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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方面围绕日本社会文化元素展开，对其有深远

影响的中国文化元素被忽略，内容长期固定和雷

同。而且出版形态单一，基本停留在传统的纸质

印刷，数字化、立体化的教材体系建设欠缺。

在理论研究方面，从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检

索来看，有关日本概况教材编写方面的学术。论

文几乎是空白。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文化输出和信

息化教育的大格局下 , 初步探索日本。概况教材

建设的策略，努力贯彻落实 2018 新国标，推动高

校日语教育教学的改革。

一、高校日本概况教材的现状

从目前公开出版的日本概况教材来看，不管

是国内学者编写的还是日本学者编写的日本概况

教材，内容设计一般是单方面围绕日本的“地理、

历史、政治、经济、教育、传统文化、宗教、风俗习

惯”等展开，中国元素被忽略。教材容量依然停

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单方面重视外来文化输入阶

我国近代教育家陆费逵在《中华书局宣言

书》明确提出了“教科书革命”的口号，他说：“国

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高校

教材具有思想性、系统性和目的性 [1], 是教师进行

教学的主要依据和学生获取知识的基本工具，它

在教学中起着稳定教学秩序、保证教学质量、主导

教学方向的作用 [2]。所以，教材要围绕国家发展

战略和外语教育政策，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及时

调整、更新内容。

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外语教

育的重心一直偏向外来文化的输入，导致教材编

写者或日语教育工作者在教材或教学的内容选择

上对中国文化的忽视或偏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

国家战略的调整，2018 年教育部与时俱进地颁发

了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3]（以下简

称 2018 新国标）。但由于各高校重科研轻教学，

导致教师对编写或修订教材的积极性不高。所以，

目前出版的国内编写的日本概况教材，形式大多

参照日本学者编写的日本国概况材料，基本都是

摘  要：教材作为课堂教学中最重要的客体材料 , 是教与学的指南。目前，日本概况教材出版形态单一，且内容单方

面围绕日本社会文化知识展开，对其影响的中国元素被忽略。在文化输出和信息化教育的大背景下，通过文化溯源和立

体化教材的能动性作用，学生不仅对日本社会文化产生较为系统的认知与了解 , 又能增强国家及民族文化意识和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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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没有体现以旧知带新知的教材编写原则，不符

合新时期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和当下的

高等教育政策脱节。

（一）缺乏文化溯源，与教育政策脱节

教材作为课堂教学中最重要的客体材料 ,.承

载着教学需求，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指南 ,.

教材涵盖的内容和舆论导向 ,.直接影响着教学效

果和学习者的世界观。但目前出版的日本概况教

材，在内容上大多承载日本社会文化的表层知识

记忆，忽视对其产生几千年影响的中国文化元素，

也没有体现日本文化的中国观，缺乏跨文化同理

心和批判性文化意识的导向，无法满足“以我为

主、塑造外部世界”的新时期我国战略调整和人

才培养需求。在习题设计方面，缺乏趣味性、互动

性和文化溯源的探究性，无法培养学生勤学好问、

谨慎判断、敏于探究的思辨能力，很难养成站在中

国的立场上对中日文化进行阐释和评价的能力，

进而影响学生今后有效和恰当地进行中日跨文化

沟通的能力。还有一些出版社出版的完全由日本

学者编写的教材，我们要考虑到编者是站在母国

日本的立场和日语母语的角度编写的，在是否合

乎我国国情等方面值得商榷。在这种情况下，教

师围绕教材进行的教学设计也主要以日本文化

输入为主 ,.忽略母语文化输出的作用 ,.导致学生

长期在外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逐渐对日

本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认同，甚至盲目崇拜 ,.

而对母语文化的认同不断削弱 , 甚至出现轻视母

语文化的现象，导致在异文化冲突发生时，学生不

仅缺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也缺乏正确看待中

日关系的辩证思维，甚至出现政治信仰迷茫、理想

信念模糊、职业情感与道德淡化等现象。

（二）出版形态单一，同质化现象严重

教材依然停留在传统的纸质印刷，数字化、立

体化的教材体系建设欠缺。

目前人类进入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信息

传播速度快且信息量庞大 , 纸质教材已经不能满

足当代学生获取知识的需求，所以，教材编写者不

能局限于传统的纸质教材的编写 ,.应该与时俱进

地尝试电子化、网络化教材的编撰 , 形成与主教

材的纸本教材相联系的多媒体和网络有机结合的

教材新形态，以适应新时代的教育变化、教学变化

和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化。从而形成拓展性内容、

辅学内容、互动性内容相结合，实现个性化的自主

和深层次研究学习、选择性学习和互动性协作学

习模式。通过立体化教材的能动性作用，促进高

校日语教育教学的改革。

另外，国内学者编写的日本概况教材，大多以

日本学者编写的材料为蓝本，在编写体例、框架和

内容排列等方面大体相似，内容差异小、替代性强，

有重复之嫌，缺乏编者的独到见解和呈现中国特色

的新内容，不符合新时代大学生对文化多元化的学

习需求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发展战略需求。

二、新时期高校日本概况教材建设的
意义和策略

（一）新时期高校日本概况教材建设的意义

2018 新国标在“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体

系、教师队伍及质量管理”等环节，与旧国标相比，

加入了新的内涵。2018 新国标突出“中国情怀和

国际视野、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等。仅次于

英语的日语专业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对日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 ,.也是文化传承的重

要支柱。因此，教材设计要有意识地围绕培养学

生本国的传统文化自觉和自信为目标 ,.使学生在

使用教材学习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 有

效区分外来文化 ,.学会辩证思维。

作为教材编写者，应当适应新时代、新要求，

更充分地发掘拓展日本概况教材的内涵及外延，

更有效地对接我国一带一路、中华文化走出去等

国家战略，培养新时代需要的日语专业人才，把日

语专业的建设发展和改革推向新的高度，这是教

材编写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本文将从设计

理念、编写团队、呈现载体等方面探讨文化输出和

信息化教育的背景下日本概况教材建设的策略 ,.

以期能为其他日语教材建设提供一点参考。

（二）新时期高校日本概况教材建设的策略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又值日

本向世界发音、大力倡导文化输出、让接受者欣赏

并对其产生好感，在这种环境下，日语专业学生深



5

青 岛 滨 海 学 院 科 教 研 究

2020 年第 1 期 JOURNAL OF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No.1, 2020

受外来思潮和日本文化的影响，在较长时期内，

“日韩风”刮遍中国大陆，尤其是日本动漫可以说

是伴随着一代年轻人的成长，导致很多年轻人一

味地盲目崇拜日本和日本文化。中日两国文化的

历史渊源已久、共通之处紧密相联 , 许多文化现

象甚至于感同身受。长期以来，国内日本概况教

材的编者对于汉语母语文化再认知的意识是模糊

的 ,.但教材如果能着眼于中日文化对比 ,.特别是

通过对一国文化的认知以比对本国文化 ,.通过他

国文化现象来重新审视本国文化 ,.不仅使日语学

习的内涵更加丰富立体 ,.同时也是一次中国文化

自觉的过程。所以，作为日语教育工作者培养学

生对本国文化意识和自信心的任务迫在眉睫，形

式严峻。

在当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新时期，日本概

况教材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人文素

养、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培养。因此，在这种新

形势下，急切呼唤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日本概况教

材的编写与出版。

1. 创新设计理念，体现中国特色

改变原有教材单一的日本社会文化表层知

识点堆砌和罗列，挖掘出自中国元素的溯源点并

以简单阐述或注释的形式，唤醒学生重新认识中

国文化的魅力。按照整体规划、有机融入的原则 ,.

增加介绍中国国情与文化内容的语言材料 , 呈现

出在教材中有效落实日本概况课程思政的教育理

念 ,.推出集知识性、思想性、人文性、教育性和工

具性于一体的高品质教材。挖掘富含思政教育功

能的中日文化相关联的内容 , 为课程思政教育的

开展提供内涵充实、形式多样、特色各异的人文载

体。总之，不管是教材编写理论的研究还是实践

运用 ,.都必须以人文精神为导向 ,.以塑造学生优

秀素质的养成为原则。

比如在“自然地理”这一章节，在描述日本国

土时，除了介绍“日本国土面积约 37.78 万平方

公里，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约

6800 个小岛屿组成”之外，国内学者编写教材时，

笔者建议增加关于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的

主权自古就归属中国的表述（日本学者编写的教

材，不可能站在中国的角度来描述），增强学生维

护中国领土的主权意识，培养学生站在中国立场

上的区域、国别意识和研究能力。在教学目标上

体现 2018 新国标培养规格中的素质要求和知识

要求。根据以上内容，习题设计可以“尖阁诸岛

に関する考察”（关于钓鱼岛的考察）为题，让学

生课后查阅古今中外的相关历史文献资料，整理

归纳形成一篇考察报告，待下节课在课堂上发表

阐述，供师生共同探讨。这样，不仅可培养学生课

前课后自主学习的习惯，同时通过提高地缘意识，

引导学生从单方面只关注日语语言知识的学习，

向同时关注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

转变，逐步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养成冷静看待中

日问题及世界问题的思辨能力。最终培养学生在

精通日语语言的基础上，具备探索和发现语言之

外各种知识的能力。再比如，“年中行事”这一章

节中的“お盆”，现有的教材一般只是单方面介绍

日本人在这一节日期间回乡祭祖的风俗习惯，学

生也只停留在对日本文化表层知识的了解。但作

为国内的教材编者，应该增加有关这一节日由来

的简要概述。实际上日本的“お盆”就是中国的

“中元节”，佛教称“盂兰盆节”，道教称“中元节”，

别名七月半、祭祖节、盂兰盆节、地官节等，节日习

俗主要有祭祖、放河灯、祀亡魂、焚纸锭、祭祀土地

等，它的产生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祖灵崇拜以及

相关时祭。中元节与除夕、清明节、重阳节均是

中华民族传统的祭祖大节。课后习题就可以“お

盆に関する中日対照”（关于中元节的中日对比）

为题，让学生课后查找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中日文

化对比研究，作业以小论文的形式提交。除了训

练学生养成具有基础研究能力的素质，更主要的

是培养学生学会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看日本及审视

日本文化，学会辩证思维。通过文化溯源，学生不

仅学会讲述日本，更学会讲述中国。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两国

的交流源远流长，不管是语言、政治、经济、风俗习

惯等，日本与中国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

溯源不仅能够对日本文化产生较为系统的认知与

了解 ,.同时又能够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重新

发现中国文化之美。对自身及本国文化进行内省

的同时，提升学习者对本国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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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要培养出合格的新时代日语专业人才，作为

日本概况教材编写者，必须在教材建设的源头上

突出中国元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内容 ,.为日

本概况课推进课程思政提供素材支撑，避免学生

因过度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而丧失对母语文化的

认同和信仰。总之，教材的编写必须围绕我国新

时期日语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 ,.服务于人才培养

规格。

2. 建立研发队伍，整合编写团队

编写先进的教材进行教学 ,.是适应新时期高

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 ,.要鼓励日语教学名师、

优秀学科带头人、中日学者等共同参与、联合编写

教材 [4]，同时还要计算机专业的师生参与（弥补日

语专业老师计算机技术运用水平不高的缺憾），打

造信息化网络平台，依此建立跨地区、跨学校、跨

专业的团队，彰显教材的个性化、多样化、系统化

和立体化的特点。另外，由于日本和中国同属东

亚汉文化圈，有着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历史文

化背景，两国之间自古以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日本概况教材中有关中国元素部分，必须有

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或有国际孔子学院对外汉语

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参与，确保从国际化创新的

角度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

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达到培养学生的人文

素养、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目标，推动中国文化

走出去的大战略部署和实施，适应当前国家发展

需求。

3. 利用信息技术，健全教学资源

近几年来，信息化技术在我国得到了前所未

有的飞速发展 , 各高校计算机技术或智能手机辅

助教学的改革研究和实践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但

传统的日本概况课程通常只有纸质教材，且教材

内容也仅仅是单一的日本社会文化表层知识点，

没有音频和视频材料等，在多媒体教学环境下，为

了贯彻国家提倡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日本概况

任课教师根据各自擅长的领域和兴趣特长，只好

到处搜寻课本外的教学材料和教学资源，以弥补

纸质课本内容的不足，显得很是力不从心，呈现出

碎片化、表面化、不系统化的弱点，教学的本质仍

然停留在“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上，根本不

能完全适应大学日语教学改革的要求。因此，纸

质平面教材转变为立体式教材便成为当前刻不容

缓的任务。

笔者所在学校的日语专业教学团队充分利

用信息技术，正在进行日本概况教材立体化建设

的探索与实践。从中日文化溯源的角度进行纸质

教材建设为主体，以多媒体和网络技术为媒介，进

行音像制作，进而建设网络在线课程。把教学方

式平台化、教学内容数字化以后，学生进入校内教

学平台，用电脑或智能手机与教师和同学进行课

堂和课后的交流与讨论，实现学习的便捷化、自主

化、交互性和协作性，体验探索、思考和研究的过

程 [5]。通过将不同的载体—纸质、音像、多媒体、

网络资源等有效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 [6]，使得教

学材料、教学资源更为丰富，教学的开展超越时

空，做到一体为主 ,.相互促进和补充。通过实践，

我们发现原本单调的日本社会文化知识的讲解和

传授 ,.通过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人机互动 ,.使课

堂教学更生动，趣味盎然 ,.教学效果显著。

三、结语

日语能力包括日语语言能力、中日文化认知

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

交际，是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的双向互动，既是

文化的输入，也是文化的输出。实施文化强国战

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新时期国

家建设与发展的急需 [7]。在 2018 在新国标的指

导下，开发建设新时期的日本概况教材直接关系

到我国高校日语教育目标的实现和日语人才培养

质量的提高。

本文的探讨只是抛砖引玉，试图借此推动日

本概况教材的进一步开发和研究 ,.促进日语教育

教学理论和实践性研究，希望得到日语界同行们

的高屋建瓴的指导，也期望能引起日语教育界对

高校日本概况和其他日语教材建设的新思考。.

（责任编辑 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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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s the most important object material in classroom teaching, textbooks are guides 
for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At present, textbooks about the survey of Japan are single in 
publishing form and only focus on Japa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ignoring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on i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export and information education, 
tracing cultural origin and constructing three-dimensional teaching material not only enable 
students to have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Japa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but enhance their 
cultural awareness and consciousness toward their own country and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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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孟子思想与大学教育文化的核心
理论

（一）孟子及其思想简介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

儒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合称“孔孟”。其所

处的战国时代上承春秋，兼并战争频发，社会动荡

不安，百姓苦不堪言。孟子以百姓视角出发，面对

生灵涂炭的社会大环境，提出了以“仁政”治理天

下的政治主张，认为统治者只有坚持“仁政”才能

使百姓信服于统治者的管理，社会才会和平，一个

朝代才会兴旺发达不断绵延。战国中期成书的《孟

子》由孟子本人以及其弟子所著，其中阐述了孟子

的政治观点以及关于个人素质，道德教化方面的

观点。他的思想，对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君民理念

产生很大的影响，且对于新时代人类的现代化道

德思想以及政治思想的教育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二）孟子的思想主张

上文提及孟子的核心思想主张内容如下：

1. 民本仁政思想。民本思想是孟子思想与大

学教育文化的精华，仁政理念是孟子思想与大学

教育文化的核心。孟子继承孔子德治思想并坚持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快速进行使发展，世界各国的强大不容忽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体现在国民生

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和竞争力的较量，更大程度上是国民综合素质，尤其是道德素质的较量 [1] 。提升国民素质必须从

大学教育文化出发。孟子思想与大学教育文化的结合对中华民族来说意义深远，挖掘其精华进行校园教育，取其伟大之

处对大学生加以灌输，完善大学生人格的发展，培养大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公民，意义重大。

关键词：孟子思想；道德教育；和谐社会；现代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周礼重民观念，在饿殍遍野的情形与渴望和平的

理想之间，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的思想，认为“君舟民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统

治者只有以民为本尊民为贵，才能不失民心，进而

守住大好河山。

2. 人性本善论。孟子主张“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这是孟子思想与大学教育文化

根基。孟子发展孔子儒学中“仁”的部分，认为人

本性向善，生来就有着的道德感。孩童的良能无

需经过家长的教育和社会经验，都来自于人类本

性，而那些罪大恶极之人都是后天受到不良影响

的结果。

二、孟子思想与大学教育文化思想理
论的现代化解读

（一）对道德思想的教育

一方面，孟子的“人性本善”的思想，对中国

现代化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孟

子在人的道德建设中强调“四端”即仁、义、理、

智。结合“人性本善”的观点，孟子认为我们每个

人生来就具备有“仁、义、理、智”的品质，只是没

收稿日期：2020-01-06

基金项目：青岛滨海学院校级教改课题（2019YJ33）

作者简介：崔婧（1989-），女，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方向：医学管理与心理，（电子邮箱）cuijing0125@126.com  

孟子思想与大学教育文化的现代化解读与构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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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觉醒。我们应该通过社会、学校、家庭的教育使

人性中的真善外露，以促进道德建设。然而，目及

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因而大多人的教育观念是你自我保护，教导孩子

们不要对社会抱有期待，不要表露自己的善良，甚

至有些家长不相信自己的孩子。社会中这样的做

法事实上偏离了孟子思想与大学教育文化的核心

思想，不利于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

另一方面，对公民人格的教育上，孟子也有独

特的见解。《孟子》中有云：“故天将降大任于斯

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认为：行大事者，必先受

苦难。当然这段话中含有封建时期天人合一的宿

命论的含义。但在今天来看，这段话其实也在强

调挫折教育的重要性，孟子认为健全的人格一定

要有抗挫折意识。而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经历了在

旁人看来很小的一个挫折他们丧失信心而走上极

端，他们根本没有领悟到如果想要承受大任，完成

大事业，就必须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二）在政治思想上的教育

孟子的政治教育思想更多适合应用在和平

时期。汉初运用孟子思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的理论，提出“与民休息”轻徭薄赋。使汉初民

心所向，迅速繁荣起来。2012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正是孟子思想在当代的实践。人民的需求

就是国家的奋斗目标，以孟子思想来看有利于社

会安定和谐，造福于民。

两千多年前孟子预设性的提出“数罟不入

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等理论.[2]，为可持续发

展做出指导思想。以此思想中国中共十九大提

出“加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加强环境的保

护”，借鉴前人经验践行不可滥伐滥捕，保护生态

平衡，以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虽然孟子思想与大学教育文化提出的背景

是在封建社会，目的是为了服务封建统治者管理

人民。但其“以人为本”的根本理念至今还运用

在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人民当家主的社会中。孟

子思想与大学教育文化精髓在历史的洪流，人类

思想的进步中仍然熠熠生辉。

（三）在哲学思想上的教育

孟子思想与大学教育文化具有深刻的哲学

内涵，其中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实际的影响不谋而合。他的思

想肯定了人民在社会发展的建设作用，有利于我

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文化体系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决定方法

论。而孔孟儒家思想大多是以价值观为中介进而

对公民进行哲学上教育，这点上孟子的思想对现

代人的价值观培养也有很大的意义。

三、孟子思想与大学教育文化思想现
代化教育的意义

（一）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提

升政治文明的建设

孟子思想与大学教育文化核心“仁政”的思

想，是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相结合，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法治是

一种强制实施的约束公民的手段，但是如果一个

国家只依法治国，只用法律来约束公民，那么这是

一个非暴力不合作的国家，人们将生活在事事强

制的环境里。千年前孟子便强调这样不会使人有

“羞耻之心”，不会从根本上约束自己，更不符合现

代化文明的思想。而我们所讲的以德治国则是

从根本上提升公民素质，使公民自己约束自己的

行为，保持心中的“人之初，性本善”。例如在现

代官场中的贪污现象，可以说是品德的败坏。但

纵使有法律的惩罚，如果他们的内心没有“德”的

思想，那就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有悔改之心，

那么贪污行为就永远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要让官员们“不敢贪、不能贪、不想

贪”，要实现“不想贪”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加强精

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将孟子德政的思想

融入到学生的课堂中，加强思政课建设。坚持思

政课与国家治理转换同步进行。做好法治与德治

的社会宣传工作，强调诚信作用，建立失信档案。

加强官员政治思想的建设，形成高尚的为人民服

务的理想信念。如果坚持以上三点将在很大程度

上提升政治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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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素质，促进现代

