求：

1、分团委负责整个读书活动的策划、组织、评价等工作。

2、导师负责对所带学生的读书活动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

3、辅导员、班主任要加强与导师的沟通，了解学生读书情况，

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协商组织读书交流会等活动。

4、学生每月精读一本要做读书笔记，每泛读一本书，要做好读

书笔记，以备导师检查和评价。

5、学生干部和学生党员应当充分发挥带头作用。

6、对读书征文作品和读书笔记，学院每年择优录用装订成册，

以备存档和院际交流。

7、我院的读书活动要形成规模，形成特色，形成长效机制。全

院师生要高度重视该项活动。

8、我院要购买一些图书以备学生借阅，学生也可到校图书馆借

阅图书来进行阅读。

公 共 管 理 学 院

2008.11制定

2013.09修订



附：导师制情况说明

我院读书活动导师制是与学生大学四年的学习和毕业论文设计相
结合的一种学生培养模式。导师的职责不仅是在学生学术和学业方面
给以指导，而且要指导学生的学习、生活、修养、成长成才，是学生
全面性的导师。

导师要与所带学生结成对子，指导、监督、管理所带学生读书活
动的开展，进而对所带学生的毕业论文、毕业实习给与指导和帮助。

具体要求：
（1）导师要对读书笔记进行检查并做好评价工作。
（2）导师要在审查学生读书笔记的基础上，提出下一步改进的方

案。
（3）导师要在引导阅读阶段，对学生的兴趣和潜力进行有针对性

地分析，指导学生开展方向性的读书活动。
（4）导师要对学生的学术和专业研究方向给与指导。
（5）导师可以召集所带学生定期开展主题讨论活动，分析存在的

问题和差距，指导下一步的活动方向。
上述的导师制模式，就是要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和引导作用，使

这次读书活动有方案、有步骤、有落实、有监督、有评价，真正做到
扎实有效、生动活泼。

公共管理学院

2008.11制定

2013.09修订



附：公共管理学院学生读书活动推荐书目 100 本

教育类：

1.《最伟大的教育家——从苏格拉底到杜威》

2.《陶行知文集》

3.《教学论基础》

4.《教育——财富蕴藏其中》

5.《教育漫话》

6.《课程愿景》

7.《大教学论》

8.《人性能达到的境界》

9.《爱弥尔》

10.《给教师的建议》

11.《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

12.《大学的逻辑》

13.《大学之理念》

14.《卡尔威特的教育》

15.《教育的理想与信念》

16.《民主主义与教育》

17.《童年的秘密》

方法类：

18.《教育研究方法高级讲座》

19.《高等教育研究进展与方法》

20.《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杂志类：

21.《时事资料手册》

22.《哲学研究》

23.《法学杂志》

24.《中国法学》

25.《哲学动态》

26.《马克思主义研究》

27.《世界经济与政治》

28.《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9.《管理科学文摘》

30.《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31.《科学社会主义》

32.《邓小平理论学习与研究》

33.《青年心理》

34.《国外社会科学》

35.《交际与口才》

法律类：

36.《中国法制史》

37.《外国法制史》

38.《世贸组织的法律制度》

39.《世贸组织基本知识》

40.《西方政治学明著提要》

41.《西方法律思想史》

42.《道德原则研究》

43.《法制与政治权威》

44.《法理学》

45.《经济法学论点概要》

经济、行政管理类:
46.《商务谈判》

47.《经济学》

48.《管理经济学》

49.《中国公共人事管理》

50.《管理的历史》

51.《行政管理应用写作》

52.《行政管理读本》

53.《管理学》

54.《知识经济与管理》

《基业长青》

哲学、心理类：

55.《逻辑学》

56.《现代伦理学》

57.《中国哲学史》

58.《中国现代哲学》

57.《青年心理诊所》

58.《大学生礼仪交往》



59.《公共心理学》

《梦的解析》《自卑与超越》《改变心理学的 40项研究》

社会科学类：

60.《当代科学社会主义新论》

61.《中国社会学》一卷

62.《中国社会学》二卷

63.《人文社会科学基础》

64.《社会学与社会调查》

65.《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

66.《经济全球化与民主发展》

67.《科学社会学引伦》

68.《农村社会学》

69.《农村社会变迁》

70.《社会哲学》

71.《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导论》

中国文学著作:
72.《家》

73.《沈从文小说选集》

74.《骆驼祥子》

75.《曹禺选集》

76.《艾青诗选》

77.《围城》

78.《赵树理选集》

79.《现代派诗选》

80.《创业史》

81.《茶馆》

82.《王蒙代表作》

83.《白鹿原》

84.《余光中精品文集》

85.《台湾小说选》

86.《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外国文学著作:
87.《神曲》

88.《哈姆莱特》



89.《伪君子》

90.《浮士德》

91.《悲惨世界》

92.《红与黑》

93.《高老头》

94.《双城记》

95.《安娜·卡列尼娜》

96.《母亲》

97.《百年孤独》

98.《喧哗与骚动》

99.《泰戈尔诗选》

100．《一千零一夜》

公共管理学院

2008.11制定

2013.09修订







（—）推广实践

2. 农大团委“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品牌创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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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农业大学第二课堂创新

创业实践（或竞赛）育人品牌活动

2012 年 9 月 24 日，我校首期 SIYB 创业教育培训班开班。

2012 年 11 月 1 日，为研究生作创新创业实习报告。

2012 年 12 月 24 日，我校第三届大学生创业论坛举办。。

2013 年 4 月 23 日，举办“我创业，我成功”主题讲座。。

2013 年 4 月 24 日，我校获批全国“大学生 KAB 创业教育基地”。

2013 年 10 月 20 日，我校创业计划大赛专题交流会成功举行。

2013 年 10 月 20 日，创业策划书写作专题讲座成功举办。

2013 年 10 月 23 日，公管院创业大赛赛策划书知识讲座成功举办。

2013 年 11 月 26 日，我校第五届“兴农挑战杯”创业大赛圆满落幕。

2013 年 11 月 26 日，学院组织青年学生参观创业基地。

2013 年 12 月 9 日，山西日报整版报道我校大学生创业事迹。

2014 年 3 月 11 日，优秀大学生村官、校友张宏霞回母校畅谈创业与成才。

2014 年 4 月 9 日，经管院特邀优秀校友作大学生创业事迹报告会。

2014 年 4 月 13 日，公管院和文理院联合举办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讲座。

2014 年 4 月 28 日，我校启动大学生创业能力提升工程。

2014 年 5 月 12 日上午，院级大学生创业能力提升工程正式启动。

2014 年 6 月 4 日，寿光创业实践团举办首次学习交流会。

2014 年 6 月 21 日，首届“新希望六和杯”大学生创业大赛启动。

2014 年 7 月 18 日，大学生寿光创业实践团再次组织集体参观学习。

2014 年 9 月 12 日，我校创业学院招生工作正式启动。

2014 年 9 月 24 日，学校开现场会鼓励更多学生参加创业实践训练。

2014 年 10 月 16 日，我校举办创新创业教育报告会。

2014 年 10 月 16 日，我校学生获省创业大赛三项金奖。

2014 年 11 月 14 日，我校举办首届创业精英班开班暨首批创业团队成立仪式。

2014 年 11 月 26 日，创业先锋班上课有“新招。

2014 年 12 月 2 日，首届“新希望六和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圆满落幕。

2014 年 12 月 26 日，省委政研室来我校调研社会服务及大学生创业工作。

2015 年 2 月 9 日，校领导节前赴园艺实践基地看望创业实践学生。

2015 年 3 月 17 日，山西应用科技学院来校考察创业教育。

2015 年 3 月 18 日，学校召开毕业生创业助推工程黎城现场会。

2015 年 3 月 19 日，校领导看望优秀创业毕业生黄超。

2015 年 4 月 11 日，我校组织学生参观大学生创业园区。

2015 年 4 月 24 日，卢战卡谈大学生如何成功创业就业。

2015 年 4 月 30 日，新华网报道我校着力成就学生投身农业耕耘创业梦想。

2015 年 5 月 21 日，省教育厅副厅长王云来我校调研大学生创业工作。

2015 年 6 月 1 日，正式开通学校往返大学生创业园公交车。

2015 年 6 月 15 日，我校举办山西省高校大学生创业典型事迹报告会。

2015 年 6 月 26 日，首届创业先锋班 11 名毕业学生获得结业证书。

2015 年 8 月 20 日，团中央学校部领导来校调研我校大学生创业工作。

2015 年 8 月 30 日，首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圆满落幕。



2015 年 9 月 30 日，我校学生作品入围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百强。

2015 年 10 月 26 日，山西新闻联播报道我校学生获全国创新创业赛银奖。

2015 年 10 月 29 日，我校举办“正青春 去追求”创业交流会。

2015 年 11 月 6 日，我校举办创业报告会。

2015 年 11 月 8 日，我校组织学生参观巨鑫大学生创业园区。

2015 年 11 月 13 日，《山西日报》报道我校学生“双脚踏上创业路”。

2015 年 11 月 28 日，我校举办大学生创业指导讲座。

2015 年 12 月 5 日，我校举办大学生创业指导讲座讲座之备战创业大赛。

2015 年 12 月 5 日，公管院举办创业读书交流会。

2015 年 12 月 14 日，我校针对 16 届毕业生举办创业意识培训。

2015 年 12 月 18 日，我校举办“金谷杯”创业大赛模拟答辩会。

2015 年 12 月 28 日，校领导深入大学生创业园调研。

2015 年 12 月 30 日，我校举办创业经验交流会。

2016 年 2 月 7 日，赵春明校长除夕日看望春节期间在校创业实践学生。

2016 年 2 月 23 日，《山西日报》报道我校学生在创业大棚里度佳节。

2016 年 3 月 28 日，我校举办大学生创新创业立项总结大会暨比赛动员大会。

2016 年 4 月 8 日，《山西新闻网》报道我校为创业学生插上翅膀。

2016 年 4 月 8 日，“中国大学生 iCAN 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基地”落户我校。

2016 年 4 月 15 日，我校举办首届创业仿真模拟大赛培训讲座。

2016 年 4 月 15 日，公管院观看创业视频了解创业历程。

2016 年 4 月 17 日，经管院举办学创杯模拟创业大赛上机培训活动。

2016 年 4 月 18 日，我校首届创业模拟大赛第一期比赛开赛。

2016 年 5 月 6 日，公管院举办创业知识讲座。

2016 年 5 月 6 日，我校开展 SIYB 创业意识培训活动。

2016 年 5 月 16 日，我校组织学生干部赴巨鑫大学生创业园区参观学习。

2016 年 5 月 16 日，我校举办“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赛前指导交流会。

2016 年 5 月 28 日，我校举办“互联网+”创业大赛答辩会。

2016 年 6 月 3 日，校友尚旭光谈大学生电商创业及运营。

2016 年 6 月 30 日，我校 33 名学生获得创业先锋班结业证书。

2016 年 10 月 16 日，公管院举办创业形势讲座。

2016 年 10 月 24 日，公管院举办创业意识培训讲座。

2016 年 10 月 24 日，我校举办第二届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展。

2016 年 10 月 31 日，我校邀请创新创业优秀学生作报告。

2016 年 11 月 4 日，公管院举办“大 boss 趣味创业”演讲比赛。

2016 年 11 月 6 日，我校召开创新创业动员大会暨优秀团队颁奖仪式。

2016 年 11 月 13 日，我校举办“不忘本农，融合 e，创业体验”活动。

2016 年 11 月 13 日，我校举办创业经验交流会。

2016 年 11 月 16 日，公管院举办“寻找最适合大学生的创业项目”大赛。

2016 年 11 月 22 日，我校校友导航王占波作创业讲座、。

2016 年 12 月 15 日，我校举办创新创业培训会。

2016 年 12 月 22 日，我校组织创业知识一站到底活动。

2016 年 12 月 27 日，公管院举办创业知识专题讲座。

2017 年 3 月 9 日，我校举办创业创新现场答辩活动。

2016 年 3 月 16 日，我校创业奖获得者传授创业项目申报书填写经验。



2016 年 3 月 23 日，我校举办创业“大咖”故事会。

2016 年 3 月 25 日，我校组织学生参观巨鑫创业园区。

2016 年 4 月 22 日，我校开办“互联网+”创业培训班。

2016 年 5 月 12 日，我校举办创业计划书培训讲座暨创业比赛动员活动。

2016 年 5 月 19 日，我校举办创业财务管理专题讲座。

2016 年 6 月 2 日，公管院举办创业策划书专项讲座。

2016 年 6 月 10 日，我校喜获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山西省省赛二等奖。

主要获奖如下：









山西农业大学第二课堂多彩

校园文化（或体育）树人品牌活动

2012 年 10 月 27 日，我校在山西省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2012 年 11 月 13 日，我校组织举办了礼仪之星知识竞赛，通过此次比赛，同学们明白

了得体的礼仪交往在生活中和学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012 年 11 月 16 日，为全面提升青年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我校成功举办“喜迎十

八大”党史知识竞赛。

2012 年 11 月 21 日，学校开展了“文学知识竞赛”活动。工学院和食品院学习部成员

参加了此次活动，本次活动旨在丰富大学生校园文化生活，打造人文气息浓厚的校园，锻炼

和提高参与者的团队协作精神，活动很好的引导了同学们有兴趣的吸收课外知识，营造了一

种“在快乐中学习”的良好校园氛围。

2012 年 11 月 24 日，为丰富我校校园文化建设，充实学生的礼仪知识，全面提升学生

的综合素养，学校在动科楼会议室举办礼仪知识竞赛。

2013 年 4 月 12 日晚，为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校团委在实验大楼

报告厅举办党的十八大知识竞赛决赛。农学院、林学院、园艺院、文理院、公管院、生科院

6 支参赛队伍从全校 14 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参加了决赛。各学院 700 余名学生观看了比

赛。

2013 年 4 月 19 日，学校在学校会议室举办了“2013 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

2013 年 4 月 21 日晚，为了营造轻松快乐的学习氛围，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激发学生

的学习热情。由学校组织主办的“快乐学习，智慧人生”百科知识竞赛在实验楼三楼会议室

举行，学校各班纷纷组队参加。

2013 年 4 月 21 日晚，为了开拓视野，丰富同学们的校园文化生活，提高同学们的综合

素养，学校成功举办了“一站到底”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

2013 年 5 月 20 日中午，为了进一步增强大学生对心理健康知识的了解，营造起积极向

上的生活氛围，由学校举办的大学生心理知识问答竞赛在大操场成功举办。

2013 年 6 月 1 日中午，为了增加校园文化氛围，丰富同学们的的课外娱乐生活，学校

部于主楼 139 教室举办了趣味百科知识竞赛。

2013 年 10 月 13 日晚，由学校主办的第二届“四度空间”人文知识竞赛决赛在实验大

楼 600 人报告大厅举行。此次人文知识竞赛题目涉及历史、体育、文化、社会、地理等多个

方面。让在座的同学们学到了许多课外知识，开拓了眼界，极大地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

充分展现了我校大学生的青春活力，营造了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学习氛围。

2013 年 11 月 19 日，由学校学生会主办的消防安全知识竞赛在四号楼 102 教室顺利举

行。本次竞赛试题贴近生活，旨在通过知识比拼促进安全教育，向同学们普及消防安全知识。

2013 年 11 月 24 日，为了创建平安和谐校园,加强安全知识教育,引导大学生学习自护，

自救知识，强化学生安全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我校信科与软件学院生活部联合举办了一

场校园安全文明知识竞赛。

2013 年 11 月 28 日晚，由校学生会科技部主办，学校学生会科技部承办的首届创新实

践竞赛之“笔筒也疯狂”创意笔筒大赛。

2013 年 2 月 4 日是全国法制宣传日。为贯彻法律进校园宗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学校于宣传日当晚在创业大厅举办了以“遵纪守法、和谐校园”为主题的法律知识竞赛。



2014 年 8 月 16 日我校学子获全国创新设计竞赛特等奖，通过参加竞赛，引领了学生学

科学、爱科学、增强综合素质、加快成长成才的积极风尚，通过竞赛也向全国各高校展示了

农大青年学生的扎实的专业素质和良好的精神风貌，赢得了活动主办方及各参赛队伍的高度

评价。

2014 年 8 月 26 日，我校作品获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二等奖。

2014 年 9 月 22 日下午，为提高研究生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研究生院在创业大厅举办

了实验室安全知识竞赛活动。

2014 年 10 月 10 日下午，图书馆直属党支部举办的“基层组织提升年知识竞赛”活动

圆满落幕。党支部所属的全体党员参加了此次知识竞赛。

2014 年 10 月 19 日晚，由学校主办的山西农业大学“人文天下，绚丽青春”大学生人

文知识竞赛在图书馆报告厅隆重举行。本次竞赛以文史哲基础知识、必要的艺术修养、科学

史与自然科学常识、历史文化知识等为主要命题内容，题目广泛而富有趣味。

2014 年 11 月 4 日，学校学生获省首届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一等奖。

2014 年 11 月 8 日下午，由公管院分团委主办，公管院和生科院学生分会协办的法律知

识竞赛活动成功举办。两个学院的法律爱好者参加了本次活动。本次知识竞赛内容以我国宪

法为主，涵盖刑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诉讼法等涉及民生相关的领域。比赛分为六个

小组，题型有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题目内容以普法为出发点，贴近生活实际，富有教

育意义。

2014 年 11 月 28 日下午，由校团委和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新希望六

和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我校图书馆报告厅举行。

2015 年 10 月 16 日晚，学校举办了人文知识竞赛。

2015 年 10 月 25 日晚，校团委一同举办了第四届人文知识竞赛。

2015 年 10 月 29 日，我校举行了科普人文知识竞赛。

2015 年 11 月 14 日，在山西大学举行的 2015 年山西省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中，我校代

表队荣获山西省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一等奖。

2015 年 11 月 28 日晚，我校公管院举办了法律知识竞赛。

2015 年 11 月 29 日晚，我校公管院举办了时政热点知识竞赛。

2015 年 12 月 1 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为了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对艾滋病的防范意识和对艾

