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ＦＯＲ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ＡＷ 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ｏ．１ＳｕｍＮｏ．８７，Ｍａｒ．２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２２２

■作者简介：彭真军（１９６３），男，湖南祁东人，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

法科硕士研究生综合素质和

能力培养新思考

彭真军

（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３２０）

　　摘　要：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应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复合型法律人才的需
要，以法律基本理论素养为基础，以法律职业素质训练为核心，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本

文力求阐明我国法科硕士研究生应具备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作为研究生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参考，以期

对我校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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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瞬息万变，社会问题和社

会治理日益复杂，对法律专业人才应具备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要求也越来越

高，对我国高素质法律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明确我国法科

硕士研究生应具有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并以此为努力方向，提高我国高校法

科硕士研究生教育水平和培养质量，改变我国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与法律

职业能力要求严重脱节的现状，促进我国法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已成为

目前摆在高校和法学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因此，加强对法科

硕士研究生综合素质、职业能力及其培养方法和途径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强

的现实意义。

一、法科硕士研究生须具备的素质和能力

长期以来，社会和学术界对法科硕士研究生的教育一直都提及综合素质

和能力，但对具体内涵和范围并无明确界定。笔者认为，法科硕士研究生综合

素质和能力是他们应具有的将来从事法律职业、出色完成专业工作所需素质

和能力，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创新素质及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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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道德素质。积极向上的思想政治

素质和高尚的道德素质是法科硕士研究生

的根本素质。从社会要求和职业性质而

言，社会对从事法律职业人员的思想政治

和道德素质要求比一般职业更高。法律职

业人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培

养，要深入理解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

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等社会主义法

治理念的基本内容，并将其贯穿于整个法

律职业行为当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修养，是法律职业人忠于祖国和人民，追求

真理、维护正义，坚定“法律至上”信念的重

要思想保证，同时也是保持身心健康的前

提。只有具备健全的人格、坚韧不拔的意

志、吃苦耐劳的品质、自我调节和积极适应

环境的能力，才能从事复杂多变的法律职

业工作［１］。

文化素质和能力。法学归属人文社会

科学，法律来自社会，法律与经济、政治、文

化、科技和社会生活等都有着非常紧密的

联系，是社会需要的客观真实反映，如果不

熟悉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知识、理论，

不可能真正精通法律、深刻理解法律、正确

适用法律。扎实的文化基础是法科硕士研

究生素质结构的基本支柱，这是将法律准

确、公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文化基础。只有

具备良好的文化知识修养，才能融会贯通、

灵活运用法律知识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工作起来才能得心应手。法科硕士研究生

不但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理，熟悉

人文科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和科学

技术知识，还需要具备科学精神和一定的

科学研究能力，在当今科技与经济高度发

达及人们的社会交往与信息交流日益频繁

的社会里，只有在浓厚的文化氛围滋养中

发展，才有可能成为高素质的法律人才。

法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多半将在司法部

门、政府机构和公司企业等实务部门工作

［２］。因此，更应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主

要包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组织能力、

掌握和运用现代办公设备的能力、科研和

创新能力等。

专业素质和能力。职业素质是法律职

业人完成好其专业工作的动力。职业素质

包括职业知识、职业思维、职业技术、职业

语言、探知法律事实和规避职业风险的能

力。有学者明确指出，“法学院除了要求学

生掌握从事法律职业必需的实体法律外，

还要强调法律分析和推理、法律查找、解决

问题和口头表达的技能，以及法律写作和

其他能够有效而负责地从事法律职业所必

需的职业技能”［３］。法律职业思维可以分

为“关于法律的思考”和“根据法律的思考”

两种方式。前者强调从多维视野出发，特

别是从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出发，运用各个

科学门类的知识体系，综合地、全方位地考

察法律现象；后者强调法律思维必须从现

行法律及其实际运行状态出发，运用逻辑

的、经验的方法，解释法律的存在形式和内

容［４］。有了良好的法律思维即职业思维训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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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就会正确确定和把握法律命题，做到逻

辑思维严谨，对所做的法律裁决或决定精

准论证。职业语言是专业素质最基本的展

现，必须尽力培养法科硕士研究生驾驭语

言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体现在法律事务

的各个阶段，包括会见、法庭辩论、协商、谈

判、调解等多方面［５］。语言表达能力对于

法律职业格外重要。准确、清晰、精炼地表

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是必备的职业技能，

熟练的交谈技巧、全面的论述是把职业知

识、职业思维、职业技术完美结合的重要体

现。职业知识、职业技术诸如法律资料的

处理能力、举证质证能力、对法律事务的准

确判断能力、出色的法律文书写作能力等，

是通过在客观实践中不断学习、总结、积累

的职业素质、工作方法和技巧，是相关法律

理论、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方面的技术在

某领域内的适度适用。探知法律事实，即

调查、取证、综合、分析、认证法律事实直至

做出结论，涉及法律实践活动的一系列主

要环节，对法律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是全

面的检验。“法律职业伦理是指法律人在

其职业实践中必须遵守的一种道德律”。［６］

法律职业的基本伦理规范和原则与法律工

作者的业务活动密切相关，贯穿法律职业

活动始终。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被认为

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对法科

硕士研究生的道德素养必须有很高要求，

这不仅关系着我国未来司法领域的道德水

准，也是法科硕士研究生未来从事法律职

业和谋求发展的根本之所在。在法科硕士

研究生还没有完全走向社会、功利观念还

不强之时，注重职业伦理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确立作为法律职业工作者应有的行为准

则和法律信仰，并从心里萌生对以维护正

义为实质的法律精神和法律职业的崇尚，

时刻把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将

来服务国家、社会，讲求诚实信用，崇尚民

主法治，增强责任意识，在职业工作中能坚

守伦理底线，廉洁自律，在办理具体的法律

事务过程中避免职业风险。

创新素质和能力。锐意进取的创新素

质是法科硕士研究生素质结构的灵魂。法

科硕士研究生将在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

从事非常复杂的工作，没有现成的工作模

式可以套用，在工作中必须具备创新性思

维，在司法实践和法律服务中必须具备创

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还应具有很强

的法律批判精神，具有敢于质疑、挑战权威

的勇气等。因此，要加强法科硕士研究生

创新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二、法科硕士研究生综合素质和

能力的培养途径

　　（一）重构法科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

合理设置公共必修课、共同核心课、专

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法律科学是社会

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脱离其

他学科独立存在，需要深厚的文化积累。

但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法学硕士研究生的课

程设置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课程

的数量也较少。在美国、德国、英国等法科

研究生教育比较成熟的国家，培养的法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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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职业能力较强。美国的法科博士研究

生在３年的时间里要修读完成约８０门课

程，德国和日本的法科研究生要修读完成

近５０门课程。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法科

硕士研究生必修课与选修课比例一般为

２∶１，而在美国二者的比例大约为 １∶３［７］。

我们可以借鉴英、美、德等国法科硕士研究

生培养的合理措施，参照其法科学位课程

设置，结合各法学院校的文化历史背景、学

校的教育资源和学科优势，综合考虑当地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去调整课程设置，删除

与培养实用人才相关性不高的落后课程，

增加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理论课和

培养实用能力的实践课程，这些课程的设

置应以法律职业能力培养和训练为导向。

合理增加课程数量。必修课设置要体现宽

口径和加强理论功底的目标。在强化实践

技能实训的必修课设置上可以借鉴美国的

课程设置，广泛应用课堂讨论、判例方法、

法律诊所等教学方法，加强模拟法庭训练、

起诉状写作和辩护训练、谈判技能训练、律

师业务、法律写作与研究、审判实践训练

等［８］，并由学生自主选择适合未来职业发

展方向的实践教学课程。加强开设选修

课，增加相关课程的自修比例，扩大学生学

习选择权，给学生较多的课余时间和自由

发展空间，以便让学生自由选择、独立思

考，提高学生文化素质和专业理论素质，以

实现不同专业方向、不同层次和不同就业

取向的人才分流培养目的，体现人才培养

的个性特点。

（二）突出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应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业务能

力为宗旨，突出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鉴

于法学教育出现的专业规模扩张与师资力

量薄弱，社会法治进步与法律伦理教育落

后，科学技术发展与教学手段滞后及当前

我国开展法学职业教育社会资源有限等矛

盾和问题，法学院校要加强诊所法律教育。

诊所教育传授的绝不仅仅是“技巧”，而是

训练学生掌握一种方法，一种有关如何在

实践过程中总结、积累和运用经验的方

法［９］。与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毕业实习和

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等其他教学形式相比，

诊所法律教育对培养法律职业人才有着更

为特殊的意义。我国法律实践需要培养各

种法律职业人才，诊所法律教育能兼顾不

同的职业技能训练，可以培养出适合各种

法律职业需求的人才，提高法律职业技能

和道德，同时法律诊所也是学生接触社会

和法律实务的宝贵平台，学生接触法律实

务和了解社会需求能够促进创新研究，产

生更实用的研究课题，有助于明确规划将

来的法律职业。

此外，还要切实开展法科硕士研究生

必须完成的专业实习。我校可以参考西北

政法大学法学教育改革的成熟经验，借鉴

《西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法律实务训练

管理办法》、《西北政法大学法科研究生实

务训练日常管理暂行办法》等一整套管理

制度，积极与政法实务部门、律师事务所、

社区、企业以及社会其他有法律服务需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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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门和机构联系，拓宽研究生实训和参

加社会实践的渠道，充分利用实务部门宝

贵的教学资源，充分发挥实务部门在法律

人才培养中的指导作用。

（三）注重交叉学科知识的教育

法律工作者在法律职业活动中处理各

种复杂问题时，经常会因为缺乏相关学科

知识而出现困惑，因此必须合理构建综合

性的课程体系，尽量让学生获得整体性知

识。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使学科突破原

有学科界限，学科交叉不断增多，每门学科

的边缘地带牵涉的法律问题越来越多，而

这些问题往往正是我国当前立法的空白和

欠缺，是实务部门日常工作亟待突破的难

点，是改革、创新的着眼点，同时也是产生

创新研究成果的地方。在学科交叉领域，

没有现成的法规进行规范，这就需要具有

广博知识背景和精通法律的高素质复合型

人才去创造性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法

科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中要有与其他学科交

叉的知识，通过大力推进法学与管理学、经

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融，开设综合课

程、边缘交叉课程、跨学科课程，拓宽法科

硕士研究生的知识面，满足不同层次学生

的知识积淀和个人发展模式的选择，提高

他们综合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

学生了解法学学科前沿知识与发展动向，

拓宽学生视野。如可设置法学专业与会计

学、审计学的交叉课程，使学生在将来工作

中具备司法会计的工作能力；设置法学与

管理学、经济学深度融合的课程，培养懂管

理、具有经济头脑又擅长法律的复合型人

才等。

（四）强化创新能力训练

在法科研究生教育中，必须以现代教

育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重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强调

师生互动，注重发展学生的个性及调动学

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学生的潜力和才

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开发。要培养学生创造

性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对现有法律的批

判精神，培育学生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

学素养。除了在课堂进行民主式教学，让

学生做课堂的主人外，还要鼓励学生积极

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以此开阔思路，拓

宽视野，切实感知法律学科的前沿学术问

题，并以专家学者的科研成果引发学生思

考。导师可以将科研成果和正在进行的研

究工作惠及学生，与学生讨论正在进行研

究的科研项目或研究内容，也可把研究中

的一些问题转达给学生，让学生思考并协

助完成部分项目研究内容，以达到让学生

逐步掌握科研方法，提升科研和法律思维

能力的预期目标。

（五）拓展综合人文素质

法科研究生教育中，学校要尽力支持

学生参加文体活动诸如辩论赛、演讲等活

动，通过组织和开展这些有益培养学生思

辩能力、表达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组织能

力的活动来加深他们对社会的认识，以提

高其综合素质。应要求学生努力提高外语

水平和计算机应用能力，积极通过国家司

６



法商高教研究 ……２０１２年第１期（总第８７期）　　　　　　　　　　　　

法考试及其他形式的专业技能考试和认

证。要增强学生勇于参加社会实践的信

心，为其将来融入社会、有效服务社会奠定

基础。此外，还要加强思想政治和道德素

质的培养。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和社

会发展需要，可针对法科硕士研究生设置

合适的让他们能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的课程和讲座，以进一步加强

他们的职业道德、职业理想、职业纪律和责

任感教育。

三、结语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需要良好的法

律环境和高层次、复合型的法律人才，这对

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明

确界定法科硕士研究生应具有的综合素质

和能力的内涵，对培养高素质的法科硕士

研究生显得尤其重要。高素质法律人才的

培养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一方面，学校要面

向社会，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创造

条件，推进高等法律职业教育，培养真正能

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另一方

面，法科硕士研究生本人应按照应有的综

合素质和职业能力要求，不断完善和提高

自我，为成为高素质的法科人才努力学习。

［１］孙笑侠．法学教育的转型［Ｎ］．检察日报，２００８１１２５（２）．

［２］霍宪丹．法学教育的历史使命与重新定位［Ｊ］．政法论坛，２００４

（４）：１４１９．

［３］ＪＵＤＩＴＨＡＭＣＭＯＲＲＯＷ．美国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养成［Ｊ］．

法学家，２００９（６）：３１３７．

［４］陶建国．日本法科大学院教育制度及其问题［Ｊ］．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２００９（９）：２５２９．

［５］葛洪义．法律的理论与方法———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条件

和界限［Ｊ］．中外法学，２００１（２）：３２３８．

［６］公丕祥．法理学［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４３２．

［７］王彦．法律硕士教育改革的对策［Ｄ］．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２００９：２５．

［８］吴东发．美国法学院入学考试指南［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

社，２００１：６１０．

［９］冀祥德．中国法学教育现状与发展趋势［Ｍ］．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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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及

思考

刘晓斌，李作婷

（广东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３２０）

　　摘　要：美国营销协会（ＡＭＡ）先后发布了四个营销定义，说明了不同时期营销实务的需求与
营销理论之间的相互呼应。本文对高校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学校设定

的培养目标认识程度较好，对未来所从事的工作有所认识，对目前所学的知识理解程度较高，而对实

践能力及课程等认可度较低，认为学校安排的课程比例不太合理。最后，本文在结合营销专业的特色

等基础上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市场营销专业；美国营销协会；专业建设；人才培养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急需大批从事市场营销

的专业人才，为适应这种需求各高校陆续开设了市场营销专业。该专业目

前已成为各大高校商学院或管理学院中必有的专业，是发展最迅速、最具活

力的专业之一。本文通过营销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程，并通过实际调研对

该专业发展现状作出分析，并提出发展建议。

一、市场营销专业的特点及高校认识

（一）市场营销专业特点

市场营销概念的变迁体现了市场营销演变的性质，体现了市场营销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性。在《市场营销理论的基础》一书中亨特认为：市场

营销学是一门大学学科，而大学的“业务”是存储、传播以及创造知识，且市

场营销这一学科要坚持大学的这三大核心“业务”［１］。存储知识是指通过图

书馆等方式将知识存储，传播是指通过教学功能散布知识、并通过调研等创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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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知识。他认为市场营销学不应被视为一

门应用学科，因为界定为应用学科后就暗

示着将从事市场营销研究的学者们限定在

应用研究中，做“咨询研究”也只能将现有

的知识应用于公司特定企业问题的解决。

这样界定使市场营销学的知识基础在现有

水平上停滞不前，还使这一学科受到其他

学科的忽视。市场营销应该被视为专业学

科的大学专业，市场营销学需要承担一系

列责任。对社会来说，市场营销学者要具

有对客观知识做出原创贡献的追求；市场

营销专业学生必须受到广泛教育，不仅仅

是专业技能和社会责任的教育，使他们认

识到不但要对自己及其任职的公司有责

任，而且对其他重要的社会成员也有责任。

在构建教学计划时要强调市场营销学

的“微观”和“宏观”部分，即教学计划范围

要跨越市场营销学的８个分类，而不仅仅是
两个微观—规范单元［２］。要确定市场营销

的定义，必须准确地界定其所包含范围的

边界。通常市场营销被局限于营利／微观／

规范这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营销就

不是一门科学，并且不能成为一门科学。

三重二分法模型（见表１）在市场营销学的
范围内包括了更广泛的观念，将非营利性

的情况也考虑在内，而那些希望将更多注

意力投向市场营销学社会影响的研究者则

能够在宏观———实证和宏观———规范单元

中立足。而侧重于研究市场营销学的科学

方面的人们也拥有微观———实证和宏

观———实证这两个单元。所以，三重二分

模型将很多市场营销学观念进行集中，认

为市场营销者是由一群观点不同、归属不

同、贡献不同的人组成的多方面的团体。

从学生的专业教育角度来看，很多学生熟

悉经济学中的微观／宏观二分法，也熟悉营
利性／非营利性二分法，但对实证／规范二
分法却了解不多，认为市场营销学仅仅是

广告和个人推销，这也正是在现有的教学

中普遍缺乏深入理论研究的结果［３］。三重

二分法模型在建立学生对市场营销学研究

范围的正确理解方面会有很大帮助。

表１　三重二分法

实证 规范

营利 微观 １．公司如何确定价格 ２．确定市场营销组合

宏观 ３．综合消费模式 ４．怎样使市场营销更有效

非营利 微观 ５．非营利性组织如何确定价格 ６．确定市场营销组合（社会市场营销）

宏观 ７．电视广告是否会影响选举 ８．是否应该刺激对公众产品的需求

　　（二）高校对市场营销专业的认识
目前，各高校对市场营销专业定位基

本是：“培养具有应用型本科层次，思想品

德高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创新精神和

进取精神，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熟

悉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本知识，系统掌握

市场营销理论与方法，具有较熟悉的业务

技能，能胜任推销、市场调查、企业营销策

划和市场营销管理工作，能在各类工商企

业及相关领域（侧重于信息行业）生产、建

设、管理、服务等第一线岗位工作的高等技

术应用型专门人才。”由此可见，目前许多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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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都致力于将市场营销专业的毕业生培

养成应用型人才，在培养方案上也注重职

业技能的培养，将学生培养成在营销一线

工作，具备具体操作和执行能力的高等技

术应用人才［４］。有专家认为应该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突破传统教学计划模式的瓶颈，

以职业岗位能力要求为依据，科学构建课

程体系，使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养成职业素

质，磨炼职业能力。这种培养方案的好处

显而易见，就是学生在毕业就业时就具有

一定的职业技能，由于在学校里已受到相

关教育，在工作中易于适应。这种方式也

受到学生喜爱，学生不用整天沉溺理论知

识当中，同时实际技能也得到了锻炼［５７］。

二、市场营销专业现状调查

（一）调研方法

本次调研对象为三、四年级市场营销

专业的学生。因为一、二年级的学生还没

有接触专业课程，特别是针对大类招生的

学生，对专业的认识更加不足。问卷包括

了四方面内容：一是专业认知方面的调查，

如对市场营销专业培养目标的认识程度和

对未来工作的理解等；二是对学校课程设

置方面的调查，如对所学课程的理解和对

课程的理论课与实践课比例的看法；三是

对学生实践方面的调查，如实践的次数和

对实践教学的看法；四是对教学效果方面

的调查，如课程作业布置的接受程度等。

问卷共设置了１２个选择题和１个开放性问
题。涉及市场营销专业培养目标；专业知

识；毕业生适应工作岗位；人才培养；理论

和实践能力；课程是否符合市场营销专业

的需要；必修课、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的比

例；实践类课程对以后工作的帮助；实践类

课程所占的比例；授课内容的接受程度；课

程作业布置是否合理；考评方式能够全面

地考察学生的能力等。

本研究共回收问卷 １９６份，有效问卷

１８９份，有效回收率９６４％。从调查收集情

况可以看出：学生对于培养目标的认识程

度较好，８７３％的学生表示一般或比较了

解；对未来所从事的工作有所认识，９３７％

的学生表示一般或比较清楚；对目前所学

知识理解程度较高，９６８％的学生表示一

般或比较清楚。但是普遍面临着实践不够

的问题，３９２％的学生表示没有任何专业

实践经历。在课程认识方面，学生在回答

目前的实践性课程对未来工作的帮助程度

和学校安排的课程符合专业学习的需要两

个问题时，没有表现出明显倾向。但在被

问及课程比例是否合理时，４６０％的学生

明确表示不太合理，３３３％的学生表示一

般。在能力培养方面，高达８８８％的学生

表示实践性课程所占比例偏少；高达

９４２％的学生表示目前考评方式不太能够

考察学生能力；８１５％的学生表示作业布

置不是很合理。在对市场营销的特色认识

上，学生普遍认为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

的侧重点应该偏向实践。

（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利用ＳＰＳＳ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因

子分析，在因子分析前对变量进行了 ＫＭＯ

取样，适合性检验为０７４７，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

验值为４０５０８２，对应的概率值为００００，小

于显著性水平００５，达到显著，表示本次研

究所得的数据可以进行因子分析。以特征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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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大于１作为标准进行因子萃取，并使用方
差最大法进行正交旋转以简化因子矩阵，

得到专业培养现状的因子载荷阵（见表２）。
提取的４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专业认识、课
程认识、能力培养和特色认识。其中，把培

养目标认识程度、实践次数、对工作岗位的

认识程度、对所学知识的理解程度等几个

方面归为专业认识；把实践课程对工作的

帮助、课程是否符合专业需要、课程比例是

否合理几个方面归为课程认识；把实践课

程所占比例、考评方式能否考察学生、作业

布置合理程度几个方面归为能力培养；把

人才培养的侧重点理解为特色认识。

表２　市场营销专业培养现状调查因子结构表

因子命名及载荷

专业认识 课程认识 能力培养 特色认识

培养目标认识程度 ．７３７

实践次数 －．６８３

对工作岗位的认识程度 ．６６１

对所学知识的理解程度 ．６１６

实践课程对工作的帮助 ．７６８

课程是否符合专业需要 ．７４９

课程比例是否合理 ．５２７

实践课程所占比例 ．７８０

考评方式能否考察学生 ．７１１

作业布置合理程度 ．６６３

人才培养的侧重点 ．８８３

各因子解释方差的比例％ ２９．４３８ １３．０９８ １０．０１４ ９．０８８

累计解释方差的比例％ ２９．４３８ ４２．５３７ ５２．５５０ ６１．６３９

　　由表２可看出，各公因子对各变量的方
差贡献均大于 ５％，总的方差贡献为
６１６３９％，可见，４个因子的解释性较强。

三、关于市场营销专业建设的建议

营销大师科特勒指出，“营销已经成为

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核心思维方式”，“营

销不仅是一种商业职能，还是一种思维方

式，一种思考如何创造、沟通和传递价值给

目标客户群体，并使企业最终获利的强有

效的思维方式”。因此在大学市场营销专

业的培养方面，我们不仅要重技能的培养

更应注重思维的培养，只有这样，学生在毕

业以后不仅能找到工作而且还能发展下

去，能在以后的目标市场中不断发现差异

化，发现机会，发现市场［８９］。

１．加强学生专业认识，增强实习意识，

创造见习机会。从以上的调查发现，学生

对市场营销的专业认知程度较高，并且形

成了市场营销重实践能力的专业认识，但

是学生普遍面临着实践能力不足的问题。

为此，应增加学生实习和见习的机会，这样

不仅能锻炼学生技能，也能锻炼学生的沟

通能力和应变能力等，使学生在实践过程

中加深对市场营销专业理论与实践的认

识。

２．加强专业课程认识，关注实践在课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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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置和教学中的体现。针对学生认为目