化建设的发展

古往今来，道德一直是进行社会规范整合的

一大要点，每个社会都需要靠道德维系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社会只有具有由道德构成的凝聚力，才

能有重点的发力，如果没有道德，一个社会必将分

崩离析走向灭亡。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

之一就是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公民的个人素

质和修养 [3].。这个目标的提出标志着看待一个

人不仅仅是以一个人在经济上为现代化建设创

造的成就为指标，更要看人的思想道德理想追求。

孟子的思想是以“仁、善”为中心的道德主义思

想，符合当下的主流价值观，有利于二十四字核心

价值观的传播。孟子理论思想能够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提供高素质有理想的人才，现代的竞争

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现在培养人才的方式

也多样化。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多方面发展，坚持

素质化教育，培养多样化人才。利用孟子“挫折

教育”思想，加强对学生的挫折教育。培养经得

起锤炼、担得起责任，面向国家、面向未来、面向现

代化的高素质人才。由此才更能够推进加快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

现代化建设

孟子倡导的“五伦”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常”，

是儒家文化倡导的基本内容，也是协调人际关系

的基础。中华民族一直遵守这一思想，并使我们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虽然孟子思想起于封建社

会，但是其中的优秀思想在社会发展的今天，也依

然在人与人交流碰撞的社会中起到重要作用。面

对世界化的今天，各种思想文化激荡。很多西方

文化不断入侵，侵蚀着人们思想，使人们失去文化

自信陷入迷茫，社会思潮涌动。而孟子文化精髓

是中华民族重要思想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部分

精髓奠定了现代化教育的理论基础.[4].，弘扬传承

孟子思想，对坚定文化自信，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

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有很大的

促进作用。

社会在竞争中发展，而且现代化的竞争也不

仅仅是经济上的竞争，思想意识的竞争变得尤为

重要。孟子思想与大学教育文化思想在当今复杂

多变的国际形势对于中国的发展变得尤为重要，

坚持其思想的现代化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巨

大的影响，而他的思想可以成为现代化建设思想

的基础。不局限于研究孟子思想与大学教育文化

思想对社会的影响，应积极将它融入社会建设中，

促进中国思想潮流的进步。

（责任编辑 宋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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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Mencius Thought and University 
Education Culture

CUI Jing,LIU Wei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555)

Abstract:With the rapid and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the strength of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cannot be ignored.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of a country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and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long with the 
competitiveness, but also in the overall national quality especially contests of moral quality. To 
improve this must start from the university education. Mencius thought in university culture 
education has a tremendous importance for Chinese nation. To explore and absorb the best 
helps instill their greatness into college students’ minds. In addition it’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ersonality, and in training them to become citizens 
with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and intelligence. 
Keywords: Mencius thought; Moral education; Harmonious society;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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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21 日，教育部在四川大学召开

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会议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

神，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加快建设

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造就堪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本质职能，本科教育是大

学的根和本。“四个回归”，其中第二个是回归本

分，就是要引导教师热爱教学、倾心教学、研究教

学，潜心教书育人。

一、何谓信息化环境

信息化环境主要包括三个要素，一是网络教

学课程、二是网络教学平台、三是网络教学工具。

网络教学课程包括：微课（微课不等于说课，微课

一次只说一个知识点，短小精悍，微课也不等于微

课程）、MOOC 慕课（大规模在线开发课程）、SPOC

私播课（小规模限制性网络课程）。网络教学平

摘  要：近年来，教育部提出了“以本为本”和推进“四个回归”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的工作精神，并陆续推出了

“建设中国金课”和“双万计划”。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新时期，建设信息化环境下的金课显得迫在眉睫。首先对信息

化环境、金课和水课的概念提出了个人看法；然后对信息化环境下课程建设的背景进行了梳理；重点阐述了如何进行信

息化环境下的课程建设和教学。

关键词：信息化；金课；一流课程；建设；教学；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431                                            文献标识码：A

台包括：中国大学慕课、智慧树、学堂在线和超星

学习通以及高校内部网络教学平台，比如：BB 平

台等。网络教学工具包括微助教、雨课堂和蓝墨

云等 [1]。

...在信息化环境下，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课程特

点，建设不同类型的课程；选择不同的课程平台

实施翻转课堂和对分课堂等教学模式；根据教学

内容选择微助教、雨课堂和蓝墨云等实施信息化

教学，提高教学效果。

二、金课和水课

2018 年 11 月 24 ～ 25 日，第十一届“中国大

学教学论坛”在广州增城召开。教育部高等教育

司司长吴岩在该论坛上做了“建设中国金课”的

报告，报告指出：到 2022 年打造 2 万门“金课”。.

吴岩说，“淘汰‘水课’，打造‘金课’已经写入了

教育部文件。水课说严重点儿就是没良心的课。

老师不用心教，学生也不用心学。要让这种课成

为“过街老鼠”，成为学生抵制的课，成为让老师

羞于拿出来的课。”

收稿日期：2019-12-20

基金项目：青岛滨海学院 2019 年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2019JZ03）

作者简介：宋玉强（1972—），男 ，青海省西宁市人，副教授，博士，信息化教学研究。（电话）18753215636，（电子邮箱）

553845024@qq.com  

信息化环境下的金课建设和教学之我见
宋玉强

（ 青岛滨海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55）



13

青 岛 滨 海 学 院 科 教 研 究

2020 年第 1 期 JOURNAL OF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No.1, 2020

根据多年教学经验，水课应该包括以下主要

特征：1. 授课内容简单、难点略过；2. 授课内容缩

水，不按教学大纲授课；3. 授课内容陈旧，落后于

当今技术发展；4. 教学不用心，教学效果差；5. 念

PPT，不备课，缺少教学方法。金课应该包括以下

主要特征：1. 给学生合理“增负”；2. 课程要有一

定挑战度；3. 合理增加课程难度；4. 适当拓展课

程宽度 [2]。

目前，教育部提出要建设五大金课，主要包

括：1. 线下“金课”；2. 线上“金课”；3. 线上 + 线

下混合式“金课”；4. 虚拟仿真“金课”；5. 社会

实践“金课”。

三、信息化环境下课程建设背景的梳理

（一）课程建设的形式变化

....教育部和山东省在进行高校课程建设的过程

中，在不同的阶段，提出了不同的建设形式和不

同内容。上世纪 90 年代，提出优质课建设，强调

课程教学质量。2004 年开始，提出精品课建设，

高校积极申请山东省精品课和国家精品课。2010

年左右，教育部提出了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提出

课程的全部教学资源上网，其它课程可以学习，也

可以下载部分资源；但是，资源共享课没有课堂

讲授环节的资料，看不到授课实况。为了弥补这

一不足，教育部又提出了视频公开课，各个高校又

积极申请国家级的视频公开课。

2015 年开始，教育部学习国外，将精品资源

共享课和视频公开课进行有机结合，大力开展在

线开放课程建设。

（二）课程建设的内涵变化

课程建设从教学效果的要求，到精品课程网

站的建设，再到教学资源的共享，发展到目前在线

开放课程（MOOC）。课程建设的内涵随着上述建

设形式的变化，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第十一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结合学习贯

彻最近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围绕坚持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聚焦新时代高校课程建设的新

要求、新任务、新内涵、新特色，以“以本为本植根

课程——流本科教育与一流课程建设”为主题，

并结合以下专题：1．一流本科教育与一流专业、

一流课程建设；2．课程思政与专业思政建设的

认识与实践；3．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背景

下的教学内容与课程教材建设；4．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管理创新。论坛四个主题的第三个主题

体现了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课程建设的重要

性。

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每 4 年评选一

次，分为特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 3 个奖项，其中，

特等奖一般每次仅授予 2 项成果，而且还要报经

国务院批准，获奖成果也就大致代表了我国高校

教育教学的最高水平。2018 年，获得特等奖的分

别是四川大学完成的“以课堂教学改革为突破口

的一流本科教育川大实践”和华中师范大学完成

的“深度融合信息技术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重构

与探索实践”。从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可

以看出，课堂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是发展

方向。

当代大学生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传统的“一

言堂”式教学已无法满足、也难以适应学生的需

求。若教师还固守灌输式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式，

会被越来越多的学生“吐槽”，导致越来越多的学

生“逃课”。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张大良说，课程作

为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的最基本单元，是高校立

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是专业建设的核心要素，直接

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他认为，要以学生全面

发展为宗旨优化课程体系，以提升学生能力为导

向加强实践类课程群建设，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抓

手丰富优质课程资源。张大良提出，要重塑以学

习者为中心的新型教育教学生态。在互联网环境

下的“翻转课堂”，其实是最好的学习方式，让学

生从观看变为体验，充当“一小时老师”和“一堂

课老师”，这样将会促进学生主动探求知识，综合

锻炼基本能力。....

为此，教师的角色定位要从过去学习资源的

提供者转向学习资源的选择者和组织者，将在线

课程元素融入教学，优化教学设计，适应当代学生

的学习习惯，全面进行信息化环境下的金课建设

和教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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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化环境下的课程建设

信息化环境下，课程建设可以从以下十个方

面进行 [4]。1. 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学团队。培训主

讲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比如信息化教学工具

的使用。2. 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学目标。重点培

养学生信息检索、解决难题的能力，自主学习、团

队协作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新意

识。3. 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学内容。教材、学习指

导书、案例库、专家讲座库、实践教学资源、文献

资料及相关资源链接。4. 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学条

件。BB 平台、智慧树、超星（学习通）、学堂在线等

平台建设。5. 信息化环境下的学情分析。在教学

设计之前需要对课程学习对象的学习特征和习惯

进行分析。6. 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学方案（教案）。

7. 信息化环境下教学过程的设计。8. 信息化环

境下的教学方法。开展基于问题的探究式、基于

项目的参与式、基于案例的讨论式等研讨性教学

改革——混合式教学方法、翻转课堂。9. 信息化

环境下的教学手段。雨课堂、微助教、PPT 制作。

10. 信息化环境下的成绩评定。

五、信息化环境下的课程教学

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学是指以计算机网络为

基础、整合传统课堂教学和网络教学而产生的一

种新型的现代课堂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集传

统课堂教学和网络教学的优势于一身，是传统课

堂教学和网络教学相结合的产物。在这种教学模

式中，教师是信息资源的把关者、引导者，教学过

程的组织者、监控者，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帮助者，

而学生则是学习过程的积极参与者、主动探索者。

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学模式是交互式信息传递系

统，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型教育理念，有利于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实践能

力，并能很好地解决传统教学中重讲解，少实践，

内容多，课时少的矛盾。

信息化环境下的课程教学实质上就是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是一种把传统课堂教学和网络

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其融合了传统教学

和网络教学的优势，既可以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又可以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

借鉴翻转课堂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的优势，开展基于翻转课堂理念下的线上 + 线下

混合式教学是一种很好的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学模

式。这种教学模式注重利用在线开放课程平台的

资源及注重与学生的交互性，一方面提高学生通

过线上教学资源实现自助式学习的有效性，另一

方面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教师教学技能的有效整

合，促使学生主动参与讨论、积极参与学习，实现

线上线下教学的多向互动和多元互动 [5]。

结束语

教育部在 2018 年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和虚

拟仿真一流课程申报建设的基础上，2019 年底开

始了大规模的国家级线下一流课程、线上 + 线下

混合式一流课程以及社会实践一流课程的申报工

作。教育部的课程建设目标是到 2022 年底建成

一万门省级金课、一万门国家级金课，简称“双万

计划”。在申报的要求上相比于以前的精品课申

报对课程负责人也提出了一些隐性规定，比如负

责人最好由学术水平高的院士、长江学者、百千万

人才和教授担任，而且，课程负责人必须要讲授申

报课程等。从建设数量上和课程建设负责人的要

求上体现了教育部“以本为本”狠抓高等教育质

量的良好愿望。

（责任编辑 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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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Opinion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of Gold Course in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SONG Yuqiang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555)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put forward the working spirit of "based 
on this" and "four returns"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has successively launche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golden course" and the "double 
10000 plan". In the new era of highly develop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s urgent to build 
the golden course in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First of all, I put forward my personal views 
on the concepts of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gold course and water course; then I sorted ou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under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nd focused on how 
to carry out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under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Keywords: Informatization; Golden Course; First Class Course; Construction; Teaching; 
Higher Education



青.岛.滨.海.学.院.科.教.研.究

2020 年第 1 期 JOURNAL.OF.QINGDAO.BINHAI.UNIVERSITY No.1,.2020

16

一、提出专业嫁接的市场依据

在与公司招聘人员座谈和对就业市场调查

过程中，了解到公司招聘专业人才都希望受聘人

员熟悉本公司所处行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和特点。

比如：酒店招聘财务人员时，希望受聘人员知晓

酒店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外资公司招聘财务

人员时，要求有熟练的外语沟通能力并能够直接

同总部交流财务工作和沟通财务信息的财务人

员。而目前高校培养的会计本科毕业生很难满足

公司这些专门的要求。这说明现行的专业培养方

案在课程设置方面存在缺陷，仅仅依靠一个专业

培养出来的学生还不能满足不同用人单位对人才

的专门要求。对于酒店来说，之所以需要知晓酒

店管理知识的财务人员，是为了酒店在成本控制、

资金运用和全面预算等方面能结合酒店的经营特

点，控制好各部门，各环节的费用、成本支出，使用

好有限的资金，全面提升提高酒店管理水平，使酒

店有更快、更稳的发展；对于外资公司来说，要求

有熟练的外语沟通能力并能够直接同总部交流财

摘  要：专业嫁接是将植物嫁接的理念运用到专业培养方案中，专业嫁接方法是将一个专业的相关课程或一种专业

能力的课程群植入到另一专业的课程体系中，被植入的专业在不改变原培养目标的前提下又分枝出相关专业能力。嫁

接成功后的专业，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可以准确对接就业市场，满足公司对人才的专门要求，也为打造特色专业开辟新的途

径。

关键词：专业嫁接；特色专业；课程群

中图分类号：F230-4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常小勇（1955-），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企业成本核算程序设计和公司财务管理规划；（电子信箱）

qdcxy19830412@126.com   

专业嫁接打造特色专业
常小勇，王秀芬

（ 青岛滨海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55）

务工作和财务信息的财务人员，是因为现有的财

务人员不能直接同国外总部交流财务工作和财务

信息，需要时还要专门向翻译公司聘请翻译人员

与总部进行间接交流，但聘请的翻译人员一般不

具备专业知识，有些财务专业术语翻译的不一定

准确，导致信息交流不畅，另外聘请翻译人员额外

增加了人力资源成本同时也会有信息安全方面的

担忧。

市场竞争愈演愈烈，公司对各类人才的要求

越来越高，不同的行业招聘专业人员都会有不同

的专业要求，专业培养方案中设计的专业课程是

否符合用人单位期望具备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是

实现充分就业，就好业的基本条件。所以研究专

业培养方案，依据市场需求不断改善专业培养方

案就具有了普遍意义。采用专业嫁接的方法，以

现有专业培养方案为基础，结合用人单位对专业

能力的专门需求，植入另一个专业相关能力的课

程群，来满足各行业对人才的专门需求就显得十

分必要。以下主要以上述提到的酒店管理、财务

会计、应用外语类专业为例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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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嫁接的概念

（一）嫁接是植物的人工繁殖方法之一，.即把

一种植物的枝或芽，嫁接到另一种植物的茎或根

上，使接在一起的两个部分相融合长成一个完整

的植株。嫁接的优点是使嫁接后的植物生长发育

和开花结果，能保持原品种性状不变，嫁接成功后

的植物，有的会 . 增强植株抗病能力，有的会提高

植株耐低温能力，有的会提高植株抗倒伏能力等。

总之，嫁接成功后的植物会比嫁接前在某些方面

的性能大大增强，从而使植物按照嫁接者的愿望

生长、开花、结果，并能适应新的自然环境。

（二）专业嫁接是将植物嫁接的理念运用到

专业培养方案中，依据公司对人才的专门需求，将

一个专业的相关课程或一种专业能力的课程群植

入到另一专业的课程体系中，被植入的专业在不

改变原培养总目标的前提下又分枝出相关专业能

力。被植入的专业和植入专业之间的关系是从属

关系，被植入的专业是基础专业，属基础地位，植

入专业是将相关专业能力的课程群嵌入被植入专

业课程体系中，属于从属地位。嫁接后被植入的

专业附带出一种特有的专业能力，从而更能符合

公司对人才的专门要求。如：酒店管理专业，被

植入财务会计主干课程或信息处理能力课程群，

显然，植入后的酒店管理专业培养的学生既能够

从事酒店经营与管理工作，还特别合适在酒店从

事财务会计工作，因为他们熟悉现代星级酒店经

营过程和管理方法。

三、专业嫁接的意义

进行专业嫁接不仅有利于准确对接就业市

场，同时又满足学生个体的学习兴趣、爱好和就业

取向，进而也为打造特色专业开辟了新途径。

（一）有利于准确对接就业市场

依据对就业市场的调查和预判，及时对各专

业的培养方案进行调整，通过专业嫁接的方法，植

入相关专业能力课程群，类似订单式培养，满足不

同行业对人才的专门需求，实现与就业市场的准

确对接，这不仅可以提高毕业生就业率还可以提

升就业岗位的层次。

（二）可以满足学生个体的学习兴趣和爱好

每位学生都是有个人的学习兴趣和爱好的，

之所以选择了某个专业，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于个

人兴趣和爱好的结果。学业成绩也好，工作成就

也好，兴趣和爱好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果我们可以

做到将兴趣与专业统一起来，会大大提升人才培

养效果。所以，对专业嫁接方案的选择除了满足

就业岗位的需求还需要考虑学生的兴趣和爱好。

如：在应用英语专业培养方案中为喜欢到酒店商

务部工作的学生植入酒店商务管理能力课程群，

这些学生毕业后应聘酒店商务管理工作岗位时显

然是有优势的，因为这些学生的底子就是应用英

语专业，可以同入住酒店的外国人员直接进行交

流。因此，在应用英语专业中植入酒店商务管理

能力课程群就可以既符合就业岗位的需求同时又

满足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爱好。还有一些学生在

填报志愿时就对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和实现什么

目标有想法。当选择的专业所开的课程不能完全

满足这些学生需求时，他（她）们希望通过选修课

的途径弥补缺憾。比方说，某财务会计专业学生

的家人或亲朋好友是搞建筑工程的，毕业后就想

到家族企业做财务会计工作，他希望学一点建筑

学、施工管理方面的知识。如果通过专业嫁接的

方式，将建筑专业有关的课程群植入财务会计专

业选修课系统，这些学生就可以通过选修课程的

平台选择建筑与施工管理课程群提升相关专业能

力，进而更有自信的实现自己的就业取向。

（三）为打造特色专业开辟新途径

课程设置体现了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模式，专

业嫁接的课程设置模式，既反映了区域经济建设

和发展对人才的专门需求又体现了办学者对专业

设置思路上的独到之处，进而体现出了专业特色。

青岛是一个星级酒店密布的旅游城市，也是一个

外资企业聚集的城市。通过专业嫁接的方法，培

养既能够从事酒店财务会计工作，又熟知酒店管

理的深受酒店经营者欢迎的酒店管理专业人才；

培养能够以熟练的外语与总部直接交流财务工作

的财务人员，这应该是位处青岛的大学其酒店管

理专业、应用外语类专业满足了青岛经济发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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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专门需求，同时也为这两类专业打造特色