滋病患者的关爱意识，我校举办了预防艾滋病知识竞赛活动。

2015 年 12 月 6 日，我校举办了“一站到底”知识竞赛。

2015 年 12 月 6 日，我校举办了消防安全知识竞赛。

2015 年 12 月 6 日由我校党委研工部举办了第二届研究生实验室安全知识竞赛。

2015 年 12 月 13 日窗体顶端，我校代表队荣获华北五省（市、区）大学生人文知识竞

赛二等奖。

2016 年 3 月 26 日，我校举办了大学生创业知识竞赛。

2016 年 3 月 27 日晚，我校举办了“学习雷锋”知识竞赛。

2016 年 4 月 17 日中午，我校举办趣味知识竞赛。

2016 年 4 月 25 日，我校举办了忆童年主题竞赛。

2016 年 5 月 14 日晚，我校举办了“分秒必争”知识竞赛活动。

2016 年 5 月 15 日晚，我校举办了心理知识竞赛。

2016 年 5 月 15 日，我校举办了心理健康知识竞赛。

2016 年 5 月 16 日，我校举办了“我爱记单词”主题竞赛。

2016 年 5 月 28 日，我校举办了第一届林苑百科知识竞赛。

2016 年 2 月 29 日，我校举行了权益知识竞赛。



2016 年 9 月 20 日，我校学生参加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网络安全知识竞赛活动。

2016 年 10 月 23 日，我校举办了人文知识竞赛。

2016 年 11 月 5 日晚，我校举办了维权知识竞赛。

2016 年 11 月 9 日，我校举办了消防安全知识竞赛普及活动。

2016 年 11 月 10 日，我校举办了权益知识竞赛。

2016 年 11 月 16 日，我校举办了科创知识竞赛。

2016 年 11 月 25 日，我校工学院举办了法律知识竞赛。

2016 年 11 月 30 日，我校举办了普法知识竞赛。

2016 年 12 月 9 日，我校举办了维权知识竞赛活动。

2016 年 12 月 30 日，我校举办了节日知识竞赛。

2017 年 3 月 8 日，我校举办了“曲水流觞”传统文化知识竞赛。

2017 年 3 月 16 日，我校举办了网购维权知识竞赛。

2017 年 3 月 18 日，我校举办了成语接龙知识竞赛。

2017 年 4 月 16 日晚，我校举办了“垃圾分类小常识”知识竞赛。

2017 年 4 月 17 日，我校举办了“悦动你我”户外体育知识竞赛。

2017 年 4 月 18 日晚，我校举办了心理健康知识竞赛活动。

2017 年 5 月 3 日，我校举办了“黄金 60 秒”心理健康知识竞赛。

2017 年 5 月 11 日，我校举办了“国学知多少”知识竞赛。

2017 年 5 月 23 日晚，我校举办了“网络安全知识”竞赛。

2017 年 6 月 23 日下午，我校举办了建环专业创新设计竞赛。

主要获奖如下：



2014-2017 年

山西农业大学“青年人文素质大讲堂”一览（74 场）

2014 年（12 场）



2015 年（17 场）

2016 年（30 场）



2017 年（15 场）



山西农业大学第三课堂多样

社会实践（或服务）树人品牌活动

2012 年 9 月 28 日下午，我校举行了 2012 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表彰大会。今年

暑期，我校以“青春九十年 报国勇争先”为主题，采取集中组队和学生自主分散实践两种

方式。在为期十多天的社会实践过程中 40 支社会实践队、85 名指导教师、800 多名大学生

志愿者奔赴全省 31 个县区，投身服务社会、服务基层、服务农业的大潮中。其中 23 支科技

支农服务团队被团中央确定为全国重点团队，他们分赴我省应县、神池、祁县、永济、阳城

等 23 个县域，通过举办农业知识培训班、远程信息服务、科技咨询、现场技术指导、发放

科普资料等方式，传播推广农业实用技术，解决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其余实践队以我校“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科技服务专项行动为重点内容，将社会实践活

动与专项服务行动相结合，在各地方基层进行定点服务、按需服务；在大学生的教育帮扶活

动中，同学们深入基础教育薄弱、教育资源匮乏、留守农民工子女相对集中地区，为当地中

小学生提供课程教授、学业辅导、亲情陪伴、文体活动、爱心捐赠等志愿服务，传唱雷锋歌

曲、传颂雷锋故事、传承雷锋精神。

2013 年 6 月 30 日下午，我校 2013 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启动仪式在博远堂

隆重举行。今年我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主题为“实践激扬青春志，奋斗成就中国梦”。活

动形式为集中与分散相结合，集中组队分六个层面开展：一是积极申报团中央“我的中国梦”

重点实践队，确立了赴阳泉、晋中和朔州三个全团重点实践队；二是积极参加全团的“圆梦

中国，公益我先行”的大学生暑期专项活动；三是开展“我的中国梦·寻访优秀村官”活动，

我校与山西省农学会合作，全校集中组建了 111 支小队分赴我省的 111 个县区，开展“下基

层探访百姓梦想，走乡村寻找优秀村官”活动；四是开展“我的中国梦·科技支农”活动，

全校共确立了 17 支科技支农服务队；五是组织 10 支实践队开展“我的中国梦·山西精神”

的基层宣讲活动；六是组织 17 支实践队开展“我的中国梦·社会调研”活动。

2013 年 7 月 27 日，农学院师生赴孝义开展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参与暑期“三下乡”社

会实践活动，队员们磨砺了吃苦精神，创造性地开展了许多工作，进一步提高了自身的理论

素养和动手实践能力，加深了对生活的感悟，增强了团队的战斗力、凝聚力，以实际行动诠

释了“崇学事农，艰苦兴校”的农大精神。

2014 年 7 月 10 日上午，我校启动暑期大学生农业技术推广社会实践活动。本次活动分

为招募、对接、实地开展活动三个阶段，共招募到志愿者 161 名，组建了 27 支社会实践队，

将参与到我校 23 个农业技术推广示范项目中。据悉招募到的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农业推广

示范项目将成为一项常态化的活动，旨在切实提高青年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的专业素养，和动

手实践能力。

2014 年 9 月 1 日，组成的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圆满完成了在运城市稷山县开展的社会

实践活动。本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让山西农大的学生们走出校园，走出课堂，把书本上的知

识与实践中遇到的难题结合了起来。一方面，队员们结合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用学校先进

的科技成果帮助了农民，增强自己的实践能力；另一方面，队员们在服务农民的过程中，也

表现出了经验不足，专业知识不够全面等问题，激发了大学生返校后更加努力学习的意识。

2015 年 7 月 18 日，召开 2015 大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专项会议，

部署和安排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2015 年 7 月 22 日，学校“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出征仪式，希望通过活动的进行，更

好地关心和帮助广大留守儿童，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与温暖，使他们健康快乐地成



长。

2015 年 8 月 4 日，学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赴河曲县开展活动，通过此次“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丰富了同学们的暑期生活，增长了同学们的见识，锻炼了同学们实践

能力，提高了同学们的综合素质。

2015 年 8 月 6 日，学校赴左权县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此次的活动不仅

使同学们在深入社会基层的过程中，增长见识，提升实践能力，同时也推动了新农村建设的

步伐，切实保护了农民权益，提升了农民的维权意识。

2015 年 9 月 6 日，公管院法学系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圆满结束。实习期间，同学们

始终坚持“求是笃行”这一院训要求，牢记“尚学”理念当好执行助手，认真完成了在寿阳

县人民法院和太谷县人民法院书记员及庭外执行工作以及在太谷县司法局的访调、法治宣传

活动。实践活动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此次社会实践活动虽然短暂，但却是提高专业素

养，融入社会的一次宝贵经历，我们会凭借这些收获让自己不断成长，不断进步。

2016 年 7 月 4 日下午六时，我校“走进乡土乡村，助力精准扶贫”暑期“三下乡”社

会实践活动在图书馆报告厅正式启动。我校 36 支大学生社会实践队将分别深入我省 36 个国

家扶贫开发重点县，选择贫困村开展为期一周的社会实践活动。

2016 年 7 月 8 日，学校师生启动寻找山西“最美乡村科技致富带头人”社会实践活动。

2016 年 7 月 20 日，学校实践队在带队老师带领下安全返校，标志着本次“走入乡土乡

村，助力精准扶贫”的任务圆满完成。

主要获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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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山西农大信息学院（独立）推广实践与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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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文科系（院）开展“三课堂”活动总结材料
子课题主持人 丁海奎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高度重视文科“三课堂”教育，2014 年起就已将二、三课堂纳入人才

培养方案，不断完善体系、优化平台，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绩。

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来，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文科系（院）累计开展大小活动 9069 个（其

中，院级活动 534 个，系（院）级活动 1575 个，学生社团活动 2700 个，班级活动 2715 个），累

计参与学生人次达 750753 人次；撰写各类活动策划、总结 300 余份，累计达 35.88 万字；编辑各

类简报、工作动态、工作汇编、总结册子等 10 余份，累计达 504095 字；新搭建活动平台（项目）

8个。

第三课堂多样社会实践（或服务）育人品牌活动渐成体系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逐步形成了“项目化、借外力、第三方”的工作理念，构建了“4+3+X”

模式的工作格局，专项志愿者服务队初具规模，累计开展大小志愿服务行动 1614 余次。以优势学

科为依托，积极开展前瞻性、战略性、政策性研究和技术咨询，推动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

技术产业化，目前社会服务对接基地 108 个，解决了一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学院高

度重视公益服务工作，逐渐形成了“传递正能量、暖心工程、市民课堂、行走的力量”四条主线，

搭建了“乡村健康 100 户”、“体验式公益”、“防艾 3+3 计划”等公益平台，学院每年开展公益服

务活动 10000 余小时，走出了一条扎根乡村办学的应用型服务社会的新路子。

开设了第二课堂的创意写作教学实践。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成立了创意写作学院，在全校

范围内开设通识教育课程，在完成教学科研任务之外，还担负着挖掘写作精英，带动全院学生立

足地方文化，推动双赢发展的任务，提升学院学生“普遍的写作能力”的艰巨任务。目前，《乌马

河丛书》第一辑完稿，付诸出版，《乌马河文丛》第二辑正在策划中。

第二课堂多彩校园文化（或体育）树人品牌活动成果显著

社团活动百花齐放。学院推动学生社团分级分类改革，形成 A类社团 31 个、B 类社团 71 个，

确定品牌（特色）社团（创建）21 个，出台了《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社团指导老师管理办法（试

行）》。举行了为期 60 多天的第五届“缤纷百团”社团文化艺术节，涵盖 55 项子活动，全面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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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彩缤纷，实现了百花齐放；学生自主发起、组织的第二届山西高校魔术联盟巡回演出、第二

届“决战极致”高校曳步舞联赛推动校园社团活动向纵深方向发展。

竞技体育捷报频传。学院竞技体育中心组织开展了 17 项体育联赛，包括“至强杯”10 项，“阳

光杯”校级体育联赛 7 项，累计参与人数高达 7500 人次，累计获奖人数达 640 人；共参与校外省

级及以上比赛 12 项，累计参与人数多达 142 人，取得 5 个第一名、1 个第二名、5 个第三名、1

个第四名的好成绩，获奖人次达 260 人。学院形意拳代表队连续在第三届、第四届“中远威杯”

国际形意拳大赛中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在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香港国际武术节中夺得集

体拳术项目第一名，将民族国粹形意拳发扬光大。

艺术实践大放光彩。近年来，艺术实践工作以 “魅夜乌马河”校园戏剧节和“无边”校园摇

滚音乐节为主要载体，以系列活动“信院节奏·自由音乐日”及“艺术嘉年华”为依托开展艺术

实践相关工作，共组织各层面艺术实践演出 200 度场，艺术类比赛 15 场，对外艺术类交流 10 余

次，新年晚会 5 场，毕业季演出 1 场，荣誉周演员评定仪式 2场。成功发起、承办首届“三晋·光

影杯”山西省大学生影评大赛，省内 24 所高校近 2000 学生参赛；为期一周的“魅夜乌马河”校

园戏剧节已举行四届，涵盖舞剧、话剧、舞台剧和短剧以及讲座，共计 80 度个大小专场演出；为

期五天的校园摇滚音乐节已举行了四届，有来自山西、广东、陕西、天津、北京、安徽、重庆等

地 40 余支外邀乐队登台演出，涵盖摇滚、民谣、金属、电子、朋克、流行、后摇等风格，共有

15000 余名学生参演，近 12 万余人次参与到音乐节当中。

第二课堂创新学科竞赛（创新创业）育人品牌活动硕果飘香

2015 年度学生参加各类比赛获奖

1月 14 日，由太原市中小企业局主办，山西省创升科技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承办的山西省大

学生及中小微企业（电商）创业大赛在太原举行。我院推选的“十六影像”项目、“你好，大学”

项目获大赛一等奖，“钱柜”项目获大赛三等奖，“鼎峰传媒”项目获大赛优秀奖，学院获得优秀

组织奖。

1月 24日，由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青年联合会、山西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的向上向善·德

润三晋“金秋书画”杯山西省青少年书法美术大赛在太原市少年宫举行。我院共有 18 名同学在青

年（院校）组比赛中获奖，其中美术类二等奖 1 人、三等奖 4 人、优秀奖 7 人，书法类三等奖 2

人、优秀奖 4 人，同时我院获得此次大赛“优秀组织奖”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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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类

青年（院校）组三等奖：王 萌、胡苏铭；

青年（院校）组优秀奖：王文杰、李 青、苏嘉雯、赵晨霖；

美术类

青年（院校）组二等奖：王 琦；

青年（院校）组三等奖：庞明钰、邓 勤、贾 珍、康瑞芳；

青年（院校）组优秀奖：贾鹏瑞、郭 颖、杨 浩、钱 东、董 莹、孙文花、陈 萍。

4月 11 日，我院学子在第六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个人赛山西省省赛中

获得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 14 项。一等奖获得者盖徐根同学将代表山西省赴北京参加

全国总决赛。

4月 24-25 日，由我院发起、主办的山西省第二届高校公益服务论坛成功举行，省内外 24 所

高校公益组织与会，团山西省委学校部、中国扶贫基金会有关方面负责人莅临指导，“益起帮”未

来项目山西片区在该论坛上正式启动。

5月 15 日—24 日，我院女排在第二届中国大学生阳光排球联赛中荣获第四名。

5月 16 日，由共青团山西省委学校部、山西省学生联合会秘书处联合举办山西高校首届“赶

集网杯”大学生模特大赛在中北大学举行，我院张一丹同学获得优秀奖，我院获得“优秀组织高

校”。

5月 22 日，2014 年大学生志愿者千乡万村环保科普行动总结会暨 2015 年启动仪式在杭州举

办。我院环境科学与食品工程系公益社团荣获“大学生志愿者千乡万村环保科普行动”优秀社团，

丁海奎被评为“大学生志愿者千乡万村环保科普行动”优秀指导教师，刘伟被评为“大学生志愿

者千乡万村环保科普行动”优秀志愿者。

5月 25 日—31 日，我院篮球队在晋中市第四届运动会大学生组篮球赛中获冠军。

5月 30 日—31 日，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用友新道杯”沙盘模拟经营大赛山西省总决赛在晋

中职业技术学院（榆次）举行，经过两天的比赛，我院工商与公共管理系及经济管理系学生李奥

兵、赵佳智、智倩、 冀秀国、付洁荣获 2015 年第十一届“用友新道杯”全国大学生沙盘模拟经

营大赛山西省总决赛特等奖，金玲、杨晓芬、张宁、段森焱、吴春娥荣获二等奖，冀秀国、崔少

凯、盖润洁、付洁、 李滢溦荣获三等奖。

6月 25 日，由山西省教育厅主办，山西国投文化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山西传媒学院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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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投文化杯”山西省第二届大学生微电影大赛暨首届大学生摄影大赛在山西传媒学院举行总

结展映仪式。我院艺术传媒系海峰拍摄的《大学宿舍一览》荣获二等奖，《沉浸在书的海洋》和《深

夜幻想》荣获三等奖；经济管理系张晟拍摄的《致青春》荣获三等奖；环境与食品工程系刘阳的

《后天》获得了微电影作品优秀奖；马慧文被评为优秀指导教师；学院荣获摄影大赛优秀组织奖。

6月 26 日，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中国创翼”青年创业创新大

赛初赛山西省视频赛在山西太原举行。我院选送的“坚果传媒”项目组凭借出色的项目计划和运

营经验，在全省 50 多家初赛团队中脱颖而出，以 87 分的成绩位列全省大学生第一，晋级复赛，

届时将赴北京参加华北区比赛。

7 月 9 日，在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学生联合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

有限公司主办的山西省大学生首届手机文化艺术节中，我院叶枝子同学荣获“咪咕音乐”第十届

山西省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业余组二等奖，学院荣获山西省大学生首届手机文化节优秀组织奖。

7 月 12 日—19 日，由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体育局主办，2015 年山西省第二十届大、中学

生田径运动会中，我院杨炅同学在 1500 米比赛中为我院夺取一枚金牌，郭敏慧同学带伤参加比赛

取得 1500 米第八名的好成绩，魏伟同学在 100m 比赛中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其余队员也获

得多项荣誉共拿到四个奖牌且破多项校记录。学院获得团体总分第四名的好成绩，并获得了道德

风尚奖。

7月 18 日—24 日，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中，我

院排球队获得女子普通组第二名，男子普通组第六名。

7月 21 日，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中国创翼”青年创业创新大

赛华北区总决赛在石家庄举行，我院“坚果传媒”项目组喜获银翼奖。

8月 7 日—9 日，由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体育局主办，青岛世博园 2015 第四届全国全民健

身操舞大赛山西赛区暨 2015 年山西省健美操锦标赛中，我院健美操队荣获 2012 套路全民有氧舞

蹈健身操三级普通高校组一等奖、四级普通高校组一等奖、六级普通高校组一等奖；荣获最炫小

苹果广场舞普通高校组一等奖；荣获叮咯咙咚呛广场舞普通高校组二等奖；荣获 2015 全国爵士规

定套路普通高校组二等奖。

8月 14 日，我院武术代表队在 2015 年“神利杯”全国传统武术邀请赛暨山西省第 29 届传统

武术锦标赛中，荣获 28 金、12 银、8 铜，2 个第四名，2 个第六名，取得团体总分第二名和形意

拳集体项目亚军的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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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6 日，我院男女沙滩排球队在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中获得女子普通组第