前实践性课程对工作的帮助不大，可对实

践性的课程改进。在课堂实践教学方面，

可以采用情景模拟等方法让学生模拟公司

的组建、商务谈判、产品推销、市场调查等；

也可以进行案例分析讨论，教师事先准备

相关案例，学生分组讨论，再发言交流，教

师总结。在课堂外的实践方面，有条件的

学校可以考虑在学校建立模拟实训室、贸

易模拟室等实验室，用软件模拟出企业的

运转过程，让学生参与其中。在必修课、选

修课和公共课设置方面，要开设英语、数

学、计算机等基础应用性课程，在专业课程

方面要努力保持一定的逻辑合理性，尽量

减少课程设置的重复性［１０］。

３．强化学生的能力培养，增强社会资
源在培养中的作用和地位。增加与实践相

关的课程，最好与公司合作建立实践基地，

聘请企业的营销经理担任指导老师，每个

学期让学生有机会到企业参观和学习，并

尽可能地参与公司营销活动的策划等。在

考评方式方面，不仅要考察知识的掌握，也

要考察能力的锻炼，把重点放在能力考察

上。在考评方法方面，把重点放在学生平

时能力的提升而不是期末考试成绩上。在

作业布置方面，布置能真正锻炼学生能力

和能调动每个学生积极参与的作业，如布

置调查分析之类的作业，让学生深入社会、

企业、社区、市场等开展调查活动，并对得

来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说明，为经营决

策服务，教师可提供相应的帮助。

４．强化思维能力培养。虽然学生普遍
认为应该注重实践，但是在教学方面不应

只重视学生技能训练，也要坚持“问题导

向”的培养方法，重视思维培养。在向学生

传播知识的同时，还要注重学生的科研潜

力培养，培养学生营销方面的思维。这样，

学生才能实实在在地掌握知识，并且有可

能拥有创造性思维。

［１］谢比尔·Ｄ·亨特．市场营销理论基础［Ｍ］．上海：上海财经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８５８９．

［２］菲利普·科特勒，凯文·莱恩·凯勒．管理营销［Ｍ］．１３版·

中国版．卢宏泰，高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４２６．

［３］卢宏泰．营销管理演进综述［Ｊ］．外国经济与管理，２００８（６）：

１４１８．

［４］直鲁，王颖．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教育模式的探索与成效［Ｊ］．中

国大学教学，２００９（１０）：２８３１．

［５］张海军．普通本科院校应用型市场营销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

探索与思考［Ｊ］．教育与职业，２００９（２）：３４３７．

［６］郭国兴，何秀超，孟捷．中国市场营销课程的发展与研究生市

场营销课程现状分析［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０７（７）：２３

２６．

［７］朴勇慧．市场营销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研究［Ｊ］．现代管

理，２００６（１２）：３４３７．

［８］刘元春．市场营销专业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的

构建［Ｊ］．商场现代化，２００７（８）：３７４１．

［９］朱立冬．一般综合性大学市场营销专业培养方案设置的思考

［Ｊ］．中国市场，２００９（９）：１８２１．

［１０］赵卫红．应用型本科教育市场营销人才的培养思路及方法探

讨［Ｊ］．中国经贸２００９（１６）：２５２９．

２１



法商高教研究 ……２０１２年第１期（总第８７期）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２１１

■资金项目：广东商学院２０１１年教研教改项目《社会工作“交互反思性”教学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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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成长与专业成长
———以社工教师的“交互反思性”教学法为例

夏少琼

（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３２０）

　　摘　要：社工专业因其独特的价值理念及强烈的实践色彩而对所有专业教师提出了严格要求。
本文以社工教师“交互反思性”教学模式研究为例，探讨专业教师如何根据专业特性并依托课堂教

学，进行自我与专业探索以获得个人与专业的共同成长。

　　 关键词：社工教师；个人成长；专业成长；交互反思性

　　反思是一个行动主体在行动过程中对于自身的行动思路、操作手法等

进行全面、彻底思考的过程，立足于行动效果，着眼于行动系统中的每个要

素。尤其是反思于自身的人格特质与性格特点，这是一种全面且系统的主

观自我思考过程。“交互反思性”教学模式沿袭了行动研究为培养实务专业

者教育方法的传统，阐释教育者和学习者如何通过教学过程开展行动研究，

以达成彼此学习的目标［１］。该模式将关注重点放置于教师和学生之间，将

教学过程中的互动体验、相互促进与启发、自我体悟与成长作为教育重点。

本文以我校社工专业教师为主体，跟踪他们在上述背景下的自发探索与成

长过程，以此来探讨社工教师的自我成长与专业成长的路径与可能性。

一、社工课程对于教师的独特要求：反思性

社工专业学习是面对服务对象的研究、实操并进而不断“反思”自身的

过程，教师需要带领学生走过整个过程以帮助他们真实了解及面对将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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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情境；而教师个人为了确保教学质量，

也必须经历被教学，切身体会学习过程与

学习效果，然后通过自我反思，再跳出被教

学情境，走向教学设计与教学实施［２］。这

就要求社工专业教师能够真正沉浸到教学

环节中去，能够从被教者角度理解教的过

程，从而最终完善教学过程，也就是通过

“反思”达成教学提升。整个环节流程图见

图１：

图１　反思性教学与服务关系模式图

　　在目前的教师成长与培训中，反思性

教师的培育是欠缺的，也就是图１中的底部

是不存在的。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不断摸索，以寻找有效提升及改善自我反

思能力的方法。因此，社工教师需要具有

强烈的驱动力对之进行改善以便培养反思

精神并改进课程教学。

二、反思性教师：一个探索

与寻找的故事

　　如何突破传统教学路径寻找到满足社

工专业需求的全新教学方法？笔者与所在

团队经历了漫长的、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摸

索过程。

（一）专业课程特色的摸索

对于蓬勃发展的中国社工专业来说，

困境之一在于专业师资的缺乏。在专业创

立之始，诸多教师都来自于非社工专业，对

于社工专业大都停留在书本知识的认知基

础上。社工专业特色与职业特色应如何把

握，笔者所在团队经过长达五年时间的内

部研讨、外出观摩、模拟操作，甚至以服务

对象身份感受专业服务等多种方式不断感

受专业特色，感受社工相比于其他专业的

不同之处，最终确保教师能够对专业有更

为深刻及全面的认识，为改善与提升课堂

教学质量奠定了扎实基础。

（二）专业教学过程的摸索

１．体验式学习的设计与实践。具体而

言就是将实践与操作纳入教学过程，将其

作为最为重要的环节。如《小组工作》课程

就是通过此种方式运行及操作的。具体做

法是将所有同学自愿分组，请各小组发挥

主观能动性积极观察周边社会生活，寻找

潜在服务人群。然后自行招募与宣传，并

筛选出符合要求的人群开展小组服务［３］。

２．观摩式学习的设计与实践。体验可

以有效增强学生对于社工实践的理解与操

作能力，但是每个小组的实践过程与实践

效果差异很大。为了更好地促进不同小组

之间的沟通，推进小组在“他者的世界”里

看见自身，笔者又推进了观摩式学习。具

体就是将各个小组的操作实况进行录像，

然后将之作为教学资料进行课堂学习与研

究。同时笔者还设计了小组过程的课堂现

场展示。所有观摩组成员对该小组成员的

表现进行点评，确保各同学借助对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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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更好理解及反思自身的操作过程。

３．角色学习的设计与实践。为了更好

地促进学生在体验及观摩过程中的多角度

观察及理解能力，笔者还进行了角色学习

的设计与实验。在这一过程中，小组各个

不同角色所关注的核心与重点不同。因

此，需要各成员不断转换角色，体验不同角

色所需特质，以便为整个小组的任务及目

标的达成做好准备［４］。为此笔者要求小组

成员轮流承担观察员、带领员、助手、后勤

小组成员等角色，每次小组任务完成后，各

成员分别就不同成员角色要求及其对于其

他组员的期待等提出意见，从而帮助各小

组认清成员角色划分及小组内部分工合作

之重要性。

（三）专业教师人格特质的探索

笔者在专业教学过程中不仅体会到教

学设计与目标达成之间的距离，更感受到

教师个人特质与社工专业特质之间的距

离。香港的社工专业每年招生之前都会对

学生进行面试，其目的就是进行特质筛选，

也就是淘汰那些距离社工特质要求太远的

学生，因为此类人群的进入无论对于社工

专业来说还是对于学生个人来说都是一个

艰苦磨炼过程。其实，上述筛选过程对于

教师的选拔更为重要，但事实上这个过程

在实际操作中却完全缺失，从而导致许多

在人格特质上并不适合的教师进入社工教

育者队伍，他们在进入之后势必面临着适

应性等问题。

１．教师专业思想的体认与内化。因为

在不同专业熏陶中会内化出不同的专业思

想与专业逻辑。对于一些教师而言，专业

思想的转化与学习并不困难，但其过程难

以忍受。社工的专业思想对于教师的人格

特质要求非常高，如果没有这种特质，专业

课程的教学会逊色不少。值得一提的是，

这不仅是一个专业思想学习及内化的过

程，更是一个主观认识与吸收的过程。主

观上的抗拒或者抵触将导致整个内化过程

难以进行下去，而主观认识的改变对于许

多教师而言更是艰难。因此笔者本文提及

的仅仅是主观认识之后的探索过程。

２．教师教学过程中的人格特质表现。

社工专业教师需要更多思考自身承载的多

重角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个人特质，

即如何理解人及做人；专业特质，即如何理

解社工专业；职业特质，即如何理解实践教

师角色。这三者都集中表现在社工教师教

学过程中。

教师对于自己的人格特质必须有明确

认知，因为它对于人生价值与人生态度的

基本定位与实践会在教学过程中得到全面

体现。偏激、极端及自私、自我等人格特点

也会使以社工服务为主导的专业教学过程

备受影响，教师也就丧失了言传身教的能

力与魅力。从而使得以体验及反思为特性

的专业学习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教学过程

就是社工服务过程与传授知识过程的结

合，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可以最大范围推

进学生理解及体会服务的主旨与要义。而

教学过程除技术与设计之外，更是老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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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质的展现。因此教师需要时刻反省自

我人格特质，并进行自我修正与完善。

三、学生对于教师反思性教学的促进

正如图１所示箭头，学生在与老师互动

的同时，也不断以社工角色检视教师行为，

并以之衡量老师的人格特质与实践水准。

当然他们也同时通过对案主的服务过程来

检视自身人格特质及专业水准。这一过程

要求教师不断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以及

以社工方式行动与思考，从而最终实现三

者的合而为一。

（一）学生对于教师反思性人格的促进

有效、活跃的师生互动在促进教学双

方交流的同时，也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

教师的人格特质。笔者在专业课程的教学

环节中会增加学生对专业教师的专业评

价，具体包括四个指标：教学设计、教学过

程、人格特质与教学效果。采用不记名方

式调查，学生给予笔者的回应常常深刻而

全面，完全超出预期，某些观察与评价甚至

让笔者无法接受，但又客观公正。教师必

须勇敢面对才能够更好反省自身的人格特

质与教学工作，更好理解学生的期待与自

身实践之间的差距。

（二）学生对于反思性教学过程的促进

学生的创造精神、活跃的想象及实践

能力有时也会超越笔者预期。他们不仅在

互动过程中对教师有许多建设性批评意

见，对于教师的教学过程更有出乎意料的

推进作用。在充分理解课程宗旨与课程立

意之后，他们会在教师授意下大胆尝试。

每个团队不同成员之间就操作过程及操作

意图的理解及最后达成共识都能促使他们

更多理解反思的功能，并对教师的教学设

计提出意见。笔者也正是在他们的提议下

不断尝试，逐步改善教学效果。

四、交互反思性教学模式

笔者团队以如上实践为基础进一步探

索社工专业反思性教学过程，最终得出“交

互反思性”教学模型。该模型依托教学过

程与服务过程将教师、学生、服务对象三者

完全融合，以反思为宗旨，全面系统地推动

各主体之间的互动与理解，有效促进各主

体对于社工“助人自助”核心价值理念的吸

收、内化与实践，从而培养出反思型社工及

反思型教师两大目标。具体如下：

（一）反思性教学过程促进教师的成长

教师基于对学生及专业的理解进行课

程设计，以确保整个课程能达到教学大纲

设定的目标。同时，在达成教学目标的过

程中，将教学对象也就是学生当作是案主

服务，以社工标准来要求自身，教学过程就

是社工专业服务过程，教学效果则是案主

提供服务的效果。教师以此实现对于自身

专业知识的检验和展示［５］。同时，教师也

通过评估自己与社工之间的差距，实现自

我认识及成长。

　　（二）反思性教学过程促进学生的成长

该教学设计不仅推动了教师的专业成

长及自我成长，并且还有效促进了学生的

专业成长，他们在实践中体验社工要义，并

反思自身操作过程。同时还通过反思，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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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交互反思性教学过程促进教师与学生的成长

注到自身人格特质与反应行动的影响，进

而深化自我认识。而这一过程的实现与完

成有赖于图２社工学生的两重角色：社工与

学生。学做社工的体验能转移到学生的个

人生活，激发他们在生活中体会社工价值

伦理与行为准则的应用，并进而践行之。

正如很多学生所言：学社工更是学做人，必

须首先以社工要求来做人，然后才能成为

一名优秀社工。

［１］安芹，贾晓明．社工专业学生自我成长教育模式探析［Ｊ］．北

京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０８（４）：２３２６．

［２］敖俊梅．教案反思———教师行动研究视角［Ｊ］．教学与管理，

２０１０（１）：１６２０．

［３］黄耀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课程设计模式的人文主义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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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的全面发展与大学生

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关系

张革华，陈芳

（深圳大学，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６０）

　　摘　要：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的价值理论体系，为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教育提供了
重要的理论基础。人的全面发展是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出发点和根本目标。同时，大学生职

业生涯发展教育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大学生；人的全面发展；职业生涯；发展教育

一、人的全面发展与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内涵

（一）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

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人的活动及其能力的全面发展。人是一种实践性存在，人的发展

其实是实践活动的发展，全面发展也就是实践活动的内容和形式高度丰富。

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的能力的充分运用和发挥，因此，人的活动的全面发展表

现为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人的能力是人的自身力量的展

示”［１］１２８，“每个人有权力和责任全面地、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才能”［２］２３６。恩

格斯也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使每个人的才能都得到全面发展”

［３］２２４。马克思认为，与人的活动相对应，人的能力也是多方面的，包括体力

和智力、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力和从事精神生产的能力、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

等；“人的劳动能力即体力和智力是人从事一切的劳动基础”［３］１８。因此，马

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能力主要指人的体力和智力，人的全面发展也主要

指以体力和智力为核心的多方面能力的充分、自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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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

是社会的存在物，人总是处于特定社会关

系之中［２］３６。马克思认为，人的能力的形成

和个性的发展受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以及具

体的社会关系的制约。“社会关系如何，将

决定人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１］４４３。因

此，人要获得全面的发展，就必须开阔视

野，积极地参与各类领域、不同范围的社会

交往，进而学习和利用社会的发展成果来

发展自己。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社会关系的

全面发展，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协调

发展，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结合以及人

的个性的自由、充分发展。人的社会关系

的丰富不仅包括人们的政治关系、经济关

系、思想关系、文化关系、法律关系等全面

生成并日益丰富，也包括人们交往关系的

丰富和全面发展，还包括人们在自由人联

合体中对他们社会关系的占有和全面

控制。

第三，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自由个

性的形成是人的发展的最高成果。可以

说，能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都是为个性的

自由而充分发展服务的。个性的自由发展

是指人在发展过程中能根据自己的天赋、

特长、兴趣和社会需求相对自由地选择活

动领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个性

自由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漫长的社会历

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在资本主义以

前的社会中，人不仅依赖于自然界，而且依

赖于他的长辈和自然首长，人既不独立，也

不自由；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水

平得到明显提高，人与人的依附性逐渐消

逝，但人对物的依赖性仍很强，使得人的个

性受到压抑和束缚；只有到未来的共产主

义社会，“才能实现个性的解放和自由发

展，即人真正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４］。

（二）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内涵

职业生涯发展教育是发展人的个性、

开发和培养人的潜能和创造力的教育，它

强调教育不仅要传授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而且要将知识的传授与个人将来的工

作和生存方式相结合，同时要把这种教育

贯穿于人的一生。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实

施主体是多元的，如学校、家庭、企业或培

训机构，高校在其中承担重要角色。职业

生涯发展教育贯穿于大学教育的全过程及

各个方面，让学生一入校就开始接受生涯

发展教育，帮助学生理性地认识自我、客观

地认识职业、了解不同的职场环境、明确职

业生涯发展目标及制定职业生涯发展规

划；引导学生树立科学、正确的职业观，遵

守求职择业的道德规范，形成良好的职业

道德；启发学生了解职业所需要的各种能

力和素质，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充分挖掘

自身的潜能，培养职业素质，强化职业技

能，铸造职业精神，成功实现就业，完成向

社会职业人的角色转换并保持较强的职业

竞争力，从而实现自身价值和个人的全面

发展。

二、人的全面发展与大学生

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关系

　　（一）人的全面发展是大学生职业生涯

发展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

１．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大学生职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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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发展教育的重要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它是马克思主义教

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社会主义教

育起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建国以来，我国

教育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学说作为教育方针的理论依据。１９５７年，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

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

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

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５］。１９９５年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其总则第

五条明确规定我国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

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从建国以来教育的发展史来看，我国

的教育实践是按照人的全面发展的原则和

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方针进行的。大学生职

业生涯发展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教育目的上，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

教育以促进学生的成才和全面发展为最终

目标，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教育活动，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主动开发

自身潜能，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和综合实

践能力；在教育内容上，大学生职业生涯发

展教育既注重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教育，

择业观教育以使学生形成合理的知识结

构，又注重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就业心理健

康教育、创业教育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在教育途径方面，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教

育坚持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

合的原则，通过引导学生参加实践以培养

学生综合素质，因此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理

论。

２．人的全面发展是大学生职业生涯发

展教育的现实出发点和根本目标。坚持

“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

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必然要求。同时，它也是我国社会主义

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职业生涯发展教育

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以

培养和谐全面的人为应然追求。大学生职

业生涯发展教育是一项综合性的教育实践

活动，它不只是指导毕业生如何找工作，或

简单地停留在就业指导工作层面上，而是

以职业指导为基础，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

和综合实践能力为目的，也就是以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

教育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原则，将学

生的个性发展、潜能的开发与自己将来的

职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生涯

发展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促进学生成才

和职业的发展。

首先，职业生涯发展教育引导学生对

自我、社会以及职业信息进行有目的地探

索，使学生对自己的价值观、能力倾向、兴

趣、性格等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对职业和生

涯发展信息有深入的了解，并明确自己的

职业发展目标和职业理想。其次，职业生

涯发展教育引导学生评估个人目标与现实

之间的差距，进而激发学生提升自我动力，

充分挖掘自身的职业发展潜力，增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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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建立和完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不断增

强学生的职业竞争力，实现自己的职业目

标和理想，促进大学生成才和全面发展。

（二）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教育是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

１．职业生涯发展教育有利于推动学生

主体意识的发展。大学新生进入校园时开

展 “大学生毕业就业形势”教育，能帮助学

生了解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以及当前的就业

形势，让学生明白就业是自己的事情，从而

提高其职业意识和就业主体意识。大学生

职业生涯发展教育通过职业心理测验和个

性化辅导等形式，协助学生进行自我认识，

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深入了解社

会和职业世界，并结合学生个性特征和社

会需求，帮助学生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和

职业发展目标，并且为实现学习目标和职

业发展目标制定出详细的实施方案，从而

增强学生学习知识、提升素质和培养能力

的内驱力［５］。

２．职业生涯发展教育有利于学生形成

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指从事一定

职业的人在职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道德品

质。良好的职业道德不仅有助于促成学生

成功就业，而且对于学生将来事业的发展

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职业生涯发展教育

主要是通过开设《职业道德和就业指导》课

程，鼓励并指导学生参加实习、见习，开展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等来引导学生形

成良好的职业道德。高校对学生进行职业

道德教育，要发挥课堂教育的主渠道作用，

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人文素质选修课等

相关课程，引导学生在理论上学习职业道

德基本知识，明确职业道德修养的目的，把

握职业道德修养的标准，从而提升学生职

业修养的自觉性。另外高校通过组织学生

参观企业、实习、见习或其他社会实践活

动，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职业对人员素质

的基本要求，培养学生的事业心和高度的

社会责任感，并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

３．职业生涯发展教育有利于促进学生

综合能力的提高。职业生涯发展教育主要

通过引导学生参加见习、实习和其他实践

活动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和实践能力。高

校应组织学生围绕职业素质拓展、职业能

力培养并结合专业特点，开展调查研究和

见习、实习活动；引导学生走出校园，寻访

行业人士、收集创业成功的经验。见习、实

习和其他实践活动能开阔学生的视野，让

学生深入了解不同职业领域对人才的职业

素质要求，并把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运

用到社会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

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人际交往和团队合

作的能力。另外，高校还应注重充分发挥

学生社团的作用，开展丰富多彩、富有吸引

力的生涯教育课外活动，如开展职业生涯

规划比赛、素质拓展训练、职业心理测评和

咨询、模拟招聘会等。通过开展这些丰富

多彩的活动，不仅为学生提供展示才能的

舞台，同时还可以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及团

结合作的能力。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教育

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着眼点，培养学生职

业素质和实践能力，不仅有利于促进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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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功就业和将来职业的发展，而且潜移

默化地影响个体的全面发展。

４．职业生涯发展教育有利于促进学生

个性发展。个性，即个体性、个别性。在多

元化的社会中，每个学生都是个性鲜明的

个体，他们的认知特点、价值观、职业兴趣

和能力各不相同。职业生涯发展教育尊重

学生个性差异和个性发展，并为学生的个

性发展和潜能发挥提供和创造条件。职业

生涯发展教育既关注大学生群体的整体特

征，通过开设《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生

涯辅导》等课程或相关讲座，满足学生群体

的职业生涯发展需求，同时也认识到学生

个体存在的差异，从学生的个性特长出发

来开展因材施教的个性化生涯辅导。职业

辅导教师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环境条件

等客观实际，给予具体、有针对性、细致的

教育，充分挖掘每一个学生的潜能，让学生

能够充分发挥其独特的个性优势，形成相

对独立的人格。

５．职业生涯发展教育有利于促进学生

价值的自我实现。在人生这个大舞台，发

挥潜能、实现自我价值和自我发展是每个

人共同的心愿。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

马斯洛（ＡｂｒａｈａｍＨａｒｏｌｄＭａｓｌｏｗ）曾指出，

“人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动物”，并提出了著

名的“人生需求”理论，指出“人的需求从低

级向高级层次推进，从低级到高级依次为

生理、安全、友爱和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

的需求”［６］。当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就

希望得到他人的肯定、尊重，获得荣誉、地

位，发挥聪明才干，实现人生理想。这些需

要的满足都离不开职业这个平台。我们通

过从事一份职业，发挥自己的才干，为社会

做出贡献，实现自身价值。职业生涯发展

教育尊重学生多元个性的发展要求，将学

生的个人发展和社会需要有机结合起来，

引导学生确立最适合自己并最能发挥才干

的职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为

社会做出贡献，促成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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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院三水校区

学生素质教育的探索和实践

周振林，杨婧

（广东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３２０）

　　摘　要：素质教育是综合国力竞争与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需
要。公共管理学院领导始终把学生素质教育工作摆在全院学生培养工作的首位，为三水校区学生举