专业找到了新的途径。

四、应考虑的因素

进行专业嫁接需要考虑学校所处区域的经

济发展状况，行业种类及特点以及本校的专业设

置布局情况等因素：

（一）进行专业嫁接要符合公司用人需要

一方面，进行专业嫁接必须对接公司用人需

要，在对市场人才需求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本

校所处环境和培养条件，筛选合适的专业进行专业

嫁接避免随意性，如前所述，酒店需要知晓酒店管

理知识的财务人员，为满足酒店对人才的这种特殊

要求，可以在酒店管理专业培养方案中植入财务会

计主干课程或信息处理能力课程群，另一方面，根

据市场需求植入专业和被植入专业角色可以相互

转换。同样是也可以在财务会计专业培养方案中

植入酒店管理专业相关能力课程群，满足酒店对招

聘财务会计人才的专门要求，根据市场需求植入专

业和被植入专业角色可以相互转换。满足公司用

人需求是进行专业嫁接的主要目标。

（二）专业嫁接应具有相关性和互补性

由于受到高校所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区域

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的限制，一般说来，对于一个

特定的学校不是所有的专业都需要或适合进行专

业嫁接。专业嫁接应具有相关性和互补性。如：

财务会计与酒店管理专业；物流管理与电子商务

专业；广告学与市场营销专业；物流管理、酒店管

理、财务会计、工程管理、工业设计等与应用外语

类专业；建筑学与工程管理等专业是具有相关性

和互补性的。能够进行专业嫁接的专业可以是大

类学科内，也可以是不同学科的专业之间且植入

专业与被植入专业还可以互换位置。有些专业之

间是不具有相关性和互补性的，如：酒店管理、学

前教育、护理与工科类专业等；当然这不是绝对

的，是否有必要进行专业嫁接应视公司对专门人

才的专门需求和专业培养条件而定。

（三）专业嫁接与建设特色专业相结合

专业嫁接方案中，植入专业的课程是否改善

或弥补了被植入专业的缺陷或使该专业凸现出

来专业特色，是我们在进行专业嫁接时需要考虑

的因素之一。仍以酒店管理专业为例说明，在该

专业植入财务会计主干课程（如：会计学、财务管

理、管理会计、会计模拟实验），这实际上是培养会

计核算和管理能力的课程群。嫁接后的酒店管

理专业毕业生，除了能胜任酒店一般管理工作外，

尤其适合在酒店从事酒店财务会计工作，如果其

高层财务管理人员大多来自某所院校，而该院校

酒店管理专业植入了会计核算和管理能力的课程

群。那就足以说明该所院校的酒店管理专业办出

了特色。

（四）毕业证书所属专业应满足学生意愿

毕业证书所属专业对学生能否顺利就业以

及就业岗位的选择有直接影响。通过专业嫁接后

完成的专业学习，毕业时，颁发被植入专业还是植

入专业毕业证书是进行专业嫁接成功后应该处理

好的问题。对于学生来讲，以何种身份能够更顺

利进入公司工作是个实际问题。比如，被植入财

务会计专业课程群的酒店管理专业，可以颁发酒

店管理专业毕业证书也可以颁发财务会计专业毕

业证书，取舍应取决于学生的意愿和用人单位的

要求。不管取得哪类毕业证书，这些人才的知识

结构是相同的，如果他们一旦从事酒店财务会计

工作，会更快的干出成绩的。

再比如，被植入财务会计专业课程群的应用

外语类专业，可以颁发应用外语类专业毕业证书

也可以颁发财务会计专业毕业证书，如果他们一

旦在外资公司从事财务会计工作，其优势是显而

易见的。有人会问，被植入财务会计专业课程群

的酒店管理专业、外语类专业一旦颁发财务会计

毕业证书，本来是酒店管理专业、应用外语类专业

培养的学生，这样一来岂不成了财务会计专业毕

业生了吗？.我们说只要有利于学生就业，酒店管

理专业、应用外语类专业应甘当无名英雄，值得。

五、对专业嫁接的分析与评价

（一）专业嫁接不同于与双学位，双学位是在

本科学习阶段，学习本专业的同时，跨学科门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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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另一专业的学位课程，达到全部要求后同时获

得另一学科的学士学位，即取两个学位。而专业

嫁接如前所述，是将一个专业相关课程或一种专

业能力的课程群植入到另一专业的课程体系中，

学习本专业的学生达到全部要求后获得被植入专

业或植入专业所属学科的学士学位 ,.即只能取一

个学位证书。

（二）专业嫁接有别于选修课程，选修课程是

指学生可以按照一定的要求自主地选择学习的课

程种类。选修课程虽然也是为了满足学生的兴趣、

爱好及就业的需要而开设的，但选修课程是相关

知识的扩展，选修课程之间是一种松散的关系，在

课程设置时并不刻意要求具有相关性，因而不会

不组成一种专业能力的课程群。而专业嫁接，正

如前所述，专业嫁接是将一个专业的相关课程或

一种专业能力的课程群植入到另一专业的课程体

系中，形成某种专业能力。如果说被植入的专业

是一个专业系统，那么，植入的课程群可称之为被

植入专业的子系统。当然，植入的课程群是作为

选修课为学生提供的课程。

（三）专业嫁接也不同于专业方向选修课，专

业方向选修课是在原专业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

就业方向设置的课程，主要是满足学生进行职业

发展规划和就业意向提供多样化的选择空间，这

样做非常有利于学生按照个人意愿和条件就业。

比方说，在设置财务会计专业方向课程的时候，

按不同行业设置方向课，同是做财务会计工作只

是关注的方向不同，如：房地产企业财务会计方

向，通过设置房地产企业管理和房地产企业会计

两门课程就完全可以应聘房地产企业会计工作，

酒店财务会计方向，通过设置酒店管理与酒店企

业会计两门课程就完全可以应聘酒店企业会计

工作岗位。也就是说专业方向选修课程的设置

是在同一专业下的不同工作方向，而不是两个不

同的专业不存在植入和被植入的关系。而专业

嫁接是在两个专业之间，将一个专业的相关课程

或一种专业能力的课程群植入到另一专业的课

程体系中，形成不同专业的工作能力，存在植入

和被植入的关系。

（四）专业嫁接前后在专业发展上的优势

将财务会计信息处理能力课程群植入到酒

店管理专业后，同嫁接前酒店管理专业比较，学生

学习和掌握的专业知识结构比植入前的专业知识

结构会更适合从事酒店财务会计工作，因为这些

学生具有酒店管理专业全部专业知识，了解酒店

行业经营内容、特点，显然更具有优势。同相道理，

将财务会计信息处理能力课程群植入到应用外语

专业后，同嫁接前的应用外语专业比较，学生学习

和掌握的专业知识结构比植入前的专业知识结构

会更适合从事外资公司财务会计工作，因为这些

学生具有熟练地外语沟通能力，直接与国外总部

交流会计工作信息，在工作更加得心应手的同时

自然提高了就业层次。

综上所述，依据市场需求，通过专业嫁接的方

法，培养出用人单位需要的专门人才，助力我们的

毕业生能以被植入的专业为依托作为长期发展的

基础和后劲，以植入专业的相关专业能力为就业

切入点，将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同未来的事业结合

起来，为今后的职业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 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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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ty grafting to create special specialties

CHANG  Xiaoyong，WANG Xiufen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555)

Abstract:professional grafting is applying plant grafting theory to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program, professional grafting method is a related courses or a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the 
curriculum group into another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implanted in the premise of 
not changing the original professional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related professional branch 
ability. After the successful grafting, the graduates can accurately butt the job market, meet 
the company's special requirements for talents, and create new ways to create characteristic 
specialties.
Keywords:  professional grafting; specialty; cours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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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

量发展阶段。制造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国家

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要实现我国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必须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作为支撑。中

国制造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随着“人口

红利”的逐渐消失，生产成本急剧上升，制造业外

迁现象严重。传统制造业面临“产业空心化”和

“产业低端化”的双重威胁，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

升级显得尤为重要 [1]。

创新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

略支撑。要把创新作为制造业全面发展的核心，

不断提高供应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要实现我国制

造业由传统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顺利转变，

必须要坚持创新驱动理念，提高制造业和经济发

展效率。在创新驱动战略下，推动科技和经济紧

密结合、创新成果和产业转型紧密对接显得尤为

紧迫和重要 [2]。

摘  要：制造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要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作为支撑。分

析创新驱动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明确创新驱动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搜集青岛市制造业 2009—

2018 年数据，利用 Eviews8.0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目前创新对青岛市制造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低，制

造业创新水平有待提高，要素驱动发展的现状有待改变。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有关建议，以促进

青岛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427                                            文献标识码：A

一、创新驱动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积
极作用

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新驱动优化成本结构

我国国产设备的核心部件大多需要支付高

额的购置费，其中专利许可费所占比例非常高，这

与美国、日本等国的情况相反，也反映出我国制造

业成本结构不合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不断增

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逐步掌握核心技术，是优

化制造业综合成本的关键。同时，技术进步可以

提高制造业的效率，从而大大缓解劳动力成本、生

产成本、管理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的压力。中国

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是制造业在新的经济常态下

降低成本的有力保障。

（二）创新可以提高产品生产的质量

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产品的质量，或者

说质量的竞争力，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质优价廉、

经久耐用，而且要求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包括原材

收稿日期：2019-12-21

基金项目：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创新驱动下青岛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2018RY06）

作者简介：郝爱迎（1978-），女，山东省潍坊市，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应用统计，（电话）：15953209166,（电子邮

箱）：1614336096@qq。com。

创新驱动青岛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思考
郝爱迎 , 任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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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生产工艺、检测手段等都应该是高新技术的产

物，这样才能增加产品的科学性、安全性和自动化

使用的智能化程度。创新可以帮助制造业提高投

入要素质量，采用新的设备、技术和工艺，实现更

高效的生产和更高质量的发展。

（三）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劳动力就业

结构

科技创新可以提高行业劳动生产率，使劳动

生产率较高的行业的生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

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使行业获得更多

的利润 [3]。这将促使生产要素在不同行业之间的

再分配并向该行业集中，进而导致不同行业之间

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平衡，各行业在产业结构中

的比重和地位发生变化，最终促进产业结构变化。

创新不仅导致生产成本的降低和生产规模的扩

大，而且可以引起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比例发

生变化，使劳动力转移到新兴产业部门和服务业

部门，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也将发生变化，从而促进

产业的优化升级。

（四）创新通过改善对外资易促进制造业升

级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市场竞争激烈，任何一个国

家和地区都不可能发展所有的行业来满足自身需

要。各国需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综合竞争优势，

参与国际竞争。在全球价值链中，发达国家凭借

其先进的技术优势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价值链的

低端。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水平的不

断提高，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将逐渐延伸到

价值链的两端。创新是价值链低端国家向价值链

高端国家延伸的关键动力。新技术创新成果的应

用，可以创造出新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而改变进出

口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改变我

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竞争和进出口贸易结构，

进一步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

二、青岛市制造业创新驱动情况的实
证分析

以创新驱动取代劳动依赖、资本依赖、资源

依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由要素驱动、投资驱

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已成为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

通过 C-D 生产函数，可以衡量创新驱动对提高制

造业竞争力的作用。C.W.Cobb 和 PaulH.Douglas

首先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利用 C-D 生产函

数测算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即通过公

式 2-1 计算“索洛余值”A 的大小，并以此来估计

技术创新水平。

......... ................（2-1）

以.. ...表示产出的资本弹性，以..

. ...表示产出的劳动弹性。

现对青岛市制造业技术创新情况进行实证

研究。在明确制造业范畴明细（表 2-1）的基础

上，通过搜集整理青岛统计年鉴有关数据，选取

2009-2018 年青岛市制造业工业总产值作为产出

水平的衡量指标，资本投入以制造业固定资产净

值作为衡量指标，劳动力投入用全部从业人员年

平均人数衡量，具体数据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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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制造业范畴明细

表 2-2 青岛市制造业投入产出的历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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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青岛市制造业 2009-2018 年历年数据代入

公式 2-1，进行线性回归得到等式 2-2 和表 2-3

的回归结果：

................. .....................（2-2）

表 2-3 回归参数的统计性质

资料来源：根据 Eviews8.0 软件回归得到

方程调整后的.值为 0.63，说明技术、劳动和

资本投入以 63% 的可能性解释制造业产出的变

动，方程整体的拟合优度较好、有一定的解释能

力。表 2-3 显示方程的统计参数 α、β，其中 α

通过了 t 检验且方程整体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

明模型 2-2 整体显著。从回归结果的经济意义

看，回归结果显示青岛市制造业产出的资本弹性

为 0.57，显著高于产出的劳动弹性 0.36，说明资本

对青岛市制造业的驱动作用要显著强于劳动，且

β 未通过 t 检验，说明劳动力投入对产出的影响

作用不显著。该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青岛市制

造业劳动力效率低下，仍停留在低劳动力成本驱

动的要素粗放利用阶段，劳动每增加 1% 只能带

动产出增长 0.36%，而相应的资本投入则能带来

0.57% 的产出增长。索洛余值.，这说明青岛市制

造业技术创新速度增长缓慢，技术进步对制造业

产出增长的总体贡献率较低，制造业仍处于要素

驱动阶段，技术创新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不明显。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青岛市制造

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低。然而技术创新对

制造业产出增长的贡献有目共睹，技术创新可以

减少生产过程中各种资源和劳动力的消耗，通过

先进技术、设备和组织方式的应用，提高劳动生产

率。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可以促进产品的差异化，

从而避免主流市场的恶性竞争，降低产品的可替

代性。青岛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仍有待提高，要

素驱动发展的现状有待改变，今后推动青岛市制

造业全面转型升级仍是产业转型发展的重点。

三、关于青岛市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
升级的有关建议

（一）制定鼓励制造业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

创新政策体系涉及的政策部门很多，这就要

求政府从顶层设计出发，协调各种战略、规划、政

策、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之间的关系，构建科学制定

的良性循环机制。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政策评价

方案和指标体系，确保政策调整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引导企业加强

研发力量，鼓励传统制造企业积极开展商业模式

创新，重构制造业成本结构。建立健全公平、公开

透明、可预期的创新政策环境。强化创新型普惠

政策，认真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支持传统产业技术

创新和改造。强化需求导向政策，为创新型企业

开辟市场渠道。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满足创新

链各环节的资本需求。

（二）以建设创新综合体为目标，促进产学研

用深度合作 [4]

鼓励和支持企业牵头建立制造业创新中心、

产业创新联盟等，整合政产学研用资源，积极与高

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合作，攻坚克难技术问题。

合理确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定位，构建以企

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加

强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构建产学研紧密合作的

行业共性技术平台，突破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提

高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因地制宜构建区域技术

创新服务平台，推进各类主体协同创新，构建具有

区域特色的优势制造业集群，完善制造业供应链。

合理引导科技创新成果有效转化，完善科技成果

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制度，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

应用。培育专业技术转让机构，完善知识产权市

场，鼓励创新创业，促进成果转化。加强科技成果

转化、示范项目和技术推广的投入，促进新技术产

业化应用和推广。

（三）加强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培育新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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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招聘难和环境制约迫使企业向自动

化、数字化、绿色发展转变。要加大智能设备和绿

色技术的研发投入，提高技术供应能力；大力发

展自动化、绿色发展的专业服务业，为企业自动化

和绿色发展提供设计、制造、安装、售后服务一体

化服务，提高企业自动化和绿色发展的效率；建

立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提高企业质量管理能力和

管理水平。

（四）营造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

建立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市场监管体系。

进一步完善标准、检验检测和认证体系，以环境、

安全、质量标准为市场准入和监管手段，提高制造

业发展质量，促进技术进步和推广新技术。打破

地方保护，严格公正执法，为各类所有制、各种规

模、各种技术路线的企业提供平等的创新资源和

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真正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

机制。对新产品、新模式、新产业，允许先行先试，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及时总结经验，逐步规范，营

造公平的市场和法制环境。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限制，有效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建立公

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

侵权成本，降低维权成本，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和

应用，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建设诚信社会，降低社

会交易成本。

（五）注重创新人才培养，增强人才驱动发展

能力

人才是创新关键要素，也是技术创新扩散和

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重要因素。创新不仅需要科学

家和研发人员，更需要大批高素质的一线管理人

才和技能人才。创新人才培养不仅要建立健全科

技人才培养和激励体系，优化研发人员投入结构，

还要加强产业人才需求预测，完善各类人才信息

数据库，构建产业人才评价体系和信息发布平台。

鼓励企业与学校合作，培养制造业急需的科研人

才、技术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积极推进产学研结

合。此外，还要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加大对优秀人

才的表彰和奖励力度。建立健全制造业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健全人力资源流动和使用的体制机制。

推行更加开放灵活的柔性引才政策，通过多种形

式选拔各类优秀人才，探索建立国际化培训基地，

加大制造业引进领军人才和紧缺人才的力度 [5]。

( 责任编辑 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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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Innovation Driv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Apgrading of Qingdao'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O Aiying，REN Pingi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555)

Abstract: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the leading industry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t must be supported by high-
qualit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novation drive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clarifies that innovation 
drive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data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Qingdao from 2009 to 2018 are collected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is conducted by using Eviews 8.0 softwar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innovation to the growth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utput in Qingdao 
is relatively low, the level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novation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the status quo of factor driven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changed.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innovation drive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Qingdao. 
Keywords: Innovation drive；Manufacturing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Regress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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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的经济迅猛发展，市场环境多变，房

地产企业的财务风险日益突出，防范风险是管理

者在经营活动中的首要关注点。为了帮助企业更

好的防范风险，文章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房地

产企业的财务风险构建预警机制，完善企业的财

务风险管理机制，使得管理人员更加高效的预测

风险，采取措施。有利于降低危机风险成本，从而

更好地维护股东、债权人的利益。

一、财务风险预警研究现状分析

（一）.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国外对于财务风险研究的起步比我国早，较

早地提出用财务预警模型来预测企业财务风险。

Rosa.Lombardi，Daniela.Coluccia（2016） 在《知

识经济杂志》提出将选取.50.家上市公司财务数

据为研究样本来建立一个网络风险体系，该风险

报告可以识别出企业有意隐藏的异常财务指标。

Ali.Serhan.Koyuncugil,Nermin.Ozgulbas（2012）在

《爱思唯尔期刊》一文中提出了一种基于数据挖

摘  要：文章分析了房地产行业的财务风险的国内外研究现状，通过 SPSS 软件对选取的 59 家房地产上市公司财务

指标，利用 logistic 线性回归构建与之相符的财务预警模型，检验模型的可行度，并对房地产行业进行预警，提出可行性

措施，以期可以为房地产行业防范财务风险提供借鉴。

关键词：房地产行业；财务风险预警；Logistic 线性回归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基于 Logistic 回归的房地产业上市公司
财务风险预警

李俊倩，崔立敏 
（青岛滨海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55）

掘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模型开发的 EWS 可以为

财务背景不充分的企业提供自动化的决策服务。

该模型的应用涵盖了 7853 家基于土耳其中央银

行（TCB）的 2007 家中小企业，了解风险剖面、风

险指标、预警信号和金融道路图，从而进一步了解

在研究房地产行业财务风险时的侧重面和详细指

标。

（二）.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国内研究学者对于财务风险预警模型研究

的也比较多。柳利君（2016）在《中国总会计师》

中从灵活性、稳健性、全面性等原则三个方面出

发，分析了财务预警指标模型的建立过程，在此基

础之上，提出具体的防范措施对于本文的写作具

有指导意义。夏秀芳；迟健心（2018）在《会计之

友》中提出企业债务无力偿还是财务危机产生的

主要原因，预警指标应该首先关注企业运营资金

链的情况；提出财务预警指标体系构建的重心是

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合理投资，建议从资金

供需方面出发构建预警指标体系。同时，戚家勇；

蔡永斌 (2018) 在《财会通讯》中提出运用因子分

收稿日期：2019-11-29

基金项目：校级科研课题《房地产业上市公司财务预警研究》（2019RY04）

作者简介：李俊倩（1983 年—），女，汉，河北衡水，副教授，硕士，财务管理，（电话）18661411926，（电子信箱）

12065936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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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法，通过建立财务预警模型找出了导致房地产

企业风险较高的主要因素是房地产行业盈利、偿

债能力欠缺、营运能力弱及成长能力欠缺，并相应

提出相关风险控制措施，启发了文章的写作思路

围绕着研究企业的盈利、偿债、发展、运营这几个

主要方面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

政策的变革，企业潜在的不可预知的财务风险不

断增加，这给企业管理带来严峻的考验。公司要

想稳健发展，必须转变以往传统的财务风险指标

分析，就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大数据技术相结

合，建立与自身实际情况相符合的财务风险预警

模型，使其更好地发现、预警、防范风险。

二、房地产上市公司财务风险 logistic
预警模型构建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以上市已十年，且近三年营业利润、净利润均