二名，男子普通组第六名的优异成绩。9 月，我院外语系入选中国教育学会数字化教学研究分会

理事单位。

9月 12 日，我院风逐流云户外社和攀岩社前往太原参加山西省“南风户外杯”攀岩比赛，其

中张星星同学获得女子组第一名，田榕同学获得女子组第四名，高宏伟同学获得男子组第五名，

陈加国同学获得男子组第七名，李精钢同学获得男子组第八名。

9 月 14 日，我院学生创业项目“音迈文化”在全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荣获

大赛一等奖，将代表我省大学生征战即将在吉林大学进行的全国赛。

9月 18 日，由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体育局主办，2015 年山西省大中学生武术锦标赛中，我

院武术代表队获得 9 个第一名、4 个第二名、3 个第三名、2 个第四名、1 个第五名、3 个第六名

的好成绩，荣获“大学组团体总分第一名”、“大学组男子团体总分第一名”和“大学组女子团体

总分第一名”，同时获“集体道德风尚奖”。

9月 18 日，我院轻羽飞扬羽毛球社奔赴临汾参加山西省羽毛球锦标赛，其中戚嫔同学获得女

子单打第五名，潘忠进与戚嫔获得了混合双打第五名。

9月 24 日，我院“迈音文化”创业团队参加广东佛山三水创业大赛喜获二等奖。

10 月 7 日，2015 第四届中国高等院校设计艺术大赛最终评审在北京的化学工业出版社举行。

我院艺术传媒系视觉传达设计教研室选送，杨帅老师指导，王奕霄同学设计制作的视觉平面创意

作品《遇见》喜获 2015“第四届中国高等院校设计艺术大赛”视觉传达设计类三等奖。同时，谷

玉娟同学设计制作的视觉平面创意作品《雾霾》也成功晋级大赛，荣获视觉传达设计类入围奖。

10 月 15 日，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办共同组织开展的 2014-2015

年度西部计划绩效考核工作中，我院喜获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优秀等次高校项目办”

荣誉称号。

10 月 19 日，由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山西省教

育厅、山西省体育局主办，2015-2016 特步大学生足球联赛（山西赛区）中，我院男子足球队取

得第九名。

10 月 21 日，全国首届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在吉林大学圆满落幕，我院温雁翔、

张鹏飞、徐路遥、李威、徐耀、程卓等同学组成的“音迈文化”创业团队发挥出色，勇夺全国总

决赛银奖。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60636.shtml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5474.shtml


6 / 14

10 月 24 日—25 日，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用友新道杯”沙盘模拟经营大赛在西安培华学院

举行，经过两天的比赛，我院工商与公共管理系及经济管理系学生冀秀国、盖润杰、崔少凯、付

洁、李滢微荣获 2015 年第十一届“用友新道杯”全国大学生沙盘模拟经营大赛全国总决赛三等奖。

10 月 30 日—11 月 5 日，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第十八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山西

赛区）中，我院男子篮球队获得阳光组第五名。

10 月，由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秘书处主办，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为期两

个月的第二届“大智慧杯”全国大学生金融精英挑战赛落下帷幕。由我院工商与公共管理系教师

许德芳和经济管理系教师贾正军带领的学院代表队参加了本次大赛。经过激烈的角逐，我院选手

李子茂、武志星二位同学获得全国二等奖，曾岩、岳雪清、赵泊杰、庞文慧、杨阳、段森炎、冯

俊兴、韩泽宇、郝跃、黄伟泽、李珂、李世豪、李彦豪、李跃峰、宋世玉、于洁、赵磊、赵泊杰

18 同学获得全国三等奖。

11 月 13 日—14 日，TCL 杯中国好创意第九届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终评会与高校数字媒体

专业发展趋势研讨会在天津理工大学举行。我院艺术传媒系动画教研室选送的二维动画作品《奇

遇记》荣获此次设计大赛数字影像组动画类铜奖。

11 月 21 日—23 日，由晋中市人民政府、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人社厅、山西省科技厅和山

西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举办的第二届“晋商杯”大学生创业大赛在晋中市落幕，我院获得总决赛一

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优秀奖 2 项，另外有 6 个项目荣获复赛优秀奖，程海获优

秀指导教师，学院获得大赛优秀组织奖。

11 月 23 日-12 月 1 日，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 2015 年全国女子大学生室内五人制足

球锦标赛中，我院女子足球代表队夺得第五名好成绩，并荣获了体育道德风尚奖。

11 月 25 日，由山西省人社厅主办的 2015 年山西省大学生创业星火项目评选大赛总决赛在山

西工商学院举行。我院毕业生创业项目从全省 213 个项目中脱颖而出，以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进

入了总决赛。经过激烈角逐，我院毕业生项目“行业新媒体解决方案”最终在总决赛中荣获三等

奖。

10 月-11 月，我院承办了由共青团中央学校部指导，中国青年报、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康宝

莱（中国）保健品公司联合举办的 2015 康宝莱·全国大学生迷你马拉松公益挑战，我院宋锴同学

荣获“感动‘迷马’十大人物”称号，我院获得优秀承办团队一等奖。

11 月，我院参加中国扶贫基金会 2015“善行 100”活动，7 周时间共劝募成功 603 人，劝募

http://www.huaue.com/qg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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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60300 元，王楠同学获得 2015 年善行 100 全国优秀志愿者评选第一名，并于 12 月底奔赴青

海省发放爱心包裹。

12 月 1 日，我院成功申请成为山西省“青年之声”平台建设试点单位，是山省内试点单位中

的唯一一所独立院校。

12 月 3 日，由中共山西省政法委、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山西省人民检察

院、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公安厅、山西省司法厅联合举办第五届山西省大学生模拟法庭大赛总

决赛落幕，我院姚明敏被评为优秀指导教师奖，于灵芝获“铜牌辩护人”， 王雅馨获优秀审判长

奖，学院获 “优秀组织奖”。

12 月 5 日—6 日，山西省大、中、小学生游泳锦标赛在山西大学游泳馆隆重举行。我院取得

了团体第五名和体育道德风尚奖，并且在独立院校中排在山西省首位。赵嘉伟同学获得大学女子

组 100 米仰泳第四名，石书玮同学获得大学男子 200 米蛙泳第四名同时获得“优秀运动员”称号。

12 月 6 日—7 日，由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体育局主办，山西省学生体育协会、山西省游泳

协会协办，山西大学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承办的山西省大中小学生游泳锦标赛中，我院游泳队夺得

本届比赛团体第四名，并获精神文明奖及众多的个人奖项。

12 月 15 日，由中国林业教育学会和国家林业局人才开发交流中心共同主办的“北美枫情杯”

2016 届全国林科十佳毕业生评选表彰活动在浙江农林大学隆重举行。我院环境科学与食品工程系

赵义卿荣获“2016 届全国林科十佳毕业生”称号，环境科学与食品工程系刘秋雷获得本科生组“全

国林科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12 月，甲壳虫乡村健康行动团喜获共青团中央学校部、人民网发起的 2015“强国杯”大中专

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荣誉称号，同时荣获“微杂志传播奖”。

2016 年度学生参加各类比赛获奖

1 月 25 日，由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举办的 2015 年“镜头中的三下

乡”大学生志愿者暑期社会实践展示活动结果公布，我院喜获“优秀组织奖”，工商与公共管理系

“热血知青”暑期社会实践队、环境科学与食品工程系“拾光暖益”实践团获“好团队入围奖”，

武定林、李晓敏、刘伟荣获“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王光乾同学荣获“优秀通讯员”荣誉称

号。

1月，我院学生社团联合会在“中国·2015 年度影响力社团评选”活动中，荣获全国最具影

响力社团第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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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7 日，我院荣获“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主题征集展播暨第十二届全国法治动漫微电影作

品征集展播活动“优秀组织奖”。

3 月 4 日，第十四届香港国际武术节在香港隆重举办，我院形意拳代表队夺集体拳术项目第

一名，并获 26 金、11 银、4 铜的好成绩，宋玉龙荣获“武术尊者推广奖”和“优秀教练员”荣誉

称号。

3月 8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印发《关于中国计生协青春健康教育示范基地授牌的通知》，我

院青春健康俱乐部被列为全国青春健康教育示范基地。

3月 28 日，第七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山西赛区）比赛结果揭晓，我

院 28 名同学在比赛中取得佳绩，其中 2 人获一等奖，9人获二等奖，17 人获三等奖。

3 月 8 日，我院艺术传媒系张哲、董坤珏、倪若宁 3 名同学分别荣获 2015 西昊杯“中国好

座椅”创意设计大赛优胜奖和优秀入围奖。

4月 28 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公布 2016 年青春健康高校项目名单，我校“青春健康防艾 3+3

计划”成功入选，获得 10000 元活动经费。

4月 29 日-5 月 1 日，第十九届“外研社杯”全国英语辩论赛华西赛区决赛在陕西西安举行。

我校远景学院邵晶晶、杨姗姗两位同学荣获大赛三等奖，杨迎雪被评为“优秀评委”。

4月，我院户外运动队参加由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学生联合会主办的“2016 勇闯天涯山

西赛区大学生三走户外挑战赛”，极地队荣获第二名，陆地巡航队荣获第四名。

5月 10 日—18 日，我院排球代表队荣获第三届中国大学生阳光排球联赛第八名。

5月 21 日-5 月 22 日，我院排球队荣获 2016 年山西省大中学生排球锦标赛女排第二名、男排

第四名。

5月 21 日，我院户外素质拓展队和攀岩队在全国大学生“三走赢未来”大赛中夺得“团队旗

语大赛”第六名、蛟龙出海第七名。

5月 27 日，第二届山西省大学生手机文化艺术节微视摄影颁奖盛典在山西太原举行，我院艺

术传媒系郭创意定格动画短片《瑞贝特历险记》荣获最佳剪辑奖，张轶铭同学拍摄的摄影作品《夜

上海·船》荣获摄影大赛三等奖，高悦同学的摄影作品《绿水掩映》获得优秀奖。

5 月，在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学生联合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

公司主办的第二届山西省大学生新媒体文化艺术节中，我院张轶铭同学荣获摄影大赛三等奖，高

悦同学荣获摄影大赛优秀奖，郑家军、郑诚、苏得琦同学荣获动画短片最佳剪辑奖，刘益境、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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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强浩同学荣获微视频提名三等奖，叶枝子同学荣获歌手大赛二等奖，杨迎雪老师被评为“优

秀指导老师”，学院被评为“优秀组织单位”。

5 月，我院艺术传媒系李鹏翔、关麒麟、宋可君、郝瑞娟 4 名同学荣获第五届好丽友公益梦

想实践大赛“校园公益行动大使”。

5月，我院叶枝子同学在“十三亿分贝中华方言歌曲大赛”中荣获山西省第一名成绩。

5 月，我院美食社在由中国食文化研究会民族食文化委员会召开举行的《当代大学生对中国

传统食文化资源的认识》调研活动中荣获三等奖。

6月 6日，我院羽毛球队在 2016 李宁·方红杯山西高校羽毛球精英争霸赛中取得了第四名的

好成绩。

6 月 7 日，从国家级 A 类赛事——“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山西省级赛组委会获悉，

我院艺术传媒系陈惠萍老师指导，武瑞清、朱琳、杨佳颖同学创作的定格动画作品《爱与早餐》

获得“数字媒体设计类动漫游戏组”一等奖；张晓龙老师指导，白磊同学创作的非遗人文纪录片

《灵魂之根》和陈瑶同学创作的公益广告片《母亲》获得“数字媒体设计类微电影组”二等奖；

贾晶晶老师指导，李重阳同学创作的产品功能设计作品《创意节能灯具》获得“数字媒体设计类

专业组”二等奖；邓雅方老师指导，李腾同学创作的 CG 插画作品《汲取糟粕》获得“数字媒体设

计类普通组”二等奖。此外，还有 8个参赛作品也在此次计算机设计大赛中崭露头角，荣获不同

组别三等奖。学院获得“优秀组织奖“。

6月 12 日，首届中国环亚杯中日设计交流展在香港举行。我院艺术传媒系教师闫鹏创作的作

品《社区室内环境空间改造》获环境设计类金奖并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范钱江创作的作品《展

示空间设计方案》获环境设计类银奖，艺术传媒系荣获优秀组织奖。

6 月，我院星启舞街舞社在第八届亚洲校园街舞大赛中国赛区太原站暨山西省高校街舞社团

争霸赛中荣获“最佳社团”荣誉称号。

6 月，我院团委谢承红老师申报的以“完满教育”为平台的独立学院共青团工作体系构建研

究课题被批准为 2016 年度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课题立项课题。

7月 21 日，我院排球队在第十二届中国大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中荣获女子代表队普通组第三

名，男子代表队普通组第八名。

8 月 7 日，教育部高等学校语言与文字信息管理司支持、教育部计算机科学类等相关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教育电视台组织的 2016 年（第 9 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微电影组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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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式暨大赛颁奖典礼在北京落下帷幕，我院艺术传媒系陈瑶通过公益广告式的微电影《母亲》荣

获全国总决赛三等奖。

8月 10 日，青岛 2016 年亚洲大众体操节选拔赛第五届全国全民健身操舞大赛山西赛区、2016

年山西省健美操、啦啦操锦标赛暨山西省学生健美操、啦啦操锦标赛在忻州圆满结束。我院健美

操队分别获得有氧舞蹈规定徒手三级第一名、大众街舞规定套路爵士第一名、大众街舞规定套路

HIP―HOP 第一名、有氧舞蹈规定徒手六级第二名。

8月 11 日，第九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在山东理工

大学举行，我院组织 5个代表队参加了机械类比赛，获得个人单项一等奖 1 项、单项二等奖 4项。

8月 17 日，第五届“启航”杯国际形意拳交流大会在山西太谷落下帷幕，我院形意拳代表队

斩获 15 金、3银、2 铜，蝉联世界第一。

8 月 23 日，2016“雪花纯生•匠心营造”中国古建筑摄影大赛山西分赛区的评选结果揭晓，

我院工商与公共管理系张波同学的作品《雪中水神堂》、经济管理系张晏铭同学的作品《钟楼夜色》

分别喜获大学生组古建传承类一等奖和三等奖，艺术传媒系苗晨浩同学的作品《牖外》、马荣同学

的作品《江南》、王雅琴同学的作品《谷韵》喜获大学生组匠心营造•户牖类优秀奖。

8月 25 日—27 日，，由山西省教育厅主办的 2016 年山西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成绩揭晓，我

院信息工程系 12 名同学在比赛中取得佳绩，其中 3人获一等奖，9 人获三等奖。

8 月 26 日，我院机电系学生参加了由山西省教育厅主办，中北大学承办的 2016 年山西省大

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李远嘉、张翔、白如月获得竞赛一等奖，指导教师马艳娥、樊建强、李瑞金

获得指导教师一等奖；宋超、赵力、贾吉平获得竞赛二等奖，指导教师孙瑞娟、赵晓艳、刘攀获

得指导教师二等奖；王浩博、刘泽民、范承杰获得竞赛三等奖，指导教师成慧翔、石文昭、韩海

豹获得指导教师三等奖。

8月 30 日，山西省公安厅组织的第三届山西省 119 消防奖评选表彰活动，我院后勤保卫处保

卫科科长杨杰荣获山西省第三届 119 消防先进个人奖。

8 月 30 日，由山西省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会、山西省平面设计学会主办的 2016 山西文化创意

设计大赛落下帷幕，我院工业设计专业学生获得文创产品类三等奖两项、入围奖四项。

8月 31 日，由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办的第三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

在华东师大举行，我院青年教师高培月代表山西省参加比赛，荣获全国文科组三等奖。

8 月，山西省大中学生武术锦标赛在榆次大学城举办，我院武术代表队取得团体第三名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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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成绩。

9月 2日，“2016 年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山西赛区落下帷幕。我院机电工程系工业设计

专业学生获得三等奖的成绩。

9月 9日--11 日，我院 14 个代表队参加了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省一等奖 1 项，二

等奖 1 项，三等奖 3 项，获奖率达到 35.7%。

9 月 10 日，“建行杯”第二届山西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在山西太原落幕，我院

《掌上农大》项目荣获一等奖，《校游汇》《在校淘电子商务平台》《科研助手》等六个项目荣获三

等奖，《小红线 APP》《启点》两个项目获优秀奖。

9月 21 日，“中国体育彩票”2016 年全国铁人三项校园赛在天津举办，我院代表队取得了团

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9 月 27 日，我院健美操队获得了全国大众街舞推广套路 streetjazz 套路特等奖，全国健身

操舞等级规定动作有氧舞蹈 6 级、有氧舞蹈 3级特等奖，以及全国大众街舞推广套路 hiphop 套路

一等奖。

9月 28 日-9 月 30 日，机制 1401 班黄冠儒荣获山西省教育系统网球锦标赛团体第三名。

9月 29 日，2016“雪花大学生勇闯天涯挑战未登峰”山西赛区活动感动落幕，我院喜获“三

走”系列活动之雪花大学生勇闯天涯宣传一等奖。

10 月 9 日，在山西省街舞锦标赛中，我院星启舞街舞社荣获自选编排齐舞大学组冠军，王文

同学在单人 Breaking 大学组获得季军，孟庆波和刘奇同学进入单人 Breaking 大学组前八强，郭

雪岩同学进入单人 popping 大学组前八强。

10 月 13 日，山西省第二届大学生手机文化艺术节落幕，我院叶枝子获得歌手大赛二等奖，

张轶铭获得摄影大赛三等奖，郑家军获得动画短片最佳剪辑奖，薛鹏飞获得最佳原创漫画奖，学

院荣获“优秀组织奖”。

10 月 19 日，由省教育厅主办 2016 年华北五省大学生计算机应用大赛山西赛区比赛在中北大

学举行，我院双体 4 支代表队斩获 4 项大奖，分别获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项，学

院赢得大赛“优秀组织奖”。

10 月 25 日，2016 年山西省大中学生武术锦标赛隆重举行。我院武术代表队共获得 4 个第一

名、7 个第二名、3 个第三名、5 个第四名和 6 个第五名的骄人成绩。并且荣获“大学组男子团体

总分第二名”、“大学组女子团体总分第三名”“大学组团体总分第三名”。



12 / 14

10 月 31 日，由团中央学校部指导，中国青年报社、人民网共同主办的 2016 年大中专学生“三

下乡”社会实践“千校千项”成果遴选宣传活动评选结果揭晓，我院艺术传媒系“艺家人”民间

艺人寻访行动团、环境科学与食品工程系“初梦心之源”实践团队、远景学院“萌芽义教”支教

团队等多个团队、项目和个人荣获“最具影响好项目”、“实践组织带头人”、“匠心传播正能量”