办了新生入学教育、科研挑战杯、文体娱乐、争先创优、学习竞赛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素质拓展教育活

动，学生素质得到全面有效地提升。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院 ；三水校区；学生素质教育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教育在综合国力的

形成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国力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各类人才质量和数量

的竞争。这对培养和造就我国２１世纪一代新人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

因此加强大学生素质教育不但是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体现，还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层次人才提出的新要求，是２１世纪给大学教育提出的

新目标。

近年来，我院高度重视学生的素质拓展工作，在加强学生素质教育工作

中把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作为重

点来抓，积极构建注重素质教育、适应新世纪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把传授

知识、培养能力和提高素质紧密结合起来，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并通过多

种形式和渠道，积极拓展和不断深化学生素质教育，为学生终生学习和继续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充分发挥作为大学生第二课堂教育计划的重要作用。

２０１２年我院学生素质教育工作在以往的基础上继续稳抓稳打并有所突破创

新，取得了显著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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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院领导高度重视

学生素质拓展工作

　　当前大学生在知识结构方面比较突出

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知识面狭窄，偏重专业

知识，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知识，知

识体系内部缺乏有机联系等。因此，只有

对大学生的知识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才

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对人才规格的要求。根

据这一实际情况，结合专业特色，学院领导

专门召开多场学生座谈会，深入了解学生

学习情况，并采取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一

是加强人文教育，注重人文教育与科学教

育的融合，提高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二

是改革传统教学方法与课程内容，强调学

科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的整合，注重基础性、时代性、实用性

和综合性相结合；三是促进理论学习与实

践环节的深入结合，加强科研方法和手段

的教学，建立开放、动态平衡的知识结构，

培养和挖掘学生的创新潜质，使学生具有

从事建设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和创新能

力。

二、高度重视新生入学教育

新生入学教育是我院学生工作的重

点，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大学新生入

学教育是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起点，是

大学新生理解大学、适应大学、融入大学的

重要途径，是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基

础性工作。对于大学新生来讲，能否有一

个良好开端，关系到其整个大学阶段的学

习和生活是否顺利，对其成长成才将产生

重要影响。

在新生入学教育会议上，根据学校党

委会议精神及我院实际情况，各个专业的

导师都为学生详细介绍本专业的相关情

况，让学生对所在专业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和了解。此外，我院还组织学生认真学习

《广东商学院学生管理手册》，并以班为单

位开展主题班会大讨论，使每个学生认识

到学习的重要性、纪律的严肃性，从而明确

入学目的及奋斗目标，在思想上端正学习

态度，积极参与集体活动。

三、紧抓学生科研工作，积极推选

学生参加“挑战杯”

　　我院历来十分重视学生科研工作。在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下旬开展了学院第三届科研

立项展示大会暨第四届科研动员大会，邀

请有丰富科研经验的老师和学生面对面交

流，激发广大同学对科研的兴趣和积极性。

在学校第四届学生科研立项中，我院学生

获重点立项一项，即《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古

村落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以三水市大旗

头古村为例》；重点扶持立项三项，分别为

《老年人幸福感现状调查及其问题对策》、

《国家助学金评定的公平与效率分析》和

《“农家乐”乡土旅游开发对新农村建设影

响的探究———以韶关九峰农家乐为个案》。

在我院团总支和学生会带领下，各团支部

认真准备，鼓励同学积极参加“挑战杯”赛，

营造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良好氛围，进而力争使学生理论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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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科研实践活动相结合，起到积极促

进的作用。

四、积极开展各项文体活动，

拓展学生综合素质

　　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生成才之基，基

本目标是在大学生中提倡“走出以自我为

中心的小圈子”，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关注

世界，启发学生在积极的价值追求过程中

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与完整的人格。２０１１

年，我院针对这项工作举办了丰富多彩的

文体活动，让学生在获得知识和快乐的同

时，更加积极地面对社会，面对生活，提升

了道德情操和人格修养。针对这一目标主

要开展的素质拓展活动有：

举办第三届体育嘉年华活动。２０１１年

３月１９日，公共管理学院第三届体育嘉年

华活动在风雨球场拉开帷幕。此次活动共

设置班级羽毛球赛、兵乓球赛、篮球赛、拔

河赛、趣味夹气球赛。４月２６日，２０１０级行

政管理２班夺得篮球赛冠军，持续了４０天

的体育嘉年华活动也随之宣布落幕。２０１０

级劳动与社会保障１班以２１５分的成绩位

居嘉年华活动团体总分第一。本次活动增

强了班级凝聚力，倡导同学们学习之余积

极锻炼身体，以便更好投入学习生活中。

举办第二届读书文化节。２０１１年３月

２９日，公共管理学院第二届“腹有诗书气自

华，最是书香能致远”读书文化节拉开帷

幕。读书文化节是我院自上一年以来旨在

倡导同学们多读书、读好书，在书海中学习

知识、体会人生和学会成长的活动。本届

文化节主要包括：征文比赛、班刊设计大

赛、至尊杯策划大赛及班级辩论赛等一系

列精彩赛事。历时一个半月的读书文化节

于５月２６日闭幕，２００９级劳动与社会保障

１班获得本届读书文化节的冠军。

举办２０１１年公管论坛。２０１１年公共

管理学院顺利开展公管论坛系列讲座，包

括５月３０日我院姜旭之教授主讲的 “团队

管理与有效激励”讲座，１１月７日人文与传

播学院司马晓雯书记主讲的“从余秋雨散

文谈文化人精神品质的‘超我，于是洞见’”

讲座，以及１１月８日、１２月６日我院２０１０

级辅导员陈轩老师主讲的“校园文化活动

策划”讲座和第四届学生科研大赛课题指

导讲座。公管论坛系列讲座的开展，为师

生提供了思想交流的平台，有利于进一步

营造我院学术氛围。

举办第四届新生杯篮球赛。２０１１年１０

月９日，由公共管理学院主办，２０１０级行政

管理１班承办的公共管理学院第三届新生

杯篮球赛在三水校区篮球场正式开赛。６

个班级经过两个星期的激烈角逐，最终

２０１１级行政管理２班在决赛中以６９比５９

的比分战胜劳动与社会保障１班，获得的冠

军。除了班级篮球竞技以外，赛事还设置

了球员的各种技巧赛，提供了更多机会给

新生展示球技。此次新生杯篮球赛，不仅

增强了班级凝聚力，更增进了新生班级之

间的友谊。

举办第四届班际羽毛球比赛。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１２日，由公共管理学院主办、２０１０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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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２班承办的公共管理学院班级羽

毛球赛在三水校区风雨球场拉开序幕。经

过激烈角逐，２０１０级劳动与社会保障２班

在决赛中以总比分３∶２战胜２０１０级行政

管理２班夺得冠军，２０１０级行政管理２班

和２０１０级劳动与社会保障１班分别获亚军

和季军。此次羽毛球赛，大家通过竞技运

动增强了集体荣誉感。

举办第一届趣味定向越野大赛。２０１１

年１１月１９日，由公共管理学院主办、２０１０

级文化产业管理１班承办的２０１１“珠江啤

酒”杯趣味定向越野大赛在三水校区中心

花园举行，共有４０支来自全校各学院的队

伍报名参赛。活动节奏紧张而欢快，各队

伍目标一致地完成一个又一个游戏，拿下

一个又一个越野分点，场面非常火爆。本

次活动不仅提高了广大同学的组织协调能

力，体现了团队合作精神和团队合作的重

要性，还大大增强了同学们锻炼身体的积

极性。

五、打造“学习竞争型”团总支

公共管理学院三水校区团总支致力打

造“学习竞争型”团总支，全面提升学生干

部的综合素质。注重人才培养是我院团总

支重点工作。新增培训部为团总支全体成

员提供培训平台，迄今已举办“会声会影”

视频制作培训、撰写策划书培训、团务基本

知识和素质拓展培训和班委培训。下学期

还有公文写作能力培养、ＰＳ图像处理软件

学习、摄影技术培训、医疗和急救知识学

习、公关基本知识等课程待开展。致力让

全体成员能够掌握一些基本的通识技能，

提高综合素质，更好地投入工作。培训后

还会进行科学严谨的考核，不合格就重修，

直至考核合格为止，杜绝敷衍了事。各部

门认真落实培训工作。各受训成员不仅把

工作做完，还从怎么做得更好，怎么又快又

好的角度对工作进行充分思考和完善。在

之前举行的培训中，受训成员表示获益良

多，对今后开展工作均有不同程度的帮助。

不仅如此，我院三水校区团总支还引进了

各部门考核制度，由各部门主管常委和部

长针对部门的工作性质和特性共同协商规

章制度，旨在达到责任到人，分工合作，培

养竞争意识，提高团总支学生会运作效率。

六、以提高学生党员政治素质

为重心的各项活动顺利开展

　　支部活动是党员之间充分交流沟通的
载体，丰富多彩的支部活动可以增进党员

之间的交流与学习，可以促进党群之间的

联系，更可以有效地树立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和增强支部的影响力与凝聚力。在过

去的一年里，我院学生党支部以贯彻“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提高学生党员的政治素质为重心，开展

争先创优活动。从支部实际情况出发，有

针对性地开展了各种学习活动和实践活

动，其中，有代表性的学生党支部活动有：

２０１１年４月开展的党支部“争先创优”活
动；２０１１年９月开展的以“党建的基本知识
学习”为主题的党建学习小组活动；２０１１年

（下转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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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我国高校知识产权素质教育

黎运智

（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３２０）

　　摘　要：２００８年，我国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要在高校开设知识产权课程，将知
识产权教育纳入大学生素质教育体系。本文对我国大学生知识产权素质现状进行分析，认为当前我

国高校知识产权素质教育存在不足之处，建议将知识产权课程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程。

　　 关键词：素质教育；知识产权；人才培养

一、知识产权素质教育与人才教育的区别

根据具体的教育对象和教育目的的不同，知识产权教育可分为知识产

权专业教育和公共教育，两者的定位、课程及培养体系均有不同［１］。

定位不同。知识产权素质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知识产权基本知识普及

的教育，目的不是将全体大学生培养成通晓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专业人才，

而是让大学生掌握基本知识产权知识，培养知识产权意识，加强知识产权素

养。而知识产权人才教育则是专门对专业学生系统进行知识产权法律知识

和知识产权经营管理知识的教育培训，目的是培养能够熟练运用知识产权

制度和相关规则从事相关知识产权经营管理活动和知识产权法律事务的专

门人才。知识产权人才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将来在社会将能胜任法官、律

师、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官员、中介机构服务人员以及企事业单位中的知识产

权管理人员，这些职业需要具备扎实的知识产权法学和管理学等方面的理

论功底和实务经验，需要经过长期严格培养。

　　课程不同。知识产权素质教育也可称作知识产权普及教育，从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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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课程开设角度则可以称为知识产权公共

课程教育，即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的知识

产权公共课。知识产权素质教育只需要通

过一到两门知识产权相关课程，让大学生

掌握基本的知识产权基础常识，树立基本

的知识产权意识，并且能够在将来的工作

生活中有意识地运用知识产权相关知识，

并不需要他们以知识产权作为一项事业。

而知识产权人才教育则属于精英培养模

式，知识产权相关专业学生需要系统学习

知识产权法以及知识产权经营管理课程，

课程体系非常完整，课程众多。如西南政

法大学知识产权专门化班的课程表包括：

知识产权总论、知识产权分论、品牌管理、

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代理、企

业知识产权管理、商业秘密法、科技管理、

特许经营法、科技法、专利信息检索与分

析、传媒与版权、传媒与商标、知识产权诉

讼、知识产权贸易、知识产权疑难案例分析

等一系列必修和限选课程。

培养体系不同。知识产权素质教育和

思想政治素质、人文素质、创新素质、道德

法律素质均属于大学生素质教育范畴。素

质教育本身不是专业能力培养教育，而是

通过素质教育增强大学生基本能力。尽管

素质教育非常重要，但是相对而言，知识产

权素质教育还是附属于专业教育，还没有

形成完整体系。知识产权人才教育则不

同，具有完全的体系，即将被纳入国家教育

体系之中。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知识产权

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多层次专

门人才培养体系，可以向专业学生授予法

学和管理学学位。

二、大学生知识产权素质现状

大学生是我国未来科技工作队伍的生

力军，树立知识产权意识，是对他们的基本

素质要求。知识产权法律课程是其人生成

长过程中十分重要的职业道德课程之一。

因此，通过知识产权法律教育，将知识产权

意识内化为大学生的素养品质，是大学生

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卫云棠、李小贞对广东省１８所大学生

知识产权意识的调查，发现有１４％的大学

生对知识产权“清楚并比较关心”，４７％的

大学生对知识产权“基本清楚、但不太关

心”，３５％的大学生则“偶尔留意”，还有

４％的大学生则承认“不知道什么是知识产

权”［２］。孟彦娟、孟天财通过对南京理工大

学学生的调查，发现大学生对知识产权总

体认知十分欠缺，６２４％的大学生对知识

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了解程度处于

“听说过，有点印象”的状态；绝大多数受访

者对专利和商标的认识比较模糊；大学生

知识产权维权意识淡薄，高达９９３％的受

访者都表示自己会从互联网下载 ＭＰ３、电

影、电子书籍以及游戏等，只有半数左右的

受访者认为购买盗版是违法行为。该调查

也发现，学生在知识产权普及过程中参与

度不高，现有的知识产权普及宣传活动没

有引起广大学生的兴趣。学校知识产权保

护教育严重缺失，学生对于知识产权课程

的渴求度较高。学生认为，开设知识产权

课程与法制教育普及性讲座以及课外科技

活动，将是普及知识产权知识的主要途

径［３］。何焕峰对山东省大学生（非法学专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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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产权掌握情况进行了调查，经过综

合评测发现：我国大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

水平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有８３７％的大学

生是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知识产权宣传

读物等非课堂教育途径了解知识产权知识

的，通过课堂教育了解和获取知识产权知

识占比不到２０％，因而这些学生在获得知

识产权相关知识方面缺乏系统性和完整

性［４］。来自百度文库的一个调查报告也印

证了这一研究结论，在回答受访者（该校本

科以上学生）是否学习过知识产权课程时，

有高达８７％的人表示没有学过；在回答知

识产权知识获取途径时，只有１６％的人表

示来自于课堂学习，而从互联网以及电视

新闻报道中获取知识产权知识的比例分别

高达６５％和６９％［５］。据另一份来自山东省

的调查表明，山东高校非知识产权专业的

在校学生中有１８１３９人（其中包括１２３６０名

法学专业学生，知识产权法是其必修课）参

加了知识产权教育课程的学习，占非知识

产权专业在校生总数的１５１％［６］，如果除

去法学专业学生，其他专业学生学习过知

识产权课程的比例更是少得可怜，不到

５‰。因此在大学生中开展知识产权教育

显得更为紧迫与重要，而非法律专业的大

学生则是高校知识产权教育的主要对象。

以上诸多研究表明，大学生亟待加强

知识产权课程教育，以增强知识产权素质。

据相关资料调查，中国高校接受过知识产

权教育的学生不足５％。超过７０％以上的

高校未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教学机构，而

且既未设置知识产权教学必修课程，也未

设置选修课程［７］。已有研究表明，我国高

校在提高大学生知识产权素质方面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三、加强大学生知识产权

素质教育的建议

　　（一）开设《知识产权法》选修课程

众多的调查显示，我国开设《知识产权

法》选修课程的高校比较少。早在２００４年

１１月，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知识产权工作

的若干意见》，该文件要求在高校普及知识

产权知识的教育，高校要在《法律基础》等

相关课程中增加知识产权方面的内容，并

积极创造条件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单独开设

知识产权课程，以提高广大师生的知识产

权素养。但是，就《法律基础》这门课而言，

以我校为例，实际上其全称为《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承担教学任务的基本上为

思想政治专业的教师，本来在这门课程中

涉及法律的内容就比较少，因此就更难在

极为有限的时间（只占全部课时的１／３）内

涉及到知识产权方面的内容。单纯依靠

《法律基础》课程来达到在高校普及知识产

权知识的目的是难以实现的，需要开设专

门的《知识产权法》选修课加以弥补。

当前，很多高校在知识产权法课程教

学方面师资储备不够，没有专门的知识产

权教学研究人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两个

途径加以解决。一是在培养引进知识产权

教学师资的同时，从外部聘任社会中具有

知识产权专长、具备相当知识产权事务从

业经验的人士来担任知识产权相关选修课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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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授课任务；二是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知

识产权培训中心合作，由知识产权培训中

心提供《知识产权法律基础》网络课程进行

教学，这样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知识产

权师资的不足，又能在最大程度上为大学

生提供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教学。也有人

认为，在目前师资不足的情况下，为避免选

修课学习效果差的弊端，应当先将该课程

转为专业方向选修课。由于不同专业与知

识产权的交叉点不一样，因此，在课程设置

方面不应相同。比如经济和管理专业应当

开设《商标法》、《知识产权管理和经营》等

课程；理工科专业应当开设《知识产权开发

与维护》、《专利文献与检索》、《计算机软件

保护条例》等课程；对文学院的学生应当开

设《著作权法》等课程［８］。

（二）将知识产权相关课程作为大学生

的限选课

为了更大范围推动大学生学习了解知

识产权知识，结合各专业学习的具体情况，

可以考虑按照专业设置，开设与其专业相

关的知识产权课程作为限选课。实际上，

无论哪个专业，都与知识产权的关系联系

紧密。未来的科技研究人员主要来源于理

工科专业毕业生，他们要在今后的科技研

发中融入专利、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在大学

期间接受专利知识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未

来的经营管理人员要对商标、域名、地理标

志等有保护意识。对于历史、中文、新闻、

艺术、广告、音乐、外语、建筑等文科专业的

学生也应进行版权知识的培训，使他们在

走上工作岗位后具备版权保护、外观设计

专利、文化产业保护等意识。与专业结合

的知识产权限选课会增加学生学习掌握知

识产权知识的兴趣，也能增强他们创造、运

用、管理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知识产

权相关课程不仅仅限于知识产权法律知

识，还包括知识产权非法学课程，这让学生

对知识产权知识的学习有更多选择，更有

针对性。

（三）将知识产权相关课程作为大学生

的必修课

尽管知识产权限选课给大学生学习知

识产权知识提供了较多的选择，但是，仍然

存在部分学生因为各种原因无法专门学习

到知识产权知识。因此有学者认为，在课

程设置方面，应采取由当前的选修课过渡

到专业限选课，最后再转为公共必修课，逐

步推进。北京大学陈美章教授曾经做过一

项调查，调查对象为政府官员、专家学者、

法官律师、公司经理、大学师生等，返回问

卷的人全部同意在大学设立知识产权法课

程，有５３％的人认为在大学公共课中应设

立知识产权法课程，有１８％的人认为应该

开设知识产权法限选课，有２９％的人认为

应该设立知识产权法选修课。陈美章认

为，原则上讲，知识产权法课应像公共政治

课一样作为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考虑到

具体条件的限制，可逐步到位。对于具备

条件的院校知识产权法可作为必修课；对

一时还不具备条件的院校可作为限选或选

修课，逐步过渡到必修课［９］。知识产权必

修课的模式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面向

全体非法学专业学生开设统一的《知识产

权法》或者《知识产权法律基础》课程，（当

然其课程要求与法学专业的《知识产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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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要求不同），全面地普及知识产权法

律知识，该课程应作为大学生的公共课；另

一种方式是将知识产权相关课程按专业设

置，开设与专业方向相关联的专业必修课，

如《技术开发与专利保护》、《商标设计与商

标法》、《传媒业知识产权保护》等课程。无

论哪一种方式，都要求大学生在校学习期

间，必须修读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课程学分。

这一模式将最大限度提高大学生的知识产

权素养，掌握知识产权相关知识。但它也

对高校知识产权师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１］李晓秋，宋宗宇，李虹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背景下的高校知

识产权教育改革［Ｊ］．重庆工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７）：２６３０．

［２］卫云棠，李小贞．广东管理人员、大学生知识产权意识调查

［Ｊ］．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３）：２１２４．

［３］孟彦娟，孟天财．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学生知识产权意识和认知

状况研究［Ｊ］．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３）：３１

３２．

［４］何焕峰．大学生知识产权教育探析———以山东省大学生知识

产权意识调查为基础［Ｊ］．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２）：

３５３７．

［５］匿名．大学生知识产权状况调查报告［ＥＢ／ＯＬ］．百度文库：ｈｔ

ｔｐ：／／ｗｅｎｋｕ．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ｆ７６５７７ｅａ６２９４ｄｄ８８ｄ０ｄ２６ｂｂｄ．ｈｔ

ｍｌ，２０１１１００１．

［６］杜晓毅．山东高校知识产权教育发展状况调查［ＥＢ／ＯＬ］．ｈｔ

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ｏ．ｇｏｖ．ｃｎ／ｄｔｘｘ／ｚｌｇｚｄｔ／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０４／ｔ２００８０４１９＿

３８４９０８．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１００１．

［７］张明珠．知识产权法律教育与大学生态创新素质培养［Ｊ］．中

国高校科技，２０１１（８）：４３４５．

［８］马海霞．高校知识产权教育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Ｊ］．华北

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２０１１（１）：２９３２．

［９］陈美章．中国高校知识产权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思考［Ｊ］．知识

产权，２００６（１）：

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

３６３９．

（上接第２６页）

１０月召开的“与党的交流，你ｈｏｌｄ住了吗”

学生党支部交流大会；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全体党

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观看了电影《第一书记》

并且上交了观后心得体会；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召开题为“结合实际学标准、立足岗位当先

锋”的会议，各位党员公开承诺并且签字确

认，由群众代表组成民主评议团进行评议，

并于次日在我院各个学生宿舍区以及办公

室张贴党员们的公开承诺书。

素质拓展教育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

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让学生在学习和工作

之余能够有新的渠道继续丰富和积累知

识，因此，也得到了学生的积极支持和一致

认可。推进大学生素质教育和创新人才培

养，是高等学校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校园文

化活动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实施

素质教育，就要不断挖掘新的教育资源，广

开渠道，扩大活动的影响面和辐射力，增强

活动的渗透力。我院还将在这条路上不断

探索，不断学习和汲取其他院校在素质教

育方面的经验，开拓进取，推陈出新，将大

学生素质教育一直推进下去，努力为国家

培养出更多适合新时代需求的新型人才。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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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财务管理特色专业的思考

郭银华

（广东商学院会计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３２０）

　　摘　要：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财务管理专业应该培养能在工商企业和金融机构从事财
务和金融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为此，必须构建与专业特色紧密结合的培养方案，加强师资

队伍建设，打造高水平教学团队和深化教研教改，不断探索培养创新人才的新途径。

　　 关键词：财务管理；特色专业；培养方案

一、对财务管理专业特色的认识

财务管理专业的特色首先必须体现在培养目标。目前，许多高校设置

了金融学专业、工商管理专业和会计学专业。可以说，财务管理专业与上述

这几个专业的关系都十分密切，但又有所区别，具有本专业自身的特点。金

融学专业是适应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发展的历史不长，培养目

标是能在银行、证券、投资、保险及其他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从事金融相关

工作的专门人才，培养重点在于掌握金融理论与实务，灵活运用各种金融工

具，同时具有一定创新金融工具的能力；工商管理专业则主要为工商企业培

养从事生产、质量、技术、人力资源、战略、行政等方面的管理人才，要求具有

较宽的知识面；会计学专业是财经院校的传统专业之一，许多学校的财务管

理专业是直接从会计学专业衍生出来的，两者的关系最为密切。但是从当

前的培养目标和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两者仍有显著的区别。

会计学专业侧重于培养会计核算、会计检查、会计分析等会计实务方面

的人才。要求学生熟练掌握会计核算和会计分析的基本方法，熟悉国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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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准则和我国的会计法规、会计制度等。