为正值的正常企业为非 ST 企业，以深沪宣布财务

状况异常的停止交易的企业为 ST 企业。由于正

常企业和财务异常企业的数量比值较为悬殊，故，

本文选取了 53 个财务正常企业，6 个财务危机企

业，这样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数据来自同花顺软件以及新浪财经网，选取

所需数据进行加工处理。

用公式计算出企业财务风险概率 P，一般介

于 0-1 间，本文的原理是设定一个值，来判定企业

是否发生财务危机。通过查阅资料和文献，了解

到大多数学者将这个特定值确立为 0.5。风险概

率大于 0.5 时则定义为危机公司，若风险概率小

于 0.5 则定义为财务健康公司。文章通过因子分

析法提取出的 5 个主因子用来反映 15 个财务比

率，见表 1。然后将主因子作为自变量，将是否发

生财务危机作为因变量，其中设定危机公司是 1；

健康公司取值为0。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分类变量，

所以在构建模型时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

表 1 主要因子命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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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Logistic 模型确立

表 2 二项 logistic 模型矩阵

表 2 显示了二项 logistic 模型矩阵，判断值设

定为 0.5，即当预测值大于 0.5 时，系统判定被解释

变量的预测值类别是 1 也就是 ST 公司，如果小于

0.5，则判定被解释变量的预测值类别是 0 即财务

正常的公司，在实际预测中，有 53 家健康公司中

有 53 家全部预测成功，在 6 家实际发生危机的公

司中，有 4 家公司被预测成功，结果总体的准确率

为 83.33%，由此可见该模型的准确率较为理想。

表 3 模型系数的 Omnibus 检验

由表 3 中可以看出：显著性水平为 0.00 小

于提前设定的显著水平 0.005，故应该拒绝原假设

（原矩阵是单位阵），证明选出的主因子和因变量

线性相关，该回归模型的整体显著性良好。

表 4 系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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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模型系数得出预警模型即主因子综合得

分表达式为：

P=Exp(-279.324-149.758F1+313.993F2-

1 1 6 3 . 9 9 7 F 3 + 5 . 6 1 4 F 4 + 1 . 8 1 6 F 5 ) / 1 + E

x p ( - 2 7 9 . 3 2 4 - 1 4 9 . 7 5 8 F 1 + 3 1 3 . 9 9 3 F 2 -

1163.997F3+5.614F4+1.816F5)

（三） 模型预警效果检验

一般来说，R2 的数值越接近 1，说明拟合度

好，反言之则拟合度不好。

表 5 模型摘要

因为求出的考克斯 - 斯奈尔 R2 和内戈尔科

R2 分别为 0.786 和 0.859 均大于 0.5，所以拟合度

良好。

根据 2017 的 logistic 线性回归得出财务预警

综合得分表达式，即财务风险预警模型如下所示：

P=Exp(-279.324-149.758 现 金 能 力 因 子

+313.993 发展能力因子 -1163.997 盈利能力因

子 +5.614 偿债能力因子 +1.816 资本能力因子 )/

[1+Exp(-279.324-149.758 现金能力因子 +313.993

发展能力因子 -1163.997 盈利能力因子 +5.614 偿

债能力因子 +1.816 资本能力因子 )]

为了验证模型的预测能力和预测准确度，

将上文所选的公司样本 2018 年半年报的财务指

标代入这个模型中，检测其预测的准确度。除掉

2018 年财务指标不完善的企业，还剩下 51 家企

业其中包括 45 家财务正常公司和 6 家财务发生

危机的公司，参与到财务风险预警检验中。

将上述五个因子带入 2017 年的线性回归模

型中进行回判，得到如表 6 所示结果：预测到在

样本公司中有 10 家发生财务危机，41 家公司财

务状况良好，同时，在 45 个正常企业中被错判成

风险公司的有 5 家，有 40 家企业被成功预测，其

预测准确率达 88.89%。在 6 家危机企业中有 1

家被误判成健康企业准确率达到 83.33% 总体准

确率为 86.11%，高于 80%，这说明总体的预测比

较理想。

表 6 分类表

三、房地产行业财务风险预警实证分析

建立财务风险预警模型，验证了该模型的准

确度和预测能力较为良好，财务风险预警模型可

行。因此，可以预测房地产企业是否发生财务危

机，对预测发生财务危机的企业提出警示，进而采

取措施防范风险。

将 2018 年年报的财务指标带入因子分析中

析出主因子分别是现金能力因子；偿债能力因

子；盈利能力因子；资本能力因子；发展能力因

子。将每个房地产公司的主因子带入构建的预警

模型中，得出 P 即房地产企业财务状况，由于 124

家房地产企业涉及的样本量和数据较多，根据重

要性原则，我们重点关注预测结果是危机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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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预测发生财务危机的公司全部列示，将房地产

企业预测结果是危机房地产企业和预测结果是健

康的企业按照 1：1 的比例选择出来，在表 7 中显

示了 34 家房地产上市公司，其中包括 17 家预测

财务正常的公司和 17 家预测将发生财务危机的

公司，这样 1:1 的数量比便于分析影响财务状况

的主要原因。从影响财务状况的主因子入手，进

而分析影响主因子的财务指标，最后提出针对性

的措施。以下是预测整理后的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财务风险预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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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Risk Warning of Listed Companies in Real Estate 
Industry Based on Logistic Regression

 LI Junqian ，CUI Limin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Qingdao Shandong 266555)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tatus of the financial risk 
of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Through the SPSS software, the financial indicators of 59 real estate 
listed companies are selected, and the logistic linear regression is used to construct a financial 
early warning model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odel and the real estate. The industry will 
provide early warning and propose feasible measur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to prevent financial risks. 
Keywords:  Real estate Industry; Financial risk early warning; Logistic linear regression

四、结 论

文章从企业的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

力、盈利能力、现金流等方面综合考虑采用房地

产上市公司 15 个财务比率建立房地产财务风险

预警指标模型。利用现金流能力、发展能力、偿

债能力、盈利能力、资本能力等五大主因子，运用

logistic 线性回归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主因子建立

线性回归模型，并进行预警检测。然后预测未来

房地产行业的财务风险。表 7 中可以看出未来房

地产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数量多，管理者非常有

必要去进行防控。从财务综合得分表达式中主因

子所占比率和表 7 中各个主因子在预测将发生危

机和正常的企业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影响财务

状况的主要是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及现金能力方

面。建议房地产行业在盈利方面集中更多注意力，

降产能、降成本，同时做好资金预算工作，做好项

目调研工作，精准融资。

在此次研究中主要是针对财务指标进行分

析，建立财务预警，但是未考虑非财务因素的影

响，这样使得所建的财务预警模型在时效性和行

业间的延伸性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房地产

行业效果显著。文章抛砖引玉，愿在丰富财务预

警理论基础上给予大家启发，将财务预警理论日

臻完善。

（责任编辑 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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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汽车行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产

业之一。甚至其发展水平和实力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反应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纵观

中国汽车的出口国，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自主

品牌汽车的出口国几乎都是汽车工业极度欠发

达的亚洲，南美洲以及非洲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

（例如伊朗，越南，委内瑞拉等）（郑谊，2016）。如

果中国汽车真的出口到欧美日韩这些汽车工业

发达的国家，才能说明中国的汽车产业迎来了真

正意义上的春天。

和中国保持着长期的贸易往来的韩国，其汽

车产业的发展由来已久，有着一套成熟的生产到

销售的体系。再加上韩国民众对其他国家汽车的

关注度相对较低，中国制造在韩国民众心中的消

极形象，中国的自主品牌汽车想要出口韩国实在

摘  要：文章以“北汽幻速 S6”为关键词，收集了韩国的网络大数据，分析了韩国网友对中国国产汽车 - 北汽幻速 S6

的主观以及客观的评价。使用的新的市场调查方法在理论上，构建了文本挖掘和语义网络相结合的分析结构，为以后类

似的研究提出了理论依据以及参考文献。从实践角度，为试图进军韩国市场的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提供韩国汽车消费

者的关心因素和购物心理分析结果。

关键词：文本挖掘；语义网络分析；非结构化大数据；汽车产业；国际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62                                            文献标识码：A 

通过网络文本大数据

谈中国汽车进军韩国市场的问题

李日龙
（青岛滨海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55）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然而就在 2017 年初，一则新

闻被各大网络媒体争相报道。内容是中国的自主

品牌汽车 - 北汽幻速 S6 在韩国正式销售 14 天之

内便全部售出的消息。这一则消息传出，引起了

汽车行业不小的轰动。而对于一个成功的企业来

说，一个产品初级阶段的成功营销之后，总结其成

功的原因，分析售后消费者的反馈就显得尤为重

要。

本文通过收集韩国的网络大数据，分析韩国

网友对中国国产汽车 - 北汽幻速 S6 的主观以及

客观的评价。希望本文使用的新的市场调查方法

能够为以后类似的研究提出理论依据以及参考文

献。从实践角度，希望能够为试图进军韩国市场

的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提供韩国汽车消费者的

关心因素和购物心理分析结果，以至于在制定市

场营销策略的方向上提供一些帮助。

作者简介： 李日龙（1986 年—）, 男 , 吉林省珲春市人 , 教师 , 博士研究生 , 酒店管理 ,( 电话）15610099890 ,（电子邮箱）

lirilong101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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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及范围

本文将研究对象设定为对“北汽幻速 S6”有

兴趣的网友，数据收集的范围包括了在韩国普遍

使用的 NAVER 和 DAUM 两个搜索引擎附属的

“博客”，“论坛”以及类似于百度知道的“知识问

答”三个平台。原因是这三个平台的文本包括了

韩国网友对特定事物或者话题的主观意见，客观

事实的描述以及只是共享，能够从多方面的角度

了解韩国对北汽幻速 S6 的印象以及评价。与本

文的目的相契合。

（二）分析方法及步骤

1..数据采集

为了分析韩国民众对北汽幻速 S6 的评价，数

据的收集选择了韩国最为普遍使用的 NAVER 和

DAUM 两个搜索引擎附属的“博客”，“论坛”以及

“知识问答”三个平台。其内容普遍为个人对特

定事物以及话题的主客观评价，对客观事实的描

述，专业知识的分享，内容既有客观事实，也有主

管的评价和情感表露，能够从多方面的角度了解

韩国对北汽幻速 S6 的印象以及评价。

数据的时间上，由于“北汽幻速 S6”在韩国

正式出售之前就受到了关注，为了准确地设定收

集时间，首先通过韩国“NAVER.TREND（类似于

国内的百度指数，提供网友在指定时间内对于特

定单词的搜索量）”确定了韩国网游对“北汽幻速

S6”的搜索量集中在 2017 年 1 月 18 日至 1 月 24

日之间之后，将数据的采集时间设定为 2017 年

1 月 1 日到 2018 年 9 月 30 日。关键词为韩国对

“北汽幻速 S6”的官方称呼即“ .600/KENBO.

600”。

图 1 有关“KENBO 600”的 NAVER TREND 搜索结果

2..数据处理

本研究利用收集到的数据，首先通过查重，剔

除由于转载和多平台上传出现的重复文本。其次，

对分词后得到的词汇进行了筛选。从原有的词汇

清单中剔除分析意义不大的单词；不赋予意义的

单词以及韩国语当中字面翻译和读音翻译等等。

通过筛选，最终选取了词频最高的 66 个单词。通

过比较词频和单词的特性来进行了分析。在单词

的筛选上，以情感词和能够反应对汽车的评价要

素的单词为准进行了筛选。

3..数据分析

首先，通过单词在文本中出现频率，掌握韩国

网友最为关心的单词，从中发现韩国消费者的购

物心理，进行分析和总结。然后，利用 Ucinet.6.0

和 NetDraw 软件对所选取的 66 个词汇进行了语

义网络分析。得出全体单词的整体语义网，从词

汇的词频，连接程度和语义网中的位置来观察整

个语义网络。对出现的情感词进行 2- 模网络分

析，即观察与情感词汇相关系数最高的词汇进行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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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

（一）数据概要

通过 TextoM 软件收集到的数据结果如表 1。

表 1 数据量收集结果

如表 1 所示，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韩国 NAVER 和 DAUM 两个网络搜索平

台中博客，论坛以及知识问答有关“北汽幻速 S6”

的文章共收集到了 3,815 篇。从中剔除由于转载

等原因导致的重复项，实际应用到分析的文章总

数为 3,754 篇。

（二）文本挖掘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之后得到的前 66

个高频单词，如表 2 所示。值得注意的是表中出

现的词汇是高频词汇，仅说明这些词汇的出现频

率高，网友提及的次数多，也仅代表网友对这些单

词的关注度相对高一些。没有出现在表中的词汇

并不代表没有意义。



36

青 岛 滨 海 学 院 科 教 研 究

2020 年第 1 期 JOURNAL OF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No.1, 2020

表 2 前 66 高频词汇分析结果

排序 词汇 词频 排序 词汇 词频 排序 词汇 词频

1 价格 5641 23 变速器 663 45 座椅 399

2 设计 2254 24 差距 648 46 便宜 389

3 小型 2252 25 轿车 643 47 认可 330

4 发动机 2070 26 动力 629 48 魅力 324

5 品牌 1697 27 形象 626 49 后备箱 301

6 安全 1635 28 高级 626 50 改善 295

7 性能 1480 29 期待 625 51 事故 290

8 人气 1450 30 新型 597 52 不错 290

9 汽油 1358 31 技术 596 53 推荐 283

10 二手车 1270 32 自动变速 594 54 担心 276

11 燃料 1161 33 双相机 551 55 外观 274

12 中型 1154 34 广告 533 56 加速 273

13 问题 1145 35 成功 503 57 刹车 269

14 BEST 1036 36 竞争力 498 58 信赖 258

15 增加 1032 37 混动 494 59 优点 243

16 水准 880 38 车体 459 60 忧虑 224

17 销售量 810 39 减少 451 61 满足 223

18 马力 789 40 消音 447 62 批判 216

19 配件 787 41 性价比 447 63 短板 212

20 品质 756 42 轮胎 445 64 音响 206

21 大小 727 43 稳定 438 65 贵 202

22 柴油 714 44 不足 424 66 后座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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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以发现，韩国的网友在提及“北汽

幻速 S6”时，提到最多的单词依次是价格，设计，

发动机，安全性，性能，人气等。可以说这些单词

反应了韩国网友在评价一辆汽车的时候最为关心

的因素。而由单词“二手车”出现的较靠前的名

次中可以看出，“北汽幻速 S6”已然在二手市场

有着不低的人气。

除了大部分的有形的名词，从高频词汇表中

还可以发现一些带有主观色彩的单词，这些单词

可以分为两种，即积极评价和消极评价。其中，反

应积极情绪的单词包括 BEST，魅力，高级，不错，

成功，认可，满足，稳定等单词；反应消极评价包

括短板，不足，忧虑，担心，批判等单词。由此可以

看出对“北汽幻速 S6”的评价是见仁见智。

（三）语义网络分析

根据文本挖掘得到的高频词汇，为了各词汇

之间的相关联系，本文对得到的 66 个高频词汇进

行了语义网络分析。从而直观地观察各词汇间的

关联程度，在语义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以及特定关

键词之间的比较。

1.. 整体语义网

通过 Ucinet.6.0 和 NetDraw 语义网分析软件

得出的 66 个高频词汇的整体语义网，如图 1 所

示：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词汇。节点的大小和该

词汇的词频有关，即词汇的词频越高节点越大。

词汇的位置与其连接的节点数有关，即词汇的位

置越是靠近语义网络的中央位置，就越说明与该

词汇直接相连的词汇越多，换句话说该词汇的中

心值（Degree.Centrality）越高。也能够说明围绕

该词汇展开的话题越丰富。

图 2 前 66 个高频词汇的语义网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韩国游客在博客和论坛

以及知识问答平台里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围绕车辆

的价格，设计，动力，燃料等话题展开。这些词汇

也正是占据了高频词汇榜前几名的词汇。

2..2- 模网络分析

2- 模网络分析相比较整体语义网络分析最

大的区别就是 2- 模网络分析是以非对称型关系

矩阵进行分析，从而对几个具有特殊研究意义的

词汇进行比较。本研究为了掌握韩国游客感情表

达的对象词汇以及特殊词汇间的差异，选择了情

感形象层和认知形象层的部分有意义的词汇为关

键词，希望能够看到他们之间的差异。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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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图 3。其中四角形节点为带有积极情感的

单词，三角形节点为带有消极情感的单词，圆型为

相关连接词汇。连接线越粗，越说明两个词汇之

间共同出现的频率越高，反之则说明共同出现的

频率越低。

图 3：围绕情感词构建出的 2- 模语义网

以情感词为关键词的 2- 模网络分析中，考虑

到简明性和扼要性，本文选择了 9 个有意义的关

键词和与之相连的前 10 个词汇。从图 2 可以看

出与“BEST”相连的单词最多，而且与其他单词

的相关性也是最高。这表明韩国网友在对车辆的

发动机，设计，马力，性能，价格，安全以及燃料费

用上认为“北汽幻速S6”做的是“BEST（最棒）”的。

还可以发现，对于大部分评价要素（红色原

型节点），既有积极评价，也有消极评价。而对变

速器，动力和配件三个要素的消极评价几乎可以

忽略不计（只与“BEST”相连）。由此可以判断出

“北汽幻速 S6”的核心竞争力可以说是在变速器，

动力和配件上。

韩国网友对“北汽幻速 S6”的评价总体来说

是比较积极的。可以将网友对“北汽幻速 S6”的

评价还原成：“发动机和价格和马力是最棒的”，

“外观的设计和性能是具有魅力的，感到非常满

意”，“价格很不错，是这款车最大的有点”，但也有

人认为：“价格和发动机是这款车的一个短板，也

有不足之处”，“安全性让人感到忧虑”，“性能方面

还有些不足之处”。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研究以“北汽幻速 S6”为关键词，收集了

韩国网友的主观和客观的评价，知识共享的内容。

通过文本挖掘和语义网络分析法掌握了韩国消费

者对汽车产品的关心内容，发现了高频词汇与情

感单词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了韩国消费者对

“北汽幻速 S6”特定领域相对应的评价。分析结

果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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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国消费者在谈论“北汽幻速 S6”时，提

及最多的单词依次是“价格”，“设计”，“发动机”，

“安全性”，“性能”以及“燃料（油耗）”等。也从

一定程度上说明韩国消费者在谈论汽车产品时最

为看重的几个因素。

2..从高频词汇中出现的情感单词中可以看出

“BEST”的出现频率非常高（第 14 位）。这说明

韩国网友对“北汽幻速 S6”的评价多数是积极的。

虽然如此，出现的情感单词并不全是积极的。短

板，不足，忧虑，担心等单词在高频词汇中的出现，

也反应了“北汽幻速 S6”在韩国消费者心中的一

些消极评价。

3..积极评价中，韩国的网友们认为最值得好

评的因素依次是：价格，发动机，设计，性能，马力

和安全性。而做出消极评价的网友认为存在的问

题依次是：价格，发动机，燃料以及设计。而从各

因素中的相对差评率来看，配件与价格的差评率

最高，性能和马力的差评率最低。也就是说韩国

的网友在特定的评价选项当中，认为配件（这里

的配件指车辆的各项配件设施）相对最差，其次

是价格相对不合理。而车辆的马力相对来说最值

得称赞。

（二）讨论

根据以上总结出的研究结果，本文希望提出

以下建议。

1..从理论意义上，本文通过收集网络大数据，

分析韩国网友自发撰写的对“北汽幻速 S6”的主

/ 客观评价内容，进行了海外消费者市场调查。并

成功提取出韩国消费者的消费趋向，整体评价，细

分到对具体因素的态度等有价值的信息。确认了

网络大数据分析在海外市场调查中的可行性。希

望在各领域试图进行海外市场调查的决策者能够

借鉴此类方法得到有价值的信息，并做出科学的，

准确的市场营销方案。

1..从实践意义上，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北

汽幻速 S6”在韩国消费者心中一定程度上已经

突破了对中国车辆“安全性差，质量均差”的传统

认知，树立了较良好的形象。其他汽车产业在考

虑进军韩国市场的时候，如果以“北汽幻速 S6”

为参考产品，则需要着重考虑价格，发动机，燃料

（油耗）以及外观设计等因素的完善。尤其需要

尽可能提高车辆内饰中的配件设施的品质。

（责任编辑 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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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oblem of Chinese cars entering the Korean 
market 

through Online Text Big Data

 LI  Rilong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Qingdao Shandong 266555)