等各项荣誉。

10 月 30 日，由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体育局主办，山西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山西省学生

体育协会、山西省足球协会承办，历时 8 天的 2016-2017 山西省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落下帷幕，

我院女足代表队获得亚军。

11 月 1 日，山西省教育系统网球锦标赛在中北大学隆重开赛，我院网球队获得女子单打第三

名，男子双打、混合双打第五名，大学组男子团体第三名和大学组女子团体第三名的优秀成绩。

11 月 2 日，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举办的“大学生志愿者千乡万村环保科普行动”中，我院环

科系“初梦心之源”实践团获得全国十佳“示范小分队”荣誉称号，刘伟老师获 “优秀指导教师”

称号。

11 月 2 日，我院纪念建党 95 周年 1123 行动团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

团中央、全国学联联合组织的 2016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荣

获优秀团队奖。

11 月 21 日，我院学生在全省大学生棋牌锦标赛中斩获多项大奖，获得了象棋个人第一名，

围棋个人第五名和第八名，二打一个人第八名等单项荣誉，团队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和团体总分

第四名，团委郭进老师荣获“2016 年山西省大学生棋牌锦标赛优秀教练员”荣誉称号。

11 月 25 日，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公布了第一届“百校百题”大赛高校专家委员会

名单，我院工商与公共管理系刘小明教授依托在相关领域的学术影响和研究成果，被聘为第一届

“百校百题”应用型创新课题(财税领域)大赛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同时，我院许徳芳、程建

波等教师指导的两个项目入围 2016 年第一届百校百题大赛初赛。

11 月 26 日，我院女子篮球队摘得 2016 年山西省大学生篮球锦标赛校园本科女子组的冠军。

11 月 26 日，2016 年全国大学生女子室内五人制足球锦标赛在安徽师范大学圆满收官。历经

8天，30 支球队的 79 场精彩比拼，我院代表队获全国校园组季军。

11 月 30 日，我院杨雨同学参加了全国“校园星歌声”比赛，荣获全国第四名成绩。

11 月，第十届“新道杯”全国大学生创新会计人才技能大赛山西省总决赛圆满落下帷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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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马茜、郭蕊、张佳敏等八名同学在工商与公共管理系许德芳和牛晋霞老师的指导下积极参赛，

荣获省级学生个人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优秀奖 5 项，荣获省级学校团队三等奖 1 项，省级

学校团队优秀奖 1 项。

12 月 2 日，山西省大学生篮球锦标赛暨 CUBA 基层赛落下帷幕，我院男篮取得第四名的骄人

成绩。

12 月 3 日，在山西省教育厅主办，山西省学生体育协会、山西省游泳运动中心承办的“2016

年山西省大中小学生游泳锦标赛”中，我院游泳代表队夺得大学组团体总分第三名的好成绩。

12 月 4 日，我院在第六届山西省大学生模拟法庭大赛中，荣获团体三等奖。

12 月 6 日，“青春志愿行•共筑中国梦”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 2016 志愿服务

交流会在浙江宁波举行。我院推荐的“以公益超市为依托的行走力量帮扶工程”项目获得全国银

奖，“乡村文明 100 户计划”、“为盲胞读书计划”获得全国铜奖。

12 月 7 日，由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学生联合会举办的首届“三晋.光影杯”大学生电影

评论大赛，机电工程系的刘梦获得一等奖，环境科学与食品工程系的柴豆鑫、薛宇阳、杜俊玮三

人获得三等奖，工商与公共管理系的周金萍获得三等奖，曾蓉、班红利、秦园园、杨亭、庞瑜、

胡越、张肖宇、钱洋洋、靳羽西、侯杨森、高静、贾晓庆、樊笑汐等我院学生获得优秀奖。

12 月 15 日，“北美枫情杯”2017 届全国林科十佳毕业生评选结果揭晓，我院环境科学与食品

工程系张华同学荣获本科组 2017 届“全国林科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12 月 16 日，我院青年志愿者联合会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主办，免费午餐基金管理委员会

承办的免费午餐项目中，荣获“优秀大学生驿站奖”和“特别致谢奖”和“2016 年度免费午餐”

荣誉称号。

12 月 18 日晚，第三届山西省高校“校园星光大道”总决赛在山西工商学院落下帷幕，我院

李晨浩同学荣获总决赛的季军，学院荣获“优秀组织奖”。

12 月 18 日-21 日，我院在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主办的第八届全国老年人心理关爱研讨

会中，4 名同学获论文一等奖，3名同学获论文二等奖，2 名同学获论文三等奖。

12 月 19 日，我院青年志愿者联合会在由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主办的 2016 无畏互助·校

园健康跑活动中荣获突出贡献奖。

12 月 23 日，我院在由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联合发起的 2016 年“镜

头中的三下乡”大学生志愿者暑期社会实践展示活动中喜获 2016 年“镜头中的三下乡”大学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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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暑期社会实践展示活动“优秀组织奖”荣誉称号；艺术传媒系“艺家人”民间艺人寻访行动

团、环境科学与食品工程系初梦心之源实践团荣获“优秀团队奖”荣誉称号；工商与公共管理系

“热血知青”暑期社会实践队、外国语言系青鸟志愿服务队荣获“好团队入围奖”荣誉称号。

12 月 28 日，我院荣获 2015-2016 年度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绩效考核“优秀高校项目办”

荣誉称号。

12 月 29 日，我院环境科学与食品工程系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2014 级 1401 班团支部和工商

与公共管理系财务管理（注册会计师方向）专业 2015 级 1513 班团支部荣获 2016 年全国高校“活

力团支部”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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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外国文学系

“三课堂联动教学模式”实验实践活动总结

子课题主持人 夏传红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成立于 2013 年，是一个充满年轻气息与活力的系部，

目前开设有英语专业、英语（经贸英语方向）、英语（涉外文秘方向）等三个专业方向，在校学

生 530 人。自成立以来，外国语言文学系紧紧围绕学院“成人、成才、成功”的办学理念，深入

贯彻、落实学院“专业教育+通识教育+完满教育”的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性的构建外

语系特色人才培养体系。

外国语言文学系是山西省高教学会外语专业委员会理事单位、高教社“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

验示范基地”、中国教育学会数字化教学研究分会理事单位。曾获“第一届中国外语微课大赛”

优秀组织奖，近 10 名教师获山西赛区前三等奖。近三年外语系学生升学率达 20%以上，就业率达

95%以上，100 余名学生在全国英语演讲·写作大赛、中国“互联网”及“晋商杯”大学创新创业

大赛、山西省运动会、山西省微电影大赛、全国志交会等比赛中获得多项国家级、省级奖项。

外语系团总支、学生会成立于 2013 年 9 月，以团结青年、教育青年、管理青年、服务青年的

使命创新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思路，结合当代大学生特点及外语系系情，坚持“内涵发展，思想

引领、文化育人、实践育人”加强共青团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及共青团干部培养，为培养青年团

员的政治素质以及起到了坚强堡垒的作用。通过“师生互动、家校共建”、“引进来，走出去”

等形式和模式，开发、挖掘、培育了一系列有内涵、有实效、可操作性强的“第三课堂”多样社

会服务育人品牌活动（品牌志愿服务活动）和多彩校园文化树人品牌活动（经典化社团活动），

进而摸索构建地方独立学院文科“三课堂”协同、融合、环动人才培养模式。

1.活动名称：多样社会服务育人品牌活动——以“光源”项目为首的特色化公益项目

在长期的社会服务（志愿服务）工作中，外国语言文学系的公益服务工作由最开始的“人人

公益”的理念，经过“系列公益”的阶段，最终发展成为“项目公益”并成熟。“项目公益”遵

循“概念-创新-落实-实施-改进”的步骤循序渐进，结合外语系和公益服务基地的实际情况，在

深入思考和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光源”项目、“筑梦之瓦”项目、“绿色环保公益行”项目。

并以“‘光源’项目”为品牌，创新性推进青年志愿者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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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系公益服务践行实践育人的思想，在不忘公益志愿初心的前提下，结合多种形式的公益

活动，和公益体验活动，更好的在同学中展现了公益实践的魅力。通过灵活多样的志愿形式，有

效切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个体帮扶的志愿服务。有效的解决了公益实践中“大水漫灌”的粗放式公

益，将公益细化到个人，对受助者进行有效帮扶。

“光源”项目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青年志愿者协会为关爱中国 1263 万盲胞，成立了公益

项目“光源”系列助盲活动。以“黑暗挑战”换位体验和“黑暗体验行为艺术”体验式公益为依

托，倡导关注盲胞。在此基础上，项目通过线上线下两种形式助力盲胞。线上以“喜马拉雅 FM”

APP 与微博为媒介传播帮助并号召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加入项目组织，在互联网公益的基础上形

成“助力盲胞微公益”，线下开展“我是你的眼”主题系列活动，组织志愿者走访附近村落和特

殊学校，助力盲胞读书，回家，出行，感知。

1.倡导关注盲胞（体验式公益倡导行动）

——黑暗挑战换位体验，要求体验者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组织志愿者们戴上眼罩从衣、食、

住、行等方面体验盲胞的日常生活。例如吃饭、刷牙、行走、跑步等日常的生活活动，体验盲人

的在黑暗中的真实感受，并通过自身感受倡导身边的同学、家人共同尊重并更好的服务出现在我

们身边的残障人群和弱势群体。

——黑暗体验行为艺术，要求参加的同学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由个人或群体构成一些艺术来

展现盲胞的日常，以此来传达对盲胞的关爱，呼吁更多的在校大学生关注盲胞，关爱盲胞。

2.助力盲胞具体计划

——助力盲胞读书，线上通过“喜马拉雅 FM”及“微博”等公众平台为盲胞捐献自己的声音，

为盲胞群体提供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我们会定时选取一本名著进行朗读，并在后台对声音进行存

储，利用校内工作基地，将最优质的声音资源提供给广大盲胞群体；线下组织志愿者队伍走访附

近村落和特殊学校，为附近盲人村民和失明儿童阅读报刊书籍。

——助力盲胞回家，盲道作为盲人走出家门，走上街头的必要通路，对盲人尤为重要。通过

制作“关爱盲人请为他们让出一条绿色通道”的温馨提示放在停放在盲道上的车辆；对占道商户

进行劝导等方式帮助盲胞清楚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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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盲胞出行，帮助盲胞走出封闭黑暗的世界 ，走出家门，走进超市、公园等场所，触

摸大自然然，拥抱社会。

——助力盲胞通感，通过爱心企业捐赠，为盲胞朋友送去盲人表，拐杖，收音机等可以帮助

他们更好的生活和感知的物品，使盲人朋友的生活更加便捷。

“为盲胞读书”计划志愿项目在 2016 年“志交会”入围全国决赛并获铜奖，并被学院立项特

色项目建立工作坊。2017 年 5 月 4日，被太谷县团委选中参加“太谷县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八周年

‘青志同行’公益项目宣传交流活动”并获评为优秀团队。传递一份爱心，完成声音接力，让盲

胞能够去在书中感知世界、触摸梦想。这个纯粹的公益活动，目的是呼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引

起大家对盲胞的关怀，将小爱汇聚成大爱，为盲胞插上梦想的翅膀。迄今为止，已有 575854 用户

与 1263 万盲胞连接起来。此项目活动已开展近 20 期。

“筑梦之瓦”项目

在大公益和信息时代的背景下，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

水秀乡卫生院，为响应国家人事部三支政策，成立“筑梦之瓦”公益项目。项目分设线上线下两

个公益平台。线上通过外语系的微信公众平台开设微课堂，针对大学生每日推送外语学习、生活

百科、党纪国法、事实快讯等内容；线下组织大学生走进基层，开展各种形式的支教支医支农活

动。发挥外语系特长，助力基层人民学习英语、医疗保健及农业等知识。

线上公益平台：每日一英语，由外国语言文学系微信公众平台坚持每日推送英语微课堂，通

过每日学习一句英语，让英语融入人们的生活。生活小百科，深入贯彻学校通识教育的理念，帮

助大学生更好的走向社会，增强大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党纪国法，学习法律是当今时代对大学生

的要求，也是今生人生道路上的指南。时事快讯，时事新闻可以帮助大学生更好的了解当今社会，

了解行业的最新发展。

线下子活动紧密结合我系英语专业知识，发挥所学帮助他人，通过微博微信向师生传递信息

和知识，简单快捷的服务师生，潜在提高师生的综合素质。同时解决附近村落子女因外部教育环

境的影响，造成村落对子女接受外语教育意识薄弱，以及教育水平落后的问题，提高附近村民的

教育水平。

绿色环保公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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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外语系特地开展低碳环保行项目，分

设线上及线下两个平台。线上，通过“行善”软件将跑步、骑行、徒步行走等运动与公益相结合，

通过步数捐献使志愿者零门槛行善。线下，通过徒步，骑行，登山等形式开展相应的低碳环保行

动，使参与者能够在贯彻低碳环保理念的同时也能真正从实际上锻炼自己，用实际行动去贡献自

己的力量。

线上公益平台：为爱行走，下载行善 APP，开启软件后台运行，结合徒步行走、骑行、登山

等运动，每积攒 1000 步即可捐出 1 元给山区贫困儿童。将公益与日常生活结合，降低公益门槛，

同时倡导积极健康的出行方式。

线下公益平台：踏出健康步，通过徒步行走的活动让志愿者亲近自然释放生活压力，挥洒汗

水强健身体，同时用实际行动影响身边人低碳健康出行。骑出低碳热，志愿者使用交通工具自行

车结队出行，身体力行地倡导减轻交通负担，低碳环保出行，提高空气质量。爬出新高度，秉承

登一座山，清一条路的参与理念，组织志愿者在登山的过程中，沿路捡拾垃圾，为建设绿水青山

积极付诸行动。

“光源”、“筑梦之瓦”、“绿色环保公益行”三大特色项目的推进过程，也是学院公益服

务工作不断丰富内涵和外延的过程，提高了公益服务工作的延续性、生命力和感染力。

社会关注

近年来，通过努力不断助力公益服务向前发展，引发了社会各界关注，在媒体多次报道。

1.黄河新闻网：大学生举办“黑暗挑战”公益体验活动

http://edu.sxgov.cn/content/2015-05/22/content_5885717.htm

http://edu.sxgov.cn/content/2015-05/22/content_58857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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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河新闻网：山西农大信息学院开展第三届“为盲胞读书”系列活动

http://edu.sxgov.cn/content/2016-11/25/content_7659999.htm

3. 新浪山西：山西农大信息学院开展“为盲胞读书”系列活动

http://shanxi.sina.com.cn/jinzhong/m/2016-11-19/092027477.html

http://edu.sxgov.cn/content/2016-11/25/content_7659999.htm
http://shanxi.sina.com.cn/jinzhong/m/2016-11-19/0920274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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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浪山西：晋中学子启动微公益 为盲胞读书爱心发声

http://shanxi.sina.com.cn/jinzhong/m/2015-03-10/1157181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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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感悟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却在做着不平凡的事，一件大多数人都不愿做的事——公益，说不愿意

是因为要付出，而且要不求回报，有谁愿意做出力不一定讨得好的事。但是我们就是这样一群人，

在公益的路上默默地坚持着。

志愿者的工作看起来是普通而平凡的，但却是城市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有通过许许

多多个志愿者无私的奉献，才会把我们的城市建设的更加美好，我们的生活才会变的更加和谐和

幸福。

每次参加志愿志服务队组织的志愿活动，总会有一种奉献的喜悦。我突然感悟到：如果我们

做每一件事都带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带着一份发自内心的关爱，即使在平凡琐碎的工作中，我们

也能找到快乐。

——外语系经贸 1501 班苏晨然

从最初参加公益活动时的懵懂到游刃有余，是公益让我成长了很多。参加活动，我收获的是

满满的感动。我和小伙伴总是在夏天顶着烈日，在冬天冒着寒风，奔走在需要我们的地方。虽然

有时候会疲惫，但是看着老人们的笑脸，听着孩子们欢快的笑声，我们的心里就十分满足。只有

真正参加了公益活动，才会明白了公益的意义，因为付出，所以快乐。感谢公益道路上一起陪伴

我成长的小伙伴，感恩一起奋斗过的青春。

——外语系英语 1501 班王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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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集锦

外语微课堂

黑暗挑战公益体验活动

为盲胞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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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环保公益行

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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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动名称：多彩校园文化树人品牌活动——经典化社团活动

经过“三课堂”不断的坚持与探索，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逐渐实现了专业

育人与团学活动育人“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第三课堂”工作方向，形成“以学生为本、以

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为本、以服务学生专业学习为本”的工作思路，借助课堂之外的补充，避免

“一味说教”和“刻意教育”，通过“浸润”和“熏陶”的方式，以活动为平台实现对学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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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领和培养，努力贯彻“立德树人”、“培养完整的人”理念，最终实现“全方位，全天候”

育人模式。形成了“外语文化节”系列、“英语原声电影鉴赏及交流”系列、“温馨宿舍情，舍

友伴我行”系列、“我的人生我做主”系列等特色系列活动。另外，结合英语专业学科特点，为

对“外语文化节”系列做出补充，我系成立“外语学习交流社”，拟成立“英语辩论社”等在促

进学术交流的同时，积极挖掘、参加学科竞赛类项目，如走出校园参加“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

英语辩论赛地区赛。总之，外国语言文学系完整的工作体系，一步步的达到了“活动为专业服务”

的工作目标。

“外语文化节”系列

以“文化”为纽带，与专业学习相结合开展有内涵的文化系列活动。自 2013 年 9 年外语系成

立，至今已成功举办三届“外语文化节”系列活动。外语文化节将我系校园文化活动与人才培养

有机结合，实现了专业教育与社团活动的有机融合。并且获评学院共青团活动品牌项目，其模式

在全院乃至校外都有一定的推广意义。

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完善，现已形成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经典模式，如：趣味英语大冲关、

魅力英语“朗读者”、英文诗词吟诵大赛、我是演说家、TED 演讲、单词论剑等特色活动，有效、

全面的以外国语语言为学习中心，为大家提供展示个性风采的平台，营造了学习外语的良好氛围，

丰富校园文化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我系“文化育人”工作的体系化和机制化。

“英语原声电影鉴赏及交流”系列

以“原声”、“鉴赏”、“交流”为关键点，通过鉴赏收获感悟。众所周知，电影是文化的

重要载体，是一个民族世界观和道德观的直观表达，学习英语，不仅是学习、学会“听、说、读、

写、译”，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操这种语言的人（英美国家）如何看待事物，如何观察世界，了解