与上述两个专业相比，会计专业更侧重于

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而财务管理专业侧

重于培养在工商企业从事理财方面的人

才。要求学生在掌握金融、管理、会计等方

面知识的基础上，侧重于把握理财工具、理

财技术，特别是熟悉资本市场的规律与规

则。从广义理财的角度来看，财务管理专

业融合了上述几个专业的特点，集合了上

述几个专业所必备的专业知识，对上述几

个专业的知识都要有较好的掌握，体现出

较强的综合性和交叉性。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高校本科财

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应定位为，培养

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

全面发展，具有基本的理财观念，掌握经

济、管理、法律、金融、会计、理财等方面知

识和理财技术，富有创造性和适应性，能在

工商企业、金融机构、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

从事财务、金融管理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

才。具体地说，财务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具

有下述特色：与会计学专业学生相比，他们

具有更多金融、理财专业知识，他们的视野

可能更宽，层次可能更高；与金融学、投资

学专业毕业生相比，他们具有更专业的会

计知识，对投资对象的洞察可能更深入。

概而括之，是一种具有对投资对象进行更

深入的财务分析后进行投资的理财人。

二、构建与专业特色紧密

结合的培养方案

　　若要实现上述培养目标，则需要财务

管理专业的学生掌握较宽厚的专业知识，

形成良好的知识结构。由于财务管理是对

财务主体的筹资、投资、用资和收益分配等

一系列资金运动、资本运作的管理，是专业

性与技巧性都很强的业务管理活动。因

此，财务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必须适应在

复杂的财务环境中从事财务管理活动的专

业知识要求。具体来说，财务管理专业的

学生应掌握以下方面的专业知识：

１．金融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从学科渊

源来看，理财学属于金融经济学的一个分

支。理财工作者应具备良好的金融学背

景，掌握对宏观金融经济学和微观金融经

济学的基本内容。包括对基本金融理论、

货币银行、证券投资、金融市场、金融工程

等方面知识的熟悉与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主要是为了使学生了解金融产业的一般规

律，熟悉金融市场的构成要素、特点和运行

规律，能够利用各种融资工具进行融资；了

解证券产品的发展和掌握证券投资的各种

技能；了解金融创新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

创新的动向，并具有一定的金融创新能力。

２．管理学方面的知识。财务管理属于

工商管理的范畴，要求学生对管理的一般

理论与方法有较好的理解与掌握。通过管

理学相关课程的学习，掌握管理学的基本

原理，了解工商企业、金融机构、政府部门、

事业单位等组织的一般运行规律，了解各

种不同类型组织的特点和基本的管理原

则。除了掌握一般管理知识之外，重点要

掌握好企业战略管理和营运管理方面的知

识。企业战略的实施与实现以及企业的正

常营运，都离不开财务的强有力支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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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必须理解财务与企业战略和营运的密

切关系。

３．会计学方面的知识。会计学是财务

管理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重要专业基础知

识。通过这些知识的学习，学生清楚企业

财务会计信息的产生与流转过程；熟悉财

务会计信息的收集、分类、整理、归纳、分析

和报告的各个环节；掌握企业财务运作的

程序和基本规律；熟悉国家有关会计法规、

准则和制度等。

４．理财学方面的知识。通过相关课程

的学习，学生要了解企业如何从资金市场

和资本市场获取资金，要建立怎样的资本

结构才能使企业的融资成本最低；如何保

证以较低的营运资金水平来确保企业的有

效运作；如何进行长期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的分析、决策，以及如何降低企业的财务风

险等。还要掌握企业的预算、预测、决策、

控制、分析以及绩效的评价过程和方法。

同时，随着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和跨国公司

的迅速发展，学生还必须熟悉国际理财业

务，包括如何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如何开

展国际投资业务以及如何在国际业务中合

理避税等。

５．强化数学知识和专业实践。随着经

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发展，各类

企业面临更加纷繁复杂的融资理财环境，

因此，财务管理专业的毕业生除了要掌握

上述专业知识之外，在知识结构方面必须

强化数学方面的知识，由于在理财方面，涉

及的定量分析较多，特别是由于金融创新

的工具多、创新速度快，大部分金融创新工

具都涉及较复杂的定量分析与计算。因

此，必须强调数学的作用和强化数理方面

的教育，培养学生的数理逻辑思维和掌握

进行金融创新所必备的数学工具。

根据上述对学生知识结构的要求，将

财务管理专业的专业课程体系大致可分为

四个模块：

（１）金融经济学模块：具体包括货币银

行学、证券投资学、金融市场学、国际金融

等。

（２）管理学模块：具体包括管理学、公

司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营运管理等。

（３）会计学模块：具体包括初级财务会

计学、中级财务会计学、成本管理会计、企

业财务分析等。

（４）理财学模块：具体包括初级财务管

理、中级财务管理、高级财务管理、资本市

场运作、投资基金管理、项目评估、风险管

理与保险等。

此外，在选修课方面，可以按照培养目

标与学生的就业取向，分两个模块设置：第

一，金融机构理财模块，包括计量经济学、

金融工程概论、行为金融学概论、投资基金

管理、风险管理与保险家庭与个人理财等

课程；第二，工商企业理财模块，包括跨国

公司财务、税务筹划与税务会计、公司战略

与风险管理、价值工程与价值链管理、项目

评估、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等课程。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打造高水平教学团队

　　师资队伍的水平对教学质量的高低起

着决定性作用。为实现财务管理特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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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目标，必须通过人才引进与在职培训，

在保证专业教师满足教学需要的同时，促

进师资队伍学历、职称、年龄的优化工作，

特别是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的优化。结合

专业建设要求和目前专业师资队伍的现

状，财务管理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主要可从

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１．积极引进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学科或专业带头人。通过引进方式，充分

利用他们的学术资源优势和前沿优势，较

快形成以学科或专业带头人为核心的教师

队伍，缩小与高水平学校的差距。

２．采用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

式，加快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培养。一方

面，积极聘请实务界专家作为“兼职教师”；

另一方面，要求青年教师到实际工作岗位

挂职锻炼，尽快形成一支具有理论教学与

实践教学能力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以适

应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教学的要求。

３．适当引进具有金融知识背景和计量

知识背景的教师，改善现有教师队伍的知

识结构。这些教师的引进将有助于证券投

资、风险管理、理财业务等专业选修课的建

设与完善。

４．根据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构建

以专业核心课程教学为基础的教学团队。

具体包括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与实务、财务

管理专题理论与实务、资本市场运作、成本

管理会计等课程的教学团队建设。通过教

学团队建设，为教学研究、教学改革、教材

建设等构造良好的基础。

与此同时，应该强化师德教育，形成一

支能适应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具有高度责

任感、较高教学水平和较高学术水平的教

学队伍。

四、深化教研教改，探索培养

创新人才的新途径

　　深化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推行知识传

授、能力培养与素质教育“三位一体”的先

进教育理念。通过教学内容、教学手段与

教学方法改革的相互配合，理论教学与实

践教学改革的有机衔接，公共基础课教学、

学科基础课教学和专业课教学改革的相互

适应，教学基础平台、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

考核与评估体系建设的相互贯通，从而提

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造能

力与创新能力等素质。教研教改的具体内

容如下：

（一）积极推进理论教学研究与教学改

革

１．推进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改革，因才

施教，注重学生个性发展。通过优化课程

结构，删除陈旧过时和重复的教学内容，增

加新内容，使课程内容达到整体优化。对

实务性较强的专业课程应采用案例教学等

灵活多样的方法。控制必修课，增加选修

课，开设一些专题讲座，使学生及时了解学

科发展的新成就、新观点、新问题、新动向，

激发学生学习、研究本专业知识的热情。

２．大力改革教学手段，采用多媒体和

网络辅助教学，改变讲授过多、过细、“满堂

灌”的传统教学方式，做到课内精讲，课外

指导，培养学生自我获取知识和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的个性得到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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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发展。

３．积极有效开展教学研究。通过集体

备课、观摩课、座谈会、研讨会等多种形式，

对财务管理核心专业课程的内容、方法、教

学手段等进行探索、完善，总结经验，形成

共识，并在教师中推广。

（二）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实际操

作能力

实践教学是高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重要途径，是

使学生深入理解和熟练掌握专业知识的重

要环节。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我们

对会计学与财务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

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取得显著的成就，形成

了鲜明的特色。

１．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体系。从２００１

年起我们开始探索本专业的实践教学问

题，历经５年多时间，构建了现代信息技术

条件下财务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逐

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专业理论课教学—

手工模拟实验教学—专业课教学—计算机

模拟实验教学—校内仿真实习（ＥＲＰ实

验）—校外实习”的较为全面、完善的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调

整实验课程课时、增加实验教学环节、充实

实验教学内容、创新实践教学效果考核等

途径，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提高实践

教学水平。

２．丰富实践教学内容。在理财学课程

群（如《资本市场运作》）和金融经济学课程

群（如《证券投资学》）中增加实验内容；在

现有《电算化模拟实习》课程内容中增加设

计性、综合性等实验内容；在ＥＲＰ仿真实习

中，强化和完善财务预算、预测、决策的内

容，使学生在模拟实践中切实感受到财务

管理在企业经营中的重要作用。

３．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使实习基

地多元化，满足不同就业取向的学生需求。

目前，财务管理专业实习基地除个别公司

外，大部分为会计师事务所。应该拓展思

路，寻求证券公司、财务公司、财务咨询公

司、信托投资公司、投资基金公司等单位建

设本专业实习基地。通过在上述单位的实

践活动，学生的动手能力将大大增强，毕业

生将会更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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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特色专业建设思考
———以广东商学院社会工作专业为例

童远忠

（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３２０）

　　摘　要：社会工作是社会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产物，社会工作专业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热门
专业。广东商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开办于２００１年，在教学改革、实验与实习基地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

定成绩，２０１０年８月被批准为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社会工作专业应在人才培养方案、师资队伍、课

程设置、教材编写、实践教学、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等方面开展建设，以彰显理论与实务并重、融入人

文综合实验教学的专业特色。

　　 关键词：社会工作；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专业特色

　　社会工作专业是适应西方社会工业化、都市化、社会转型的需要，在１９
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要培养和训练帮助人们解决心理、
行为和社会关系等方面问题的专门人才。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吸毒、

同性恋、艾滋病、自杀、家庭暴力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社会工作也越来越重

要，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学生报考社会工作专业的比例逐年增加，社会工作专

业逐渐成为国际社会高等教育的热门专业。

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始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但１９５２年高校院系调整时
取消了社会工作专业，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恢复和发展。１９８７年９月，民政部
在北京召开发展社会工作教育论证会，初步论证了我国社会工作的专业设

置及其课程设置。１９８８年，民政部同北京大学合作，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设
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经过２０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目前全国约有２５０所
高校开设社会工作专业，每年培养的社会工作人才约２万人。广东省已有
中山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开办社会工作专业，因具有毗邻港澳

的优势，社会工作教育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７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ＦＯＲ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ＡＷ 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ｏ．１ＳｕｍＮｏ．８７，Ｍａｒ．２０１２　　　　　　　　　　　　　　　　　　　

　　我国社会转型发展的新形势、政府出
台的有关社会工作发展的新政策以及社会

工作教学和实践的新进展，都对社会工作

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为了构建和谐

社会，创新社会管理，建设幸福广东，迫切

需要大量的“社会医生”———社会工作人

才。２０１０年６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
发展规划纲要》把社会工作人才列为重点

建设的八大人才队伍之一，明确提出：适应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以人才培

养和岗位开发为基础，以中高级社会工作

人才为重点，培养造就一支职业化、专业化

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到２０１５年，社会工
作人才总量达到２００万人，到２０２０年达到
３００万人。最近，民政部正在探索撤销城市
街道办事处，将社会管理重心下移到社区，

急需社区服务与管理人才。

２０１１年４月，广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在
全市１３１条街道全面推行社区家庭综合服
务，以项目购买方式向社会工作专业机构

购买社会服务。按２０１０年试点期间的项目
计，每个项目需要１４名专职社工，全面铺开
后全市专职社工人才需求量将达到 １８３４
人，而目前驻穗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

每年仅６００人左右，呈现出供不应求的局
面。广州市委、市政府计划到２０１５年，为每
３００户常住居民配备１名以上社工，以提高
社区管理服务水平。为了适应社会对社会

工作人才的迫切需要，需要高校大力发展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

广东商学院于２００１年设置社会工作专
业，是华南地区高校第一批也是全国较早设

立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高校，至今已有７届
毕业生共２７６人。在师资知识结构、师资数

量、图书资料、教学设备等方面都能基本满

足该专业所必备的条件。近５年来，社会工
作专业在教学改革、实验与实习基地建设等

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学
校组织的特色专业评估中，获得总分第二

名。２０１０年８月，社会工作专业成功申请为
广东省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省教育厅拨款

和学校配套经费共计５０万元，有力地推动
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建设和发展。

一、人才培养方案

社会工作专业培养具有基本的社会工

作理论和知识，较熟练的社会调查研究技

能和社会工作能力，能在民政、劳动、社会

保障和卫生部门，工会、青年、妇女等社会

组织及其他社会福利、服务和公益团体等

机构从事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研究、社会行

政管理、社区发展与管理、社会服务、评估

与操作等工作的专门人才。

社会工作专业课程设计突出“应用”

性，同时正确处理单门课程建设与系列课

程改革的关系，做到课程特色明显，每一门

课程的教学内容、结构的优化，应服从课程

体系整体结构的优化，有完善的、符合本课

程教学目标的教学大纲、教案和课程教学

计划，建立相对稳定与动态更新相结合的

新型课程教学体系与教学大纲；改进考核

方法，增加课程考核的科学性、实用性，注

重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

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本专业的教学计划，依照“宽基础，活模块、

重实践”的原则，全面调整和优化课程设置

体系，实现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二、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是专业建设的关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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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争取５年内不断改善师资队伍结构，提
高师资队伍质量，到２０１５年建成一支素质
高，学历、职称和年龄结构优化，教学科研

能力强、水平高，相对稳定、富有创新意识

和创造精神的师资队伍。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适当扩大教师队伍。为满足专业建

设和学科发展需要，拟引进和外聘高职称、

高学历、低年龄的教师和知名人士来充实

师资队伍。到２０１５年，争取本专业教师达
到１６人左右。第二，优化师资队伍结构。
到２０１５年，本专业教授、副教授职称教师达
到１１人左右，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占教师总
数的９０％以上；教师平均年龄控制在４５岁
左右，从而实现师资队伍在职称、学历、年

龄等方面的优化组合。同时，根据社会工

作专业特点，鼓励年轻教师报考社会工作

师，形成一支“双师型”教师队伍。第三，全

面提高师资队伍素质和水平。一方面，通

过攻读博士学位、做访问学者、进修等方

式，帮助教师更新知识、开阔视野，不断提

高自身素质；另一方面，通过参加各种类型

的学术会议和学术讲座，开展广泛的学术

交流，使教师及时掌握本专业学术前沿的

最新动态和最新成果，紧跟学术和时代发

展步伐。

三、课程建设

课程建设是专业建设的载体，是突出

专业特色的依据。本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社会心理学》、《社会学概论》、《社会工作

概论》已先后建设成为学校精品课程。根据

本专业的特点和课程建设基础，重点加强

《社会工作概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个

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概论》等专业主

干课程的建设，根据建设状况择优推荐申报

省级、校级精品课程。确保建成校级精品课

程３门，省级精品课程１门，学校示范性课
程１门，落实省级特色专业建设。

进一步调整教学计划，开设自主创新

性课程《社会工作项目开发与管理》，把社

会工作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起来，使学生

尽早介入社会工作服务领域。

与此同时，为了突出社会工作专业重

实务的特点，拟聘用２～４名社会工作实务
骨干兼职担任专业课教师，直接参与专业

课教学或担任青年教师技术导师，聘请民

政、社会保障、共青团、妇联、社区、信访、福

利院、非政府组织等部门领导参与青少年

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残疾人社会工

作、社区社会工作等方向的课程教学，使特

色专业建设有可靠的依托。

四、教材建设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

识载体，是全面推进教学改革，实施素质教

育，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重要保证，

教材建设是突出专业特色的重要途径。社

会工作专业要注重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

力的培养，在严格选用国家级、省部级以及

面向２１世纪教材，确保教材质量的同时，积
极申请省级、校级教材建设立项。鼓励教

师自编新教材，适应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性、

多样性教学需要。

依托社会学重点扶持学科，从学科建

设出发，围绕特色专业建设，我们将组织教

师编写《妇女社会工作》、《工业社会工作》

等实务课程教材；开发３部专业特色（实验
实践）教材，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

和成绩评价，提高教学水平。同时主动有

选择地引进、翻译国外教材，并将本专业开

９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ＦＯＲ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ＡＷ 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ｏ．１ＳｕｍＮｏ．８７，Ｍａｒ．２０１２　　　　　　　　　　　　　　　　　　　

办十年来在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方面的成

果编辑出版，从而变被动选择为主动创造。

五、实践教学建设

自２００１年开始招收社会工作专业本科
生以来，在人才培养特色上，强化学生的专

业伦理意识、专业动手能力和公民的社会

责任意识，形成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一体

化的人才培养思路，强化三位一体的应用

型人才培养特色。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

了一套专业色彩鲜明和较成熟的教学体

系，建立了稳定的教学实习基地。

社会工作专业已建立了白云戒毒医

院、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青年干部学

院、广州市基督教女青年会、利康社会工作

服务社等６家校外实习基地。教学团队多
数成员成为具有行业资质的社会工作高级

培训师、社工师、咨询师和专业督导，达到

教学要求与行业规范的有机结合。对外开

展社会工作服务的平台“广州市羊城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乐翔社会工作服务社”于

２００９年开始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成为
吸纳社工专业实习生的实践教学基地。

为了进一步深化实验实践教学，我们

十分重视做好实践教学工作。一是安排学

生到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市内社区、民政部

门等与本专业相关的单位进行社会工作实

践活动。二是争取建立比较稳定的实习基

地８～１０个，制定比较完善的实习计划、实
习大纲、实习指导书等实习文件，并确保其

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使本专业成为广

东省重要的社会工作教学和研究中心，加

强社会工作专业在地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

设中的作用以及在华南地区同类专业中的

地位和影响。三是聘请有关党政机关、民

政部门和社区服务方面的优秀社会工作者

就“如何搞好社会工作”、“社会工作从业人

员的素质要求”、“社会工作的现状与前景”

等内容举行讲座，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

业观，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

为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和能力创造条件。

六、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

以现代教育思想为指导，重视学生在

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强调师生互动，充

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对

象，因材施教，改革“满堂灌”、“填鸭式”的

传统教学方式，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案例

分析等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为学生自主

学习创造更好的条件，努力培养学生获取

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系统、科学地规划和建设，将我校

社会工作专业建设成为办学特色鲜明、教

学质量高的特色专业。为珠三角经济社会

发展培养专业理论基础厚实、业务能力强

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适应《珠三角改革发

展规划纲要》与建设幸福广东、构建和谐社

会的人才需求，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和

实验实践教学，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和业务能力，每年培养１００名左右熟练掌握
社会工作专业技能的本科毕业生，使本专

业成为珠三角地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的龙头。

通过５年左右的努力，实现社会工作专
业从起步阶段到初步成熟阶段的过渡，形

成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并重、融入人文综

合实验教学的专业特色，力争把社会工作

专业建设成广东省高等学校示范性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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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教学中样本量

计算方法的比较

袁建文，李科研

（广东商学院经济贸易与统计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３２０）

　　摘　要：在设计抽样方案时样本量的确定是一个重要内容，确定样本量需要综合考虑精度、置
信水平、抽样方式、费用等多方面因素。为此，文章首先对费用一定误差最小或误差一定费用最少时

的最优样本量进行分析，然后利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样本量和设计效应研究复杂抽样的样本量，最后根

据社会调查的经验总结出针对不同总体规模和目的的样本容量范围，为抽样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统计学；抽样调查；费用与精度；最优样本量；设计效应

一、引言

样本量的确定是实施抽样的必要前提，如果样本量没有确定，那么抽样

调查的整个后继工作都没有办法进行。确定样本量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在抽样方法合理的前提下，样本容量越大，样本的代表性就会越好，但非抽

样误差也会越大，耗费的人力、物力也就越多，甚至难以完成。相反，如果样

本量太小，又会使调查结果抽样误差过大，影响调查的效果。因此，如何在

费用一定时使误差最小，或误差一定时费用最少，合理地确定样本容量是抽

样设计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保证抽样调查质量的基础。

关于抽样调查中样本量的确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定性

和定量两个方面。

首先，在定性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影响样本量确定的各种因素方

面。陈克明、宁震霖认为，在市场调研工作中，要根据抽样误差要求、多分析

目标的重要性排序和调查成功率等因素综合确定最终样本量［１］。贺前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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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总体内在差异性、估计精度、置信度、经

费、抽样方法、组织形式、总体参数估计方

法、调查回答率、调查的目的、性质、总体大

小、变量的个数都会影响样本量的大小［２］。

其次，定量方面，研究又可以分为理论

计算和经验判断两种类型。对于样本量的

理论计算，主要根据指标估计量的方差公

式和费用函数求解最优样本量—对于给定

的费用，使估计量的方差达到最小，或者对

于给定的估计量方差，使得总费用达到最

小的样本量。Ｎｅｙｍａｎ对于分层抽样各层单

位抽样费用相等情况下的分配表达式给出

了证明［３］。耿修林对整群抽样的最优样本

量进行了研究［４］。王文颖分析了多阶段抽

样的精度控制并且对样本量进行了计

算［５］。李进芳、郭海明运用经济学的观点

从精度的边际成本最小化和总误差最小化

角度分析了样本量的确定问题［６］。

另外，对于样本量的经验判断，Ｓｕｄｍａｎ

根据区域的大小给出了研究的样本量范

围。Ｇａｙ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给出了样本

量的范围［７］。袁方借鉴美国的民意测验，

给出了社会调查经验确定样本量的大致范

围［８］。

以上定量研究对于简单随机抽样和分

层抽样样本量计算的论述较多，对于整群

抽样、多阶段抽样和系统抽样目前还没有

一个为大家认可的计算方法，因此本文首

先对此进行研究，并对三大类确定样本量

的方法进行定量比较，得到的结论可用于

抽样调查实践中样本量的确定。

二、考虑精度和费用的

最优样本量计算方法

　　对需要用到的一些符号给出定义：用Ｃ

表示调查总费用，Ｃ＝ｃ０＋ｃ×ｎ，其中 ｃ０表

示与样本量无关的固定费用，包括调查的

组织、宣传、抽样框准备等费用；ｃ表示抽取

单个样本的平均费用，包括调查本身的费

用、差旅费以及数据处理费用等。带角标

的ｎ表示在总费用相同情况下所对应抽样

设计能够抽取的样本量。

选用总体均值估计量的方差 Ｖ（珋ｙ）来

对比费用相同情况下的误差，精度要求则

以Ｖ（珋ｙ）的上限 Ｖ的形式给出。则不放回

的简单随机抽样总体均值估计量的方差

为：Ｖｓｒｓ（珋ｙ）＝
１－ｆ
ｎ Ｓ

２，其中Ｓ２为总体方差，

抽样比ｆ＝ｎＮ。

本文主要讨论无放回情况下的等概率

抽样，包括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和整群

抽样，其他复杂抽样形式或其他估计量可

类比本文结论进行推导。

（一）简单随机抽样

简单随机抽样总体均值的抽样误差为

Ｖ（珋ｙ）＝１－ｆｎ Ｓ
２＝（１ｎ－

１
Ｎ）Ｓ

２，将该误差折

算成用货币表示的损失函数，则该损失函

数与误差大小成正比。记 Ｌ（ｎ）为损失函

数，令

Ｌ（ｎ）＝λＶ（珋ｙ）＝λ（１ｎ－
１
Ｎ）Ｓ

２，其中

λ＞０为常数。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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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期望费用函数为 Ｆ（ｎ）＝Ｃ（ｎ）