Abstract: Based on the keyword of "KENBO 600", the author collected Internet Big Data of 
Korean, analyzed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Chinese automobil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new method of market investigation, the paper establishes the analytical structure 
of text mining and semantic network. From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the Korean auto industry 
will provide consumers with the attention of Korean automobile users and analyze the results of 
shopping psychology. 
Keywords: Text Mining；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Unstructured Big Data；Automobile 
Industry；International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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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 Web2.0 技术的发展，网络平台上出现

了越来越多的主观性文本，其中包含了许多关于

商品、服务等对象的观点和意见，有效挖掘用户的

观点对于商家改进商品、改善服务有着非常重要

的意义。为此，情感分析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

一个热点方向 [1]。

本文主要对基于情感词典的情感分类方法

进行了研究，即通过评论文本中包含的情感词的

情感倾向性判定该评论的褒贬极性。在研究中我

们发现，情感词典中包含的情感词多少是决定基

于情感词典的情感分析方法的性能的关键因素。

然而，网络文本中各种网络新词层出不穷，这种情

况下，静态情感词典显然不能很好地胜任，为此本

文对情感词典的自动扩充技术进行了研究，提出

了一种基于逆向反推的情感词自动识别及倾向性

判定方法，并将识别出的情感词用以扩充静态情

感词典，最后将扩充后的情感词典应用于情感分

摘  要： 基于情感词典的情感分类方法是目前情感分析领域主流方法之一，情感词典的完备性是该方法成败的关键

因素之一。网络文本新词术语的不断新增导致静态情感词典无法保证其所包含的情感词的完备性，为此本文对情感词典

的自动扩充方法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种基于逆向反推的情感词自动识别与倾向性判别方法，并将识别出的情感词用以

扩充静态情感词典。通过将扩充后的情感词典应用于情感分类实验中发现，自动扩充词典的方法可以在保证情感分类系

统准确率的同时，大大提高系统的召回率，从而提升系统的整体性能。

关键词：情感词典；HowNet；情感分类；逆向反推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A   

基于情感词典自动扩充的情感分类方法
庞海杰，巩晨静，李磊，李红军，刘春强

（青岛滨海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55）

类任务中。实验结果表明，采用自动扩充词典的

方法可以在保证系统分类准确率的前提下，大大

提高系统的召回率，从而提高了系统的整体性能，

证明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

1 相关研究

目前，情感分类主要有两种主流方法，分别是

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和基于情感词典的方法 [1]。

前者主要将情感分类看成是一种文本分类，并采

用常见的文本分类算法（如 SVM，NB，ME 等）进

行情感分类 [2]。而基于情感词典的方法主要依靠

一些已有的情感词典进行情感分类，是一种较为

简单直接的方法，受到了研究者们的青睐。

对于一个文本而言，其所蕴含的情感倾向性

是由构成该文本的词语的情感倾向性所体现出来

的，所以基于情感词典的情感分类方法的基本思

路 [3-4] 是首先分析文本中情感词或者评价短语的

情感倾向性，然后进行倾向性的加权求和，根据求

基金项目：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产学研创新基金——“智融兴教”项目 (2018A01024)；青岛滨海学院科技计划项目

(2018KZ04)

作者简介： 庞海杰（1976—），男，山东沂水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自然语言处理，（电话）0532-83150388-

8236，（电子信箱）49513142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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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结果判断文本最终的情感倾向性。

但是目前 , 很难找到一个完整的可以包含

所有情感词的情感词典 [5]。.在对网络主观性文

本进行情感分类时，静态词典无法涵盖较全情感

词的弊端就显得尤为突出，但是另一方面，随着

Web2.0 的发展，网络主观性文本的情感分类却显

得日益重要。所以很有必要开展一种能够自动进

行扩充的情感词典。相关研究者已经开展过一些

方法，比如杨超等人提出基于 HowNet 和 NTUSD

两种资源对情感词典进行扩展 [6]。对情感词典进

行扩展包含两部分的工作：首先是识别文本中的

情感词，其次是判断情感词的倾向性。

2 基于情感词典的情感分类基本方法

本节主要介绍本文采用的基于情感词典的

情感分类基本方法，首先给出本文构建情感词典

及否定副词表的方法，然后给出本文采用的基于

情感词典进行情感分类的基本过程。

2.1 基于 HowNet 的情感词典及否定副词表的自

动构建方法

情感词典是基于情感词典的情感分类方法

中关键核心因素，本文首先利用 HowNet 建立初

始的情感词典。在 HowNet 中，在有些词的义

项中标记了该词对应的褒贬倾向性，比如标注

为“desired| 良”的词含有褒义倾向，而其标注为

“undesired| 莠”的词则含有贬义倾向。根据这一

标注结果，我们首先将义项中含有“desired| 良”

或“undesired| 莠”的词抽取出来形成初始的情感

词典；然后对初始情感词典进行过滤，去除一些

单个不成词的词语，最终建立了包含 7284 个含

褒、贬义倾向情感词的情感词典。

本文实验中我们还将使用到否定副词，为了

保证否定副词统计的准确、全面，本文提出基于

HowNet 自动收集否定副词，收集过程是：首先将

HowNet 中的义项中含有.“neg| 否”的词作为候选

否定副词，然后去除一些不常用的生僻词继而得

到本文所用的否定副词。通过上述方法的统计，

我们最终采用了以下几个否定副词：“不”、“绝

非”、“没”、“毋”、“没有”、“绝不”。

2.2 基于情感词典的情感分类基本过程

在建立了情感词典以后，本文采用如下的方

法实现情感分类：

(1) 由于本文处理的是中文评论，所以首先需

要对评论分词，并去除停用词；

(2)对于评论. 中的每个词. (. ，.

为评论中包含的词的个数)，在情感词典中查找

该词，若找到则记录其相对应的权值 。..

的计算方法是：如果. 在情感词典

中被标记为褒义的，则. =1；如果 .

在情感词典中被标记为贬义的，则.

=-1；如果. 没有在情感词典中找到，则.

=0；

(3) 最后将该文本中所有词的权值累加 ( 公

式 1 所示 )，记为 .：. 为

正数表示该评论是正向的，. 为负数

表示该评论是负向的，. 为 0 表示表

示此评论是客观性描述：

...............(1)

3 基于逆向反推的情感词典自动扩充及其
应用

3.1 情感词典自动扩充方法

静态词典中所包含的情感词是有限的，不能

完全的覆盖所有的情感词，加之当前的网络流行

语比较多，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情感词典中未能涵

盖的情感词及其语义倾向性进行识别，这样才能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情感分类方法的性能。

要实现情感词典的自动扩充，需要完成分两

步完成：(1) 识别可能的情感词；(2) 判断识别出

来的情感词的情感倾向性。一般来讲，程度副词

修饰形容词，而形容词具有情感倾向性；同时，基

于情感词进行倾向性分析的主要思想是根据文本

中情感词的倾向性判定整篇文本的倾向性。出于

对上述两点的考虑，本文采用逆向思维，提出一种

基于逆向反推的情感词自动识别及倾向性判定方

法，具体流程如下：

(1) 输入训练语料，读取每一篇评论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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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忽略其中的客观性描述评论，只使用训练语料

中具有情感倾向性的评论（主观性评论），并进行

预处理，主要包括分词、词性标注、去除停用词；

(2) 循环地对主观性评论集合中的每一篇评

论进行如下处理，直至训练语料中的所有主观性

评论处理完成：

1) 依据文献【7】中给出的程度副词表，查找

评论中的程度副词；

2) 对于每一个程度副词 .，依据词性判断

副词. 后面的一个词是否为形容词，如果是形

容词而且该形容词没有出现在情感词典中，那么

标记该形容词为情感词，记为 .；

3) 以. 为基准向前查看大小为 α（α 是一

个可调参数）的窗口内是否有否定副词（依据 3.1

节中收集到的否定副词）：若没有否定副词，则.

的倾向性和其所在评论的倾向性一致；若出

现否定词，则.的倾向性与其所在评论的倾向性相

反；

(3) 将按照上述方法找到的所有情感词按照

（词，正负性，出现次数）这种形式进行统计，并以

出现次数从高到低排序，从中选取出现次数大于

β 的情感词存到数据库中，形成用户词典。

通过查看实验结果我们发现，有些词有时被

判断为正向情感，有时被判断为负向情感，对于这

样的情况，我们最终将该词标记为其出现次数多

的那个极性。

3.2 基于词典自动扩充的情感分类方法

通过上述训练过程，系统可以得到一个用户

词典，然后系统将用户词典和原有静态词典整合

在一起用于评论的情感倾向性判定。为了对用户

词典和原有词典的情感词汇的作用加以区分，我

们采用如下方式计算.Sentiment(Text).的值：

. ....(2)

其中. 和. 都是评论. 中包含的

情感词，. 是包含在原有静态情感词典中的情

感词，而 .是通过逆向反推方法自动识别的

情感词；. 是一个可调参数，用于调节自动识别的

情感词的权重。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我们所用的语料是从数据堂（www.datatang.

com）下载的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谭松波博士提

供的，所使用的语料库主要包括酒店评论，图书评

论，计算机评论三个方面的评价，总共 11741 条评

论。实验中将该语料分为训练语料和测试语料两

部分，统计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语料统计信息表

评测中，我们采用了准确率、召回率和 F 值

来加以评价，计算方法如下：

. ..（3）

. ...（4）

................... ....................（5）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方法的有效性，我们进

行了以下几组实验：

4.1 基本的情感分类方法实验结果

本部分主要给出基于情感词典的情感分类

基本方法的实验结果，分别如表2，表3，表4所示：

表 2 基本的基于情感词典酒店类情感分类实验结果

 

酒店类 图书类 计算机类

训练语料数 1561 3743 3980

测试语料数 488 969 1000

准确率 召回率 F值 平均准确率
平均

召回率

平均

F值

正向 0.74 0.75962 0.74968

0.857341 0.47325 0.60986

负向 0.974683 0.18688 0.3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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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本的基于情感词典图书类情感分类实验结果

表 4 基本的基于情感词典计算机类情感分类实

验结果

从表 2、表 3、表 4 可以看出，系统的召回率明

显低于准确率，即能够判断出是否带有情感的评

论很少，导致最终的情感分类结果不是很好。仔

细观察分类标注结果发现：导致系统召回率低的

主要原因是评论中包含了很多的未登录情感词，

由于系统不能将这些未登录情感词正确地识别出

来，所以系统将一些主观性评论错判为客观性评

论，从而导致系统的召回率很低。

4.2 基于逆向反推的情感词识别方法实验结果

为了验证本文给出的情感词识别方法的有

效性，此处列举了一部分情感词（限于篇幅，不曾

全部列出），如表 5 所示：

表 5 情感词自动识别示例

其中表 5 中 1 表示正向情感，-1 表示负向情

感。从表 5 中可以看出来，本文提出的逆向反推

的情感词识别及倾向性判定方法能够正确识别出

评论中出现的未登录情感词，而且较为准确地判

定了其情感倾向性，证明本文提出的方法是有效

的。

4.3 基于情感词典自动扩充的情感分类方法实验

结果

为了进一步验证情感词典自动扩充方法的

有效性，以及验证扩充后的情感词典对情感分类

的影响，我们进行了以下几组实验。我们在.取不

同值时分别进行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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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基于情感词典自动扩充的酒店类情感分类实验结果

表 7  基于情感词典自动扩充的图书类情感分类实验结果

表 8  基于情感词典自动扩充的计算机类情感分类实验结果

通过表 6、表 7、表 8 实验结果看以看出，添加

用户词典后的情感分类结果相比之前没有加入用

户词典的结果有了很大的提高，具体表现为添加

自动扩充的用户词典以后，系统的召回率大大提

高，再次证明了本文提出方法的有效性。

5 结论

本文对基于情感词典的情感分类方法进行

了研究。针对网络文本中新词不断出现而导致静

态情感词典无法全面涵盖情感词的弊端，本文提

出并实现了一种基于逆向反推的情感词典自动扩

充方法，并将其应用于情感分类中。实验结果表

明本文提出的方法能比较好地识别评论文本中出

现的未登录情感词，通过词典扩充前后的实验结

果对比可以看出基于词典自动扩充的方法是一种

可以有效提高基于情感词典的情感分类系统性能

的方法。

（责任编辑 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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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Automatic 
Expansion of  Sentiment Dictionary

PANG Haijie，GONG Chenjing ， LI Lei ， LI Hongjun ， LIU Chunqianga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555)

Abstract: The sentiment dictionary-based text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method is one of 
the main methods in the field of emotional analysis, and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sentiment 
dictionary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of the method. With the constant appearance of the new 
terms on Internet, the static sentiment dictionary can’t meet the demand of the completeness. In 
this paper the automatic expansion methods of sentiment dictionary are explored, and a method 
of automatic recognition and orientation of emotion words based on reverse back stepping 
is proposed, and the emotional words recognized are used to expand the static sentiment 
dictionary. By applying the expanded sentiment dictionary to the text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we found that the expanded dictionary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recall rate of the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system without reducing the accuracy rate of the  system, so as to enhance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Keywords: Sentiment dictionary; HowNet; Text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Reverse back ste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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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社会性是指社会中的个体为适应社会生活

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幼儿的社会性主

要体现在幼儿的自我意识、情绪、社会适应与交往

等行为。陈会昌（2000）认为社会性是指人的一

种独特的心理特征。这种独特的特征不是与生俱

来的，而是个体在不断的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

获得的。主要表现在以下 15 个方面：遵守社会

规则、社会认知、意志、生活习惯、内外向性、依恋

家人、情绪稳定性、自我概念、同伴关系、侵犯性、

独立性、诚实公正、共情和助人、好胜心、自尊心。

如果个体社会性发展得好，个体对社会环境的适

应就没有问题，可以进行正常的交往活动。

儿童的年龄、性别影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因

素。张榕芳（2001）研究结果表明，5 岁儿童在社

会认知、情绪稳定性、侵犯性三项维度上显著好于

4岁儿童。5岁儿童更加好学爱问，思维更加活跃，

因而社会认知的发展显著高于 4 岁儿童。庞丽娟

摘  要：为了探索二孩家庭中幼儿社会性发展现状。随机抽取青岛市某幼儿园 49 名 3-6 岁的幼儿进行社会性发展

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表中结果显示，中班幼儿在内外性、同伴关系、侵犯性、独立性和诚实公正上显著高于大小

班幼儿。父母抚养的幼儿在遵守社会规则、生活习惯、依恋家人、情绪稳定性、自我概念、侵犯性、独立性、诚实公正和共情

与助人均显著高于外祖父母抚养的幼儿。父母抚养的幼儿在生活习惯、依恋家人和自我概念上均显著高于祖父母抚养的

幼儿。 

关键词： 社会性发展；社会认知；自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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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家庭中 3-6 岁幼儿社会性发展现状
朱美侠

（青岛滨海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55）

的研究也指出儿童的社会认知受其一般认知的影

响，年龄越小这种影响越大。3-6 岁幼儿在这一

阶段最容易受到影响，如何解决大宝在二胎家庭

中的社会性发展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位家长关注。

高紫薇（2009）研究认为祖孙关系也会影响幼儿

社会性发展的影响。研究显示，情感表达单一的

祖辈家长形象和过分制约幼儿的行为则不利于儿

童社会能力的发展。祖辈们有很多由于自己年龄

和身体的原因，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陪孩子一起

玩，只希望孩子能安静、省心一些，不要磕到、碰到

哪里就行。因此有些祖辈带大的孩子感觉不太像

个孩子，更像一个小老头、小老太，他们更多的时

间就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或是独自游戏，与他人的

情感交流非常有限。

父母的教养观念和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

以及家庭各成员之间的交流状况对孩子的情绪、

社会和认知的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Gulay

（2012）对 5-6 岁儿童的气质诣向性、坚持性、节

律性、缺乏灵活性 / 反应性）与同伴关系（社会影

作者简介：朱美侠（1991—），女 ，汉 ，山东省青岛市，助教，硕士，心理健康与发展，（电话）15066211751，（电子邮箱）

zhumeixia2010@126.com。

基金项目：2018 年度青岛滨海学院校级项目：二胎政策下大宝的社会性发展及其影响因素：一年追踪调查

（2018RY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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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亲社会行为、攻击、反社会行为、拒绝、畏惧、被

欺负行为）的研究发现，趋向性、坚持性与节律性

和社会影响、亲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和攻击行

为、反社会行为、拒绝、畏惧和被欺负行为显著负

相关；缺乏灵活性 / 反应性和社会影响、亲社会行

为显著负相关，和欺负、反社会行为、拒绝、畏惧、

被欺负行为显著正相关。将气质各个维度进行整

体考察时发现，气质对 5、6 岁儿童的同伴关系具

有显著地预测作用。本研究探索二孩家庭中，大

孩的社会性的基本现状，为二孩家庭中的幼儿更

好的适应社会的环境提供基础。

.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北京师范大学陈会昌教授编制

的《3—7 岁幼儿社会性量表》来获取信息，调查

内容分为 15 个因素，60 个项目，15 个因素是遵

守社会规则、社会认知、意志、生活习惯、内外向

性、依恋家人、情绪稳定性、自我概念、同伴关系、

侵犯性、独立性、诚实公正、共情和助人、好胜心、

自尊心。

3 研究结果

3.1 幼儿社会性的年级差异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的方法对小班和中班

的幼儿进行差异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幼儿社会性的年级差异分析

表中结果显示，小班、中班的幼儿在内外性、

同伴关系、侵犯性、独立性和诚实公正上均存在显

著差异，中班幼儿显著高于小班幼儿。

3.2 不同抚养者抚养的幼儿在社会性上的差异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对不同抚养者

抚养的幼儿进行差异分析，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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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抚养者抚养的幼儿在社会性上的差异分析

.............注：1= 祖父母，2= 外祖父母，3= 父母。

表中结果显示，不同抚养者抚养的幼儿在遵

守社会规则、生活习惯、依恋家人、情绪稳定性、自

我概念、侵犯性、独立性、诚实公正和共情与助人

中均存在显著差异（p<.05）。

事后检验发现，父母抚养的幼儿在遵守社会

规则、生活习惯、依恋家人、情绪稳定性、自我概

念、侵犯性、独立性、诚实公正和共情与助人均显

著高于外祖父母抚养的幼儿。父母抚养的幼儿在

生活习惯、依恋家人和自我概念上均显著高于祖

父母抚养的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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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幼儿社会性行为在年龄上的差异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中班幼儿在内外性、同伴关

系、侵犯性、独立性和诚实公正上显著高于小班幼

儿。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的社会性在不断的增

强。这与已有的研究，以及幼儿的发展规律是一

致的。但是对于社会性发展的其他方面，小班幼

儿和中班幼儿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时要注意幼儿

其他方面的培养。在日常的教学和家庭教育中，

要重视幼儿发展的规律，在适当的年龄进行恰当

的教育。

4.2 幼儿社会性行为在不同抚养着上的差异分析

研究发现父母抚养的幼儿在遵守社会规则、

生活习惯、依恋家人、情绪稳定性、自我概念、侵犯

性、独立性、诚实公正和共情与助人均显著高于外

祖父母抚养的幼儿。父母抚养的幼儿在生活习

惯、依恋家人和自我概念上均显著高于祖父母抚

养的幼儿。整体来看，父母抚养的幼儿在社会性

上普遍好于外祖父母和祖父母抚养的幼儿。李阳

（2016）认为，隔代教养就是指一些年轻的家长因

工作压力大等原因把幼儿的抚养、教育问题推给

祖辈，由祖辈承担。邓长明、陈光虎（2003）在对

3-7 岁的儿童进行了对比研究后发现在隔代教养

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更容易出现问题行为，检出率

远远高于父母教养环境，祖辈对幼儿的教育干预

较低，可能与祖辈知识水平低，不易接受新鲜事物

有关。这个阶段的幼儿最好是由父母来进行抚养，

这样幼儿的社会性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

（责任编辑 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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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ren between 3-6 
Years Old in the Families with Two Kids

ZHU Meixia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555)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tatus of social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in two-child 
families. Randomly selected 49 children aged 3-6 from a kindergarten in Qingdao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social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children in 
the middle clas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upper and lower classes in term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x, peer relationships, aggression, independence, and honesty. Children 
raised by par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raised by grandparents in observing 
social rules, living habits, attachment to family, emotional stability, self-concept, aggression, 
independence, honesty, empathy, and helping others. The children raised by par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raised by grandparents in living habits, attachment to family and 
self-concept.
Keywords: social development; social cognition; self-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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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由于社会、家庭、学校和个人等多方