他们的思想、行为、习惯，了解他们的社会文化。因此，英语学习应该坚持语言和文化并重，在

交流的同事增强文化融入。

我系坚持每月 2 期“英语原声电影鉴赏及交流”系列，为英语语言学习课堂之外再做重要补

充，充分利用原声电影的直观性和电影语言的真实性、广泛性和实效性。通过集中观影、交流心

得和分散观影在集中交流心得的形式，需要说明的是，认真观影、感受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在观

影之后的交流和反思，感受不一样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导向。通过在原声电影文化的熏陶浸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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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融入环境、融入文化，进而不仅收获语言，而且获得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温馨宿舍情，舍友伴我行”系列

以培育“家”文化、“舍友共成长”为目标。宿舍作为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生活和人际交

往的重要场所，不仅是学生疲惫时的归巢，同时也是思想交流，相互沟通的港湾。营造和谐的舍

风不仅可以促进整个校园学风的建设，而且也直接关系着学生的身心健康，对学生自身的人格塑

造、个性发展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为实现“全方位、全天候”的育人模式，宿舍文化建设绝不可忽略。根据我系系情（女生占

80%，女生宿舍矛盾相对男生更容易滋生），每一期新生入学就开始营造和谐的“家”文化，营造

“良师益友，互帮互助”的文化，并且一直贯穿于他们的大学生涯。我系通过“宿舍文化设计大

赛”、“宿舍摄影比赛”、“宿舍才艺大比拼”、“忙什么呢”自编自演小品等促进宿舍建设的

活动，营造温馨的宿舍情，通过共同完成的作品、共同排练的节目来当“中国好舍友”。

“我的人生我做主”系列

以“我”为中心，不计成本，深入思考，通过给自己定位，找到自己的方向，进而寻找到达

目的地的途径，因为自己的人生剧本，不是父母的续集、更不是朋友的外篇，人生只有自己做主。

我系根据学生实际，在全程对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和就业指导的同时，阶段性通过“职

业生涯规划”大赛、“简历制作”大赛和求职面试大赛。在激发同学们潜力，深入思考人生的同

时对同学们求职本领（简历制作和面试）方面做出培养。

学科竞赛方面

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承办的“外研社杯”

大学生英语辩论赛，让很多优秀的外语人才在比赛中脱颖而出。在英语辩论中，通关打怪，将英

语能力、思辨能力双力合一，与对方辩友切磋，让思维火花绽放，在辩论赛中锻炼自己，发现自

己的更多潜能，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我系也积极抓住此次机会，通过承办校园选拔赛，推送了一批优秀人才代表学院参加地区复

赛，获得了三等奖的好成绩。一场场辩论，为日后的职业道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英语辩

论让大家有所思、有所想、有所讲，将思想闪耀的光芒和流利简洁的英文结合起来。

“外语文化节”系列、“英语原声电影鉴赏及交流”系列、“温馨宿舍情，舍友伴我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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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我的人生我做主”系列是我系目前以经典社团活动实现“文化育人”的重要载体，是我系

在实现“全方位、全天候”育人模式方面做出的一些努力。通过不同类型、不同意义的社团活动，

实现对当代青年大学生的“浸润”教育，引导青年学子向上向善，实现专业学习、活动开展与思

想政治教育相结合。

社会关注：

三年多以来，通过经典社团活动实现“文化育人”不断向前发展，引发了社会各界关注，在

校级及以上媒体报道近 200 次。

1.山西青年报：大学生自编剧目演绎舍友情

http://www.sxqnb.com.cn/shtml/sxqnb/20160520/124438.shtml

2.山西青年报：学生家长进校园，助力孩子成长

http://edu.sxgov.cn/content/2016-05/31/content_7171420.htm

http://www.sxqnb.com.cn/shtml/sxqnb/20160520/124438.shtml
http://edu.sxgov.cn/content/2016-05/31/content_71714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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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河新闻网：大学生举办“学长相伴•引领梦想”活动

http://edu.sxgov.cn/content/2015-06/04/content_5909565.htm

4.中国网：晋中学子积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四进四信”

http://jjsx.china.com.cn/lm83/2015/309712.htm

http://edu.sxgov.cn/content/2015-06/04/content_5909565.htm
http://jjsx.china.com.cn/lm83/2015/3097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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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河新闻网：大学生积极开展“四进四信”班级民主生活会

http://edu.sxgov.cn/content/2015-04/29/content_5813535.htm

学生感悟：

梧桐树下蜿蜒的梦想，被透过树隙的阳光轻轻照亮，岁月，从风中流过，渐渐成长的我们，

http://edu.sxgov.cn/content/2015-04/29/content_58135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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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拾起飘了一地的等待。阳光下，我看到了身边人脸上洋溢着的愉悦的微笑，她们从不抱怨苦累，

总是尽自己所能去完成每一件事。风雨里，一起围坐在教室，欢笑声飘荡在每一个角落，我知道

那是参加活动带来的温暖气息，沁人心田。我们总是可以在游戏中收获到更多的朋友，懂的更多

的道理。世间每一件事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我想，是社团活动使我成为更好的自己，更懂得分享

与付出的自己。

——涉外文秘 1601 班孟凡云

参加缤纷多彩的社团完满活动，丰富了我的课余时间，提升了我参与活动的能力，也锻炼了

我的组织及综合能力。辩论赛的参与让我深谙英国议会制辩论赛的规则，锻炼了我的临场发挥能

力水平，让我在短时间内学到了辩论的精髓，懂得通过适当的语言表达自己，更加中肯的面对每

一个问题。参加外语文化节活动，让我有机会提升自己的会话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最重要的是

他锻炼了我的胆量，让我能够从容的面对每一次的挑战，不断刷新已有的高度，让自己的能力更

上一层楼。

——英语 1601 班王进祺

作为社团部的一员，我参加了很多有意义的活动。从最初的社团部干事，到现在的社团部部

长，在完满教育的旗帜下，我的整体水平得到了提升。社团活动作为完满教育四大模块之一，它

的存在充分的锻炼了我参加各式各样活动的能力。辩论赛提高了我的组织能力及逻辑思维能力，

外语文化节的朗读活动给我锻炼自己口语及胆量的机会，长时间的社团工作让我在一定时间内能

完成以往无法完成的事儿，这些都是我受益不尽的财富。作为社团部部长，亲身经历组织各项丰

富有意义的社团活动，本着“精品、专业、可实施性”三个原则来开展工作，只为能够多样化的

让大家的完满青春路丰富充实。

——经贸 1501 班张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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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集锦

辩论赛现场主持人活动讲解 参赛选手声情并茂陈述观点

外语文化节单词爆破灭蜡烛 电影配音妙趣横生

外语文化节英文绕口令 小组通力合作智斗单词怪关卡

单词论剑不在话下 外语文化节朗读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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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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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类

我系李晨浩荣获第三届山西省校园星光大道季军

我系王建方老师、王进祺、邵晶晶同学代表我院参加 2017 年第二十届“外研社杯”全国

大学生英语辩论赛获得三等奖

我系王建方老师荣获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第三届“信院杯”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优

秀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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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系王建方、吴鹏飞等 6 名老师荣获第二十届“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校园选

拔赛优秀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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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系王菊、李雅婷等 6 名同学荣获第二十届“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校园选拔

赛优秀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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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系芦佳星同学荣获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第二届“城市生存王”生存挑战赛最佳贡献奖

我系芦佳星同学荣获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第七届“信院杯”中外文演讲大赛优秀奖



（—）推广实践

1．省内外3所高校应用“三课堂”联动教学反馈效果





证 明

山西农业大学“三课堂”课题组，以培养学生能力为出发点，提出并实践

“三课堂联动”教学模式，着眼于课堂、课程、学习方式等因素的协同整合，

有利于拓展师生视野，增强学生创新学习的主动性。作为同类院校人文类、管

理类学院在课程与教学实践中学习借鉴，明显实践效果。

特此证明









（二）育人成效

1.“三课堂资源整合”教学育人效果









2012年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本科）评审结果一览表

序
号

成果完成单位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评审等次

1 山西大学
网络多媒体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研究与
实践

李广凤、郑秀芬、原春梅、李春涛、张碧慧 一等奖

2 山西大学
声乐专业本科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教学模
式的研究与实践

路  畅、安  平、王晋华 一等奖

3 山西大学 近代物理实验教学内容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董有尔、王彦华、乔晓艳、郜江瑞、陈宝明 一等奖

4 山西大学
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改革
与实践

昝剑森、程敬恭、邸敏学、程新征、关多义 一等奖

5 山西大学
地方综合大学构建大学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
体系的改革与实践

管晓刚、王  君、赵法刚、杨纪红、要英民 一等奖

6 太原理工大学
煤矿装备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研究生培养模
式研究与实践

杨兆建、任家骏、王义亮、刘混举、廉自生 一等奖

7 太原理工大学
以研究室为平台的高素质实践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常晓明、张  琤、白  薇 一等奖

8 太原理工大学
地方高校综合性实训基地建设及创新人才培
养的改革与实践

吕  明、姚宪华、郝兴明、李卫国、吉党生 一等奖

9 太原理工大学 基础力学网络课程建设 杨  强、任少斌、刘  玮、韩志军、陈昭怡 一等奖

10 太原理工大学
构建创新实践型人才物理化学教学模式的研
究与实践

武正簧、崔丽萍、杨冬花、郎爱华、闫果兰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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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成果完成单位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评审等次

11 山西农业大学 “环境兽医学”特色化课程建设与应用 王俊东、李宏全、张建海、王金明、孙子龙 一等奖

12 山西农业大学
农林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能力本位”人
才培养协同改革探索

何云峰、郭晓丽、张  丽、崔克俭、李长萍 一等奖

13 山西医科大学
适应时代背景的地方医学院校培养模式创新
研究与实践

段志光、张岩波、李荣山 一等奖

14 山西医科大学
大医学背景下地方医学院校基础医学
“3+11”立体化教学模式构建

解  军、刁海鹏、封启龙、侯玉英、王晓辉 一等奖

15 山西医科大学
构建护理专升本课程衔接体系，搭建临床应
用型护理人才培养平台的研究与实践

王斌全、金瑞华、郑  洁、赵红梅、晋  伟 一等奖

16 山西师范大学
构建地方高校“教育创新实验区”的改革实
践

山西师范大学 一等奖

17 山西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大学生成才导向与素质培
养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郭学旺、贾绘泽、赵秀芳、赵松强、赵笑蕾 一等奖

18 山西师范大学 微生物实验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 胡青平、张秀红、张丽红、张  杰、李  琪 一等奖

19 山西财经大学 审计学案例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吴秋生、杨瑞平、辛  旭、刘春慧、范文萍 一等奖

20 山西财经大学 《政治经济学》研究性教学实践 焦斌龙、史  贞、高宏伟、范晋明、李玲娥 一等奖

21 中北大学
计算机类相关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的改
革与实践

杨秋翔、陈够喜、马巧梅、潘广贞、刘爽英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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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山西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获奖成果名单

序号 学科种类 成 果 名 称 学校名称 完成人 成果类型 获奖等级

2015SK001 法学 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立法研究 山西大学 孙淑云 著作奖 一等

2015SK002 法学 《明清家族司法探析》 山西大学 原美林 论文奖 一等

2015SK003 管理学 遗产公园：文化遗产体验旅游的新业态 晋中学院 张建忠 论文奖 一等

2015SK004 管理学 《区域节能潜力理论与实证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 李玮 著作奖 一等

2015SK005 交叉学科 宋代文士通医现象研究 山西中医学院 薛芳芸 著作奖 一等

2015SK006 教育学
社会学视域下的课堂空间意蕴及其价值再审
视

山西大学 徐冰鸥 论文奖 一等

2015SK007 教育学 山西省农村教师专业发展需求及有效性研究 山西师范大学 张海珠
研究报告
奖

一等

2015SK008 经济学
基于可流动性资产负债表的我国政府债务风
险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沈沛龙 论文奖 一等

2015SK009 经济学 明清晋商与徽商之比较研究 山西大学 刘建生 著作奖 一等

2015SK010 经济学 私人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比较分析 山西大学 刘维奇 论文奖 一等

2015SK011 经济学
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
于四川省震后灾区与非灾区的对比

山西大学商务
学院

徐仲安 论文奖 一等

2015SK012 历史学 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 山西大学 行龙 著作奖 一等



2015年山西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获奖成果名单

序号 学科种类 成 果 名 称 学校名称 完成人 成果类型 获奖等级

2015SK013 历史学
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
社会变迁

山西大学 张俊峰 著作奖 一等

2015SK014 历史学 全球化与中东城市发展研究 山西师范大学 车效梅 著作奖 一等

2015SK015 马克思主义 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合作研究 山西大学 邸敏学 著作奖 一等

2015SK016
民族学与文
化学

走西口移民运动中的蒙汉民族民俗融合研究 山西大学 段友文 著作奖 一等

2015SK017
思想政治教
育

《文化安全视域中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

山西财经大学 张晓 著作奖 一等

2015SK018 体育学
社会转型视域下城市休闲体育生活空间的重
构

山西大同大学 常乃军 论文奖 一等

2015SK019 体育学 球场观众暴力研究 山西大学 石岩 著作奖 一等

2015SK020
图书馆、情
报与文献学

作者耦合分析:一种新学科知识结构发现方
法的探索性研究

山西大学 马瑞敏 论文奖 一等

2015SK021
图书馆、情
报与文献学

基于合著网络的我国肿瘤研究领域科研创新
团队的发现与挖掘

山西医科大学 于琦 论文奖 一等

2015SK022 心理学
道德推脱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有调节
的中介效应

山西大学 杨继平 论文奖 一等

2015SK023 艺术学 山西北路梆子研究 山西大同大学 刘兴利 著作奖 一等

2015SK024 艺术学 中国古戏台调查研究 山西师范大学 车文明 著作奖 一等



2015年山西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获奖成果名单

序号 学科种类 成 果 名 称 学校名称 完成人 成果类型 获奖等级

2015SK025 艺术学 山西民歌的文化地理透视 山西师范大学 陈甜 著作奖 一等

2015SK026 语言学
“支微入鱼”的演变模式及其在晋方言中的
表现

山西大学 王为民 论文奖 一等

2015SK027 哲学 心理学解释的层次与衔接问题 山西大学 王姝彦 论文奖 一等

2015SK028 哲学 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 山西大学 乔瑞金 著作奖 一等

2015SK029 哲学 量子力学多世界解释的哲学审视 山西大学 贺天平 论文奖 一等

2015SK030 哲学 从出土简帛看思孟学派的内圣外王思想 山西师范大学 谢耀亭 著作奖 一等

2015SK031 政治学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公民权研究 山西大学 苏昕 著作奖 一等

2015SK032 政治学 如何认识我国的社会组织 山西师范大学 白平则 论文奖 一等

2015SK033 中国文学 中国文气论批评美学 山西大学 侯文宜 著作奖 一等

2015SK034 中国文学 南社文人与日本 山西大学 陈春香 著作奖 一等

2015SK035 中国文学 金代文学编年史 山西大学 牛贵琥 著作奖 一等

2015SK036 法学 合作社立法模式问题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孙晓红 著作奖 二等



2015年山西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获奖成果名单

序号 学科种类 成 果 名 称 学校名称 完成人 成果类型 获奖等级

2015SK037 法学 英国新能源法律与政策研究 山西大学 吕江 著作奖 二等

2015SK038 法学 电煤市场法律问题研究 山西大学 王继军 著作奖 二等

2015SK039 管理学 基于信息技术的房地产评价方法与应用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赵华平 著作奖 二等

2015SK040 管理学 双边平台企业的非价格竞争策略研究 山西大学 张凯 著作奖 二等

2015SK041 管理学 金字塔股权结构下企业的零负债现象 山西大学 张信东 论文奖 二等

2015SK042 管理学
基于制度距离的中国跨国公司进入战略选
择：合资还是独资？

太原理工大学 陈怀超 论文奖 二等

2015SK043 交叉学科 中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山西大学 刘丽 著作奖 二等

2015SK044 交叉学科 农民工社会网络结构 山西师范大学 任义科 著作奖 二等

2015SK045 教育学 论“教育学”概念在中国的早期形成 山西大学 侯怀银 论文奖 二等

2015SK046 教育学 五四时期教育目标研究 山西大学 孙杰 著作奖 二等

2015SK047 教育学 转型发展中的独立学院定位思考
山西大学商务
学院

苗玉宁 论文奖 二等

2015SK048 教育学
基于发展性评价理念的“五维一体”学生评
价创新

山西农业大学 何云峰 论文奖 二等

















（二）育人成效

2.“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成果获奖





生命在于“折腾”，年轻始于“活力”

--公管 1301 班陈晋丽

大学四年白驹过隙，转瞬之间已从懵懂青涩的大一新生猝不及防地变成了一名毕业生。

回望自己的大学生活，我想始终与自己紧密相关的两个字应该是“折腾”。除了专业学习之

后，这些经历于我而言是无比宝贵的一笔财富,开拓了自己的眼界，更加明白了自己的渺小

之处，逐渐变得不卑不亢。与那些充满文采且闪耀着睿智之光的文字不同，我更想用简单真

诚的话语来总结一下大学四年的“折腾”，或多或少的纪念一下自己逝去的青春。

Part1 关于读书

在以前的求学生涯中，我看的书并不多，阅读量最多的当属与考试紧密相关的 3 年高考

5 年模拟等书籍。在同学都忙碌于品评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快意恩仇、言情小说中的年少轻狂、

哲学大师的高深理论、文学巨匠的优雅婉转之时，我只是全力埋头于无数的习题和书本，收

获的仅是考试的高分成绩，失去的是文学素养。但当时的我并不认为读书少会给我以后的人

生带来多么大的影响，直到进入大学以后与别人交谈时思想的匮乏与言语的词穷让我真正了

解到阅读量的不足让我的精神变得虚无，交友圈也变得很小。因此从大一之后，我就开始了

自己的读书计划。书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读书之后给我带来

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思维方式方面，更加有了长足的进步。与之前的浅尝辄止不

同，读过很多书之后的我更倾向于全面深入地探讨问题,并更加看重将书中知识用于指导实

践生活。虽然与那些学富五车的同学相比，我还相距甚远，但我已真正了解了读书的意义。

它让我的精神变得充实，内涵得到丰富，带给了我很多以前从未有过的感受。作为一名当代

大学生，考试成绩以及奖学金不应成为生活的全部，多读书和读好书才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