＋Ｌ（ｎ）＝ｃ０＋ｃ×ｎ＋λ（
１
ｎ－

１
Ｎ）Ｓ

２。对ｎ

求导，即
Ｆ
ｎ
＝０，解得ｎｏｐｔ＝

λＳ２

槡ｃ
，即为简

单随机抽样在同时考虑费用和方差情况下

的最优样本量，此时Ｆ（ｎ）取得极值。

（二）分层随机抽样

分层随机抽样总体均值的抽样误差为

Ｖ（珋ｙｓｔ）＝∑
Ｌ

ｈ＝１

Ｗ２ｈＳ
２
ｈ

ｎｈ
－∑

Ｌ

ｈ＝１

ＷｈＳ
２
ｈ

Ｎ ，其中ｎｈ为第

ｈ层（ｈ＝１，２，…Ｌ）的样本量，Ｓ２ｈ为第ｈ层

的群内方差，Ｗｈ为第 ｈ层的权重，根据

Ｎｅｙｍａｎ分配原则，即假设各层的单位抽样

费用相等，则费用函数可记为 Ｃ＝ｃ０ ＋

ｃ∑
Ｌ

ｈ＝１
ｎｈ，ｎ＝∑

Ｌ

ｈ＝１
ｎｈ。则构造目标函数如

下：

Ｃ′Ｖ′（ｎ）＝（Ｃ－ｃ０）（Ｖ（珋ｙｓｔ）＋∑
Ｌ

ｈ＝１

ＷｈＳ
２
ｈ

Ｎ ）

其中 Ｃ－ｃ０代表总费用中受样本量 ｎ

影响的部分，Ｖ（珋ｙｓｔ）＋∑
Ｌ

ｈ＝１

ＷｈＳ
２
ｈ

Ｎ 代表方差中

受样本量ｎ影响的部分。通过极小化目标

函数，就可以同时达到“给定方差下，费用

最小”和“给定费用下，方差最小”的效果。

Ｃ′Ｖ′（ｎ） ＝（ｃ∑
Ｌ

ｈ＝１
ｎｈ）（∑

Ｌ

ｈ＝１

Ｗ２ｈＳ
２
ｈ

ｎｈ
） ＝

［∑
Ｌ

ｈ＝１
（ ｃｎ槡 ｈ）

２］［∑
Ｌ

ｈ＝１
（
ＷｈＳｈ
ｎ槡ｈ

）２］ ≥ （∑
Ｌ

ｈ＝１

槡ｃＷｈＳｈ）
２

根据 Ｃａｕｃｈｙ－Ｓｃｈｗａｒｚ不等式，上式中

等号成立的条件是
ｃｎ槡 ｈ

ＷｈＳｈ
槡ｎｈ

＝
ｎｈ槡ｃ
ＷｈＳｈ

＝Ｋ，其中

Ｋ为常数。所以ｎ＝∑
Ｌ

ｈ＝１
ｎｈ ＝Ｋ∑

Ｌ

ｈ＝１

ＷｈＳｈ
槡ｃ
，

进而有最优分配比例
ｎｈ
ｎ＝

ＷｈＳｈ

∑
Ｌ

ｈ＝１
ＷｈＳｈ

。

当总体均值抽样误差给定时，把最优

分配比例代入误差公式 Ｖ（珋ｙｓｔ），得到

Ｖ（珋ｙｓｔ） ＝ ∑
Ｌ

ｈ＝１

Ｗ２ｈＳ
２
ｈ

ｎｈ
－ ∑

Ｌ

ｈ＝１

ＷｈＳ
２
ｈ

Ｎ ＝

（∑
Ｌ

ｈ＝１
ＷｈＳｈ）

２

ｎ －∑
Ｌ

ｈ＝１

ＷｈＳ
２
ｈ

Ｎ ，

从而有 ｎｏｐｔ＝
（∑

Ｌ

ｈ＝１
ＷｈＳｈ）

２

Ｖ（珋ｙｓｔ）＋
１
Ｎ∑

Ｌ

ｈ＝１
ＷｈＳ

２
ｈ

，该

样本量即为分层抽样 Ｎｅｙｍａｎ分配情况下

的最优总样本量。

（三）整群抽样

群大小相等时，整群抽样总体均值的

抽样误差为Ｖ（珋ｙ）＝１－ｆｎＭＳ
２
ｂ＝（

１
ｎ－
１
Ｎ）
Ｓ２ｂ
Ｍ，

其中珋ｙ为按次级单元考虑的总体均值，Ｍ为

群的大小，Ｓ２ｂ为群间方差。假设初级单元

和次级单元的单位抽样费用分别相等，则

费用函数可记为 Ｃ ＝ｃ０ ＋ｃ１＠ｃｈｎ＋

ｃ２＠ｃｈｎＭ，其中ｃ１和ｃ２分别为初级和次级

单元的单位抽样费用。将该误差折算成用

货币表示的损失函数，则该损失函数与误

差大小成正比。记 Ｌ（ｎ）为损失函数，令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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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λＶ（珋ｙ）＝λ（１ｎ－
１
Ｎ）
Ｓ２ｂ
Ｍ，其中λ＞

０为常数。

所以，期望费用函数为Ｆ（ｎ）＝Ｃ（ｎ）＋

Ｌ（ｎ）＝ｃ０＋ｃ１×ｎ＋ｃ２×ｎＭ＋λ（
１
ｎ－

１
Ｎ）

Ｓ２ｂ
Ｍ，对 ｎ求导，即

Ｆ
ｎ
＝０，解得 ｎｏｐｔ ＝

λＳ２ｂ
Ｍ（ｃ１＋ｃ２Ｍ槡 ）

，即为整群抽样在同时考虑

费用和方差情况下的最优样本量，此时 Ｆ

（ｎ）取得极值。

（四）二阶段抽样

在抽取相等数量的次级单元的前提

下，第一阶段抽样从总体的 Ｎ个初级单元

中抽取 ｎ个初级单元，第二阶段抽样从每

个被抽中的初级单元对应的Ｍ个次级单元

中抽取ｍ个次级单元。二阶段抽样总体均

值的抽样误差为如下形式：

Ｖ（珋ｙ）＝
１－ｆ１
ｎ Ｓ２１＋

１－ｆ２
ｎｍ Ｓ

１
２ ＝

１
ｎ（Ｓ

２
１－

Ｓ２２
Ｍ）＋

Ｓ２２
ｎｍ－

Ｓ２１
Ｎ，其中Ｓ２１表示总体初级单元

间的方差，Ｓ２２表示初级单元内的方差。

假设各阶段的单位抽样费用相等，则

费用函数为Ｃ＝ｃ０＋ｃ１×ｎ＋ｃ２×ｍ，其中

ｃ１和ｃ２分别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单位抽

样的费用。构造目标函数如下：

Ｃ′Ｖ′（ｎ）＝（Ｖ（珋ｙ）＋
Ｓ２１
Ｎ）（Ｃ－ｃ０）＝

［（Ｓ２１－
Ｓ２２
Ｍ）＋

Ｓ２ｓ
ｍ］（ｃ１＋ｃ２ｍ），记Ｓ

２
ｕ ＝Ｓ

２
１－

Ｓ２２
Ｍ，则根据 Ｃａｕｃｈｙ－Ｓｃｈｗａｒｚ不等式，

Ｃ′Ｖ′（ｎ）＝（Ｓ２ｕ＋
Ｓ２２
ｍ）（ｃ１＋ｃ２ｍ）≥（Ｓｕ ｃ槡１

＋Ｓ２ ｃ槡２）
２，当且仅当

Ｓｕ
ｃ槡１

＝
Ｓ２
ｃ槡２ｍ
时，等号

成立，此时 ｍｏｐｔ ＝
Ｓ２
Ｓｕ

ｃ１
ｃ槡２
为 ｍ的最优值。

将ｍｏｐｔ代入总体均值的抽样误差公式，得到

ｎ 的 最 优 值 ｎｏｐｔ ＝
Ｓ２ｕ＋

Ｓ２２
ｍｏｐｔ

Ｖ（珋ｙ）＋
Ｓ２１
Ｎ

＝

Ｓ２ｕ＋Ｓ２Ｓｕ
ｃ２
ｃ槡１

Ｖ（珋ｙ）＋
Ｓ２１
Ｎ

。

三、基于抽样效应的复杂抽样

方案样本量计算方法

　　复杂抽样设计通常混合多阶段、整群

或分层等多种抽样技术在内，若用前面提

到的思路求解样本容量颇为繁琐，一般借

助简单随机抽样的结果和设计效应来间接

得到，即：

ｎ＝ｎ ×ｄｅｆｆ，其中ｎ为复杂方案的样

本容量，ｎ为简单随机抽样的样本容量，

ｄｅｆｆ为设计效应—相同样本量下复杂方案

与简单随机样本下估计量方差的比率。

（一）给定误差限和置信度的简单随机

抽样样本量

根据简单随机抽样的总体均值误差公

式：Ｖ（珋ｙ）＝（１ｎ－
１
Ｎ）Ｓ

２，可以解出
１
ｎ＝

１
Ｎ

＋Ｖ（
珋ｙ）
Ｓ２
，用给定的置信度１－α和绝对误差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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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珋ｙ－珔Ｙ≤ ｄ替代目标抽样误差 Ｖ（珋ｙ），

则：

Ｐ｛珋ｙ－珔Ｙ ≤ ｄ｝ ＝ １ －

αＰ
珋ｙ－珔Ｙ
Ｖ（珋ｙ槡 ）

≤ ｄ
Ｖ（珋ｙ槡

{ }
）

＝ １ －

αＰ
珋ｙ－珔Ｙ
Ｖ（珋ｙ槡 ）

≤ｕα{ }２ ＝１－α，即有 Ｖ（珋ｙ）

＝ｄ
２

ｕ２α
２

，ｕα
２
为双侧百分位点。

总体方差 Ｓ２通常是未知的，否则就没

有实施抽样调查的必要了。但它又是计算

初始样本量时必须的，因此一般用以下五

种方法解决这一矛盾：利用先前的调查结

果和经验；利用预调查或试调查的结果；利

用同类、相似或有关的二手数据的结果；利

用某些理论上的结论（例如总体比例估计

Ｓ２＝Ｐ（１－Ｐ）＝０．２５）；利用富有经验的专

家的判断。

根据给定上述估计精度水平和总体方

差Ｓ２的估计结果，同时考虑总体规模 Ｎ的

大小，计算简单随机抽样方式及回答率为

１００％这两个前提条件下所需的初始样本

量ｎ：

ｎ ＝ １

（
１
Ｎ

＋ ｄ
２

ｕ２α
２
Ｓ２
）＝

Ｎｕ２α
２
Ｓ２

Ｎｄ２＋ｕ２α
２
Ｓ２
，即为

满足精度与置信度要求的简单随机抽样的

样本量。

（二）分层随机抽样

在按Ｎｅｙｍａｎ法则进行分配的分层抽

样中，总体均值误差的一个无偏估计为如

下形式：

ｖ（珋ｙｓｔ）＝∑
Ｌ

ｈ＝１

Ｗ２ｈｓ
２
ｈ

ｎｈ
－∑

Ｌ

ｈ＝１

Ｗｈｓ
２
ｈ

Ｎ ，其中ｓ２ｈ

为样本第ｈ层的群内方差。

相同样本量下的简单随机抽样对总体

均值估计量方差的一个无偏估计为如下形

式：

ｖｓｒｓ＝
Ｎ－ｎ
ｎ（Ｎ－１）［∑

Ｌ

ｈ＝１
Ｗｈｓ

２
ｈ－∑

Ｌ

ｈ＝１

Ｗｈｓ
２
ｈ

ｎｈ
＋

∑
Ｌ

ｈ＝１
Ｗｈ珋ｙ

２
ｈ－珋ｙ

２
ｓｔ＋ｖ（珋ｙｓｔ）］，其中珋ｙｈ＝

１
ｎｈ∑

ｎｈ

ｉ＝１
ｙｈｉ

为样本第ｈ层内均值，珋ｙｓｔ＝∑
Ｌ

ｈ＝１
Ｗｈ珋ｙｈ为样

本均值。

所以分层随机抽样的设计效应的估计

量为ｄｅｆｆ＝
∧ ｖ（珋ｙｓｔ）

ｖｓｒｓ
，即与简单随机抽样相同

精度和置信度要求下分层随机抽样的样本

量为：ｎ＝ｎ ×ｄｅｆｆ
∧
＝

Ｎｕ２α
２
Ｓ２

Ｎｄ２＋ｕ２α
２
Ｓ２
×
ｖ（珋ｙｓｔ）
ｖｓｒｓ

。

（三）整群抽样

当群大小相等且都为 Ｍ时，整群抽样

的总体均值误差的无偏估计为 ｖ（珋ｙ）＝

１－ｆ
ｎＭｓ

２
ｂ，其中ｓ

２
ｂ为样本群间方差。

相同样本量下的简单随机抽样对总体

均值估计量的方差的一个无偏估计为如下

形式：

ｖｓｒｓ＝
１－ｆ
ｎＭ ×

１
ＮＭ－１［（Ｎ－１）ｓ

２
ｂ＋Ｎ（Ｍ

－１）ｓ２ｗ］，其中ｓ
２
ｗ为样本群内方差，且ｆ＝

ｎ
Ｎ

。

所以分层随机抽样的设计效应的估计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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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ｄｅｆｆ＝
∧ ｖ（珋ｙ）

ｖｓｒｓ
，即与简单随机抽样相同

精度和置信度要求下整群抽样的样本量为

ｎ＝ｎ ×ｄｅｆｆ
∧
＝

Ｎｕ２α
２
Ｓ２

Ｎｄ２＋ｕ２α
２
Ｓ２
×ｖ（
珋ｙ）
ｖｓｒｓ
。

（四）二阶段抽样

当初级单元大小相等时，二阶段抽样

的总体均值误差的无偏估计为如下形式：

ｖ（珋ｙ）＝
１－ｆ１
ｎ ｓ２１＋

ｆ１（１－ｆ２）
ｍｎ ｓ２２，其中ｓ

２
１

表示样本初级单元间的方差，ｓ２２表示样本

初级单元内的方差，ｆ１ ＝
ｎ
Ｎ表示第一阶段

的抽样比，ｆ２＝
ｍ
Ｍ表示第二阶段的抽样比。

相同样本量下的简单随机抽样对总体

均值估计量的方差的无偏估计为如下形

式：

ｖｓｒｓ＝
１－ｆ
ｎｍ ×

１
ＮＭ－１［（Ｎ－１）ｓ

２
１＋Ｎ（Ｍ

－１）ｓ２２］，其中 ｆ＝
ｍｎ
ＭＮ为简单随机抽样的

抽样比。

所以二阶段抽样的设计效应的估计量

为ｄｅｆｆ
∧
＝ｖ（

珋ｙ）
ｖｓｒｓ
，即与简单随机抽样相同精

度和置信度要求下整群抽样的样本量为 ｎ

＝ｎ ×ｄｅｆｆ
∧
＝

Ｎｕ２α
２
Ｓ２

Ｎｄ２＋ｕ２α
２
Ｓ２
×ｖ（
珋ｙ）
ｖｓｒｓ
。

通过上述设计效应方法计算出来的结

果并不是最终的样本量，还需要根据有效

回收率、有效回答率和统计分析的要求进

一步调整样本量，有效回收率和回答率可

以根据预调查或历史资料进行估计，最后

还要权衡费用、时间和资源对样本量做最

后一次调整。

四、样本量的经验判断

上面计算最优样本量和复杂抽样方案

样本量的方法得到的结果只是一种理论上

的结果，其价值在于抽样设计阶段可作参

考和指导之用。在实践中除了众多的调查

项目以外，一般的社会调查研究中很少使

用高度精确的样本量理论值，因为一般的

社会调查所要求的精度并不是很高。随着

抽样理论的发展和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

应用，人们逐渐总结出一些针对不同规模

或不同调查类型的样本容量范围［９］，并因

其简便和易操作性逐渐称为样本设计的重

要参考。

调查范围 地区性调查 样本量为５００－１０００

全国性调查 样本量为１５００－３０００

调查目的 描述性调查 抽样比≥１０％

相关性调查 总样本量≥３０

经
验
样
本
量
的
范
围

因果关系调查 每组样本量≥３０

总体规模 １００人以下 抽样比为５０％以上

１００－１０００人 抽样比为５０％－２０％

１０００－５０００人 抽样比为３０％－１０％

５０００－１万人 抽样比１５％－３％

１万－１０万人 抽样比５％－１％

１０万人以上 抽样比１％以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经验样本量以范围

形式给出，原因在于影响样本容量的因素

是综合的，样本容量的确定必须建立在具

体问题具体对待的基础上，要以调查者所

要达到的各种调查目标以及费用、时间等

其他实际要素出发。

（下转第５９页）

６４



法商高教研究 ……２０１２年第１期（总第８７期）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１１６

■作者简介：江冰（１９５７），男，江苏人，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关于大学教师教书育人的

几点思考

江冰

（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３２０）

　　摘　要：以当前社会十分红火的微博为出发点，引出了对８０后９０后这一群体的探讨，分析了
这个群体的特征，探讨了教育者如何与他们沟通，以及如何从价值观上加强教育引导等问题。

　　 关键词：８０后９０后；教书育人；教育；沟通；主流价值观

一、从微博看８０后９０后

关于２０１０年开始红火中国大陆的微博有十大评价观点：１．微博媒体属

性更强；２．微博超出预期的发展速度；３．微博成政府官员必修课；４．微博信

息能自我净化；５．微博不是交际网而是消息网；６．强化反垃圾能力；７．完善

游戏规则；８．别人要追上我们难度很大；９．规模大了盈利很容易；１０．向新一

代互联网平台转变。２０１１年１１月我校的第２９期人文论坛，师生对话谈微

博，内容丰富，多面围观，极其活跃。试想一下，何时有更新的新媒体出现以

替代今天红火的微博呢？曾几何时，开心网偷菜已成昨日黄花，正是这种更

替，使得教师与学生一道伴随新媒体的出现而成长。

笔者近年在课题研究时，试图用“四个圆”来限制“８０后”概念，即大都

市、独生子女、现代消费、新媒体，笔者以为，四个圆相交的部分是８０后人群

中最具有代际特征的人群，笔者试图用对一个“金字塔”顶尖的关注，来回避

对于一代人研究的全面介入———这实际上也是笔者个人无能为力的巨大范

围———何况笔者一直想把研究限定在文学领域。但笔者的团队有社会学的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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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加入，他们注重实证研究和数据说话

的方式影响着笔者。我们在北京、上海、广

州三地十所大学的一系列问卷调查，使笔

者慢慢看到一个网络人群的浮现：即在

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９年之间出生的人群可以分

为“前８０后”和“后８０后”，正好网络上也

有“８５后”之称呼。笔者同时注意到互联网

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有“两个十年”：一是“技

术的十年”，一是“普及的十年”；前者是

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０４年，后者是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８

年。而１９８５年出生的人，正好在１４岁青春

期遭遇互联网在中国大陆一线城市进入家

庭。国外大量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个人是

否在青春期接触互联网，与他日后是否形

成各种思维方式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我

们暂时将研究人群的目光向后推移，９０后

开始进入视野，下限终于落在１９９４年，因为

他们的１４岁与２００８年重合。无论这样一

种界定如何需要在不断的质疑中去发展，

其实笔者都看到有一种力量在明里暗里地

推动着笔者和笔者所在的团队，那就是互

联网，就是网络，就是新媒体。可以断言，

没有互联网，没有网络等新媒体，就没有这

一代人。因为，８０后乃至９０后正是网络的

一代，新媒体的一代。新媒体是新一代人

成长的关键词。

二、今天的教师学者如何与学生沟通

如何在论坛的演讲中保持一种诚恳，

值得推敲。如何在维护社会正义感的前提

下，不高调？如何在维护道德观的前提下，

不拿纯洁度挤兑？如何在拥有较高智商的

前提下，不显摆智商优越感，的确是比诚恳

还要高一个层次的学者风度，这个风度考

验演讲者方方面面的品质。虽不能至，心

向往之。其实问题并不仅仅限于论坛的态

度，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教师如何与学生

进行沟通的问题，就拿文学教育来说，今天

发生了三种变化。

首先，价值观由一元向多元变化。社

会逐步开放，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自由

化，政治民主化，网络草根化，意见领袖民

间化，国外思潮的冲击，意识形态领域的相

对松弛和相对宽松，社会包容风气的逐步

形成，城市市民的兴起，世俗欲望的肯定，

日常生活美学的流行，崇高理想主义的消

解，社会精英的沉沦，传统伦理的质疑，宗

教信仰的缺失———所有这些社会变化，使

得价值观由一元趋向多元。

其次，社会结构由体制内向体制外变

化。１９９７年以后，大学生不包分配，体制内

地盘的缩小与市场化地盘的扩大，铁饭碗

被打破，终身制被放弃，人生依附性同时也

被消解。当然，另一种情况是社会不公的

现实依然如故，“考碗族”超过“考研族”，大

学生自主创业不到１％，大学生“蚁族”遍布

一线城市，８０后大学生实际上面临比前辈

更加严酷的生存环境：工作、房价、物价、医

疗、环境污染、信息爆炸等等。

最后，也是最不可忽视的是文学教育

的对象：８０后９０后“网络一代”在变化。代

际差异空前凸显，教师权威迅速消解，青年

一代对家长及成人世界和现行教育制度的

抵抗情绪愈加高涨。信息世界的开发，使

得大学生熟练掌握两套话语系统：对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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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者，中规中矩，争取好分数；面对自我，则