面的原因，导致高校经济困难、学习困难、心理障

碍、守纪困难的“四困”学生群体的类型越来越广

泛，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并逐渐成为高校发展

过程中较为突出的矛盾和影响校园和谐的主要因

素之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

人，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高度重

视这些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帮扶工作，积

极构建“四困生”倾向学生预测体系，预防和避免

极端事件发生，保障校园安全，促进“四困生”倾

向学生和谐、健康成长，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急需解决的问题。

“四困生”倾向学生预测研究，既有方法和技

术方面的共性特征，又因其与不同国家的高等教

育发展密切相关而在分析和应用方面具有不同的

阶段特征和社会特征。国外学者使用人工神经网

络（ANN）、基于 K 均值聚类的最远优先方法和决

摘  要： 针对“四困生”倾向学生预测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情境感知的“四困生”倾向学生预

测框架。该框架将学生所处环境中的情境因素引入，进一步挖掘出学生、所处情境以及“四困生”倾向学生特征之间的关

系。同时该框架提高了特征选择中的维度约简和预测泛化能力。实验结果表明，基于情境感知的“四困生”倾向学生预

测框架能有效地应用于“四困生”倾向预判，从而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供有力的预警和及时干预。

关键词：情境感知；“四困生”倾向学生预测框架；维度约简；泛化能力 

中图分类号：TP311                                              文献标识码：A 

大数据时代下基于情境感知的“四困生”倾向

学生预测研究
于芳，高薇

（青岛滨海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55）

策树作为分类方法，评估本科生的学业成绩；使

用 Apriori 关联规则算法和 K-means 聚类分析算

法对学生的学术成果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考试

成绩、考勤、实践环节等因素对学术成果的影响。

国内学者使用 J48 决策树算法对不同风格网络学

习者的网络学习行为特征进行了研究，构建了学

习风格模型；使用主成分法分析了学生在校上网

行为与学习成绩之间的相关性，研究了大学生校

园网络行为特征与规律。在分析和应用方面，国

外主要针对大学生的在线学习行为等数据，聚焦

了解学习特点、优化学习行为，而国内会基于大学

生在校各方面的数据，致力于全面掌握学生的特

点，进一步探求学生的思想状况和成长规律，从而

更有针对性、更有效地开展精准的高校教育教学

管理和监控。

当前针对“四困生”倾向学生预测问题已经

给出多种解决方法，但对学生所处情境产生的影

响缺乏一定的考虑，导致“四困生”倾向学生预测

效果难以达到预期。本文从情境感知技术的相

关研究出发，同时针对特征选择中的维度约简和

收稿日期：2020-01-7

项目来源：   软件缺陷预测技术分析与改进（2019KY09）（校级项目）

                        微课与“对分课堂”教学法相结合在服务外包日语教学中的运用研究（2017JY03）（校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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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泛化能力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情境感知下

的“四困生”倾向学生预测框架。通过将学生所

处环境中的情境因素引入预测框架，进一步挖掘

出学生、所处情境以及“四困生”倾向学生特征之

间的关联。采用改进后的混合蛙跳算法对“四困

生”倾向学生特征进行优化搜索和分析，筛选出

关键性指标组合，从而获得潜在“四困生”倾向学

生数据。

1 相关工作

1.1 改进型混合蛙跳算法

为了使最差青蛙个体能与其它青蛙充分交

流，在改进型的 SFLA 算法 [1][2] 的移动步长中引入

了子群中其它的青蛙个体，同时通过三角函数 [3]

的调节，使改进型的 SFLA 算法的局部搜索和全

局搜索两方面都有比较好的表现。同时为了提高

搜索精度，新产生的青蛙个体以其自身为原点，在

其自身到本子群最优蛙之间的最大半径内进行搜

索。

. ..
...（1）

. .. ...
（2）

. .....

................................................................................
（3）........................

其中，t=1，2，…，G，G 为固定的进化迭代次

数，rmax 为青蛙个体自身到本子群中最优蛙之间

的最大半径，R 为（0，1）之间的随机数。sd(k) 为

第 k 个青蛙子群最差蛙的移动步长。x(k)s 为第 k

个青蛙子群中随机选择的青蛙个体。x(k)b、x(k)w

和 x(g)b 表示第 k 个青蛙子群中的最好、最差和全

局最优的青蛙个体。xnew 为青蛙子群中随机产

生的新青蛙个体。

1.2 改进后的协同过滤算法

考虑到情境信息对客户流失预测效果的影

响，以及客户在不同时间点的情境信息也是不同

的，本文对传统的协同过滤算法提出了针对上述

两种情况的改进。

. ...............（4）

式（4）中. .为. .时刻客户. .对项目. .的

评分，. .为开始推荐时间，. .为客户. .对项目. .评

分时间，. .为客户兴趣度变化率。 .和. .分别为
客户. .和. .对已评价项目的平均评分，. .和.

分别为用户 .和. .对项目. .的评分。

客户兴趣度随时间变化的相似度计算方法

如式（5）所示：

. .......（5）

再把情境信息向量考虑进相似度计算中，如

式（6）所示：

.

. ............

（6）

式（6）中. .和. .分别为客户 .和. .在项目.

.上的情境向量。. .是一个常量系数。

目标客户. .对于项目. .的预测评分如式（7）

所示：

. ............
（7）

.

.表示客户 .的最近邻集合。

1.3 Lasso 算法

Tibshirani[4] 在 1996 年针对高维数据中的特

征选择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有偏估计的算法，该

算法被称为 Lasso 算法。Lasso 算法通过 L1 范数

形成的惩罚项对模型相关系数加以约束，带有约

束条件的待优化求解损失函数如下：

. ...............（8）

式中：. 为第. .个样本的类别标签；. N为样本
数目。

...... . .为第. .个样本的第. .个特征；. .为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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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征的回归系数。. .是正则化参数，控制着模

型的稀疏程度。 .越大，模型越稀疏，也即更多的.

.被置为 0，从而删除某些特征达到特征选择的
目的。

其中 [0,+ ∞）是调和系数，对它的控制将

会使回归系数总体变小。回归系数 .越小，模型

的惩罚力度就越小，保留的特征就越多；反之特

征减少。

1.4 Lasso Lars 算法

Lars 算法在 2004 年由 Efron 等人提出 [5]，该

算法有点类似于向前回归，但二者之间还是有明

显的差别的。向前回归时每一次都要按照所选择

的变量集合，完全拟合出对应的模型，这样容易引

起过分贪婪地选择变量子集。Lars 算法在向前回

归的基础上，每一次都按照对应的残差进行拟合，

但又不需要完全拟合出对应的模型。同时 Lars

算法的计算效率与分段法（Stagewise）相比有了

大幅度的提高。分段法每一步只是前进很短的距

离，而 Lars 算法每一步都是基于上次的回归残差

进行选择新的变量。Lars 算法的整个运算过程是

一个残差不断进行降低的过程，从而使得 Lars 算

法比分段法有更高的计算效率。Lars 算法中的残

差是一个不断回归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类标

签属性与已被选择后的属性间的信息不断进行回

归综合的过程。将 Lars 算法与 Lasso 算法进行结

合，可以帮助对保留的特征进行高效的求优，得到

满足一定要求的软件特征子集。

1.5 SMOTE 算法

SMOTE 算法 [6] 的核心思想是采用小类样

本周围的样本的信息去合成新的样本，该算法

也是经典的启发式采样算法之一。它的主要

步骤：假设小类样本集合表示为. .，大类样

本集合表示为. .。对于小类中的每一个样本.

.，其中小类中的每个样本的 k 近邻

样本表示为. .，SMOTE 使用两个

小类样本. .与. .合成一个新的小类样本，其中.

.，.是人为设定的一个正整数。合成新样本

的公式为：

............ ... ........................(9)

其中 是 (0,1) 之间的一个随机数，新样本的

标签为小类的标签。

1.6 改进后的蚁群算法

蚁群算法 [7] 是一种模拟蚂蚁种群外出觅食

行为方式的启发式算法，但蚁群群体之间由于缺

少直接的交流，容易陷入局部最优里，后期的收敛

速度也不理想。本文针对蚁群算法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一定的改进，改进后的蚁群算法有三层结

构。

在第一层结构中，随机产生一个旧蚁群。该

蚂蚁种群中的全部 n 只蚂蚁在其一定的搜索空间

范围内随机进行搜索以获得其中的最优解，得到

了 n 个随机初始向量. 。

在第二层结构中进行相关信息素的更新。设

信息素.的初始值为 100，通过. .进行减

小，模拟蚁群的消失，代入公式（10）进行更新。

信息素在最优值区域变强，重复这个过程直到达

到最大迭代次数为止。

............ ...........................(10)

第三层结构中，蚁群中的蚂蚁先根据公式

（11）进行更新。

..................... ...... .....(11)

式中. .表示最大的迭代次数，第. .只蚂蚁在

第.次迭代后得到. .，. .是第. .次迭代前生成的
解。随机变量. .的作用是调整转移步长，随着迭

代进行逐渐变小以免遗漏全局最优解。搜索的方

向如式（12）所示。其中. .，. .为最大

迭代次数，. .为（0，1）之间的随机数。

..................(12)

设. .是适应函数，若. .，
式（11）进行减法运算，否则进行加法运算。产

生新的蚁群后对最优解进行比较，引入参数.

. 为搜索半径参数，同时搜索空间缩小变为.

.。每只蚂蚁只根据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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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搜索半径在前次迭代中的最优解附近搜索，

在缩小搜索范围的同时尽快实现最优解，提高运

算效率。

2 情境感知下的“四困生”倾向学生预测框
架的建立

情境感知下的“四困生”倾向学生预测框架

主要包含数据采集、数据预处理、特征选择、流失

预测、结果评价五个阶段。特征选择主要是为

了减小原始数据中存在的主观性，降低数据“噪

声”，达到约简数据维度，而不损失或较少损失数

据信息的目的。特征选择主要是指从数据集的所

有特征中，利用某种度量方法，筛选出分类预测效

果最好的一组特征子集，当数据维度较大时，组合

筛选出最优特征子集，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特征选择部分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内进行特征群内局部优化。在特征子群内局

部搜索进化时是依靠子群中的最差个体向子群内

最优个体进行随机靠拢，使得群体中的所有个体

的差异性逐步缩小，从而产生了聚拢效应。利用

改进型的 SFLA 算法动态调整搜索步长和个体位

置。第二阶段内进行全局信息交互。按照适应度

值进行排序，适应度值高（特征相关性高）的排序

在前。同时需要给出一个阈值来选出最后的特征

子集。

Lasso.Lars 方法选择出的特征的个数相对于

最初的数据集而言有大幅度的减少。该方法将不

重要的复杂性度量属性压缩为 0，从而选择出对

预测模型有较大影响的特征作为模型的分析变

量，这样对于预测模型的分析和数据的收集有着

很重要的参考作用。再依靠合适的属性特征选择

算法进行属性特征分布的拟合，根据拟合结果进

行小类样本的增加和大类样本的删减，从而完成

数据采样工作。在合成新的小类样本时，采用改

进后的蚁群算法。新样本到大类样本的最小距离

要小于到小类样本的距离，这样样本即成为噪声

样本。

首先计算出新样本.到大类样本的最短欧式

距离，即

........................ ..............................(13)

其中：. .，表示样本. .到大类样本.
.的距离。

再计算出. .到小类样本的最短欧式距离，即

...................... ........................ ...(14)

其中：. ，表示样本. .到小类样本.

.的距离。. .表示数据集的维度。

若. .，表示该新样本到大类样本的距

离小于到小类样本的距离，属于噪声样本，应去除

掉。

最后用得到的数据集进行客户流失预测。

3 情境感知下的“四困生”倾向学生预测框
架实验

3.1 实验数据

本文实验所用的是某高校提供的学生数据

（由于隐私原因隐去学校名称）。该数据集中共有

70000 条学生记录，每条记录包含着该学生的基

本信息，日常行为，心理状况，习惯养成，出勤率，

学业成绩 6 大类共 60 个属性指标。其中“四困

生”倾向人数与非“四困生”倾向人数的比例约

为 2.5：7.5，存在较明显的数据不平衡现象。

3.2 评价准则

实验分别采用 Logistic 回归、朴素贝叶斯和

决策树 3 种常用算法构建预测模型，作为与本文

的情境感知下的“四困生”倾向学生预测框架进

行对比的模型，并从精确率、召回率、准确率和 F1

值 4 个方面评价框架预测结果。

表 1 混淆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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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ccuracy

准确率（accuracy）：分类结果正确的模块个

数占全部测试实例的比例。其中 TP 是进行了正

确分类的实例（也称为正例）。FN 是进行了错误

分类的实例，但被错误地当作正例。TN 是进行了

正确分类的实例（也称为负例）。FP 是进行了错

误分类的实例，但被错误地当作负例。

（2）Precision

精确率（precision）：预测结果与实际存在的

情况相一致的缺陷模块数量占预测为缺陷模块的

比例。

（3）Recall

召回率（recall）：实际情况下存在缺陷的模

块被预测出来的概率。

（4）F-measure

度量（F-measure）：精确率和查全率的调和

平均数。

3.3 实验结果及分析

表 2 不同模型的预测结果

由表 2 可知，情境感知下的“四困生”倾向学

生预测框架具有较好的预测结果。对比数据发现，

在精确率上，本文的预测框架的结果相对较好，分

别比 Logistic 回归等三种算法高出 0.1%，0.33%，

0.15%。精确率表示预测为流失客户的样本中的

正确率，本文框架的精确率最高，表明在预测为

“四困生”倾向的样本集中，本文框架预测正确的

比例相对更高。在召回率上，本文框架的结果低

于朴素贝叶斯和决策树算法，说明本文框架在实

际有“四困生”倾向的样本集中，预测正确的比例

偏低。在准确率上，本文框架的表现也优于其他

三种算法，说明本文框架预测正确的“四困生”倾

向样本与非“四困生”倾向样本的数量更多。在

度量值上，本文框架的结果同样优于其他三种算

法，F-measure 值是精确率和召回率的一种加权

平均，本文框架的精确率比其他算法高，召回率比

其他算法低，但 F-measure 值最高，同时测试数据

具有严重的类别不平衡性，说明本文预测框架的

综合性能更优。

4 结束语

本文从情境感知技术的相关研究出发，同时

针对特征选择中的维度约简和预测泛化能力问

题，以及数据集中自身存在的不平衡提出了一种

基于情境感知的“四困生”倾向学生预测框架。

通过将学生所处环境中的情境因素引入预测方法

中，进一步挖掘出学生、所处情境以及“四困生”

倾向学生特征之间的关联。实验结果表明该框

架对“四困生”倾向学生预测性能达到预期结果。

该研究工作仍存在很多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

地方，下一步的研究中，考虑到与学生相关的信息

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循环神经网络在处

理当前信息时，会涉及前面出现过的信息，相比于

人工神经网络的不同样本之间相互独立的特性，

循环神经网络更注重于挖掘样本之间的时序关

联。下一阶段工作尝试引入循环神经网络到当前

的“四困生”倾向学生预测框架中，从而更好地解

决时间变量对预测性能的影响。

（责任编辑 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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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ediction of Students' Tendency of "Four 
Difficulties" Context-Aware-Based in the era of Big Dat

YU Fang , GAO Wei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555)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that the prediction effect of students with "four difficulties"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a prediction framework of students with "four difficulties" is proposed 
based on contextual perception. In this framework, contextual factors in students' environment 
are introduced,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tudents, their situ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with "four difficulties" tendency is further explored. At the same time, the framework 
improves the ability of dimension reduction and prediction generalization in feature selecti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diction framework based on contextual awareness can 
be effectively applied to the prediction of the tendency of the students with “four difficulties”, 
so as to provide a powerful early warning and timely intervention for the 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Keywords:Contextual Perception; Prediction Framework for Students with "Four Difficulties"; 
Dimension Reduction; Generalization Abi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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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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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大学

生生活社区、学生公寓、网络虚拟群体等新型大学

生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挥大学生自身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教育效果。”[1] 学生公寓因

其自身优越性，已逐步成为大学生学习与生活的

重要场所，对青年大学生的日常教育管理和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因此，在学

生公寓推进党建工作，将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党

建进公寓打造成为高校党建工作的又一创新点，

对加强党之于广大学生的思想教育方面的工作起

着十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青岛滨海学院在学生公寓管理方面坚持从

严治校，给广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安全、文明、整洁

和舒适的住宿环境，使学生自觉成为了公寓的主

人，牢记和谐美好的公寓建设靠大家，同时不忘自

己作为参与者的身份，规范了学生在公寓的言行

举止，充分发挥了公寓的育人效果，客观上取得了

一定的效果。但是当我们深层次的去看待这个问

摘  要：随着通信网络的高速发展和以微信公众平台为代表的新型媒体平台的兴起，如何借此媒介深耕党建工作进

公寓迫在眉睫。在青岛滨海学院党建工作进公寓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出发，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充分发挥党建工作紧密贴

合公寓生活、公寓生活以党的思想为引领和指导方向的相互作用，走出一条互联网背景下党建工作进公寓的新路子，将党

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实在在的落在实处，对发扬党的先进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微信公众平台；学生党建；学生公寓

中图分类号：D410                                             文献标识码：A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大学生党建工作进公

寓的研究——以青岛滨海学院为例
 

郭丽彦，乔海祥， 谢肖
（青岛滨海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55）

题时，就会发现部分学生对于公寓的管理规定只

是被动地接受，并没有在思想层面上理解并接纳。

为了重新拉近学生与学校之间的距离，我们需要

在充分创新公寓管理模式的基础上，达到公寓管

理育人的目的和作用。在这个背景下，党建进公

寓的相关工作迫在眉睫，如何加强学生公寓党建

工作和如何处理好学生学习和理解党建工作的方

式，是目前广大思政工作者的又一难题，本文拟从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大学生党建工作进公寓探讨

这一问题。

一、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大学生党建
工作进公寓的重要性

高校学生公寓既是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

要场所，也是大学生信息传递、思想碰撞和情感交

流的平台，对大学生的人格塑造、道德养成，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树立和形成，都有着重要的

影响。[2] 新时代互联网背景下，学生手机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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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使用率与日俱增，而学生使用微信的频率也

越来越高。因此，大学生党建工作进公寓，只有贴

合当代互联网发展的实际情况，贴合人民的大众

的微信公众平台，才能贴合学生的现实生活实际，

并体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提高该工作的亲

和力。

（一）互联网高速发展情景下对大学生公寓

学习和生活产生的重大影响

互联网高速发展既给同学们带来了便利，同

时，良莠不齐的互联网信息流也会给一部分缺少

理想信念，缺少辩证思维的学生带来一定的影响，

此外，少数同学奢靡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比较严

重，从吃喝到穿着，也存在一定的攀比现象，他们

急需一个正确的指南针来引领他们奔向正确的前

进方向。而在“互联网 +”时代，人们越来越习惯

借助移动互联网获取相关信息，随之而来的微信

等即时通讯软件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移动通讯工

具。根据2019年 1月微信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

在 2018 年，每天大概有十多亿人在使用微信客户

端，其通过微信客户端接收和转发的讯息每天突

破 450 亿条。[3] 因此，积极推进党建进入公寓的

微信公众平台，有利于增强党建工作的影响力。

（二）传统的班级理念因“学分制”得到了一

定的弱化

大学的学分制度，使学生可以自主自由地选

择自己喜欢的课程，同一个班级的同学除了专业

核心课在一起上课的机会少之又少，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传统的班级理念。宿舍的同窗之情，对

大部分同学而言成为了大学生活中最为珍贵的一

部分，但也容易因为兴趣爱好、作息习惯和其他因

素差异引发矛盾和冲突。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可

以以“优秀宿舍集体”进行内容推送，从宿舍人际

交往等方面来引导学生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价值观和人生观，培养和锻炼学生学会如何相互