的内容。

Part2 关于“折腾”

在我的大学生活中，感受颇深的便是“折腾”两字。所谓“折腾”，即是不满足于现状，

勇敢尝试。人们常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但是我认为一个勇敢而自信的女孩的运气更

加不会差。通过四年的经历，我想说生命在于“折腾”，年轻始于活力。

“折腾”一：CCTV 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

提及大学四年的经历，最无法难忘的便是这项比赛，原因是它让我看见了一个更大的世

界，也更加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之处。经历了初赛复赛之后，我进入了山西省的决赛。然而，

挑战才刚刚开始。在了解了自己的竞争对手的基本情况之后，我倍感压力重重。如此优秀的

对手，让我暗下决心，自己一定要全力以赴。然而生活阅历和锻炼的不足，还是让我和其他

选手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在感到压力山大的同时也感慨这次比赛给自己上了生动的一课，那

就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原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优越感很强的我，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的

渺小与自负。也许成长就是如此，认清自己的过程虽然痛苦和煎熬，但最终都会让自己成为

更好的人。出乎意料的是，凭借着自己的勇敢与稳定发挥，我进入了北京的总决赛。在接到

这个喜讯之后，我几乎是欢呼雀跃，认为自己的实力得到了肯定。随后在短暂的休整之后，

我们整个山西赛区的所有选手又再一次相聚在北京，共同为这个大团体奋斗。如果山西赛区

的比赛让自己的优越感减弱一些，那北京赛区的比赛就是使这种优越感消失殆尽。在和少儿

组的选手家长交谈时，得知他们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已经去往英美国家留学，说得一口流利的

口语,会突然感慨公平是相对的。在和来自其他赛区的选手同台竞争时，会发现这个世界比

你更加优秀的人还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在和知识渊博的评委交谈时，会发现自己的知识仍

旧很是匮乏。虽然最后无缘录播的最后环节，但是整个比赛过程给了我重重的一击，眼界不

足不仅限制的是自己的格局，更加是自己未来的可能性。





“折腾”二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与演讲大赛

提及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与演讲大赛，我应该算是它的忠实粉丝了。在大学期间，我

参与了四次演讲大赛，两次写作大赛。起初参与的目的只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胆量和在舞台上

的台风，这两者在今后的工作当中用得到，同时也是我身上所缺乏的东西。随着舞台经验的

增多，我爱上了这种在公众面前发言的感觉，故而在别人忙于考研时，我依然选择参加了那

一年的外研社杯写作与演讲大赛，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写作比赛的一等奖，并获得了代表学校

参与省赛的机会。这六次比赛带给我的应该是心态的成长。作为一个性格急躁且好强的人，

在以前的日子中，更多的是对自己苛求过多，争强好胜，对于失败的结果常常无法释怀。比

赛经验的增多，让我有了胜败无常的认识。除了关注比赛结果之后，自己关注的是比赛的过

程以及自己的收获，学会了以平和的心态去接受既定的结果，同时也不遗余力地付出努力去

追求自己想要的结果。无法忘记当自己苦心练习的演讲稿终于得到听众和评委认可时候的激

动和快乐，无法忘记由于自己心态不佳导致结果最后差强人意的落寞与难过，更无法忘记在

失败时候评委老师对我的悉心开导：珍惜一次机会就多一次磨砺，贵在积累和感悟，终身受

益。这句话始终伴随着我的考研之路，让我学会了珍惜机会，享受过程。在“象牙塔”里的

生活是平静而舒适的，很多时候顺境很多，逆境却不常有。通过多次比赛经历，我锻炼了自

己平静接受一切的心态，更加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坚定了

自己以后想要成为一名翻译的决心。我时常在想，人生在世能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何其幸

运。

“折腾”三 关于创业

提及创业，大多数人怀着一种崇敬而向往的态度，我也不例外。于是在大二的时候，在

和一众同学的合作之下，我开始了自己的创业旅途—开办一个英语培训班。创业果真是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难，身为负责人之一的我开始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除了业务方面的宣传，面

临的更是来自于团体内部的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自己的能力还不足以胜任这样艰巨的

任务。但同时压力也意味着动力，我至今仍然无法忘记当自己因为无法妥善处理团队之内的

事情无比崩溃之时，同学对我说的一句话：一个人也许并不完美，但是一个团队可以相互互

补，最终成为一个完美的团队。最终，凭着大家的团队合作，培训班的业务最终还是顺利展

开了。姑且不论盈利如何，承担着负责人和讲师双重角色的我，确实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我

想这是第一课堂无法带给我的。通过担当负责人，我认识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提升了自

己的抗压能力，组织协调管理能力等各项能力。同时更加认识到了为了团队牺牲妥协，而不

是自以为是方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人。作为讲师，通过两年的讲课经验，极大地提升了自

己的业务能力，为自己增长了两年的工作经验。学生从几个扩大到几十个，那种成就感是不

言而喻的。创业从来就不是一件易事，但是有一个完美的团队在背后做强大的支撑，整件事

情会容易很多。能用自己的知识和努力影响别人，我想真是一大幸事。



Part3 关于考研

跨专业考研应该是我大学迄今为止做出的最为勇敢的选择。以前的我不敢冒险，想得太

多，做得太少，更没有勇气去选择一条如此充满风险，极有可能失败的道路。然而在经过了

几年的锻炼之后，我做了自认为正确且自己能承担后果的选择。在经过了长达一年的准备之

后，最终还是以一分之差无缘目标院校。换做大学以前的我应该早已经无所适从，躲在被子

里哭的无所适从了。然而看到结果之后的我选择了平静接受，继而仔细思考自己之后的出路。

在经过短暂的思考之后，我选择走上了调剂之路。调剂之路需要无数个选择，而每个选择都

会影响最终的结果。慢慢形成主见的我，独立做出了很多选择，这些选择不一定全部都正确，

但都是追随本心的选择。在调剂路上，认识了一众为自己梦想奋斗的小伙伴。他们之中不乏

一些名校如对外经贸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名校的录取生。他们的身上普遍都有着一股狠

劲。为了解决一道难以攻克的问题，可以钻研到凌晨三点。为了高校完成任务，可以缩短自

己做其他杂事的时间。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可以三战或者四战。我开始反思自己，在过去

的种种实践当中，确实少了一股狠劲，有些时候对于自己的确过于宽容。在调剂之后，大家

都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也借此机会再次组成了另外一个创业团队。就这样，我再次开

始了自己的创业旅程，这次是作为一个成员的角色参与其中。我想挑战是有的，但是自己一

也许能够妥善应对。

年轻是生活赋予我们最大的资本，我们应该利用年轻的优势去做很多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情，去利用每一分每一秒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与其在安逸和无所事事中度过自己的大学

生活，在无聊和纠结中结束自己的大学生活，不如抓紧时间“折腾”一番。等大学生活即将

结束的时候，与别人相比的不仅多出的是经历，更加是自己的成长。年轻在于“折腾”，年

轻始于活力，希望路上的你我都足够勇敢去遇见另一个更好的自己。







管理课课后有感

公管 1602 班 师瑞萌

在星期五的下午，五号楼 106 教室传来了阵阵掌声与喝彩声，课

堂内活跃的气氛让外面经过的学生与老师都为之动容。

原来何老师为了创新课堂方式，活跃课堂氛围邀请了鱼雨学长为

大一的学弟学妹们谈谈自己考公成功的经验。许多同学表示听完鱼雨

学长的经验之谈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鱼雨学长分别从考研和考公两方个面入手给我们进行讲解。在考

研方面，他结合了舍友以及身边同学的考研历程，总结出对于考研来

说，阅读习惯和知识储备是非常重要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

颜如玉，养成读书的良好习惯，无论在平时的学习中还是考研的面试

中都占有非常大的优势。他说：“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

一些文学名著，也可以让专业老师比如何老师向大家推荐。”鱼雨学

长还认为，虽然现在论文分级会导致部分功利主义的出现，但是对于

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发表论文的确是展现其才能最直接的方式。他

说，如果我们在完成自己平时计划的同时，还能利用多余的时间在老

师的指导下发表几篇高质量的论文，那我们的潜力真是不可估量。

他还认为学习英语对于考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国际化趋

势强烈，985 高校与国际接轨的意图也很明显，英语能力强的人一方

面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你的学习能力，另一方面还证明你不是一个容易

被枯燥无味的小事（背单词）所能打败的人。

当他讲完考研经验的时候，底下有些同学深有感触，在提问环节，



很多同学都表示自己意识到多读书和英语的重要性，但是还是没有落

实到实际行动中。听了学长的经验之谈，更加觉得充实自己实在是当

务之急、刻不容缓。

因为鱼雨学长今年已经考取了国家公务员，所以在考公方面他有

很多的感想。他自己总结了几个考公过程中的注意事项:1 国考没有想

象中那么难，能否考上公务员与平时的成绩也不直接挂钩。2 人的精

力是十分有限的，要学会专一，不要考研考公两手抓。3对于公务员

的各种考试时间都要有所了解。

鱼雨学长认为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在他大四

准备考公的时候，他准备了将近 5个月的时间，每天 8：00 起床，骑

自行车到图书馆开始一天的学习，中午要有固定的休息时间，这样才

能保证下午大脑的正常运转。学长说，在准备考公务员的过程当中，

复习的周期要长一点，至少要有 4 个月以上的准备时间，行测与申论

的所有的知识点都要看到，要将两本书彻彻底底的吃透，不要出现知

识漏洞。因为行测的时间是早上 9:00 到 11:00，申论的时间是下午

14:00 到 17:00，所以学长建议备考人员可以在平时的训练中按照考试

时间做题，要有针对性的大量做题，但是不能盲目的刷题。要看看每

个答案的解析，要学会融会贯通，把答案内化于心变成自己的东西。

在选择资料方面，学长给大家的建议是最好选择《中公》和《华图》，

因为这是两家比较大的辅导机构，资料的内容和质量也都有保障，也

可以通过网课学学专家们的解题技巧。要学会分享，把自己所掌握的

技巧大大方方的分享给同样考公的人，因为在“伴随效应”下你们会



共同的进步。其实，最难忍的苦，应该是坚持与人种种贪婪惫懒的私

欲搏斗。如果你能把每天平淡无奇的小事日复一日的坚持下去，那么

你距离成功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在谈到这部分的时候，大一的同学们为之动容。有的同学在提问

环节中说道，自己的惰性很大，总是坚持不下去，听了学长的发言，

真是感慨良多，让他更加清楚的知道成功没有捷径，想要成功不仅要

努力还要懂得坚持；还有的同学说道，自己其实是一个不愿意分享东

西的人，但是听了学长的“伴随效应”，他认为分享会让他获得更多。

当说到面试的技巧时，鱼雨学长结合自己谈到了以下几个方面。

1语言功底很重要，但锻炼语言的途径也不仅仅只有辩论赛一种，演

讲朗诵、主持队、广播站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2因为我们还是在

校的大学生，所以考官其实在意的不是我们装出来的“成熟”，他们

更多的是想看到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的我们那种阳光乐观的精神面

貌，所以无论是在考研还是考公亦或者是企业的面试当中，多一份微

笑，多一份与考官的眼神交流都能使你获得考官认可。3养成写随笔

的习惯，经常性的写一些东西会对你的语言组织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4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加入专业的机构让专业老师进行指导，最好

选择权威性比较强的机构。

大一的很多同学也都问到了锻炼语言的途径，鱼雨学长分别进行

了回答，很多同学表示，自己可以课下多多参加一些活动，不能错过

通过当众发言提高自己的机会。

在互动完毕后，何老师看到课堂氛围这么活跃，也进行了最后的



总结，他说：“果然学长和大家的代沟比较小，大家都愿意听帅气的

学长说话。那么，我也想结合鱼雨学长的发言告诉大家以下这么几点

1自信很重要，不要唯唯诺诺，要有“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沧海”的气魄。2 要多读书，可能平时读书多了也看不出什么，但是

量的积累会导致质的飞跃，腹有诗书气自华，你读的书越多对你自身

的帮助越大。3要珍惜上课每次回答问题的机会，有很多私下侃侃而

谈的同学在大众面前却一言不发，但是要清楚，在面试的时候考官在

短时间内是没有精力去了解你的学识有多么渊博，知识储备有多么的

丰厚。（举了自己身边的例子更加详细的讲解）4 要注意自己发言的

时候的语言组织能力，减少语气词的使用。5 珍惜大学每次考试机会，

每次考试其实都是你以后步入社会参加大大小小考试的提前锻炼。6

不要做一个离不开手机的人，现在很多大学生天天玩手机，实际上浪

费了很多时间。我很欣慰邀请学长给大家进行讲解获得了这么好的效

果，老师也收获了很多的东西。”

听了何老师和鱼雨学长的话，我们真是受益良多。通过这节课我

们在心态与行为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变。

这是普通的一堂课也是普通的一天，但是我们的心态却发生了一

些改变。当我们年老，回首这一天，就会发现，在我们听过一些道理

且作出选择的那一日，风云千樯，并不平凡。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三课堂学习”优秀典型

世界上有两种最让人肃然起敬的品质，那就是勇敢与自信！

--公管 1301 班赵文杰

人生最经不起的是岁月的流逝，岁月让人生丰富，岁月也让人生苍白。四年前，

一脸青涩的我带着无数的期待一脚迈入了心中的“象牙塔”，今天，带着五味杂陈的

心情我即将迈出“象牙塔”。有时候，我会陷入一个人莫名的沉思，天马行空任思绪

飘荡，回忆大学青春四年自己所走过的路，时而会嘴角上扬地笑笑，时而也会彷徨惆

怅。也许，这才是人生的真谛！即将毕业，对四年经历的、体验的事做个自述与总结，

相信是一件大有裨益的事情。

一、关于读书

作为应试教育下的受害者，是深有感触的。在大学之前，可以说是没有正儿八经

读过几本书，就连教育部每年指定的初中必读书籍都差很多，阅读量极为有限，但那

时确实有一颗热爱阅读的心。上大学后，相比之前，自由的学习氛围与气息扑面而来，

开放的图书馆、充裕的课外时间等诸多因素让我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阅读。



记得在大一看到一篇文章，一名印度工程师所写的《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

他说，或许不应过分苛责，但我只是忧虑，如果没有了灵魂，未来的中国一定会为此

付出巨大的代价；作者罗列了中国人不读书的种种表现及其深层次原因，正所谓“没

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作者进而指出中国人年均阅读量与世界阅读大国的比较。不得

不说，文章太让人震撼了，让初读者震彻心扉。大概也就是那会，自己真正下决心要

多读书。

读书，是需要方法的，那种读完置之一边的行为是要不得的。读书，要加入自己

的思考。我发现，许多同学，读书很多，但是往往是没有自己的思考，更看重自己多

了多少书，感觉很是洋洋得意。就笔者本人而言，虽然做的也不太好，但愿意在此分

享下自己的读书心得。笔者认为，看一本书，首先要看懂该书说的什么，也就是说要

知道书的大致内容，这是看一本书最基础的了。其次，要做好读书笔记。相信大家在

读书时经常会有那么时不时的惆怅与喜悦，因为会被作者经典的描写、深刻的话语所

折服。这时我们要把这些经典的句子等摘录到笔记本中，而且我们多时常翻阅，多多

体会。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的多了，理解也就深了，体会也会一次次不同。

许多倍享声誉的学者在谈到他们的读书心得时，认为书读多了，每次的体验是不同的。

最后，我们读书经常会面临“读不懂”或“理解不深刻”的彷徨，这时候我们可以结

合着前人的读书与研究成果来理解。就笔者而言，读书完毕后会到学校的图书馆下载

相关文献去研读。这类文章大多是论文，研究也往往深刻、全面、系统，对于读书必

不可少。除此之外，我们要多读经典书籍，“经典是那些永远占据着你的书架，又永

远不会被你翻读完的书”，这样的书能真正地透视今日。笔者曾记得，当初看卢梭的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一书，看完对卢梭那句传世名言，“人生而自由，却

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

句话深深折服，这句话是对全书核心思想的准确概括。另外，我们要多读经典书籍，

由于人性使然，人性中常常隐藏着懒惰、逃避的一面，我们会习惯于读那些浅尝辄止

的书籍，如武侠小说等，陷入“温水煮青蛙”的阅读怪圈中，阅读层次永远停留在

“浅水区”，正如北宋词人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所述，“夫夷以近，则游者众；

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读书亦是如此，想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对事物有更深的了