游戏狂欢，本我毕现；集体主义的放弃，个

人主义的崛起———“我时代”的到来，青春

期的叛逆，青年亚文化形成对一切正宗的

天然抵抗。具体到文学教育领域，表现为

一冷一热的“两极情绪”十分明显：对文学

经典冷，对青春文学热；对传统作家冷，对

非主流作家热；对大学讲台上的教授冷，对

网络青年“意见领袖”热。一句话，对传统

正宗的近于不讲理由的一律排斥，似乎有

一种“断裂”的文化现象存在。我在各大学

的几十场演讲几乎都遇到一个相近的问

题：为什么教授讲的我们都不喜欢，而我们

喜欢的教授都不讲？

受制于大社会环境的大学教育的小环

境，同样出现变化和动荡。传统的标准，经

典的示范，受到质疑，文学教育的明显滞

后，使得讲台上的说教变得愈加苍白无力，

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沟通也在形成障碍。

这是教师面对的现实与挑战，我们无

法回避，我们必须应对。

三、从对外宣传看主流价值观的

形成与建立

　　《南风窗》刊登的《国际传播的“短

板”》一文指出，中国社会自我认知的不定

性，加上国际媒体对“人咬狗”新闻的偏好，

导致我国媒体在国际传播上多是被动应

付，主动传播成为实践领域中的短板。在

主动传播中国形象时，因内容缺乏标准和

核心的话题体系支撑，媒体往往选择“和谐

社会”甚至是“熊猫”、“功夫”等政治话语

和具象性词汇。不必讳言，我们的跨文化

交际与传播，问题多多，除了技巧问题，背

后最为要紧的是价值观问题。在已有的媒

介和舆论的关系研究评价体系和指标中，

我们不难看到学者的纠结、挣扎和策略，果

然比文学更难，因为靠得太近，因为无法逃

避，所以更要把握分寸，但不要在纠结中冷

漠和放弃。

据说８０、９０后对政治的冷漠是世界范

围的普遍现象，是吗？我还没有看到真实

的数据。但冷漠也有两种：抵抗与放弃。

明白于此，我们或许可以在微博网络中找

到戏仿、娱乐政治话题的内在缘由，理解

８０、９０后参与政治的方式和用心所在。其

实搞笑中也可以分为有心和无心两类，或

称有情和无情两类，心态如此，自然会有表

现方式，自然会有属于 ８０、９０后的方式

出现。

笔者在国家课题研究中，看到了新一

代经历了从极端信仰到极端无信仰的精神

历程，价值茫然，信仰分散表现十分突出。

红色时代，共产主义曾经是唯一的信仰，但

中国社会历经几个历史时期，已经发生变

化。也许，说“信仰真空”、“价值真空”是过

头话，虚妄之言。但近日“８０后文学与文化

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８０后大学生对

何谓信仰并不十分明确，往往将一般价值

观与信仰划等号。笔者所主持的广东商学

院８０后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于２００９年进

行了一次完全由８０后大学生设计实施的问

卷调查———“广州地区高校学生信仰问题

调查”，此次调查以随机抽取的方式调查了

２００名大三、大四的学生，在一个“你认为当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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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大学生的信仰状况”的问题中，有４０．３％

的人认为大学生出现了信仰危机，关于信

仰主题具体数据见表１。

表１　信仰状况调查

信仰类别 宗教 国家 文化 权利 金钱 共产主义 祖先 道德 都没有

学生 ７．７％ ２９．％ ２６．５％ ７．１％ ９．７％ ８．２％ ９．７％ ３５．２％ １２．２％

　　从表１可以看出，受调查的学生普遍认
为自己有一定的信仰，但８０后学生并不清
楚信仰的概念。信仰是一种价值追求，有

其不可逾越的底线，它同信念、价值观等的

差别在于人们可以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任何

代价，而受调查学生未能对此进行深入地

考虑，将一般性的价值追求当成了信仰。

无论上述信仰主题的设计是否合乎学

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从表１可以看出，
受调查学生虽然普遍认为自己有信仰，但

在选择信仰时则出现较大的分歧，没有一

项信仰的比例超过 １／３，信仰主题相当分
散。一个民族或者社会的凝聚力源于人们

对某一价值观念的普遍认同，若人们的价

值选择太过分散，则难以有效面对共同的

危机或者挑战。这也许是中华民族在２１世
纪遭遇的最有挑战性的问题之一。

四、结语：我们面对的是新的中国

哲学家陈嘉映在《梦想的中国》中写

道：“我梦想的国土不是一条跑道，所有人

都向一个目标狂奔。差别只在名次有先有

后。我梦想的国土是一片原野，容得下跳

的、跑的、采花的、在溪边镯足的、容得下什

么都不干就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此言有

胸怀有温情，天地之大，包容万象。现实自

然比诗意的描述要严峻百倍，全球化、市场

化、网络化、民主化、个人化……

当代大学教育由此也就成为最具挑战

和变革需求的领域。

我们依然需要面对，需要思考，需要

行动。

我们将大有作为。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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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课堂教学手段

若干问题探讨

于敏

（广东商学院会计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３２０）

　　摘　要：多媒体已成为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它是网络和多媒体教学结合的产物。多媒体教学
手段将不断增加，方式将不断多样化，内容将不断丰富，最终使每个接受教育的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

的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各种综合运用多种媒体的计算机教学蓬勃

兴起，展现了教学手段新一轮改革的发展方向与强劲势头，传统课堂教学模式面临新的挑战。

　　 关键词：传统课堂教学；多媒体课堂教学；课堂教学手段

一、多媒体教学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冲击

近年来，在管理信息系统下各种综合运用多种媒体的计算机教学课件、

计算计辅助教学课件、计算机网上教学软件、远程计算机教学蓬勃兴起，展

现了教学手段新一轮改革的发展方向与强劲势头，利用多媒体技术对教学

手段进行改革正方兴未艾。多媒体教学的手段将不断增加，方式将不断多

样化，内容将不断丰富，最终使每个接受教育的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

方式和学习内容，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由于多媒体技术能够灵

活、动态地进行图形、图像的变换，利用多媒体教学就显得更直观、生动。因

此在课堂教学中利用多媒体教学能形象地展示教学内容，避免了教师在课

堂上长时间抽象讲述而导致学生收获甚微的现象发生［１］。

多媒体教学是一种授课模式，通常运用多媒体计算机并借助于预先制

作的多媒体教学软件开展教学活动。授课内容以文本、图像、视频等形式呈

现，将教学要求、教学内容、课程作业、教学课件等以超文本形式存放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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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中。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目标和教

学对象的特点，通过教学设计，合理选择和

运用现代教学媒体，并与传统教学手段有

机组合，共同参与教学全过程，以多种媒体

信息作用于学生，形成合理的教学过程结

构，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多媒体教室

是实施多媒体课堂教学的载体，它将计算

机应用到教学领域内，将声音、文字、动画

等媒体融合起来，为学生提供丰富生动的

教学素材，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２］。伴随

着计算机技术尤其是以计算机为核心部件

的多媒体技术迅速发展，为教学手段的改

革与提高带来了新的可能。

由于多媒体教学信息由文本、动画、声

音、视频等信息组成，图文并茂，而教师利

用多媒体教学课件在教学内容、形式和手

段等方面给学生提供多种感官的综合刺

激，这种刺激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调动学生获取知识的兴趣，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教与学的效

率。

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在教学内容方面，

教师备课的内容中有大量信息、新知识、新

热点、新问题以及各知识点之间的关联，但

仅凭有限的黑板区域和教学手段无法生动

地讲解。在教学手段方面，“粉笔加黑板”

是典型的传统课堂教学手段，教师在课堂

教学中不断讲解的同时还要兼顾着板书。

有些专业课程需要大量板书，造成教师颠

簸于写板书与擦黑板之间，既深受粉尘袭

害，又耗用有限时间，其结果是教师身心疲

惫。在教学效果方面，学生有两种表现，一

是有些学生课堂上的注意力不在听课上，

而是忙于埋头辛苦抄板书记笔记，忽视了

教师对专业知识内容的解释和理解，其结

果是手累脑空，容易造成读“死”书；二是有

些学生放弃抄板书记笔记，完全以听教师

对专业知识讲解为主，这就要求学生的注

意力高度集中，其结果是大脑易疲劳，假如

他既无记录又分散精力，容易使学生丧失

对该专业知识的学习兴趣。在教学形式方

面，在课堂中以教师讲授、学生听讲为主，

即便有课堂讨论，由于拘泥于教学手段、场

地、时间等限制，讨论的主题只能在事先规

定的范围内进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兴趣。如何充分利

用多媒体课堂教学对传统课堂教学注入新

活力，而又不失传统课堂教学中的精神，是

当前教学所面临的新问题。

二、多媒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它的两方面性，

多媒体教学的运用也同样如此。目前在多

媒体教学中，众多的“高、精、尖”多媒体技

术争抢课堂，造成多媒体“过多、过滥”的重

复使用。出现部分教师在教学上“板书不

用动笔（屏幕显示），讲解不用费劲（画面代

替）”，过分依赖多媒体教学课件，而那种一

边听讲述一边看板书的“实效性”教学没有

了。当学生对“声色并茂”的多媒体教学不

再好奇和新鲜时，教学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在教学内容和手段方面

教师在教学内容中注入大量与教学有

关的信息、新知识、新热点、新问题，全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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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电子课件后，很容易造成教学内容庞

杂，导致在讲授基础理论知识、基本方法和

基本内容上主次不清晰、重点不突出、结构

欠佳。虽然多媒体课堂教学手段的改善大

大改观了“粉笔加黑板”等传统课堂教学手

段所带来的一些弊端，多媒体教学手段的

应用显现了教学形式多样化、内容涵盖，版

面规范等众多优点，于是出现了有些教师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过分依赖多媒体的现

象，极少的板书或甚至不板书几乎在一定

程度上充斥着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中，使本

来作为辅助的多媒体教学逐渐成为教学的

主要手段。

（二）在教学形式方面

多媒体教学课件作为一个教学辅助软

件应充分发挥它的技术特点，能将现实中

原本为动态而在教材中只能静态描述的内

容重新以动态的方式显现出来。在制作这

样的教学辅助软件时，有时可能会过于追

求精美制作，注重界面友好，画面生动，操

作方便等。而忽略了知识之间内在的逻辑

联系，忽略了对课堂教学中教学方法与教

学经验的总结，忽略了在课堂上与学生之

间的互动、沟通等。甚至还有一些多媒体

教学课件在制作过程中存在“复制”现象，

使学生学习产生视觉疲劳。

（三）在教学效果方面

虽然多媒体课件具有可视、可听且便

捷直观的优势，但是随着它的普及，学生在

课堂教学过程中出现了过分依赖它们的现

象。在学习中对多媒体课件带来的大量信

息和知识点无所适从，加之随着多媒体教

学课件在课堂上的应用导致教师在课堂上

的板书骤减，那种心随眼到、眼随手到、手

随笔到的教学互动减少了，难于充分调动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了。

三、对多媒体教学的几点思考

现代教育是“三高教育”，即高质量、高

效率、高效益，其目的无非是提高教学质

量、教学效率和教学效益。多媒体教学是

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事物，影响多媒体教

学的因素很多，逐渐造成多媒体教学发展

的瓶颈问题，这些问题如不解决，多媒体的

建设将带有盲目性，影响其健康发展。本

文认为应该将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与现代化

课堂教学方式有机结合，依据教学大纲要

求规范教学内容，针对大学生的特点组织

专业理论课教学，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

等现代化教学辅助手段改进教学方法，达

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在多媒体教学中

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在教学内容和手段方面，及时更新教

学内容，将相关领域的高新技术介绍给学

生。既要确保教学大纲所要求的教学理论

内容，又要有围绕相应章节专业知识的社

会实证案例，教导学生在课堂上除了学好

专业知识外，还要学会关注社会发展动态

和经济发展趋势。理念性的问题由教师在

课堂讲授，学科技术性及实证案例问题由

多媒体课件完成。作为多媒体教学手段，

在汲取传统教学精华的基础上，应正确把

握多媒体课件的作用，端正教学目的，把务

求实效放在首位，合理地安排教学形式，倡

导利用黑板书写、问答对话等传统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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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同多媒体教学穿插进行，实行复

合式、立体式教学。

在教学形式方面，要求教师熟悉教学

大纲，精通教学内容，能够熟练灵活运用多

种现代化教学手段，同时让精通计算机应

用的教师负责制作电子教案。在具体制作

电子教案时，电子教案的使用应既方便教

师的讲授，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力

避只重视电子教案的图形颜色、背景变换

的多样性、插入图象的趣味性、声音标准化

而忽视了教学内容的弊端。

教师在进行多媒体课堂教学中，应充

分利用多媒体课堂所提供的硬件和软件设

施，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融合传统教

学中教师对专业问题条分缕析、层层深入、

水到渠成的传统教学方法，达到教师手到、

笔到、嘴到和学生眼到、心到、脑到同步互

动，这样的教学方法是多媒体无法代替的。

当然，作为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自有

其许多优势，我们不但不能排斥，而且应该

加以充分利用。

对多媒体网络教学效果评价方面，要

看多媒体网络教学的教学质量、教学效率

如何，多媒体网络教学的效果主要应由教

师和学生评价［３］。但考虑到教师和学生本

身就是教学活动的参与者，如果多媒体网

络教学效果只由他们评价，所得出的结论

难免带有片面性，另外由于他们分别处在

教学活动的单个方面，所得出的结论会有

局限性，因此多媒体网络教学效果评价的

主体应由教师、学生和同行专家构成。

总之，关于多媒体技术在教学领域中

的使用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例如，如

何把握好形象化教学与抽象思维能力培养

的度，如何在新的教学手段下发挥教师教

学的创造性，如何将传统教学手段的优点

与多媒体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等都值得深

入地研究。

［１］吴紫彦．教育蓝图［Ｍ］．广州：广州出版社，２００８：６．

［２］催也光．网络时代会计时空观［Ｍ］．会计研究，２００４（７）：２３

２６．

［３］傅元略．网络会计［Ｍ］．上海：立信出版社，２００４：５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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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１０６

■作者简介：谢华汉（１９７４），男，广东信宜人，广东商学院政治与教育学院讲师。

信息社会背景下大学生

课堂笔记研究

谢华汉

（广东商学院政治与教育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３２０）

　　摘　要：大学课堂存在主动记笔记学生少、记笔记内容少、抓课堂笔记任课教师少等“三少”状
况。造成学生不愿意记笔记的主要原因是学生怠惰心理，很多学生根本不懂得怎么记笔记。另外，课

堂上存在着老师照本宣科的情况也是学生不愿记笔记的重要原因。虽然大学课堂普遍采用多媒体、

网络等方式进行辅助教学，课堂笔记之于大学生学习、成长仍有其独特的价值，需要师生共同重视这

一传统的学习方式。

　　 关键词：课堂笔记；大学生；信息社会

　　在现代信息社会条件下，大学课堂普遍采用了多媒体、互联网等现代信

息技术辅助教学，学生学习的方式多样化，记笔记这种传统的方法是不是有

必要继续发扬？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及有关调查进行探讨。

一、大学生记课堂笔记的现状

在笔者多年教学工作中，发现学生主动记笔记的不多。虽然笔者每学

期上第一次课就提醒他们要记课堂笔记，但不少学生对此事充耳不闻，部分

学生开始几周应付一下，但真正坚持下来的凤毛麟角。与笔者读大学时学

生普遍记笔记的情况相比，现在大学生在这方面的表现可以说有天壤之别。

笔者于２０１０年春季正式把课堂笔记列入课程考核之中，其评分占总评

的１０％，开学第一次课便将此规定及评分标准告诉学生，此后的几周上课也

多次提及。其中特别强调，笔记所记的内容除课件外，更要注重课件没有的

而老师在讲课信息中包含的信息的捕捉，以及自己对老师讲课内容的即时

思考。到第７周，笔者检查了３个班共２１５名学生的笔记本，结果有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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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未能提交；２２３％的学生记录的内

容很少，可以看出纯粹是为了应付检查，前

两者加起来占了一半。余下的一半，也基

本上是把课件上的部分内容抄下来，至于

课件上没有的，极少有学生能记录，更不用

说有自己的思考了。一直到期末，仍然有

１４位学生（约占７％）坚持不记笔记，放弃

了笔记这部分的成绩。

为了全面了解大学生记笔记的现状，

笔者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对广东省６所高校的

９６名在校学生作了问卷调查。这６所学校

分别是：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

东商学院、广东医学院、广东工业大学、阳

江职业学院，学校的层次类型包括了２１１高

校、普通高校和高职院校等。在被调查对

象当中，男生占５６２％，女生占４３８％，涵

盖了大一至大四４个年级，专业包括经济、

管理、法学、文学、理学、工学、艺术、医学

等，统计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软件，调查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调查结果显示，学生的学校、

年级、性别、专业等因素并没有明显的差

别。对大学生记笔记现状考察的问题主要

有４个，结果如下：

１．在老师不要求的情况下，你记笔记

的课程类别是（多选）：

选项
所有的

都不作
专业课 选修课

思想政治

理论课
英语课

百分比 ９．４％ ６７．７％ ３５．４％ ２２．９％ ３６．５％

　　２．大学期间你有多少本值得保留的课

堂笔记本？

选项 一本也没有 １－５本 ５－１０本 １０本以上

百分比 ２９．２％ ５３．１％ １０．４％ ５．２％

　　３．你之所以记笔记，最主要是因为（最

多选２项）：

选项
是自觉学习

的一种习惯

这个老师讲课的

内容很有价值

因为课

程重要

老师评

分要求
其他

百分比 ２９．１％ ６８．７％ ３６％ ６．３％ １％

　　４．在大学期间，有多少老师要求学生

记笔记？

选项 从来没有 １－５个 ５－１０个 １０个以上

百分比 １７．７％ ６６．７％ ５．２％ １％

　　从上可以看出，很多大学生并没有把

记笔记作为重要的学习方式。从调查中可

以概括为以下“三少”：（１）主动记笔记的学

生少。大学本科４年学生需要修一百多个

学分，每学期一般都有七八门课，如笔者所

在的学校，每个专业都要修１４０多个学分，

大学４年总共有五六十门课。而学生对所

学课程记了笔记的，大多是 １－５本，占

５３１％，１０本以上的连 １０％都不到，将近

３０％的学生一本都没有。（２）在记笔记学

生中能记的内容少。他们学习的功利性相

当强，“选修课必逃、必修课（专业课）选逃”

在记笔记方面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３）

真正抓课堂笔记的任课教师少。大学４年

要修五六十门课程，任课老师起码有五六

十人，但真正把学生的课堂笔记当回事的

老师寥寥无几。

二、学生不做课堂笔记的原因

学生为什么不记笔记？笔者在调查中

用专门的问题做了考察：你之所以不记笔

记，最主要是因为（最多选２项）：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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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现在采用多媒体教学，没必要 老师照本（教科书、ＰＰＴ）宣科 不懂得怎么记笔记 有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不喜欢记笔记 其他

百分比 ２０．９％ ６１．５％ １０．４％ ３４．３％ ４．２％

　　为了深入探讨学生不做课堂笔记的原

因，笔者再于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８、１９日，在自己

任教的“伦理学导论”课结束时，向两个班

１１０位学生问了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对记

笔记，我想对老师提的意见”，有６０多人反

馈了其真实的想法，其中有不少学生对这

一做法给予了肯定，也收集了许多不同的

意见。从以上两个调查，可以把学生不记

笔记的主要原因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一）学生对待学习的怠惰心理

在问卷中，被调查者很多人选择了“现

在采用多媒体教学，没必要”，“有一套自己

的学习方法，不喜欢记笔记”，这其实是学

习上的一种怠惰心理。而在学生的反馈

中，他们为自己不记笔记找了各种借口。

（１）直接否定记笔记这种学习方式，他们认

为“笔记多少并不能体现学生学到多少东

西”，“不要再记笔记，伦理学只是长知识，

且通俗易懂，无需记笔记”。（２）认为把笔

记列入成绩考核会打击学习的积极性，没

必要用平时分来要求学生记笔记、有被迫

的感觉，反而让同学们以功利态度去对待

学习。（３）拈轻怕重，在认识上承认记笔记

可以加深对知识的学习，但这样的方法是

挺重的负担。（４）以老师上课翻阅课件太

快、课件质量不够好为借口不记笔记。（５）

认为记笔记就是“抄”，希望老师不要太注

重学生记笔记的数量而应该看重笔记的内

容，认为笔记不在于多，而在于深入，在于

精。

（二）学生不懂得怎么记笔记

笔者第一次全面认真查阅学生的笔记

本时，发现大部分学生不知道怎么记笔记，

即使是三四年级的学生也好不到哪里去。

普遍的问题是笔记的内容少，大部分学生

基本上都是被动地抄了一些课件上的标

题，基本上没自己的思考。有些学生记录

得慢，字迹很工整漂亮；有些则记录随意，

看不出老师上课的思路。在反馈的意见当

中，有些学生希望老师上课讲到重点时，提

醒他们记笔记，在翻阅课件时留点时间给

他们抄。很多大学生的学习方法还是高中

那一套。这也不怪他们，大学确实并没有

教给他们如何记笔记。在笔者的调查问卷

中有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老师或师兄师

姐给你讲过怎么记笔记”？２７１％的人回

答“从来没有”，５７３％的人记得“有老师

非常简单地提过”，“有老师比较详细地讲

解过”的只有１３５％。

（三）老师上课照本宣科

现在的大学课堂，除了学生学习动机

不强外，任课教师讲课质量不高也是一大

问题，老师上课照本宣科、照课件念的情况

并不少见。６１５％的学生回答为什么不记

笔记这个问题时，选择“老师照本（教科书、

ＰＰＴ）宣科”这个原因最多。笔者于２００７年

曾经对大学生做过一次调查，表示没有逃

过课的学生仅 ７７人，占 ２４９％，而高达

７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ＦＯＲ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ＡＷ 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ｏ．１ＳｕｍＮｏ．８７，Ｍａｒ．２０１２　　　　　　　　　　　　　　　　　　　

７５１％的学生都有逃课的经历。虽然有些

学生没逃课，但是“心在曹营身在汉”的人

也不在少数，这种情况称之为隐性逃课。

有３７５％的学生认为上课的学生当中超过

一半的学生属于隐性逃课［１］。在连上课都

不愿意的情况下，要求他们认真记笔记，也

是勉为其难。

三、促进学生记课堂笔记的方法和对策

（一）认识课堂笔记之于大学生学习、

成长的价值

在传统非信息时代的教学当中，学生

对知识信息的获取，主要是靠教师的传授，

在课堂上把教师所讲的内容快速记下来，

是学习的主要方式。培根也说过，“写作与

笔记使人精确”，俗语也讲“好记性不如烂

笔头”。而现代信息社会条件下的大学课

堂，普遍采用多媒体及网络等多种教学手

段，学生直接拷贝一份课件和讲义就包括

了课程的主要知识，网络上的丰富资料比

课堂上教师传授的丰富得多，传统的记笔

记学习方式好像可以抛弃。但笔者对这样

的说法不苟同，无论外在的学习方式如何

变化，学生的学习仍然是从外界获取信息，

然后使之内化，记笔记的方式仍不可代替。

能锻炼人快速获取信息的能力是记笔

记最重要的作用。人们认为网络提供的才

叫信息，这是一种误解。信息无处不在，人

们用书写这种方式把外界的音、像快速记

录下来，其实就是记笔记。关于笔记的功

能，心理学界认为主要有贮藏功能和编码

功能［２］。记忆心理学认为，瞬时记忆要进

入短时记忆，必须进行编码，记笔记就是一

种编码，它能快速地把老师讲课的东西转

变为自己的东西。学生课后可以精确的去

学习老师的讲义、课件和其他有关知识，但

短短的课堂宝贵时间为什么不好好利用

呢？况且，一个老师讲课的思路、案例、推

导等也不一定能很明晰地体现在讲义和课

件上。其次，学生在记笔记的过程中，能使

自己集中精力听课，同时训练一种对学习

的坚持品质。学习与娱乐不同，很多课程

的学习可能是枯燥的，而人的注意力也容

易分散，克服自身的怠惰和外界的诱惑，记

笔记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大学生在学校

锻炼了快速捕捉现场信息的能力，训练了

学习的坚持性，这就是增强了自己的素质。

（二）教师对学生记笔记的辅导

很多学生认为，在多媒体教学中，老师

要求记笔记就是抄课件，抄得多，老师给分

就高。如何记笔记，记什么，是大学教育的

一项重要任务。笔者认为，对大一新生，应

该开设如何记笔记的讲座，举办优秀笔记

展览，任课教师在课堂上首先要教给学生

这种学习方法。

具体来说，记笔记也因人、因课程不同

而不同。有学者归纳，课堂笔记主要记载

以下几方面的内容：（１）记提纲，即记录老

师上课内容的纲目；（２）记补充，即记录老

师对课程内容的补充；（３）记新观点，即记

录在课堂上自己与老师思维碰撞的火花，

在听课中产生的许多新观点和想法；（４）记

方法，即记录教师在讲解时运用的技巧、方

法和思路；（５）记“疑惑”，即记录对老师课

堂讲解有怀疑的地方［３］。笔者把笔记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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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考核项目后，专门对学生讲解了如