包容和相互理解，促进学生更好地适应集体生活。

（三）社区化的学生公寓易于引发群体性事件

学生公寓为学生集体住宿区域，学生集群现

象普遍，一旦学生群体性聚众事件爆发，将严重扰

乱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影响正常的校园安全。

此外，由于宿舍生活较远离班主任的管理，尽管青

岛滨海学院的公寓管理人员制度比较完善，但部

分学生自律性和自觉性较差，十分容易放低对自

己在公寓生活学习的要求，对于公寓生活检查存

在应付性的心理状态，实际效果只对部分同学产

生了非常好的作用。思政教育工作者要把握时代

背景和时代动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通过在具体

实践教学活动中体会学生所需要的、学生所认可

的，从学生的精神层面考虑学生、理解学生、相信

学生，促进学生提高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才能以个

体带动集体，以集体创造不一样的成功。因此，通

过微信公众号及时推送各宿舍的检查情况，实时

报道公寓大大小小事务，通过微信平台举办网上

优秀宿舍评选等活动，能够有效带动全体公寓学

生争先创优的热情，以及对构建公寓内学生同心

同力的和谐公寓发挥着较为积极的作用。

二、基于微信公众平台党建进公寓的
现存问题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党建进公寓工作，是要

助推党建进公寓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创新，把

党的群众工作延伸到网络上来，及时占领网络阵

地，架起一座座新时期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推

进党的建设事业蓬勃发展。[4] 党建进公寓在我校

已有较为成熟的经验，我校从“四德工程”等方面

深入探讨了党建进公寓的具体方法和要求，使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装饰公寓大厅、楼梯、宿舍

门、电表箱等，为广大学生营造了一种整体的文化

氛围，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但是，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党建进公寓工

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党建栏目建设不齐全

青岛滨海学生公寓微信公众号在“微党建”

菜单中仅下设了“党建活动”、“优秀党员”和“党

支部制度”三个栏目，缺少相应的党支部知识、党

的光辉历史等学生应该了解和认识的内容。党建

栏目内容门槛较高，对广大普通学生而言接受程

度比较低，存在一定的问题，没有考虑到需要接受

对党基本正确认识同学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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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建的内容形式单一

青岛滨海学生公寓微信公众号的整体推送

内容比较丰富，但是党建方面的内容目前的形式

比较单一，主要以图文为主，在当前碎片化信息的

时代，仅仅图文模式的推送无法很好地满足师生

和家长朋友们的普遍需求，短视频、动图、HTML5

相关的更迎合 4/5G 网络时代的内容几乎为零。

在相关党建理论内容方面，目前停留在对党政材

料进行了简单的整理和归纳的层面，缺少对相关

内容的总结和师生对此的相关看法。此外，目前

公众号缺少一个较为健全的互动的提问和回答的

运行机制，师生和家长朋友们如果遇到一些问题，

得不到足够及时的解答途径。

（三）更新和互动次数较低

从目前的微信公众号内容更新来看，基本保

持在 2-3 天推出一期内容，党建内容的更新相比

之下更少，而党建相关内容从动态上看，应多以有

关党的新闻的报道，比如在两会期间的报道，亦或

是对十九大精神的相关内容的推文，整体上较缺

乏内容上的持续更新性和一定的创新性。此外，

在相关的党员党建活动方面的报道较为简单，且

数量较少。

三、基于微信平台党建进公寓的实践
之路和发展策略

（一）击破传统党建工作壁垒的实践探索之

路

学生公寓在高校党建中一直处于比较边缘

化的尴尬地位，如何缓解高校在传统党建工作中

存在的活动样式不丰富、学生参与活动兴趣不够、

与学生公寓的管理和实际脱轨等问题，强化公寓

党建工作的育人作用，青岛滨海学院学生公寓在

完善公寓党建工作的机制和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有

效的实践。

1. 推进学生干部在公寓亮身份，在微信平台

上开辟监督反馈的新栏目

青岛滨海学院学生公寓坚持“星级宿舍”管

理制度，对同学们的宿舍按照一定的考核标准进

行打分，连续八分以上的可以申请星级宿舍。针

对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宿舍是否为星级宿舍作为

考核的第一条标准，充分发挥了学生干部的先锋

模范带头作用。对学生干部在公寓亮身份，在公

寓设立专门的学生干部身份展版，并在公寓的微

信公众平台设立相关展示栏目和定期推送优秀的

事迹。在带动同学们学习的基础上还能使同学们

对该学生干部起监督作用，将学生干部的考核以

微信公众平台这一载体分发给广大的普通同学，

对于打造一支清正廉洁敢做敢闯敢担当的学生干

部队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2. 推动建设成为引导学生进步，学习党伟大

指导思想的新平台

青岛滨海学生公寓微信平台开辟了“微党

建”，下设“党建活动”、“优秀党员”、“党支部制度”

等栏目，以“植树先培根，育人德为本”为出发点，

围绕培育学生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

识。通过“党建活动”栏目展示党员、学生干部和

入党积极分子的实践活动，加强相关人物对其身

份的认同感；通过“优秀党员”栏目展示获得“优

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公寓辅导员，让同学们更加

深入的了解公寓辅导员的优秀事迹，拉近学生和

公寓辅导员的距离，更好的促进学生向身边的人

学习；而通过“党支部制度”为入党积极分子和

具有入党意愿的同学提供一个了解和学习党的先

进制度和理论方向的平台，积极发挥了微信公众

平台党建工作的引领和指导作用。

3. 推动建设成为服务同学、了解同学、帮助同

学的新阵地

青岛滨海学生公寓微信平台不断为同学们

开发相关校园服务功能，开设“滨大课表”、“考试

成绩”、“饭卡查询与挂失”、“校园导航”等版块，

使同学们通过方便快捷的模块功能，便能在微信

公众平台上实现自己需要的相关功能。

4. 增强微信平台的学习和引导功能，使之成

为提升同学素养的新途径

青岛滨海学生公寓微信公众号始终将学校

的办学理念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

视发挥互联网背景下融媒体的特点，引导同学们

培养和形成良好的学风和作风。增添“教师资格

证”“英语四六级”“计算机等级考试”等考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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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关秘籍和“经验说”，为广大师生提供考证交流

渠道；开设“公寓夜读”栏目，为同学们分享积极

向上的优质文章，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推送考研宿舍“满堂红”并采

访当事人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技巧，帮助广大同学

解难答疑，提升同学对学习的参与热情。

同时加大了对青岛滨海学生公寓微信公众

号的宣传力度和优化了微信推送制作小组的结构

模式，从拍摄、美工、文字三个方面分设三个小组，

制定详尽的发布和审核流程，吸引一批又一批有

创新、有才华的同学加入，通过创新、有趣的微信

推送赢得同学老师和家长们的纷纷转发和点赞，

扩大了微信平台的知名度，达到以优质的内容吸

引人，以杰出的人物感动人，以榜样的力量鼓舞

人，不断推进了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高校大学生

党建工作进公寓的落实与开展。

（二）雕砌基于互联网微信平台党建进公寓

的发展之路

1. 重点推进丰富党建平台的相关内容

青岛滨海学生公寓微信公众号开通两年以

来，从最早的简单普通的文字排版不断自我革新，

自我提升，现已发展为图文并茂、音频出彩、内容

喜人的公寓品牌平台，已有粉丝近 20000 余人，月

度访问量也始终保持上万余次，在学生中形成了

较为广泛的影响力，具备了成为推动深入开展党

建工作和密切联系老师与同学交流学习的新平

台。接下来，需要党建平台的内容更加多元化，在

具备基本的与党有关的内容以外，还需要填充更

多与学生息息相关的学习和生活有关的理论知识

与实践经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其育人作

用。另外，在内容的呈现方面，除了图文结合的形

式表现外，还要加强在短视频、音频、动图等其他

形式来满足不同读者的不同需求。

2. 注重栏目设置的合理性和用户的需求性

一般而言，校园的党建平台栏目要深挖本校

特色去拓展，分清主次，开创属于自己的特色党建

栏目，一般内容要与学生的需求相吻合，重点内容

与学生的关注度相一致。党建平台应成立专业化

的运营管理团队，建立严格的平台运营制度。增

强内容更新频率，内容推出要具有连贯性和持续

性。[5]

（1）建设完善“今日党史”栏目

大部分同学对党的英勇抗战感人事迹了解

少之又少，建设“今日党史”栏目，能够增强同学

们对历史上的今天有关的的先进事迹，从党的先

进事迹中学习和了解党的精神，感受党的成功来

之不易，更加珍惜当下的学习生活。

（2）建设完善“我和我们党”栏目

带动同学们分享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中遇见

的和党有关的故事，定期定时的推送普通同学和

党的平凡故事，以平凡的故事打动人，以简单的文

字感化人，对每位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

生活中的小故事，拉近党和普通人民群众的距离，

增强党的亲民性和纯洁性。

（3）建设完善“党建科普”栏目

着重打造一个集科普性与趣味性为一体的

党建科普栏目，用简单通俗的语言介绍党建的相

关内容，设立 FAQ 专区，对相关党建问题采取收

录整理，使读者无需打开百度等搜索引擎，并能在

其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此外，结合 4/5G 时代

特点，通过小动画、短视频等多种形式来科普党的

相关知识，以自产结合搬运，达到读者主动看、喜

欢看、期待更新等效果。

3. 提升微信公众平台党建栏目的互动性

针对目前党建栏目互动贫乏的状态，可以采

取“微留言”这种在线留言板功能，增强与读者的

互联互通性，及时接收和反馈读者的意见；此外，

可以在该栏目增加讨论功能，方便用户针对一个

问题展开讨论，与此同时，在已有功能的基础上不

断开发和完善新功能，使得青岛滨海学生公寓微

信平台的功能愈来愈丰富，为广大师生提供愈来

愈多的便捷服务，从而吸引更多老师和学生关注

微信公众号，并以此形成一定的用户粘性，进一步

扩大了公寓微信平台的影响力和辐射范围。

四、结语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大学生党建工作进公

寓同时也是基于新时代互联网背景下的一种新模

式的探索，只有将学习党的先进理论知识、践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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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旨、履行党员义务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师

生紧紧团结在网络化的党建平台上，凝心聚力，更

好地为高校广大师生、群众服务，便能使公寓党建

工作稳中求进、稳中向好地全面跨入“微”时代。

（责任编辑 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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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into apart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We Chat public platform：Take Qingdao Binhai 

college as an example

GUO Liyan，QIAO Haixiang ，XIE Xiao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555)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the rise of new media 
represented by th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Platform, it is urgent to make use of this platform 
to promote the Party building into student apartment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student apartments Party building of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with the spirit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taking full advantage of the leading and guidance of Party building on 
students’ ideology and the accordance of Party building with students actual life in apartments, 
this paper explores a new method of Party building in student apartm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twork to ensure the implementing of Party'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is 
vital to develop advance of the Party.
Keywords:WeChat Offcial Accounts Platform, Student Party Building ,Apartment Of Students



63

青 岛 滨 海 学 院 科 教 研 究

2020 年第 1 期 JOURNAL OF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No.1, 2020JOURNAL OF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63

我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超过 40

年，国民经济在这 40 多年间获得了巨大发展，人

民生活水平也获得了巨大的提升。但在经济总量

增长，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部分大学生受到不良

思想的冲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产生了怀疑，思想出

现了动摇；面对外界的物质诱惑，产生了拜金主

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在这样

的背景下，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显得尤为重要，切实提高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更是党和国家赋

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

作。”思想政治理论课涉及到“培养什么人、为谁

培养人、如何培养人”的重大问题，2019 年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

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也

摘  要：我国自改革开放后，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在经济日益繁荣的今天，国家对于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学实效性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青岛滨海学院作为一所民办本科院校，积极按照国家提升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要求，从学生为中心出发，

整合教学内容，建立高素质的思政课教师队伍，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升思政理论课教学实效性，充分发挥思政理论课的

思政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

关键词：高校；青岛滨海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指出：“办好思政课，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思政

课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必须切实增强办好思

政课的信心，全面提高思政课质量和水平。”这是

新时代党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

性方面提出的新要求，指明了努力方向，对引导和

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起

到促进作用。青岛滨海学院自 1992 年建校以来，

院校党委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认真贯彻

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和滨海价值观相融合，始终坚持“德育为首，人

品为先，要学做事，先学做人”的育人准则，以学

生为本，提升思政课教师素质，梳理思政课教学内

容，改进思政课教学方法，切实提升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实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收稿日期：2020-01-28

基金项目：2016 年度青岛滨海学院教改类项目（2016J17）

作者简介：韩阁（1986— ），男 ，山东淄博人，讲师，硕士学位，思想政治教育，（电话）13361286760，（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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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实效性路径探析

——以青岛滨海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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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增强
思政课教学的吸引力

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

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提出 :“要

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思政课教学离不开

教师的主导，同时要加大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

受特点的研究，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在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这

已是共识，但是如何在教学中体现学生主体地位，

从而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这成为思

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的现实性问题。

青岛滨海学院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切实围

绕我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我校实际情况，首先要

求各思政课教师在备课的同时还要学会“备学

生”，即通过各方面和手段了解学生的个体需求、

心理状况、关注要点、思想焦虑等情况，在课上对

学生的问题给予对应的解答和引导，使学生和老

师更好的沟通交流，从而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教学效果，提升教学的实效性；其次，围绕我校人

才培养目标，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模式，对教

学过程进行创新。通过案例式、讨论式等教学方

法，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在教学过程

中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将教书与育人

相结合、教学与活动相结合、传统与创新相结合、

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知与行相结合，充分把学生的

“精气神”调动起来，着力培养明德、践行、善事、

创新之现代公民。第三，围绕学生实际生活，做到

思政教育生活化。以往的思政教学模式往往是教

师只管讲，学生只管听，注重理论只是的传授，忽

视理论的实际运用。于是很多学生会出现“听了

也不懂，学了也不信”的情况。我校结合学生和

学校的实际情况，在进行思政课教学的过程中融

入校本文化，编写并使用校本教材，同时将我校杰

出校友的案例放到课堂上，增强说服力。培养学

生的认同感，树立学生的远大理想追求，促进学生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提升思

政课的教学效果。

二、梳理整合教学内容，提升思政课教

学的导向性

思政教材在内容上都有完整的逻辑体系，教

材内容统一由教育部、中宣部组织知名专家、学者

进行编写。教材内容理论性强、体系完整。但如

何将系统化的理论更好地讲给学生，使学生听得

懂、能理解，这就需要思政课教师潜心研究教材内

容，深刻理解理论逻辑，整体把握教材精神，不断

更新教案和课件，完善教材内容。

我校在进行思政课教学过程中，紧紧围绕教

材内容，建立了不同的教研室、课程组，要求思政

课教师将教材内容弄懂、吃透。根据思政课内容

充分发挥团队合作的作用，定期召开课程组或教

研室集体备课会，在备课会上交流心得体会、分享

经验感受，加强对课程内容的理解，通过教研室开

展的集体备课活动，群策群力，共同学习，相互促

进教学水平的提升。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思政课教师积极将教材

体系转化为教学内容，用更加平实化的语言解释

理论，让理论更加“接地气”，防止了照本宣科带

来的枯燥乏味，对于部分课程采取专题化教学，灵

活的安排教材，更利于学生认识和理解教材内容，

从而提升了教学的实效性。

第三，及时更新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充分发

挥校本教材的作用。在网络日益普及的今天，学

生获取信息的途径广泛快捷，但思政课教材内容

相对稳定，相关案例可能无法及时反映形势变化。

如果教师讲课内容不能跟上形势变化，及时更新

教学内容，就无法对当前的形势进行合理的解释，

学生会产生厌学情绪。只有不断更新思政课教学

内容，增强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使理论更好的解释

现实问题，才能激活教学内容具有吸引力，从而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校结合本校实际，编辑了

适合本校实际情况的校本教材，将青岛滨海学院

在德育、思政方面的工作内容加入其中，更加适合

学生的实际情况，提升了学生对思政课程接受的

容易度，凸显了校本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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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思政课教师教学水平，打造优
秀的教师队伍

提升思政课教学实效性必须有一批素质过

硬、基础扎实的老师，优秀的教师队伍是提升思政

课教学实效性的关键。要提升思政课教学实效性

就需要选拔、培养、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专业性强

的教师队伍。

青岛滨海学院自建校以来始终重视政课教

师队伍的打造，努力提升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

我校始终重视加强思政课教师的培训和学习，每

年均外派思政课教师外出参观学习，学习返校的

老师还要和思政课教师做心得交流，实现一人培

训，全员收益，使思政课教师紧跟时代步伐，始终

接触前沿理论。青岛滨海学院还为思政课教师提

供多层次和多样化的培训交流项目，不断为教师

“充电”，进一步提升思政课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水平、教学科研能力。积极培养优秀青年教师，

每年进行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并将“人文思政”类

单列一组，积极培养优秀的思政课教师。学校鼓

励年轻教师积极参加省市以及更高层次的教学比

赛，并为参赛教师提供相应的参赛指导。我校每

年均有年轻思政课教师在省级或市级讲课比赛中

获得优异成绩。青岛滨海学院始终积极鼓励思政

课教师进行科研活动，通过科研促进对专业知识、

专业理论的认识，从而实现思政课教师对马克思

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真懂、真信，更好

地引导、帮助学生接受、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

论，认识现实中的一些问题。从而提升教师的教

学艺术、增强理论的感染力、渗透力，使学生喜欢

思政课并能够终身受益。

四、不断改进思政课教学方法，提升思
政课教学实效性

思政课教学效果如何，教学方法起到非常重

要的作用，因此，不断改革教学方法是调动学生的

听课积极性，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在

技术手段多样化的今天，思政课的教学方法也必

须紧跟时代潮流，不断改进。

青岛滨海学院思政课教师充分利用学校的

设备，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开展思政课教学。在思

政课的教学过程中，思政课教师根据各章节内容，

采用如案例分析法、分组专题讨论法、视频教学法

等，吸引学生注意力，将理论化的课堂变得生活

化，引发学生思考、讨论，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同

时，我校思政课教师还积极利用 QQ、微信、微博

等软件开展第二课堂，和学生进行交流和沟通，扩

大思政课的辐射面，对学生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给

予解疑答惑，加强学生对社会的认识。积极利用

好我校的 BB 教学平台，将相关课件和视频及时

上传，利用好课后时间，提高学生学习效果，提高

思政课教学效果。在社会实践方面，积极组织各

类参观访问，加强思政课的实践环节，形式灵活

多样，如志愿服务、参观访问、公益活动、专业实践

等，通过实践让大学生到基层、到群众中去了解社

会，将理论知识和实际结合，对社会现象进行思

考，形成正确的“三观”，提升思政课教学实效性。

青岛滨海学院作为一所民办本科院校也在

实践中不断探索提升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方法，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提

高任重道远，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各方面

的长期共同努力。青岛滨海学院也会在以后的教

学中继续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大

学生，充分发挥思政教育主渠道作用，为我国思政

课育人模式提供新的路径，为实现中国梦培养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的人才。

（责任编辑 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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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ath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e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HAN  Ge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555)

Abstract: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economy has achieved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Today, with the economic prosperity, the country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a private undergraduate college,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actively follows 
the national requirements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ssons, 
starting from students, integrating teaching content, establishing a high-qual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 team, and constantly improv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upgrading The actual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main chann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words:University;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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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中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

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新

局面。在青岛滨海学院，思政课与专业课虽分属

不同的学科，但同是育人的主阵地；辅导员团队

与专业课教师虽承担不同的工作任务，但殊途同

归，教育学生的目标一致。我校时刻与习总书记

讲话精神保持一致，实现了两支队伍教育力量的

融合，完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双向统

一，构建了全员、全课程、全方位的思政教育体系。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所面临
的问题

我国高校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悠

久的历史，但随着新时代的发展，高校思政治教育

摘  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讲话精神为指导，我校在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大格局稳定

的前提下，积极寻找思想政治教育向专业课程教育渗透的途径，发现专业课教师与辅导员团队融合的问题，坚守思政课与

专业课两大育人主阵地，加强师资队伍的思政教育水平，实现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转身，加强两者的融合，构

建全员、全课程、全方位的思政教育体系。

关键词：课程思政；专业教育；全方位育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工作更加专门化、学科化，越来越多的思政部门在