解，我们需要读经典书籍。

为了对自己的读书笔记有一个系统的整理，在大三与同学共同开办了微信公众号

“沉默在尖叫”，里面搜集了我和同学的读书笔记和感想等等，看着自己写的东西能

有一个“书橱”，感到很充实。在研究生复试前，做了一份精美的简历，里面介绍了

公号与专业文章，很让老师欣赏。



二、关于科研、课题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经过几个月的艰辛努力的考研备战，笔

者有幸以初试 410 分的高分，最终初试成绩第三、复试成绩第二、总成绩第一的成绩

成功被湖南师范大学政治学专业录取。

作为一枚“准小硕”，可以想象一下研究生期间少不了参加导师的课题项目等。幸运

的是，笔者在母校有幸参加了导师的省级课题，不得不说，实乃大学一大幸事。

所谓“幸运”从何说起呢？这得追述到大二了，大二同学拉着我参加导师的课题。

当时，“论文”、“课题”在心目中那可真的是很神圣的事。当时的我心里是抗拒的，



主要是没有信心与勇气。所幸同学态度坚决，一直做我的思想工作，最终我们开始做

这份“神圣”的事情！

在做课题的两年历程中，有一些深刻的体会与感悟。首先就是各种材料的撰写，

课题申请需要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格式要求严格，内容准确，可以说每句话都需要

进行认真仔细的琢磨。二是，课题材料的搜集需要进行实地调查，而如何搜集到自己

所需的信息需要我们做好功课，如问题的设置，掌握好访谈法的一些技巧等。三是，

写论文真是一个煎熬的过程，写论文摘要写了一上午，而且给导师发过去修改了好几

遍才最终定下来。写论文首先要有一个写作的角度，课题要具有可研究性，同时文献

的搜集也需要方法，要尽可能用新文献与质量好的文献，而且论文的框架、结构是重

中之重。

我深知，自己只是一个初入门者，或者说还达不到初学者的地步。但是，我想，

与许多同学比起来，我有一段课题的经历，会让自己在之后的研究生学习中更好地适

应。任何事情只有迈出一小步，才能更好地向更大步迈出！

三、关于考研

“勇敢与自信的人最可爱”，回忆去年那段刻骨铭心的考研经历，真的很感激那时

的我，可以做到“既然选择了远方，便不顾风雨兼程”。

考研是一段长期的过程，需要我们精心准备、细细谋划。首先自己要制定一个中

长期规划，如月计划、周计划等。考研就是一场马拉松比赛，我们要在路途中给自己

设置一个个节点，享受完成一个个节点带给我们的喜悦与鼓舞，进而实现目标。因此，

考研的成功需要我们以完成一个个计划为支撑，而这一切需要我们做到“今日事，今

日毕”。二是，考研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在考研之路上，我们会遭受到各种各样的

干扰，很难让我们的学习做到心无旁骛。同学找对象了、去逛街等诸多事情会让我们

难以沉下心来学习，所以能不能抵挡住一次次诱惑对考研学习有很大的影响。“立志



不坚，终不济事”，笔者记得当初自己自学初级会计时那段岁月，几个月锲而不舍的

学习终于让我如愿以偿拿到助理会计师证书，那段经历给我考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让我可以坐的住冷板凳。

四、关于人生

很喜欢南宋词人杨万里的一首诗

桂源铺

杨万里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考研路上，一个同学经常说“越努力越幸运”，真的很让人备受鼓舞。当你付出

了足够的努力，就像那山里的小溪，万山拦不住，你最终可以抵达理想的彼岸！







































（二）育人成效

3.“三课堂资源整合”研究学术反响





“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实践与推广的学术影响

1.“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研究共发表理论文章 25 篇，其中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 8 篇，

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兰州大学、延边大学等 985、211 院校学者引用，总

被引 30 次，下载 2260 次。

2.2013-2016 年，所发表的理论文章共有 7 篇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高等

教育题录索引。

3.经万方知识脉络分析，4 篇理论文章被列为同类文章的经典或前沿文献。

4.2016 年 6 月由国家级出版社 中国农业教育出版社出版《能力本位教育：地方农林院

校的探索与实践》（27 万字）（其中专章论述：三课堂协同教学模式探索，约 2 万字）,国内

著名网站热销。

5.2016 年 9 月，梅西大学图书馆 linda palmer 研究员代表梅西大学收藏《能力本位教

育：地方农业院校的探索与实践》，并与何云峰教授进行了中新教学法的交流。国家留学基

金委、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山西省教科院、山西大学、太原科技大学、太原师范

学院等校专家对专著给予了肯定。

6.2014 年 5 月，何云峰主持的“大学教学组织形式的嬗变与创新研究”并评委山西省

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晋教科办函[2014]5 号）优秀成果，《教科研简报》（2014 年第 2

期总第 62 期）专题简报了“三课堂联动教学模式”相关基础理论研究。

7.2014 年 12,何云峰在中国农学会农业教育专业委员会上做《农林院校创业教育的发展

困境与改革路径选择研究》专题报告，同时获得中国农学会农业教育专业委员会优秀论文成

果一等奖。



“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实践与推广的专著及文章

序号 时间 名称 作者
被引

次数

下载

次数
所属期刊（出版社） 引用单位

      教 改 专 著

1 2016.06
能力本位教育：地方农林院校的探索与实践             

（其中专章论述：三课堂协同教学模式探索）             
何云峰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国家留学基金委、山西省

教育厅、新西兰梅西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农

业大学、山西省教科院、

山西大学、太原科技大学

、太原师范学院

教学学术与教学改革论文
1 2013年 大学生高效利用第二课堂调查研究——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吕晓爽、李庆庆等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科技创新版） 何云峰担任指导教师

2 2013年 高校研究性教学的组织管理保障研究 马丽丽; 何云峰 1 64 中国农业教育

3 2013年
大学教学组织形式的内在机理及择用机制 

李永刚、何云峰 7 363 教育理论与实践 中文核心、C扩

4 2013年
数学建模竞赛对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驱动作用

王琳娟; 何云峰 1 61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 2014/2/ MOOCs的教学资源优势及对地方高校教学改革的借鉴 梁萍\何云峰 12 497 中国农业教育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兰州大学                         

延边大学

6 2014/9/ 基于学科竞赛的高校研究性学习探微 刘冬\何云峰\朱江 1 135 教育理论与实践 中文核心、C扩

7 2014年
论高校“师生成长共同体” 刘信阳，何云峰

3 202 高等农业教育
中文核心，华中农业大学

经万方知识脉络检索列为

10篇经典文献

8 2014/4/
高校“专业经典名著导读”课程实施探微——以山西农业大

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为例 刘信阳\ 何云峰\ 郭晓丽 120 中国农业教育

9 2015年 农科院校课程实施取向研究——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石宝慧\贾嫚等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 何云峰担任指导教师

10 2015年 山西农业大学大学生课余时间管理调查研究 王小娟\温鑫磊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 何云峰担任指导教师

11 2015年 需要层次理论视角下大学生课余生管理研究 胡凯丽\冯敏星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 何云峰担任指导教师

12 2015/10/ 农林院校创业教育的发展困境及改革路径选择
何云峰\陈晶晶\ 赵水民 

2 63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



13 2015/7/ S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课程实施叙事与反思  何云峰\ 郭小兰 100  教育理论与实践 中文核心、C扩

14 2015/4/
高校教师教学影响力弱化的释读与应对

张丽\ 何云峰 1 110  黑龙江高教研究
中文核心、C扩

 经万方知识脉络检索列为

10篇经典与前沿文献

15 2015/1/
大学教师教学影响力弱化的多学科归因

张丽\何云峰\ 王秀丽 83 煤炭高等教育 

16 2015/3/ 镜鉴与长入:地方高校教学中慕课资源的利用研究 陈晶晶\何云峰\ 郭晓丽 126 煤炭高等教育 

17 2015/8/
服务性学习:理念阐释、价值重估及机制建构

 陈晶晶\何云峰 2 77 中国成人教育 中文核心

18 2016/7/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课程资源开发研究

王宁\ 何云峰\ 毛荟 130 煤炭高等教育 

19 2016/7/
学习型学生社团研究现状及趋势

王宁\ 何云峰\ 毛荟\ 54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科技核心 经万方知识脉络

检索列为10篇经典与前沿

文献

20 2016/12/
“三课堂”协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应然选择

杨凯\ 何云峰\ 35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经万方知识脉络检索列为

10篇经典文献

21 2017/3/
应用型本科高校“三课堂”联动的路径探索--以山西农业大

学信息学院为例
丁海奎\姬宇\何云峰\解嵘 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

22 2017/3/1 慕课浪潮下高校教师发展策略研究 毛 荟\何云峰\王 宁 40 教育理论与实践 中文核心、C扩

23 2017/1/1 教育供给侧科学梅西(大学)做法
何云峰

山西日报

24 2016年12 梅西大学教学资源的多维考察与启迪 何云峰

高等教育教学法出国研修项目2016第2、

第3期农学类--新西兰梅西大学留学报告
汇编

25 2017年 网络多媒体空间的多模态外语教学及效能初探 梁  萍  何云峰  郭晓丽 内蒙古师大学报（教育科学版） 科技核心

合计 30 2260
8个核心，5所985

、211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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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农林院校创业教育
发展困境及改革路径选择  

山西农业大学    何云峰 
 

★ 农林院校创业教育的发展困境 

★  创业教育发展趋势与理念转向

★ 农林院校创业教育模式设计与路径选择

中国农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会2014年学术年会
    2014-12-18  长沙  湖南农业大学

 何云峰      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农业科教与经济管理、组织与管理效能、大学课程与
教学基本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完成各类研究项目 10多项；主编
《农村职业教育与科技推广》、《现代管理学》等7部；发表学术
论文70多篇，其中在《光明日报》（理论版）、《中国高教研究》、
《中国大学教学》等CSSCI、中文核心等期刊发表论文近 30篇，他
引频次达300多次。科研累计获省（厅）级奖 12项，省级教学成果
获奖4项，获山西省青年科技奖（青年教育管理专家）等荣誉奖 10
多项；指导本科学生承担国家、省、校科技创新项目 10多项，发表
论文40篇，并获兴农、兴晋“挑战杯”奖10项。

★ 2007年主笔完成《山西农业大学百年纪事》（教学、科研、外事，15万字）。
★ 2011年担任执行副主编，完成《山西农业大学百年集览》（本科教学，25万字）
★参与山西农业大学百年校庆、迎接教育部评估、全国农林院校大学校长论坛、历学

校教学工作会议会务材料、 组编山西农业大学十一五科技巡礼成果集、 MPA材料的撰写等
工作。

★累计在省级、国家级报刊发表宣传的报道 200篇。 

★   农林院校创业教育的发展困境

◎ 创业教育理念偏颇：可有可无 、 少数人

◎ 创业教育师资缺乏：离农、忙功利

◎ 创业教育课程单调：体系、结构、内容、实施

 ◎ 创业教育氛围不浓：政府、社会、高校

◎ 创业教育主体被动：观念、认同度、主体性

★ 创业教育发展趋势与理念转向

国内高校创业教育有三种典型模式 : 

   以中国人民    
  大学为样板，    
 侧重学生整体
 素质和能力培   
 养的模式

      从上述典型模式分类，我们可以看出三类创业教育模式

所凸显出的内在特征与规律，即专业教育是创业教育实施的
基础和载体，创业教育则是专业教育发展的新趋向 。 

   以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为样板，
侧重大学生创业
知识教育和创业
技能锻炼的模式

 

   以上海交通
大学为样板，
重在将大学生
创新教育作为
创业教育基础
的模式 

   美国：中小企业就业是大学生就业的主渠道。
   国内 ：大学生就业难，大学生怎么办？
              
                  公务员？                                                 企业员工？
      
     
     2014年，国考的竞争比例大约为64∶1，低于去年的77∶1，无论是报名人数，还是

招考的平均竞争比，都创下五年来最低。
   另据相关资料证明，企业发展、自主创业成为多数学生的主要就业途径。

       
     高校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对创业性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与高要求，特

别是社会对既有相关专业背景、又有创业意识与能力、且具有较强社会

适应性的人才的要求更为迫切。  
             卓越农林人才——农科特色——渗透“专业优势” 

◎ 创业教育发展趋势：凸显“专业优势” ◎ 创业教育凸显“专业优势”：教育理念实现“三个转向” 

学科知识导向 创业项目导向  

抽象理论导向 创业实践导向  

系统知识掌握 多维能力发展

       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一定是经过 “实践”—“认
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融合、环动螺旋上升的
过程才最终实现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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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课堂、六要素、三维互动

学生

教师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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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创新

创业

第二课堂第一课堂 第三课堂

开 放 的 教 学 时 空

基于“三维互动”的开放式教学体系原理
图

         三课堂，实现
了大学教学在内容、
时空上的延伸，形成
第一课堂（教室：理
论课堂）、第二课堂
（校园：活动课堂）
和第三课堂（社会：
实践课堂），实现了
“三课堂”贯通联动
的开放式教学。旨在
让学校与社会结合、
师生与劳动者结合、
课堂教学与实际操作
结合，分别解决教学
育人与社会需求衔接
的问题、认知与感知
结合问题、理论和实
践问题、科学与技术
相结合问题。

创新

创业

教学

科研

学生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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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林院校创业教育模式设计与路径选择

◎ “着眼于创业能力培养”的创业教育教学模式框架—“1144”模式

  笔者结合所在学校实践教学与创业教育的实际，总结提炼出了 “着眼
于创业能力培养”的创业教育教学模式框架——“1144”模式。

◎一条主线：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创新意识与创业实践能力，能够
形成职场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社会适应力的卓越农林人才。

◎一个循环：从“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再理论提升♂

◎四年不断线：让学生在大学的四学年八学期中，经历一个由低到
高、由浅入深的实习与实践过程。将创业课程开设、创新创业计划项目
策划训练、创业技术竞赛、学科竞赛、创业基地实践、课外自主创业实
践、教师课题训练社会调查实践、校园调查实践、创业学院创业先锋班、
卓越农林实验班、校企合作班等形式多样的创业教育实践活动贯穿于大
学四年，让每位大学生有机会参与创业实践训练。

◎四个结合：实践与理论结合、基本专业技能训练与丰富多样的创
新创业实践知识能力培养的结合、课内学习与课外实践（校外实战）的
结合、理论教师与创业导师的协同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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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显“专业优势”的农业院校创业教育路径选择  

   围绕“培养什么样的农科大学生，怎样培养未来种地的人 ”地方
农业院校办学的根本问题，积极探索农林院校学生创业教育的有效路

径。 

☆  全方位渗透，营造农科大学生创业的浓郁氛围

☆ 全程化培养，夯实农科大学生事农的创业底气

☆ 多模式帮扶，创建助推农科大学生创业网络化机制  

☆  全方位渗透，营造农科大学生创业的浓郁氛围

其一，在各项创新创业和专业实践活动中强化动手能力
                 “参加一个科技社团，申请一项科技创新项目，投身一次科技服务活
动，参与一次科技竞赛” 
         每年10万资助、600立项，160多件省级获奖
其二，举办创业专题培训
        设 “山西农业大学大学生创业服务中心
        获全国“大学生KAB创业教育基地”，
其三，启动“大学生创业能力提升工程” 

☆ 全程化培养，夯实农科大学生事农的创业底气

    多渠道为大学生创业筹措
创业资助金，  “金银焕创新
创业基金”达200多万元。

      为孵化大学生创业团队搭建创业平台。学校从紧张的
实验用地中专门辟出  “大学生农业创业园区”，并配备
有由60多名专家组成的导师团，为创业学生提供创专业
化的创业服务指导，已有 90多个团队1000多名大学生在
园区开展创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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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施“大学生创业助推工程”。坚持“扶上马、
送一程、做后盾”的原则

   山西农业大学涌现出了“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被媒体称为

“核桃王子”的江利斌(2014届毕业生)、“全国就业创业优秀个人”被
媒体称为“蘑菇王子”的黄超（2008届毕业生）、“全国农村青年致富
带头人”被媒体称为“大学生猪倌”的王永富（2001届毕业生）、最美
女大学生村官“带领村民养非洲雁致富”（2011届）等一大批创业典型，
被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山西日报等省内外媒体广泛

宣传报道。 

谢谢大家！



（二）育人成效

4.“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媒体报道





“三课堂资源整合”育人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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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播报

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下寮社区的童关平是萧山区首个家庭光伏电站的“试水者”。他所建立的“屋顶光伏电站”于2013
年 5月10日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为3千瓦，即理想状态下每小时可以发3度电。白天电站发电时，优先供应家里用电，富
余电量则流入电网。图为工作人员正在为居民童关平的个人光伏电站进行例行检查。 新华社发

贵州与浙江科特派牵手发展特色香榧产业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景仲平 记者刘志

强）日前，浙江喜燕生态农业发展公司与贵州

省龙里县种植企业就合作建设 2600 亩香榧

科技示范基地搭成共识。

香榧属三尖杉科榧属，为常绿乔木，具有

很高的经济价值，我国浙江为主产区。贵州从

2013年开始与浙江农林大学合作，引进技术和

企业进行香榧区域示范基地建设。今年在科

技部的支持下，该省香榧、山核桃科技特派员创

业链已列为国家级科技特派员创业链。为加

快推进创业链建设，贵州省科技厅在区域布点

示范基础上，今年将重点进行扩大示范。龙里

县科技局根据全县生态产业发展和培育经济

增长新亮点的需要，通过省科技厅积极与浙江

科技特派员进行对接，预计今年4月初将在龙

里县建设2600亩香榧科技示范基地。

开滦唐山矿业公司开设井下“驾校”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左宁 马小龙）今

年以来，开滦唐山矿业公司不断丰富员工培

训形式，采取理论学习与井下实际操作考核

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将电机车“驾校”开设到

井下，有效提升了电机车司机的驾驶水平。

该公司把电机车司机学员在公司培训科

的理论学习作为项目一考核，让学员掌握电

机车的构造原理、操作要点、故障快速排除

法、使用保养措施等电机车基础知识。在项

目二考核中，他们利用井下空闲轨道作为训

练场地，让学员进行模拟操作，并由管技人员

担任主考官，按照电机车操作规程要求，对学

员操作的各个环节进行严格考核，让学员快

速上手。他们把井下运输轨道作为项目三的

考核场地，指定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跟车指导

学员进行现场操作，经主管区长、技术区长和

安全区长认定成绩合格后，再给学员发放电

机车司机“驾驶证”。对电机车司机实行“驾

驶证”积分制，制定违规操作扣分标准，由管

技人员负责对司机日常操作行为进行考核，

如司机的违规扣减积分超过“驾驶证”积分，

将责令司机脱产再学习，重新考取电机车“驾

驶证”。

呼市海关“绿风”行动打击农品走私
科技日报讯（郝军 记者胡左）呼和浩特

海关从 3 月起，开展为期 10 个月的打击农产

品等走私的“绿风”专项行动，对重点渠道、重

点领域、重点区域走私农产品违法犯罪活动

实施精、准、狠打击。

呼和浩特海关将集全关之力充分发挥监

管、缉私等部门的职能作用，密切关注中蒙间

粮食等农产品的走私态势，“绿风”行动的打击

重点为谷物粮食类、冻品类、食糖、棉花、食用

油以及与农业生产相关的饲料等商品。同

时，结合中蒙贸易的实际情况密切关注，来自

蒙古国（疫区）的羊肉、牛肉等畜产品及其它涉

及疫情的动物及其制品，珍贵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等；出口到蒙古国的大米、面粉等农产品。