何记笔记，并复印笔者自己大学期间的笔

记以及往届学生的优秀笔记供学生传阅，

在网络辅助课程里面提供了大量如何记笔

记的资料，检查了学生笔记后进行评讲。

在期末对他们进行的问卷调查中，９４４％

的学生都认为通过记笔记的方式，“加深了

对知识的掌握，积累了一定的内容”，只有

５６％的学生认为“除了应付检查得到成

绩，其他的无收获”。因此，教师需要真正

把学生的课堂笔记重视起来，这对促进学

生学习进而提高他们的素质很有帮助。

［１］谢华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逃课对策探析［Ｊ］．经济与

社会发展，２００８（２）：１９３１９４．

［２］胡进．关于笔记策略的研究综述［Ｊ］．心理学动态，２００１（１）：

４７５１．

［３］郭媛，朱刚琴．论课堂笔记及其生成作用［Ｊ］．辽宁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３）：

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

８９９１．

（上接第４６页）

五、结论

在实际抽样方案设计过程中，要首先

根据抽样范围、目的和经验样本量给出样

本量的大致范围，然后再综合考虑精度、置

信度、费用等要求，根据抽样理论计算最优

样本量或复杂抽样方案样本量。最后，要

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利用历史调查和预调查

的信息资料，在理论计算的“绝对数量”基

础上确定更为合理的样本量区间，增强抽

样调查在实践过程中的灵活性和可操

作性。

［１］陈克明，宁震霖．市场调查中样本容量的确定［Ｊ］．中国统计，

２００５（３）：２３２７．

［２］贺前龙．市场调查中样本量确定的影响因素［Ｊ］．统计与决策，

２００５（２）：３２３５．

［３］杜子芳．抽样技术及其应用［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２１２４．

［４］耿修林．整群抽样审计时样本容量的确定［Ｊ］．审计研究，２００７

（６）：２９３４．

［５］王文颖．多阶段抽样的精度控制及样本量计算［Ｊ］．统计研究，

１９９７（５）：３６３９．

［６］李进芳，郭海明．样本量确定的经济学分析［Ｊ］．统计与决策，

２００９（１９）：４１４５．

［７］弗洛德·Ｊ·福勒．调查研究方法［Ｍ］．重庆：重庆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６：７９８１．

［８］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５３０．

［９］杜智敏．抽样调查与 ＳＰＳＳ应用［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０：１２８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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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２２７

■作者简介：廖丽霞（１９６０），女，重庆人，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秘书职业资格认证考试琐谈

廖丽霞

（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３２０）

　　摘　要：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考试制度。秘书职业资格认证考试有其自
身的特点、内容和考试方式，本文就此作一些介绍，希望对我校的相关学生有所?益。

　　 关键词：秘书职业；资格认证；考试方法

　　秘书作为当今的一种社会职业已经非常普遍。１９９８年，国家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颁布了《秘书职业资格鉴定试点工作方案》，提出在我国推行秘书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规定秘书职业从业人员要经过秘书职业考试，取得证书

后才能从事秘书工作。秘书职业资格证书是我国第一个全国统考的职业资

格证书，它是秘书职业从业的资格认证，是秘书行业入门的标准证书。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就业制度的一项内容，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考

试制度。当今社会就业竞争十分激烈，本科生除了获取本专业学士学位证

书之外，职业资格证书也成为就业市场的一个通行证。笔者主持了９年的

秘书职业技能等级鉴定考证教学工作，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就业率，充分发

掘其自我潜能，加强高年级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和训练，培养更能适应社会

需要、熟练从事秘书管理工作的实用型人才，现就此谈点体会。

一、秘书职业资格鉴定考试特点

从１９９９年开始，我国在包括广东在内的十个省、市、区开展秘书职业资

格鉴定考试，每年举行两次（５月和１１月）。认证考试执行“五统一”，即统

一标准、统一教材、统一命题、统一证书、统一管理，以保证秘书职业资格认

证的规范性。其特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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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用性
秘书职业技能等级鉴定证书考试重视

秘书职业意识和技能训练，突出现代化办

公所需的信息技术运用和高效沟通能力，

考试涵盖范围广泛，主要包括信息技术、办

公现代化设备的使用，沟通服务及办公室

管理，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二）先进性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广东省劳动

和社会保障厅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织

和管理的智能化考试体系是具有国内领先

水平的考试系统。统一进行计算机测试，

内容既有常规单选题和多选题，还有技能

测试、文书写作和案例分析等题。试卷统

一送上海由计算机进行测评改卷。

（三）权威性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职业技能鉴

定指导中心是广东省的职业鉴定等级考试

培训机构，负责组织和管理全省的所有职

业鉴定考试及颁发职业鉴定等级考试证

书，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二、秘书职业资格鉴定考试目标

该目标突出以职业活动为导向，以职

业能力为核心的指导思想。结合最新秘书

工作理论与实践经验，突出职业培训特色。

秘书职业证书等级分为秘书和涉外秘书两

个种类，４个等级：即职业资格五级（初级）、
四级（中级）、三级（高级）和二级（技师）。

职业资格秘书的４个等级分别要求如
下：

五级：要求能够运用基本技能独立完

成本职业的常规工作，如会议筹备、事务性

工作、接待工作、办公室日常事务管理、办

公用品及设备的使用、信息工作、文书拟写

及收发文处理、档案工作等。

四级：要求能够熟练运用基本技能独

立完成本职业的常规工作，还能够运用专

门技能完成较为复杂的工作，并能够与他

人合作等。

三级：要求能够熟练运用基本技能和

专门技能完成较为复杂的工作、非常规性

工作，独立处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并指导

他人工作或协助培训一般操作人员等。

二级：相当于行政总监，有相对独立的

管理责任和权利，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

要求能够熟练运用基本技能和专门技能完

成较为复杂的工作、非常规性工作，掌握本

职业的关键操作技能技术，能够独立处理

和解决技术或工艺问题，在操作技术方面

有创新，组织指导他人工作等。

三、秘书职业资格鉴定考试内容

考试内容包括基本要求和工作要求两

大部分，分别从理论和技能两方面进行考

核。涉外秘书增加外语能力考核，包括英

语听力、写作等语言能力。

（一）基础知识题

包括职业道德、文书基础、办公自动化

基础、沟通基础、速记基础、企业管理基础、

相关法律与法规知识。

职业道德考核由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

择题组成，占考核总分的１０％。基本知识
试题含基本要求和工作要求，占考核总分

的９０％，由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组成。
以上两类题共１２５道题，组成第一份试卷和
第一场考试，考试时间为 ９０分钟，满分为
１００分。

（二）综合技能实务题

工作要求部分是秘书的基本工作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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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流程，从办会、办事、办文提出了秘书各

项工作的规范及要求。包括会议组织、事

务性工作、办公室日常事务、信息工作、文

书拟写及处理、档案工作等。

考题设计一种工作情景，要求考生去

解决。主要考核考生对专业知识的熟悉程

度和整体观察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业务技巧和实践经验。综合技能实务题共

２大题，该部分考核占总分的５０％。
（三）工作情景录像题

通过观看实际工作场景录像，找出录

像中的正、误操作点并准确表达出来。该

部分考核占总分的５０％。工作情景录像题
共２大题。

以上两类题组成第二份试卷和第二场

考试。考试时间为１２０分钟。满分为１００

分。两场考试共计２００分。
（四）涉外秘书外语

考试时间为９０分钟，由听力、选择、翻

译和写作等四类题组成。这是第三场考

试，满分为１００分。

四、秘书职业智能化考试方式

本考试是在考试机上进行的，为便于

考生快速熟悉机考方式，尽快进入答题状

态，考生登陆考试机后，系统将自动播放一

段关于如何进行机考的模拟视频。考生从

视频内容中不仅可以了解本次考试可能出

现的题型，如何答题等操作演示，而且还可

以缓解考生的紧张情绪。考试机视频演示

如下图所示：

（下转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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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２１４

■作者简介：李星（１９８１），女，湖南邵阳人，广东商学院旅游学院讲师，博士。

《会展风险与安全管理》课程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改革思路

李星

（广东商学院旅游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３２０）

　　摘　要：随着会展业的快速发展，会展风险管理在会展活动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基于风险管
理的特点，本文分析了《会展风险与安全管理》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该课程的教学改革思路。

　　 关键词：会展风险与安全管理；教学；改革

　　近年来，会展业在中国发展很快，全国各地，不论是会展场馆建设还是

会展项目建设都进行得如火如荼。会展业专门人才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

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１］。高校作为培养会展类人才的主要场所，既需要有

数量的增加，更需要有质量的提升方能满足会展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于风

险无处不在，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大工业化背景下，风险管理已成为政

府、企业、家庭和个人预防、减少风险事故发生、降低损失程度的重要管理方

式。因此，《会展风险与安全管理》课程就必然成为高校会展专业的一门基

础理论课，同时，它也是一门较新的前沿课程，具有理论性强、研究内容广、

难度大等特点，难教、难学和难提高成为这一课程教学中的薄弱点［２］。如何

结合该课程和学生特点、教学资源，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积极探索《会展风险

与安全管理》课程教学的新思路、新方法，成为摆在每一位该课程任课教师

面前的首要问题。积极探索和推进该课程的教学改革，对于加快培养优秀

会展业专业人才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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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会展风险与安全管理》课程是管理学

的重要课程。它是以管理学为基础，以了

解会展业风险机理为前提，综合分析会展

过程中的风险与安全的一门课程，具有很

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３］。

作为会展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该课

程学习的主要目的在于：让学生学习理解

与会展管理领域密切相关的会展风险管理

基本原理与方法，掌握会展风险识别和会

展风险衡量若干定量分析技术，能用会展

风险管理原理制定会展风险管理计划。学

习正确理解会展风险管理的基本概念，掌

握会展风险管理的整个过程；掌握会展风

险识别、风险衡量、风险处理的基本方法；

掌握会展风险控制、风险财务处理、风险保

险转移的基本方法和特点，熟悉会展风险

管理决策的基本方法；了解会展风险管理

信息系统。

在今天这样一个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时

代，会展专业毕业生若不懂得会展风险管

理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不掌握会展风险识

别和风险衡量若干定量分析技术将无法适

应社会的发展。所以，学习《会展风险与安

全管理》课程可以树立学生的会展管理理

念，为学生毕业后早日适应社会奠定良好

的基础。

二、存在的弊端

　　我国会展风险管理起步较晚，而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对风险管理的研究几乎是

空白。随着保险业务的恢复，我国学术界

逐步从引进、吸收到综合深入地研究这个

问题。目前，会展风险管理正向新的阶段

发展，但还缺乏系统性，主要侧重于理论和

数理分析，而对风险管理在实践中的应用

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４］。通过深入考察

《会展风险与安全管理》课程的教学实际，

并分析学生对教学效果的反馈意见，我们

发现当前《会展风险与安全管理》课程的教

学存在着难教、难学和难提高的问题，究其

原因可简单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学生数理基础薄弱

《会展风险与安全管理》课程作为一门

复杂、系统的课程，重理论分析，章节安排

逻辑性强，知识体系庞大又互相关联，有相

当多的概念、定律、原理、分析。加之《会展

风险与安全管理》课程涉及的风险衡量、风

险控制以及风险财务处理都包含许多数学

公式、理论模型，这些与高等数学密切相

关，而大部分高校的会展专业都没有开设

高等数学课程。这样一来，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若涉及到数学公式、图形就分外吃力。

此外，会展专业学生主要是文科生，数学基

础普遍不好，对数学有与生俱来的畏惧感，

这就出现对《会展风险与安全管理》课程学

习热情不高的现象。

（二）学科资源匮乏

《会展风险与安全管理》课程以风险管

理为基础，理论性和逻辑性强，要让学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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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理解一些原理、模型，就必须运用大量的

数据和案例。但是，由于会展业本身透明

度不高，许多资料与数据难以获得，从而造

成了案例数据分析上的困难。因此，对于

《会展风险与安全管理》课程的教学，还是

采取传统的理论教学模式，即以教师的教

为主的全包制教学形式。这种教学模式最

大的弊端在于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状态，教

与学缺乏互动，学生的主要精力投放到记

录、整理和背诵课堂笔记上，只满足于理解

和记忆教师讲授的会展风险与安全管理原

理，很少主动去学习和研究原理背后的原

因，更谈不上独立调查、分析、解决现实问

题。所以在老师完成了课本上的教学内容

之后，学生虽然学完老师课堂上讲的东西，

但如何真正运用会展风险管理来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还是很差。

（三）教材内容单一薄弱

《会展风险与安全管理》课程的教材建

设远远滞后于我国会展经济的发展。近年

来，虽然出现了一些著作，但是与我国会展

急速发展的现实和会展专业建设的需要相

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还不能有效满足教

师和学生的需要。目前我们选用化学工业

出版社出版的《会展风险管理》作为会展专

业本科生的教材，该教材虽然属于“普通高

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但其内容仅包

括一般的风险管理理论，缺乏对会展业的

风险与安全的介绍，且教材内容偏弱，理论

联系实际太少，联系会展风险的实际就更

少，这就使教和学都比较抽象、乏味，淡化

了课程的魅力。

三、改革思路

　　（一）调整课程体系

数学是重要的理论研究工具，也是实

证分析中不可缺少的研究方法。微积分、

线性代数、概率与统计等课程作为高校重

要的基础课程，是众多学科共同使用的、精

确的科学语言，对学生后继课程的学习和

思维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对

于管理专业的学生而言，在学习风险管理

课程前，前期课程已经开有《高等数学》、

《统计学》、《会计学》、《保险学》、《投资学》

等课程。如前所述，《会展风险与安全管

理》课程中包含了大量的数学公式和数学

模型，若能够多开设几门数学方面的基础

课程，就可以为学生学习《会展风险与安全

管理》课程打下良好的数理基础，从而可以

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与学习欲望，使学生

的专业知识得到完善和深化。

（二）增加案例教学内容

会展风险管理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

风险分析，包括会展风险识别和会展风险

评价。二是会展风险控制。整个过程涉及

到解决会展业经营、管理、服务中出现的所

有问题，课程内容较多，范围较广。然而这

门课教学时间有限，课程内容要求在一个

学期内完成，这就给教学内容的选择带来

一定的困难。在仔细研究本专业的课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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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课程内容、保证基础理论和重点、难点

内容得以讲授的前提下，我们对教学内容

进行了合理的取舍，避开复杂的数学公式，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阐述会展风险管理

的方法和最新进展。同时，结合本专业开

设的其它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等课程的教

学内容，对其它内容如会展策划风险仅作

简要概述，既克服了课程内容多学时少的

矛盾，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本课程

的主干和精华，同时又避免了各课程内容

间不必要的重复，提高了教学内容的新颖

性［５］。

案例分析是《会展风险与安全管理》课

程教学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是课堂上师生

之间的互动，也是任课教师教学方法成功

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案例教学，可

以使会展风险管理原理具体化、生动化，激

发学生对会展风险与安全的关注和思考。

风险无处不在，会展风险同样如此，因此实

践性很强，课堂中所讲的许多内容在现实

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它的表现形式。目前，

国内出版的各类风险管理学教材或专著中

经典的案例并不少见，但仅仅分析风险案

例还不够，应当把风险管理学与会展相结

合，与本区域会展业的热点问题相结合。

这种案例分析同时也给学生带来观察会展

活动中新的风险与安全现象的新视角，有

益于学生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决实际

生活中的风险问题，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

结合案例，学生可以对该学科有更为感性

的认识。

（三）推动电子实验教学，鼓励学生进

行社会实践

长时间地运用一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

段会使学生兴趣减退，学习效果降低。因

此，教师应根据学生的特点，采取合适的教

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我校目前利用仿真实

验教学就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模式。通过仿

真实验为学生设计了一个虚拟的会展市

场，使学生在虚拟的市场中，比较真实和全

面地了解市场的基本概念以及运作的基本

过程。在这个教学模式中学生们可以亲自

扮演会展企业家和管理者的角色，经营自

己的会展公司，运行自己设计的会展项目，

从企业、项目两个角度感受突然事件对展

会的影响，更好地识别风险，应对风险。

《会展风险与安全管理》课程教学如果能适

当使用此类教学模式，学生不仅主动接受

知识，而且更加主动地去研究，并在模拟中

学习知识。这种方法让学生真正实现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同时也从侧面为学生提供

一个实训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

校实训基地不足的问题。

另外，在学习理论的同时，也要鼓励学

生走出课堂，真正深入到会展企业、展会现

场具体了解这一项目的风险管理，利用所

学的知识为企业献计献策。这种模式也非

常适合于所在地区会展业非常发达的高

校。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请进来”的途

径，邀请校外专家、会展企业家、项目策划

６６



法商高教研究 ……２０１２年第１期（总第８７期）　　　　　　　　　　　　

者到学校开设讲座，让学生直接感受会展

企业决策者的经营思想和实际经验，讲座、

讨论与教授专业课程交替进行，相得益彰。

总之，《会展风险与安全管理》课程的

教学改革需要我们不断地摸索和创新。随

着会展业环境的变换，新的会展风险与安

全问题的凸显，《会展风险与安全管理》课

程教学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只有以风险管

理理论为基础，充分结合会展行业的风险

特点，不断完善教学安排和教学内容，改进

教学方法，才能真正做到教与学的良性互

动，以此提高学生识别会展风险、控制会展

风险的能力。

［１］杨顺勇．会展风险与安全管理［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７：８．

［２］梁静溪．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研究［Ｊ］．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０６

（６）：７８．

［３］廖学东．工程技术经济学课程教学与学生能力培养［Ｊ］．安徽

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０８（１０）：７０７２．

［４］李佳．风险管理课程教学的几点思考［Ｊ］．科技信息，２０１１

（３２）：１４９．

［５］龙飞宇．我国会展业发展对策探讨［Ｊ］．商业经济，２０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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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秘书学专业学历教育，是以

知识为主，学术为本，基础是基本的学科教

育知识；职业资格培训，是以能力为主，应

用为本，基础是职业活动规律。我们从９年

来的秘书职业认证培训教学工作中不断摸

索与总结教学经验，重点在培养提高学生

专业能力方面下功夫，同时也在研究考试

题型方面下大力气，不断提高考证通过率。

近几年，经过团队培训的学生考试通过率

达９０％以上，荣登全省之冠，其中有５名学

生先后在四级、三级秘书考试中，单科成绩

名列全省第一。９年来教材几经修改，任凭

智能化考试题型风云变幻，我们本着精益

求精、稳扎稳打的精神，不断提高教学质

量，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同时提高应考技

巧，使秘书职业技能等级鉴定考证教学工

作取得了较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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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钊雄（１９８１），男，广东潮汕人，广东商学院体育教学部讲师。

时机感在现代五项击剑中

重要性探微

张钊雄

（广东商学院体育教学部，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３２０）

　　摘　要：现代五项中只有击剑属于面对面且对抗性极强的格斗项目，为了赢得胜利，击剑必须
保持较高的胜率，可见其地位的重要。捕捉时机又是击剑的灵魂，纵观国内的优秀选手多是因把握好

“时机感”而取得优异的成绩。

　　 关键词：现代五项；击剑；捕捉时机；时机感

一、前言

现代五项运动中，只有击剑属于面对面、对抗性强、竞争激烈的格斗性

项目。运动员要根据场上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下进行

攻防格斗，随机应变地采取对应的解决办法［１］。现代五项的击剑（重剑）比

赛规则是每个对手在１分钟内１剑决胜负，如果超过１分钟则算双败，因此
要想取胜，就必须在１分钟的时间内找出对手在技战术上和精神上的破绽，
快速制胜。在短短的１分钟当中，抓住时机，取得胜利，这无疑对运动员在
观察、发现、捕抓时机等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二、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现代五项国家队运动员，所选对象基本上能反映我国现代五项运动的

水平和发展状况。

　　（二）研究方法
１．文献资料法。查阅文献资料及重大比赛成绩，为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２．录像观察法。观看全运会比赛和全国锦标赛录像。
３．访问调查法。针对研究内容与运动员进行交流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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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时机感”的界定

时机感是一种能预感时机的出现和及

时发现时机的综合性感知觉能力。时机感

是观察、分析、判断、触感对方剑的运动后

通过自己大脑一系列神经活动而得来的。

它与敏锐的观察能力、高度集中的注意力、

良好的注意分配能力、及时的反应能力、敏

锐的触觉能力有关，是一种综合能力。在

一定程度上时机感又是自己从事训练年

限、技战术水平、比赛经验等转化为实战能

力的表现［２］。如果把时机称之为现代五项

击剑的灵魂，而时机感就是这一灵魂的主

宰。比赛中，运动员凭借良好的时机感才

能打出干净、利落、漂亮的剑法来。正是时

机感的作用，才使得击剑比赛给观众带来

一种美的享受。

（二）“时机感”的作用

现代五项比赛中，主动捕捉时机，先发

制人，是与运动员时机感的培养密不可分

的。由于现代五项运动员每个项目都要训

练，击剑项目的训练时间有限，基本功和动

作就没有击剑专项运动员那么细腻，因此

可以捕捉到的时机常有以下几种：（１）对手
动作过大；（２）对手动作不连贯，有停顿；
（３）对手有习惯性动作；（４）在对手精神松
懈、疲惫、紧张之时；（５）对手攻防转换不明
确时；（６）对手防守能力差，偏爱过多的反
攻；（７）对手进攻点单一；（８）对手后退时重
心不稳，向前时动作多余等。

主动捕捉时机是靠敏锐的观察、分析

能力和判断能力以及高度集中的注意力、

良好的反应力、无预兆的协调动作来达到

的。从实战来看，双方实力相当、激烈交

锋，处于不相上下的相持阶段时都充满着

可以捕捉的有利时机。时机一出现就要立

即抓住，不然就会丧失。捕捉到时机后还

必须善于利用，这就必须具备与时机相应

的动作方法［３］。

如果运动员时机感强，或许就能打破

僵局，成为制胜的决定因素，但比赛又是瞬

息万变、难以预测的。无疑，时机的瞬间转

变，对运动员而言绝不是仅靠被动地“守株

待兔”就可以应对的。时机感好的运动员

在比赛中经常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

能及时地对对手的行动做出准确分

析，果断地选择并有效地利用对手的弱点

加以攻击。

能注意到对手身体在进攻、反攻、上

步、前靠、前扑、后仰以及侧身、下蹲等一刹

那的动作失误，而且还能及时发现对手精

神上以及注意力发生的变化或一时分神的

瞬间。

在比赛中能预感到对手失误动作出现

的征兆（超前意识），并抢在此征兆之前或

是同时开始自己的行动。

能准确地区分和选择不同的时机，对

于对手不自觉的、下意识的、本能的条件反

射所出现的时机能抓住不放，而对于对手

有意欺骗而制造的战术陷阱不予理睬或将

计就计采取针对行动。

可以把别的运动员看来是瞬间的、不

可分的时刻划分开来，对于对手短暂的停

顿所形成的时机毫不犹豫地即时利用。

能善于观察且思维多元而敏捷，行动

果断，剑路清晰准确，攻守严谨有章法，击

中对手干净利落。

９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ＦＯＲ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ＡＷ 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ｏ．１ＳｕｍＮｏ．８７，Ｍａｒ．２０１２　　　　　　　　　　　　　　　　　　　