成武边防借助科技手段练精兵
科技日报讯 （王先旗）为深入推进部队

信息化建设，切实用科技手段为消防工作和

部队建设提供强大的发展动力，近日山东成

武消防大队利用两天时间分别组织由政工干

部、政府专职消防员、消防安保队员、消防志

愿者等人员参加四期多媒体课件制作技能培

训班。培训内容包括文字排版、图片编辑、动

画效果添加等，通过此次培训，极大地增强了

官兵使用科技手段做好本职工作的兴趣和热

情，为进一步推动跨越式发展夯实了基础。

“风力抽水机、自走式喷雾器、飞机垂直

升降装置……难以置信，这一项项发明竟出

自农民之手。滑县民间发明了不起！”诺贝尔

奖获得者、印度管理学院教授舒克拉在河南

滑县对民间发明时伸出大拇指说。

目前，在豫北这个农业大县，拥有发明爱

好者 2000 多人，科技发明 3800 项，申请专利

2600 多项，获专利权 1900 多项，发明涉及机

械、化工、食品、医药、农机等领域。在这些发

明中，来自民间的非职务发明占了大多数。

更了不起的是，滑县还通过群众性创新

活动，帮助发明人转让、转化发明成果，为企

业创新带来了不菲的“科技红利”，扩大产品

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推动了县域经济的跨

越发展。

一项专利催生一个新企业

时东升，河南滑县南关村一名普普通通

的大学生村干部，经过上千次试验，研制出我

国第一台新型麦稻联合收割机配套秸秆打捆

机样机，实现了边收割、边打捆，收割完成、打

捆结束的一体化作业，并荣获国家专利局颁

发的专利证书。

在有关部门支持下，时东升投资 500 余

万元在滑县上官镇工业区组建了安阳市豫工

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开始批量生产自己的专

利产品。

近年来，各地政府都在加大污染治理力

度，禁止秸秆焚烧，为秸秆打捆机带来了良好

的销售契机。公司去年秸秆打捆机销售收入

已达 100多万元。“三夏”时节，在河南、河北、

山东、山西、陕西、安徽、江苏等 10 多个农业

大省的麦田里，都看得到时东升发明的打捆

机大显身手。

河南三得兴农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支

部书记张希槐酷爱机械，喜欢自己动手做些

小发明，先后发明了多功能花生点播机、玉米

脱粒清造机、玉米脱粒清送机、玉米播种机和

秸秆还田机等，并获国家 20项发明专利。张

希槐以这些发明为主打产品，投资 1100 万元

成立了河南三得兴机械有限公司。目前，公

司开发的 26 个产品被列入国家农机补贴目

录，远销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山西等地。

最为突出的当属李官奇，从榨过油的豆粕

中，神奇地提取出了世界第八大人造纤维——

大豆蛋白质纤维，让中国在世界上第一次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纤维原创技术。他以此发明

成立的华康实业有限公司，下设河南李官奇大

豆纤维服饰有限公司、上海沅秀大豆纤维实业

有限公司、上海李官奇大豆纤维制衣有限公司

等分公司，实现了专利产品规模化生产。

滑县发明人依托手中发明专利，创办实

体企业，全县发明专利转化率达到 30%。

科技创新使企业变大变强

“没有科技创新，企业就没有活力，更谈

不上发展。”河南华泰粮油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闫子鹏对企业科技创新深有体会。

该公司将科技创新视为企业的生命，每

年拿出销售收入的 6%用于技术研发，累计投

入科研资金 2000 余万元，相继开发出了系列

米糠深加工成套设备、米糠一级油物理精炼

成套设备、米糠一级油分子蒸馏精炼成套设

备、生物柴油成套设备、餐饮垃圾处理成套设

备、系列植物色素提取成套设备等6大系列80

多个品种，先后获国家专利26项，为企业带来

了 2亿元的经济效益。科技创新也给华泰粮

油机械公司带来了诸多荣誉，河南省委、省政

府先后授予其“高成长型民营企业”“河南优秀

民营企业”称号，企业还荣膺2013中原经济年

度大奖——“中原十大创造力企业”。

对此深有体会的还有滑丰种业总经理赵

秀珍，她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源

动力。公司每年都要加大科研资金投入，先

后购买了测产系统、全自动电子秤等设备，在

当地建立了标准化的种质材料储藏室、挂藏

室、低温低湿库及 200 亩的科技示范园。在

海南建成了标准化科研育种中心，充分利用

海南的气候条件进行加代繁育。在新疆、甘

肃建立育种基地，利用其地理优势、自然气候

条件好、生产种子产量高、品质好、纯度高的

特点，进行育种。“一个中心，两个基地”形成

了滑丰种业的南繁北育的格局，实现了从经

营品种到科研开发的重大跨越。

去年 5 月 18 日，河南省首家种子领域院

士专家工作站落户滑丰种业。中国工程院院

士、著名小麦育种专家程顺和等专家组成员

定期到滑丰种业公司，指导企业制定研发规

划、开展技术培训，并与企业研发团队联合进

行新技术研发、项目合作和人才培养，着力构

建以企业为主体，基地为依托，产学研相结

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农作物种业体系。

公司自主培育的玉米品种滑 986、滑玉

11、滑玉 15等 20多个农作物新品种通过了国

审及不同省的审（认）定，主打品种“滑丰”、

“滑玉”牌种子畅销豫、皖、苏、鲁、晋、冀、鄂、

陕等省 800 多个县市，每年增加社会效益 13

亿多元。科技创新为滑丰种业赢得了“中国

种 业 骨 干 企 业 ”“中 国 种 子 行 业 信 用 评 价

AAA 级信用企业”“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等众多国字号荣誉。

安阳市凤凰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注重提高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成立了专业的研发团队

与实验室，目前已经获得 33 项专利，其中发

明专利 13项，国际发明专利 3项，实用新型专

利 17 项。自主研发的多晶设备制造准单晶

产品技术，生产的准单晶产品平均转换率达

到 18%以上。2013 年，公司被评为全国电子

信息行业优秀创新企业。

科技创新增强了企业市场竞争力，扩大

了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为企业带来了 5 亿

多元的科技红利。

服务和扶持企业自主创新

为了推动企业科技创新，滑县先后出台

了《滑县企业专利试点工作方案（试行）》、《滑

县企业知识产权(专利)试点工作方案》，确定

滑县华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4家企业为专

利试点企业，河南滑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为知识产权试点企业，帮助企业组

建 3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6个市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加大了企业科技研发力度。

积极组织申报科技创新项目，“石油焦生

产超级电容器用活性炭”专利技术被列入河南

省高新科技成果转化计划，“大豆功能性纤维”

先后被列为省、国家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基金项

目，分别获得35万元、100万元的资金支持。

全县共实施技术创新项目 50 多个，推动

企业引进科技成果 30多项。去年以来，先后

有两个河南省博士后研发基地和 1个农业院

士工作站落户该县。

与此同时，还积极开展“优秀发明人”、职

工科技创新发明大赛等活动，涌现出了一大

批发明达人。并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

媒体，大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让更多的人

了解发明创新，热爱发明创新，投身发明创新。

近年来，滑县企业累计申报专利产品

325项，其中，232项获得国家专利产品，20余

家企业 11种产品获省优质产品称号，18个商

标被评为河南省著名商标。

企业创新带来“科技红利”
——河南滑县民间科技成果转化路径探析

□ 通讯员 肖文超 本报记者 乔 地

怎样才能培育出不仅学的好，而且能力

强，适合社会就业需求的人才？山西农大近

些年不断进行创新教改，不断取得了新成

果。3 月份，山西农大公共管理学院的应届

毕业生正在各地实习。初步摸底显示，该院

公共管理专业一班 30 名今年的毕业生中，

18 人报考 985、211 等名校研究生，目前 15 人

达预估分数线，8 人已经签约青岛啤酒、富

士康、苏宁电器等大型企业文管人员，7 人

正在备考公务员。2013 年该院毕业生就业

率为 92%。

“三个课堂”联动 激发育人活力
针对过去“教授讲，学生听，考试背，用不

会”的古板教学方式，山西农大公共管理学院

大胆实践总结出融课内知识、课外活动、社会

实践紧密结合的“三个课堂”教学法，将课堂

由教室移到校园，由校园走向社会，相应地学

生的学习方式由“被动接受”变为“研究式的

学习、服务式的学习、移动式的学习”，构建了

“三个课堂”融通联动的特色教学模式，极大

地增强了学生所学知识的针对性与实用性，

提高了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

在山西农大公管学院有一个“大学课程

与教学研究中心”，这是一个以何云峰教授

为 主 任 的 年 轻 教 师 为 主 体 的 教 研 科 研 团

队。“敢想、敢闯、敢试、敢干”是他们的口

号，求新、求变是他们的追求。何云峰老师

成功实践了“全程案例教学”法、“做学合

一，理论实践协同教学”法、“大班课—现场

即时互动，博客异步讨论教学法”、“项目

策划方案教考一体化”教学法，张丽老师成

功实践“理论+实践”双导师协同教学法，赵

志红成功实践“阅读+辩论+书评+影评”四

位一体的协同教学模式。他们把相应的考

试不再是“一纸试卷定乾坤”，而是转变为

“注重对学的过程、学的方法、学的态度的

‘发展性评价’的新模式”。在课程研究与实

施过程中,老师们把这样的课程称之为“创

生课程”，意在体现课程建设的开放性、交互

性及动态生成性。而对学生的要求则加大

了做生涯规划实践、小论文、案例分析、规划

方案、调研报告、创新课题、辩论、演讲、书

评、影评、创办社团等“项目”。

教研科研互促 创新成果兼得
高校常会听到老师为升职称的科研指标

而犯愁，这是高校“重科研，轻教研”的现实写

照。许多老师多年力拼“科研”而成效甚微，

走入职业发展的“死胡同”。

在基础薄弱、投入有限的情况下，何云峰

团队从“教学改革研究”入手，坚持“教改研

究”与“学术研究”的协同，在专业发展中寻找

课题，不断总结升华，像滚雪球一样，教研、科

研项目和成果汩汩而来。他们成立了旨在提

高研究能力协同的教师“学术共同体”，在全

校率先组织社科“学术沙龙”，共同体成员近

年先后主持省级以上科研与教学项目 23项，

获得教研、科研成果奖 19项（次），主、参加编

教材 8部。

教研科研互促出成果，更为全方位育人

提供了新的动力。老师们把研究中得来的

心得体会和成果，源源不断地输入“三课堂”

的育人活动中。

以该专业“研究性课题训练”为例，自

2006 年开始连续 7 届，超过 360 多名同学参

加训练，累计完成 100 多万字的研究报告，

研究范围涉及教育学与教育管理 20 多个研

究领域，10 多篇报告还被学校教育教学管

理层重点关注与推荐，许多学生还参与了老

师课题，成为老师科研助手，还有学生在全

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在教材编写与课

程开发上也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实现师

生的共同成长，同学们亲切称其为“师生成

长共同体”。何云峰教授也因之在 2012 年、

2013 年连续获校十佳“大学生创新创业优

秀指导教师”。

山西农大：“三个课堂”培育学生会学能做好就业
□ 本报记者 王海滨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志强）近日，遵义市

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与上海电器科研院合作

协议正式签署，上海方将通过人才、技术、信

息等方面的支持与交流，帮助遵义加快“国家

低压电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贵州）”的能力

建设。这是上海市对贵州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落地的众多成果之一。

“我们要以后补助、专项、奖励等形式

鼓励开展科技开放合作，加大科技招商工

作 力 度 ，创 新 合 作 共 赢 模 式 ，引 进 更 多 人

才、技术、项目，推动贵州产业转型升级。”

贵州省科技厅厅长陈坚日前在与前来贵州

进行对口帮扶的上海科技交流中心座谈时

这样强调。

近些年来，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安排，上

海市委、市政府及市科委等，先后与贵州的黔

南、安顺、遵义等市州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

调动上海科技力量进行对口帮扶。几年间，

上海交大等与贵州省政府及航天科工集团

061 基地、贵州瓮福集团等签署了科技合作

协议；上海有关单位和企业重点支持开展了

“关岭三叠纪古海洋生物群 4D电影展示系统

开发”“民用航空发动机短舱转包制造关键技

术研究与开发”“通用飞机信息综合显示技术

研究”等项目的合作。据介绍，还将在遵义共

建“上海科技产业园”。

陈坚在座谈时强调，科技开放合作对经

济科技落后的贵州意义非常重大，好的成果、

项目落户贵州，优秀科技人才支持贵州，对贵

州特色优势资源的开发利用、产业转型升级、

以及人的观念转变、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民工

就地就业、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等

问题都有很重要作用。他表示，贵州省科技

厅将加大科技招商工作力度，对开展合作交

流的科技中介，采取后补助、项目奖励等方

式，由政府购买服务；要发现和激发企业对科

技合作的内生需求，加大对合作项目的支持

力度；要借鉴上海等东部发达省市成功的经

验与做法，不仅貌似必须神似的搭建服务更

加到位、流程更加顺畅、方式更加多样、内容

更加丰富的科技合作平台，在贵州有优势的

航空、航天、中药与民族药、生态农业、特色食

品等方面，成功实现科技成果由东部向贵州

的转移转化。

贵州多形式对接上海促进科技开放合作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春）在保持经济快

速增长的前提下，持续改善生态、降低碳排

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系列目标似

乎难以调和，但上海崇明做到了。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日前在沪发布《崇明生态岛国际评

估报告》，称崇明生态型现代化发展的理念和

经验值得与全世界分享，并将把崇明生态岛

建设作为典型案例，编入其绿色经济教材。

崇明岛位于长江入海口，作为大都市圈

内的低城市化区域，崇明岛的发展承载着为

可持续发展储备战略空间的使命。本次国际

评估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次针对“发展中

国家大都市圈内生态示范区域的建设进程”

开展的国际评估。评估报告认为，崇明岛生

态建设的核心价值反映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的绿色经济理念。在自然生态建设方面，崇

明岛通过治理入侵物种、限制开垦湿地、保护

和管理生态栖息地、综合治理有害生物等方

式，实现了对湿地生态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

保护。在人居生态方面，崇明岛通过加快城

镇生活污水截污纳管与集中处理设施建设，

开创了农村污水分散式处理新模式，水环境

质量得到显著提高。在固体废弃物综合管理

上，崇明岛努力实现“减量化、无害化、资源

化”，崇明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置场被列为 I级

无害化处理厂。在产业生态方面，崇明岛零

散式农业经营已开始向绿色、有机品牌体系

建设转变，在科技引领和支撑下，低碳发展战

略和模式已初步建立，具备了“在‘十二五’期

间努力确保全岛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发展实

现脱钩”的能力。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特别顾问王

之佳说，崇明岛以零排放超级电容公交示范

线的运营和推广、有机农业关键技术的研究

与应用为代表的一系列创新尝试，为其他相

似岛屿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模板。联合

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施

泰纳说，崇明生态岛将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

运用于不同层次的生态建设中，构建出了适

合本土发展的创新模式，其建设理念和成功

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建设生态文明

发挥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崇明岛生态建设获联合国环境署肯定

科技日报讯 （鲁焕新 记者胡左）近日，

满洲里海关利用全国首套 PVS450 乘用车检

查系统在中俄最大的陆路口岸满洲里口岸截

获利用车体夹藏走私进境玉矿石 66 公斤。

该案是满洲里海关近 10 年来查获利用车体

一次性夹藏走私俄罗斯玉矿石数量最多的一

起案件。

据悉，PVS450乘用车安全检查系统是一

种新型的高通过率乘用车检查系统，它发出

的双能 X 射线可快速形成彩色扫描图像，对

于帮助海关检查人员定位有机物及无机物，

如毒品，爆炸物和偷渡者在车体的位置具有

重要作用。同时，该系统还具备各种图像处

理功能，如缩放、伪彩色、边缘增强和面积计

算等，可以帮助关员在定性、定量等方面对车

内夹藏物品进行准确辨析。

俄罗斯白玉与新疆和田玉同属昆仑玉

脉，品质相同，已作为和田玉替代品开始走俏

国内市场，市场价格昂贵。目前，玉矿石边贸

已经成为了口岸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也有

部分利欲熏心的人员为牟取暴利，不惜铤而

走险，通过走私方式将俄罗斯产的玉矿石非

法携运进境，企图逃避海关监管。为加大对

玉矿石走私行为查缉力度，维护正常的国际

贸易秩序，满洲里海关除了充分利用 PVS450

乘用车检查系统等高科技设备加强对重点人

员、重点物品的查验外，还切实加强情报收集

和风险信息研判，分析利用夹藏走私典型案

例，完善风险信息数据库，有效捕捉风险点。

同时，强化与公安、边防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

作，加强信息共享，形成监管合力。自 2010

年以来，满洲里海关查获玉矿石刑事行政案

件 50余起，缴获玉矿石近 5吨。

满洲里海关用新技术破获特大玉矿石走私案

“扶不扶”基金展开首个专项救助
科技日报讯 （张微）近日国内诞生首只

旨在解决“扶不扶”问题的基金——“中美扶

爱基金”，该基金依托中美集团遍布全国的医

疗网络，希望通过制度化和长效化的扶助模

式，对这个棘手的社会问题展开救助。备受

各大媒体关注的广西女孩石芳丽和韩健老人

成为基金的第一批受助者，基金不但返还了

石芳丽预交的一万元住院押金，还免除了韩

健老人后续治疗的全部费用。

中美扶爱基金发起人郭华伟表示，之所以

成立“中美扶爱基金”，就是要为那些意外受到

伤害弱势群体，以及勇于担当但又受条件所限

的人提供帮助。“既鼓励缺乏能力承担后果的肇

事人勇于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也为缺乏保障

的受害人提供帮助。”据了解，“中美扶爱基金”

是隶属于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下的专项基金，

有固定的申请程序，需要受助的人可以通过官

方网站、电话等渠道进行申请。中国社会福利

基金会将通过官方网站、公益广告、新媒体等方

式推介展示“中美扶爱基金”，所有爱心企业、单

位和个人均可以通过注册申请参与进来。中

美集团首期投入100万元作为种子资金。

平安银行试水对公O2O模式
科技日报讯 （王文）平安银行近日在移

动互联网金融领域再领先机，推出线下商务

与互联网结合的 O2O（线下商务与线上服

务）服务模式。平安银行 2014 年年初全新升

级了企业手机银行，将供应链金融 2.0服务扩

展到移动客户端，并推出面向小微商户的移

动收款服务，驰援贷贷平安商务卡功能，加上

该行领先的对公客户微信开户服务在全国所

有网点开办，一个由移动互联网铺就的线下

商务与线上服务互动的 O2O服务模式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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