（三）“时机感”的培养

运动员的时机感与自身的天赋有关，

但通过合理的训练也可以获得一定的技

巧。天赋与训练两者相辅相成。一个时机

感很好的运动员如不进行科学、合理的即

时行动训练或是长时间的间断训练，那么

他在比赛中也很难表现出时机感方面的天

赋［４］。反之，一个时机感天赋较差的运动

员，通过合理、系统、科学的即时行动训练，

他的时机感也会达到较高的水平。这个问

题的关键是如何使时机感转化成运动员在

比赛中获胜的实战能力。时机感的训练方

法有：

１．保持注意力长时间集中的训练。训

练运动员注意力长时间保持高度集中，要

从训练课的开始就进行培养。从准备活动

到每一项练习，尤其是在个别课中都要严

格要求运动员专心，把握住时机，因为注意

力不集中，技术动作大而乱、动作缓慢，一

不留神就会错过机会。要让运动员懂得

“勤则成智则威”的道理，开发运动员的智

力并进行科学刻苦的训练。

２．抓“时机”训练。在练习捕捉时机

时，给出的时机信号要力求真实才能达到

练习效果。给出切合实战需要的动作信号

让运动员应答，应变是训练运动员抓时机

的最好方法。以一个甚至两个、三个信号

让运动员随之应答、应变。从应答、应变中

去抓时机和掌握时机的速度、节奏。信号

一开始可以简单、快速、明显一些，随着运

动员训练水平的提高，注意范围的扩大，注

意力分配的增强，给信号的难度与复杂程

度也要相应提高。同时还要让运动员明

白，给出的时机信号再真实也与实战时有

区别，因此还需要在实战中提高。

３．主动捕捉。在方法上以教练员给信
号、运动员来捕捉为主，但有时也让运动员

采取主动捕捉的方法。当希望出现而时机

未出现时，就要通过各种行动诱骗对手上

当，创造出希望的时机来，让运动员注意在

抓住时机时避免自己为对手创造时机，使

训练达到双重目的。

４．实战训练。实战训练是训练时机感
的最好方法。实战训练可以采取带条件的

或是不带条件的自由实战。在一定程度

上，运动员技战术水平的提高与实战训练

有重大关系，必须通过实战才能提高技战

术水平，才能提高创造时机捕捉时机的实

战能力。

四、小结与建议

时机感是现代五项击剑技术实施的必

要条件和不可缺少的基础，构成了运动员

在比赛中能否成功的主导因素之一，它的

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多跟专项的击剑队

员比赛，学习捕捉时机，在平时的训练中，

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提高运动员的意

识和能力。总之，捕捉时机是击剑的灵魂，

只有通过时机感的培养，创造时机、捕捉时

机，才有可能取得优异成绩。

［１］付全．高水平击剑运动员视觉反应时特征的研究［Ｊ］．首都体

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５（５）：８０８４．

［２］程勇民，王跃平，梁成谋．羽毛球运动员的反应时与竞技能力

［Ｊ］．浙江体育科学，２００６（２）：６０６３．

［３］刘晔．对击剑运动员视觉动作反应能力的分析［Ｊ］．福建体育

科技，１９９８（１）：４４４６．

［４］黄剑，马勇．反应时对普通高校学生网球技能发展的预测效度

研究［Ｊ］．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０（１）：６６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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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校教研教学管理工作的

几点思考

胡桂武

（广东商学院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３２０）

　　摘　要：教研教学管理水平是衡量一所高校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随着现代高等教
育的发展，高校教研教学管理在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管理队伍建设等方面已滞后于现代高校发展的

要求，制约了高校教研教学工作的发展。本文对目前高校教研教学管理工作进行了剖析，从管理模

式、管理理念、管理队伍等方面对高校教研教学管理工作提出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教研教学管理；管理体制；管理理念

　　随着全球高等教育一体化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多

样化需求，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高等教育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中所起的

重要作用。教研教学工作关系到高校的发展，推动教研教学发展是教研教

学管理工作的重大使命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高校一直存在着“重

科研，轻教研教学”的现象及教学效果具有滞后性等原因，我国高校的教研

教学管理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已成为教研教学发展的“瓶颈”。本文主要

从管理机制、管理理念、管理队伍等方面提出几点思考和建议。

一、创新教研教学管理工作模式

高校教研教学管理是对研究高等教育教学现象、本质及人才培养活动

的管理。它不同于其他管理，高校教研教学活动具有长期性、灵活性和不确

定性等特点，它是对以探索性、创造性为主的教研教学的管理，工作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也是难以预测的。高校教研教学管理只有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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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教学管理模式，才能真正成为推动高

校教研教学发展的助推器。目前我国高校

的教研教学管理模式是二级管理模式，主

要是学校教研教学管理机构通过二级学院

分管教研教学工作的负责人和教学秘书等

对所有教研教学人员进行管理，是一种哑

铃型管理模式（Ｄｕｍｂｂｅｌ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ｏｄ

ｅｌ）［１２］（见图１）。

图１　哑铃型管理模式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信息的传递基本

上是单向的，存在着信息传递周期长、效应

递减、效率较低及倾向于刚性管理等不足

之处，这就难于真正调动广大教研教学人

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好的高校教研教学管理应能够充分协

调好管理主体（教研教学管理人员）和管理

客体（教研教学人员及其研究项目、成果和

课程等）之间的关系，目前的模式很难充分

调动管理客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

为了改变这种管理模式的不足，提高教研

教学管理水平，本文提出讨论型管理模式

（见图２），这种模式以教研教学人员为主

体，管理人员为指导，以互相学习为宗旨，

破除相关界限和壁垒，实现管理人员与教

研教学人员之间、教研教学人员之间、管理

人员之间的有效沟通。

图２　讨论型管理模式

　　讨论型管理模式实现了管理人员与教

研教学人员之间的双向交流，在讨论平台

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界限变得不再清

晰，都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实现教研教学信

息和知识共享，促进教研教学管理部门对

教学部门的深入了解，有针对性地发挥教

研教学人员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学

院（学科）之间的教研教学合作；吸引教学

部门利用校内外资源，实现校内外合作的

有效对接；促进管理人员学习各学科或专

业知识、整合相关教研教学工作者的资源，

提供更多的校内外合作机会，拓宽学校的

教研教学空间，实现全校教研教学工作的

不断进步。

二、强化服务型教研教学管理理念

“管理理念”即管理在理性方面的概

念。“管理理念”的提升就是对管理的进一

步认识，简而言之，是对管理的重新定义。

管理理念从以物为本走向以人为本、以知

识为本，目前已经成为影响一个单位能否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素［３］。

高校传统的教研教学管理是“事务性

工作”的观念影响较深，缺乏主动服务于教

研教学的意识。具有服务意识的工作态度

是指能够把自己利益的实现建立在服务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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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基础之上，能够把利己和利他行为有

机协调起来，因而，服务意识的多寡直接影

响到工作质量的高低。教研教学管理是一

门综合性工作，包含制度化和人性化管理，

因此教研教学管理中的服务具有多层

内涵。

第一，变“管理者”为“服务者”，以服务

推动管理，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第二，主动地、全方位地服务，提高服务的

广度。教研教学管理部门的人员应该走出

办公室，深入教学部门，探寻教研教学新领

域，协助培养高水平的教研教学人员，整合

校内外资源，搭建平台，及时提供教育主管

部门和社会的教研教学信息和相关的政策

法规，组织相关的学术研讨会，组织校内外

教研交流和培训，调动教研教学人员特别

是一线教师的教研教学积极性，制定相关

的保障措施，减少教研教学与科研之间的

待遇差距，提升个人或二级教学部门的教

研教学水平，营造全校重视教研教学工作

的氛围，全方位为培养高素质人才服务。

第三，做好过程服务。传统的教研教学管

理主要强调教研教学项目申报、立项和结

项，不太注重项目申报前和申报后的管理

和服务，很少有前瞻性的服务和有计划的

培育性服务，不注重长期效应，这是需要改

进的。只有通过过程化的管理和服务，才

有可能更好地了解各教学部门教研教学人

员队伍构成的特点、特色、特长和研究水

平，才有可能更好地打造优秀教研项目，培

育示范性的教研成果和培植优秀的教研教

学团队［４］。

三、加强教研教学管理队伍建设

高校教研教学水平的高低，固然与高

校自身的水平以及教研教学队伍的素质有

关，但教研教学管理水平也是一个不容忽

视的因素。建设一支优秀的教研教学管理

队伍对保证高校教研教学工作的质量与水

平，促进教研教学工作的良性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重视教研教学管理队伍建设

目前国内高校不太重视教研教学管理

队伍建设，普遍存在着知识结构及年龄结

构不合理等缺点。主要表现在：队伍中有

刚毕业的学生，有从事多年基层教研教学

管理工作的人员，有轮岗或转岗人员，有双

肩挑人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校教研

教学管理工作上水平。

因此，学校应该制定相应的制度，让这

支队伍通过脱产和在职学习，短期培训和

定期学习等方法，促进其提高管理水平。

要通过公开招聘，引进优秀管理人才来提

高其整体素质。要探索类似引进学术带头

人的方式去引进杰出的教研教学管理人

才，以尽快建立一支年龄结构合理、知识结

构优化，具有学习、研究以及创新潜力的教

研教学管理队伍。

（二）提高教研教学管理队伍的综合

素质

高校教研教学管理作为一项综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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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涉及到精品课程、网络课程、公开课

程、特色专业、教学团队、教学名师、教学试

验区、实践基地、专业培养计划等众多工

作。总的来说门类多、影响面广，要求教研

教学管理人员必须加强学习，完善知识结

构，尽量具备不同的学科专业知识及熟悉

相关的法规及政策制度等。

（三）保障教研教学管理队伍稳定发展

当前高校普遍重视教研教学、轻视教

研教学管理，对教研教学管理人员在教研

教学管理质量等方面没有足够的重视，对

他们的工资待遇、职称评定、职务晋升没有

明确的制度保障。从而出现教研教学管理

队伍不稳的现象，如一些在教研教学管理

部门工作比较优秀的人员转投其他部门

等。因此，学校应制定相关的激励机制，充

分考虑教研教学管理人员工作的辛苦，适

当缩小教研教学管理人员和教研教学人员

在地位和待遇上的差距，以提高教研教学

管理岗位的吸引力，确保队伍的稳定［５］。

四、结语

当前，我国高校面临着国家经济快速

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和国际上大

学间激烈竞争的双重压力，高校的教研教

学管理工作任重道远。高校应改革陈旧的

教研教学管理体制，更新传统的教研教学

管理理念，建设高素质、高效率的教研教学

管理队伍，这对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办

学水平，乃至长远的生存和发展都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１］陈伟．创新管理［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２６３１．

［２］陆淳鸿．构建“哑铃型”企业经营模式及注意的问题［Ｊ］．高教

探索，２０００（６）：３７３９．

［３］王玉德．基层教育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Ｊ］．教育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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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学活动是“以学生为主体，

以教师为主导”的质疑与辨正

方东

（广东商学院旅游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３２０）

　　摘　要：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存在逻辑悖论和范畴错位，是否一定是教育教
学本质特点和规律的正确反映？主客体是哲学层面对特定活动角色的表述，并不涉及主客体行为的

价值判断等因素。学生是自我学习和发展的主体，学生不是也不可能是教学的主体而是教学活动的

客体；混淆这两个命题必然带来教学观念和教学行为的混乱。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但首先是教学

活动的主体。

　　 关键词：教学；教师；学生；主体；主导

一、问题的提出

教学活动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是近年我国教育界最流行

的观点之一。该主张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提出，３０年来始终有学者发出质
疑之声，如魏贻通的《关于教学过程本质的探讨》、张天宝的《学生主体论质

疑》、胡凤阳和郑爽的《重审教学主客体》等论文已经从不同角度做出精辟的

分析，指出了该主张的不合理之处。然而，这些争论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许多教育学教科书和教学研究文章仍持这种看法，似乎已经成为教育

工作者的共识。据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截至２０１１年８月）的统计，在中国期刊
全文数据库“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目录中设检索项为“摘要”，设检索词为

“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１９８０～２０１１年期间共搜索到６２２２篇论文；其
中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有２３０篇，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有８３１篇，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有５１６１
篇。设检索词“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１９８０～２０１１年期间共搜索到
３４７４篇论文；其中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有１２４篇，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有３８９篇，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年有２９５２篇。由此可见该提法影响广泛之一斑，也可知其受关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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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日益加深。论者们把它当作“办学理

念”［１］、“教学的基本原则”［２］和“一条必须

遵循的教学规律”［３］，认为“学生为主体，教

师为主导”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４］，指出

“认识到这一点是现代化教学思想的重要

标志之一”［５］，把它视为现代教育观念与传

统教育思想的关键性分野，甚至认为“不承

认学生的主体地位就是思想不解放，就是

传统教育，就是陈腐、过时的观点”［６］。

然而，当我们仔细辨析“以学生为主

体，以教师为主导”中概念所指称的内涵，

深入探究其间的交互关系时，就会产生一

连串的疑问：关键词“主体”和“主导”究竟

应当有怎样的涵义？为什么做“主体”的不

能“主导”教学？为什么具有“主导”作用的

却不能被称作“主体”？教学过程中教师与

学生究竟居于怎样的地位并发挥怎样的作

用、具有怎样的关系？“学生为主体，教师

为主导”能够从根本上反映教学的规律、代

表现代的教育观念吗？这些问题事关教学

中师生关系的本源，也直接影响着教师的

教育理念和教学实践，影响着学生的学习

行为。在“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

口号对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愈来愈广的

今天，我们更加迫切地需要正本清源，以还

教育过程中师生地位及关系的本来面目。

二、逻辑悖论与范畴错位：“以学生为

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归谬

　　教育“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
意在说明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作用

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但当我们从所涉及的

基本概念入手进行剖解时，就会发现该主

张存在着明显的逻辑悖论。

（一）“主体”与“主导”的内涵及其辨析

１．关于“主体”。在汉语词典中“主体”

一词主要有两个含义：第一，事物的主要部

分，如“合唱队以中学生为主体”、“大楼主

体工程已经竣工”。此为本体论视角。第

二，哲学上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是与

“客体”相对应的概念。在“学生是教学主

体”的主张中，论者们多是从哲学认识论

“主客体”的视角进行阐述。

那么，在哲学认识论上“主客体”是什

么内涵呢？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主

体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具有认识和实践能

力的人；“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无疑包含

了作为认识活动承担者的涵义”［７］；人的主

体性是指“人在同客体的相互作用中所表

现出来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８］。在

特定的认识和实践中，在与特定客体的相互

作用中，有着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的人，

才是这项活动的主体。活动主体在认识和

实践中承担活动的发起和领导任务，负责主

导策划设计、组织实施、进程控制、信息传

播、效果评价等工作。主体是矛盾的主要方

面。而客体则是与主体活动相对应的认识

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对象，包括自然客体、社

会客体即人在内；参与活动、接受和反馈信

息、在主体的指导下进行相应行为的人就是

活动的客体。客体具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和

能动的反作用。客体是矛盾的次要方面。

主客体都是指双方在活动中的地位。

２．关于“主导”。“主导”一词《新华词
典》解释为“居于主要地位的并引导事物向

一定方向发展”，既指居于主要地位的事

物，也指其引导事物向一定方向发展的作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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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为“主要的并引

导事物向某方面发展的作用”。显然客体

是不具有这种地位和作用的。“主导”是与

“主体”直接相关的概念，是对“主体”所具

备的功效和作用的表述。主体的作用就是

对活动进程的主导———掌控活动方向、决定

程序设计、选择内容和方式等等。主导本是

主体的基本要素，主体必定具有主导的作

用。能够发挥主导作用的才是主体，离开了

作用层面的“主导性”，主体便名不副实。

（二）“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

立论的缺欠

从“主体”和“主导”两个关键词的内涵

入手分析，“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

的立论基础存在着重大欠缺。

其一，“主体”与“主导”之间的逻辑悖

论。如果认为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那

么，学生就必然具有对教学的“主导”作用，

因而，“以教师为主导”便无法成立；如果承

认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就

意味着认定了教师在教学中居于主体地

位，当然，也就同时否定了学生在教学中的

主体地位。所以说，“以学生为主体，以教

师为主导”不可避免地在思维上出现了自

我矛盾。主张学生是主体，则必然导致教

师“主导”作用师出无名；而在所强调的教

师主导之下，学生的“主体”就仅仅是一种

虚无的名分。因而，这个表述也就显现了

名实错位、关系尴尬：教师要做“主体”的事

情，却不能担“主体”之名，只能说是“主

导”；学生不能做教学的主导，但却要顶着

“主体”之名。这岂非怪事？

其二，“主体”与“主导”的范畴错位。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显然是要

表述学生的“主体”与教师“主导”之间的对

应性，以对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关系做出诠

释，但在解析的范畴上却发生了错位：“主

体”一词指称的是事物所处的地位，所对应

的概念是“客体”；而“主导”则是对主体功

能的表述，与“主导”对应的概念是“从属”，

两组概念本不在同一个范畴。“以学生为

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前者阐述的是学生

的地位，但后者却表达的是教师的作用，并

没有在同一对应关系的范畴内回答两个事

物的关联性。讲学生居于教学的主体地

位，那么，教师是什么地位，是否为“客体”

却并未回答；讲教师在教学中发挥主导作

用，那么，学生在教学中发挥什么作用，是否

为“从属”也不曾说明。这样把学生在教学

中的“主体地位”与教师的“主导作用”相提

并论，两个“主”岂不是自说自话、各“主”各

的吗？

可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

存在逻辑悖论和范畴错位，不可能是教育

教学本质特点和规律的正确反映。

三、教学实践的哲学考量：教学主客体论

主客体是哲学研究的范畴，意在阐释

对象性活动中各方参与者的角色和地位。

研究和确认教育活动的主客体，必须首先

搞清楚教育活动主要参与者的行为特性和

其间的对应关系，确认各自本质性的活动

角色。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揭示了主客体

关系的本质属性，也为科学地解释教学中

师生主客体关系提供了依据。

（一）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是

其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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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是指具有认识和实践能力且在

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和

自主性”地发挥“主导”作用的人。那么，谁

才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呢？王卫东和田秋华

这样论述，教育“是根据一定社会的现实和

未来的需要，遵循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规

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受教育

者获得知识技能陶冶思想品德发展智力或

体力的一种活动，以便把受教育者培养成

为适应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的需要和促

进社会发展的人”，教学就是“学校教师引

导学生掌握知识的认识活动”［９］１９５。在教

学这种培养人才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具

备从事教学活动的“认识和实践能力”，承

担发起和领导任务，负责对教学内容、方式

方法及进程进行策划设计、组织实施、调整

控制、效果评价，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播、指

导引导等方面工作，具有“能动性、创造性

和自主性”，发挥主导作用的，就是教学过

程中无可争辩的主体。这个主体只有一

个，那就是教师。即使是从学生的视角来

定义教学，讲“教学作为一个过程，乃是一

种特殊的认识过程”，“教学作为认识的特

殊性，主要在于它是学生个体的认识，有领

导的认识和教育性的认识”［１０］。这个“学

生的认识和发展的过程”也仍然是在学校

教育环境和教师领导和指导下完成的，它

的学习内容、学习进程、方式方法都会取决

于教师，根本有别于学习者完全自主的自

学过程。

作为教育的对象，学生是在学校教育

的环境中，在教师的组织、安排和主导下参

与教学活动的，也是在教师的激发、引导和

帮助下实施并改善学习的行为、实现培养

目标的，所以，学生是教育教学的客体。与

所有的客体相同，学生也具有自身运行特

点和规律，而且由于学生客体是人，是具有

主观能动性的、成长中的人，他的认知特点

和成长规律会更加复杂，他会更多地反作

用于教学的主体。这也正是教育教学复杂

性的主要来源。教师只有在了解和把握学

生客体认知特点和成长规律的前提下，才

能进行有效的教学活动。

（二）教师的确是教学活动的主导，但

表述还不确切

王卫东和田秋华较全面地阐述了教师

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第一，教师是教

育过程的决策者、组织者、领导者。在教育

过程中，教育活动的进程主要是由教师安

排、决定的，从教育目标的确定、教育内容

的处理、教育方法的选择、教育的组织形式

到教学艺术的体现都取决于教师。第二，教

师是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因此教师

不仅是学生掌握知识的领路人，而且决定着

学生的思想政治方向、人格、个性的形成。

第三，教师是教育效果的影响者。在教育过

程中，学生主动性、积极性的激发，学习成效

的渠道都有赖于教师的启发和指导，教育的

效果主要取决于教师。”［９］１２事实上，这里的

每一条都是对教师“主体”地位的说明。所

以说，讲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为主导”是对

的，但是还不确切，必须首先明确主导作用

就是教师主体性的体现，离开了主体地位

是不可能具有主导作用的。

（三）学生不是教学的主体，而是自我

学习和发展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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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降生之时起就开始了学习，一生

中学习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呈现，人也始

终是自我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而所谓“学

生”则是对处于社会教育阶段者的特有称

谓。在这个阶段中，学生要接受系统的培

养教育，其身份是社会教育机构及其代

表———教师的培养对象。在教学活动中，

学生不具备从事教学活动的“认识和实践

能力”，不承担发起和主导教学活动的任

务，不能在从事教学活动的设计、组织中具

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而要在教师

的指导、帮助之下参与教学活动、启动自我

学习行为，逐步完成学校教育阶段的学习

任务，所以，学生不是也不可能是教学活动

的主体。在学校教育阶段中，学生可具有

学习活动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正

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生是其学习活动及

自我发展的主体，但这个“主体”是直接受

到学校教育环境和教师主导的制约和影响

的，其学习过程是被纳入学校教育大系统

的。学生参与教学设计、合作式教学模式、

师生共同学习等新探索，也都是教师主导

下改进教学方式、提升学习效果的手段，并

不证明学生具备了教学的主体地位。从系

统论的角度看，学校教育阶段中，学生的学

习和发展是子系统，隶属于教师所主导的

教学大系统。显然，这个子系统的主体不

可能与系统的主体相对等，更遑论超越和

替代系统的主体。只要教育存在一天，这

个主体地位是不可能转交予学生的。

（四）“学生为主体”与“教师为主导”

间并非“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教师与学生、教与学分别是一对矛盾

体，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但讲“学生

为主体”与“教师为主导”之间具有辩证关

系，则无法解释。首先，“主体”与“主导”之

间的关系是同一事物中“地位”与“作用”的

关系，它们并非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两者之

间根本不具备辩证关系；其次，在“学生为

主体”与“教师为主导”的表述中无法确认

学生与教师中哪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哪

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回答这个问题必然

陷入相互否定的逻辑悖论之中；再次，“学

生为主体”命题本身既无法成立，也就不会

与“教师为主导”形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

系。所以说，在“以学生为主体”与“以教师

为主导”之间是否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

系”值得探讨。

［１］徐萱春．对高校“以学生为主体”的办学理念的思考［Ｊ］．教育

探索，２００８（４）：２３２６．

［２］孙国林．“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教学原则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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