各大高校应势而起，育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日

益突出。

（一）学科化过于严重

以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为例，学生所选的思

政类课程与专业课程分属不同的学科，两类教学

团队有着不同的工作方式与评价体系，各自根据

教学目标完成所承担的教学任务，这种以学科化

分为基础，专业化、职业化的教育模式容易忽略以

学生为主体的教育对象。由于学院、课程设置的

局限就导致思政老师和专业教师分离式的以专业

知识教育学生，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述的，

由于专业分化，每个人就像在一个山洞的“洞穴”

里一样，每个人由于“洞穴”的局限性，只能看到

自己的影子并努力分析影子产生的原因.，而没有

意识到洞穴口的光才是造成影子的直接原因 [1]，

也就直接导致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分离。

收稿日期：2019-10-9

基金项目：软件缺陷预测技术分析与改进（2019KY09）（校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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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不是一人一时一地

——浅谈滨海学院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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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环节过于薄弱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实践性很

强的工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除了帮助学生

进行政治理论体系的搭建，更主要的是提升他们

的思想政治素质，但多数学校目前的教育结果仅

仅是完成理论考试而忽略了素质提升，更有甚者，

学生们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等课程都出现挂科

现象，理论课程的实践意义无从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上

的讲话并不局限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门的领

域，而是站在治国理政的战略调试阐述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的战略意义，而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教

师无法作到言传与身教，更不能提升高度到将思

想政治工作融入到专业课堂中，实践教育意义欠

缺，整体育人效果较差。

（三）教师自身素质有待提升

目前高校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教师仅仅完

成自身承担的教学任务，思政类教师缺少对不同

专业不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专业课教师

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经验，两者自身素质的欠缺导

致思政教育无法向专业教育更好的融合。各高校

思政部的成立，专为学生的思想政治类课程服务，

思政教师不再渗透于各专业学院，从而导致两者

的脱节，教师主动性与积极性下降，无法完成自身

素质提升，更不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二、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前行的
建设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

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

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

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学习是学生的主业，促成专业思

想的稳定、推动优良学风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

目的之一。青岛滨海学院一直秉持“要学做事，先

学做人”的教育理念，寓育人于教书之中，充分发

挥学校教育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的育人功能，培

养学生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及生

活观，专业教师及思政团队两大团队共同努力充

分发挥着学校教学育人独特优势。

（一）在整体全员高效思想政治大格局下寻找

两大团队的结合点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是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的专门力量，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决不仅仅

是专门力量所开展的工作。31 号文件特别是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升

到“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

养人”的战略高度，高效思想工作要适应从局部到

整体，从思想政治工作向整个高等教育宏观生态

环境的改变，充分发挥党的优势，培养社会主义合

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因此，专业教师及思政

团队两者的协同发展，不能仅局限于两支队伍的

自我发展，而要跳出自我专业的局限，把两支队伍

放在高教改革和发展的大环境下，找准两者的结

合点，实现教育力量的融合 [2]。

课程思政强调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学科体

系、专业体系、教材体系、管理机制体系之中，在传

授课程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将所学到的知识和

技能转化为内在德性和素养，注重将学生个人发

展与社会发展、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是高校立德树

人的突破口和新抓手。滨海学院除了思想政治课

程外，.所有学院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无不渗透着

思想性，.让专业教师加入辅导员团队，由专业教

师直接承担各专业学生班级的班主任（如电子教

研室教师分别担任大一至大四各电子专业学生的

班主任），从思想、学习、日常生活各方面全方位加

强学生的教育引导工作。所有学院及专业教师与

思政团队共同发挥育人的作用，共同提升自身专

业素质，辅导员团队分享学生管理和沟通方面的

丰富经验，专业教师弥补思政教师在科研能力和

专业知识方面的欠缺，两个团队相辅相成，共建班

级群组，实时关注学生动态，发布最新思想教育指

导方针，真正做到全员、全方位育人。.

（二）在立德树人的教学体系中确立课程思政

教育的功能地位

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分离的内因源自科学

化、专业主义、行政力量的推动，而这些力量不仅

导致立德树人地位的冲淡，还造成专业分化、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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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的产生。冲破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壁

垒，形成两者协同发展的机制，不仅要从德育理念

上进行突破，更要构建课程思政的育人大格局，明

确立德树人的根本培养方向，推动思政课程与课

程思政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协调前行。

教学是学校工作的主要任务和主要途径。朱

熹讲“知是行之始，行乃知之成”，.中国教育的最

大传统就是知行合一，王阳明的“博学之、审问之、

慎思之、明辨之”，最终“笃行之”[3]。习总书记提

出的“遵循政治教育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

循学生成长规律”，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确立

了新理念。学校开展一系列教育活动，在继续巩

固思政课程主渠道主阵地作用的基础上，推动课

程思政广覆盖，赋予专业课程价值引领的重任，对

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教育经验，也进一步提升和

改善各种专业学科的育人成效。

（三）在高校党委的主导工作下搭建课程思政

与思政课程教育的共同协作平台

总书记指出：“高校党委对学校工作实行全面

领导，承担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体责任，把方向、

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滨海学院党委遵循总书

记的指示开展工作，整体推进高校党政干部和共

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哲学社会科学

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和心理咨询教师、专业教师

等队伍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源源不竭

的动力。

学校每学期都会对专业班主任及辅导员进

行培训，通过学述论坛、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主

题班会大赛等多种形式，提升思政教师与专业教

师的理论水平，保证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融合。

学校还不断强化专业教育中优秀教师的党员素

质，加强党员队伍的教育管理；不断强化实践锻

炼，抓好教育培训，强化健全激励机制，同时，高校

党委要对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出现的矛盾问

题，及时沟通解决，总领全局，使专业教育团队与

思想政治教育团队之间的优势与缺点达到互补，

平衡两者关系实现共赢。

三、课堂思政与思政课堂协同发展的
实施措施

（一）增进教师的育德意识和育德能力，实现

全员育人

在我校，极大部分的教师都是身兼两职，既要

上课又要担任班主任，且学生自大二起接受专业

教师团队的教育时间占 70%，专业教师能否接受、

践行课程思政的新理念，适应课程思政的新要求，

是能否构建学校德育新格局的关键。育德意识是

指教师在各项教育教学活动中应主动关注道德教

育资源，把握道德教育时机，主动培养学生道德品

质的意识。育德能力是指教师在培养学生道德品

质的过程中应具备高超的技能。教师是课程的实

施者，是教学实践的主体。教师不应当对育人抱

以“事不关己”的态度，而应该做有理想信念、有

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2018 年初学校学生破解自来水公司官网，突

破禁制，私改水卡金额并售卖的事件。该事件将

专业教师忽视对学生德育教育、缺乏德育意识暴

露无疑。教师教会了学生专业知识，使得学生破

解自来水公司的 IP 变的小菜一碟，却并没有引导

学生如何更好的用专业知识贡献于社会，学生也

并没意识到私改水卡金额及售卖已经突破道德底

线触犯了法律。教师在教育学生网络 IP 知识的

同时，以“黑客”实例相结合培养学生道德意识及

法律意识，着眼于学生道德素养的熏陶濡染，加强

正面引导、深入解疑释惑，努力把思想性、理论性、

知识性与教学方式上的可接受性有机结合起来，

一定不会出现上例事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合

格的老师首先应该是道德上的合格者，好的老师

首先应该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师者为师

亦为范，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老师是学生道德修

养的镜子。”所以，无论是思政课还是专业课教师

都不仅是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更重要

的是塑造灵魂、塑造品行、塑造人格。把“为了每

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作为核心理念，不断增强思

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感染力，真正的做以教师之

身育学生之人，做到全员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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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内容，实现全课程
育人

育人的主阵地在课堂教学，育人的平台是课
程，在课堂教学中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把学生的
思想道德教育目标放在首要位置，要避免将德育
内容生硬楔入专业课程的倾向，两者不应该是机
械组合而应该是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课程思政不是简单的“课程”
加“思政”，不是在专业课程中剥出几节课时讲授
思想内容，而是“课程”中有“思政”，“思政”中有

“专业”。学校每一个专业都可根据自身专业的特
点，将思政元素融入大一到大四的所有课程中，从
而实现全课程育人。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在电路课程中电源
部分知识的讲授中，可引入 2019 年诺贝尔化学
奖的例子。2019 年约翰·B·古迪纳夫 (John.
B..Goodenough)、斯 坦 利· 威 廷 汉（M..Stanley.
Whittingham）.和吉野彰 (Akira.Yoshino) 美英日三
人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表彰他们对锂离子电池方
面的研究贡献。其中，约翰·B·古迪纳夫自获奖
时已 97 岁高龄了，他一生都致力于能源材料的研
究，发明了人们可以随身携带的锂电池而获此殊
荣，他对专业一生的执着精神是学生们有所欠缺
的地方，专业知识的学习固然重要，但仍要在现实
生活中发现问题，进行创新并持之以恒的研究下
去，无论过程多么艰难，只要坚定的朝着正确的目
标前行，会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有意义。

医学院专业教育的课堂中也可引入案例教学
法，让学生们分析“一病人因肺部感染住院，医生
在未进行皮试的情况下，给病人注射青霉素，因病
人过敏导致死亡”的案例，对此医疗事故，学生一
致认为是由于医生缺乏责任心，不认真执行医护
制度所导致的，教师由此展开思想教育的引导，更
好的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实现理论与素养
的有机结合，实现课程思政。

课堂授课过程中还可将传统的德育教育模式
与日新月异的现实社会情况相结合，滤除内容陈
旧呆板的东西，以新的手段传授新的信息和知识，
发挥德育宣传教育功能，使学生将课堂上所学知
识与现实生活中的自我体验相结合，培养自我分
辨真假事非的能力，从而达到德育课堂教育与现
实社会生活融为一体。规范专业操作步骤，通过
教师的榜样作用，激发学生的专业热情，真正做到

笃行，充分发挥课堂的作用。
（三）将实践环节渗透至学生管理各个方面，

实现全方位育人
学生管理是学校育人的重要工作之一，将实

践环节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是育人的良好手段，
可以有效的培养学生为人诚信、积极向上、团结协
作等。以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在实践环节中对学
生进行思政教育为例，浅谈几点：

1、学生组织建设方面，择优选拔成立了机器
人协会、计算机控制协会。专业教师以指导教师
的身份参与协会各项工作的指导，协会的主体是
学生，学生自行组织协会成员管理、大赛准备、大
赛作品制作、参赛及总结等各项工作，自协会成立
七年来，获得山东省机器人大赛、山东省智能制造
大赛、山东省物联网 + 大赛等一等奖近 70 项。整
个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学生的努力付出，学生在协
会管理过程中提升了自已的组织、管理、协调能
力，教师在学生遇到困难或相互之间产生矛盾时
积极引导，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认识到互相尊重、
团结协作的重要性，帮助学生更好的与人沟通、相
处，完成技能学习任务的同时，也从思想上避免了
矛盾的产生，更有利于学生良好思想道德观念的
形成。

2、学风建设方面，好好学习，在竞赛中见证自
我已经成为学生的常态。整个专业每年都会参加
省级以上赛事 5 项以上，学生为了证明自己，课常
上认真学习，认真备战，查阅资料，相互之间共同
攻克难关，通过大赛实现实践教学，通过大赛促进
学风建设，提升了学生实践能力，也提高了整个专
业的建设水平。在整个参赛过程中，指导教师从
团队组建到、作品准备、参赛注意事项等多方面引
导学生，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心、分析每个队伍之间
的差距，以获取奖项为目标，以在参赛过程中培养
学生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品格为最终目的。在
任何的实验实践过程中，都应该严格按照实验室
规则执行，着工作装，注意工作事项，尤其电类专
业的用电安全，事关生命大事，不容一丝一毫的松
懈。一切严格要求，也培养了学生培养良好的专
业素养。

3、社会实践方面，培养企业需求的专业人才。.
电子专业每年都会有近 50% 的人员进入威海天
力电源不有限公司、赛轮股份有限公司、海信股份
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实习。教师在加强学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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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实践技能的同时，也渗透着企业文化、企业
制度、思想转变、社会效益等多方面的思政教育。
2018 年有一名学生参与了赛轮 AGV 项目实习，因
工作环境较差导致私自离岗，造成产线拥堵及瘫
痪，造成企业损失。原因就是学生缺乏制度意识，
没有基本的职业素养。电子教师在课堂中继续虽
强学生思想转变与专业知识相结合，培养学生培
养学生的责任心，效果良好，目前外出实现人员 28
人，全部得到单位的高度认可，学生能够做到一丝
不苟，按操作规程做事，有很强的道德信念和责任
心，这都是教师从一点一滴中思政教育才会有的
结果。

学校的实践环节还涉及到学生综合测评和
奖学金评比、贫困生资助与勤工助学、校园文化建
设、诚信教育等多个方面，从文化育人、理论育人、
管理育人等多方面 [4] 进行学生的育人过程，保持
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同步进行，保证育人不
是一人一时一地，而是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四、结束语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走进课堂，把“思政课堂”

变成“课堂思政”，在促进学生对专业知识理解的
同时，积极开展思政教育，实现两者自然融合，是
开展思政教育的有效途径。青岛滨海学院真正使
德育落到实处，使德育溶于教材，将教育和培养德
才兼备的人才作为终极目标，严格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
紧紧围绕学校“要学做事，先学做人”的育人理念，
调动所有任职教师的教育热情，真正做到全员、全
过程、全方位育人。

（责任编辑 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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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Is Not One Person,One Place at a Time                                               
——on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Binha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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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555)

Abstract:Guided by the spiri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speech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our school actively seeks out way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penetrate into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education under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found that 
specialized course teacher and counselor team integration problems, stick to education courses 
and specialized courses education main land, strengthening the teaching staff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level, realize the turn from "education courses "to" course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building the whole course, all-round education of the whole education 
system.
Keywords:Course educati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ll-rou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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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滨海学院建校以来，秉承“以兴教育才为

己任，以利民报国为目的”宗旨，培养了一批又一

批合格人才，为区域发展做出了贡献，取得了良好

社会口碑。目前在校学生突破 2 万人，班主任和

辅导员人数不足 500 人，比例高达 40:1；另外，班

主任大多是专任教师，还要承担繁重教学任务或

研究课题，从时间和精力上很难保障学生管理的

精细化。学校要采取问题导向，利用班主任助理

岗位培养优秀学生，让他们以“班主任”角色充当

学生的“管理者”，实现学生的自主和自助管理。

一、设计班主任助理岗位：问题解决与
创新的突破口

为解决学校存在的学生管理队伍数量和结构

性矛盾，保证教学目标和人才培养目标，学校管理

层就需要设计新的管理方案，确保管理效率。增

设班主任助理岗位，让学生参与班主任岗位管理，

学生在管理中提高了能力锻炼；班主任因有学生

参与管理，可以节约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教学和

摘  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高等院校围绕“立德树人”的培养目标，为适应社会对人才

培养需要，需要不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高校学生管理中，班主任管理是重要的载体之一。本文通过高校班主任助理岗

位设计，倡导学生自主管理和自助管理，从而实现人才培养的多维度渠道。本文以青岛滨海学院为例，通过问题解决和创

新的视角手段，研究班主任助理岗位设计的必要性、并对实现路径提供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问题解决和创新，班主任助理，岗位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基于问题解决和创新视角下班主任助理岗位设计研究

——以青岛滨海学院为例
王磊，赵辉

（青岛滨海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55）

科研上，实现学生管理的“一箭双雕”。

青岛滨海学院管理层和老师们具备问题解决

的积极态度，以教育心理学和管理学的理论指导，

能够与时俱进地解决学校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教

育心理学告诉我们，产生问题根源在于事物发展

随时间和空间维度的规模扩张、改变情境下对组

织和组织成员产生的不适感，问题类型体现在结

构与非结构的、一般与专门的、常规和非常规的。

问题解决的实质就是组织或其成员把原有的认知

概念通过加工、整理、综合，在新情境中得以运用

并能获取新的认知成果的过程。滨海学院当前班

主任管理出现的问题着手，设计班主任助理岗位，

就是面临新情境，采取新认知，使用新手段，在解

决问题中达到新突破。班主任助理岗位设计或管

理制度推行已经不是新鲜事物，在不少高校运用

到管理实践中。我们从认知心理学找到对问题及

问题解决的理论，学习其他高校的好经验，更稳妥

推进我校班主任助理岗位的制度设计。

如何进行问题解决与创新呢？五行管理学创

始人寇北辰先生的“问题管理法”能给与理论指

作者简介： 王磊，男，汉族，山东临沂，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学生工作等。（电话）13625429908（邮箱）

xinsa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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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该办法对于实现班主任助理岗位设计的制度

提供了思路。问题管理法包括五个层面：了解情

景，挖掘问题；寻找原因，把握关键；设计对策；

付诸实施；总结反馈。在管理中注意如下方面，包

括：首先注意分寸，把握好火候；其次注意策略；

再次注意持续性。面对问题、分析问题并不断解

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唯物主义辩证的对立统一关

系，正如毛主席所讲“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

始终”，管理总是伴随问题，没有问题管理也没有

立足的舞台。学生主体的流水性、管理环境的可

变性、持续性和管与被管的矛盾性在班主任管理

过程中时刻伴随，就需要高校班主任管理工作进

行创新。班主任助理参与班级管理可以提升能力，

促进同学们的自主管理会起到很好的助推作用。

这本身就是管理的创新。

二、设计班主任助理岗位：高校学生能
力培养的试验田 

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思路设计班主任助理岗

位的虚拟职位，学校和学生之间不用签订劳动合

同，无需设计薪酬与社会保障。通过岗位锻炼，提

高管理能力，学校在思品、社会实践学分以及评优

评干上给与政策倾斜。作者通过文献资料研究，

了解到不少高校已经有班主任助理参与学生管理

实践。总体感觉班主任助理岗位设计是高校学生

能力培养试验田，尤其是把高年级品学兼优同学

充实到班主任助理的管理岗位上，参与大一、大二

学生管理，会得到好的锻炼。滨海学院结合自身

定位，设计好相关的助理岗位制度，发挥其长，规

避其短。

高燕在论文中提到，班主任助理制度是高校

学生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的实施

对探索学生管理思路、凝练学生管理模式、建立优

秀的新生班集体、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2019.09）。吴学亮、张禹撰

文指出，班主任助理制度是一种新的学生“自我教

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管理模式，班主任助理

队伍成为高校学生工作队伍中的有效补充，特别

在新生适应教育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2012.12）。

陈宝鹏在其论文中提出采用高年级优秀学生党员

担任大一新生班主任助理的工作模式，有利于学

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入细致开展，不仅锻炼了一

批学生骨干，而且提高了学生管理的工作效率，是

新时期加强学生工作队伍建设的一种有效途径

（2009.12）。这方面研究文献比较多，限于篇幅，不

再一一综述。这些作者从各自高校的实际出发，

提出了班主任助理设计的制度的优缺点、岗位作

用和岗位价值，从侧面反映了班主任助理为学生

能力提高、自主管理提供了试验田。

滨海学院与其他高校相比，尽管没有理论上

的优势，但是班主任助理管理工作实践多年并有

了成熟的做法。每年新生开学，班主任一般从大

二学生中选择 1-2 名“班代”负责迎新、军训配合

和新生内务管理等工作，实际上起到班主任助理

的作用。这个模式既锻炼了同学，便捷了教师与

学生的沟通，各项学校制度、规定和管理信息通过

“班代”迅速地传达到新生，并指导新生落实，这为

班主任减“负”。这是一项好制度，学校应固化并

形成班主任助理岗位的制度设计，作为管理常态，

传承滨海价值观，实现了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三、设计班主任助理岗位：实现岗位效
能提升的桥梁 

设计班主任助理岗位，实现其效能提升，就要

明确岗位设计说明书的职责，形成好的管理机制，

建立好的组织保障机制，同时规避相关的问题。

（一）明确班主任助理岗位设计说明书的职责

....首先，明确班主任助理在班主任管理层级中的

位置，明确清晰“权力”的等级链。这样既能发挥

班主任助理的工作积极性，还能防止权力设计的

“模糊性”导致的低效率。另外，还要设计好班主

任助理与班级的班委、团支书及其他社团干部的

管理关系，确定班主任助理与学生的指挥关系与

沟通方式。有关职位设计在班主任管理的组织结

构简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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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班主任助理在班主任管理组织中的位置

其次，在管理权力限度范围内，要做好班主任

助理的岗位说明书职责的设计。

职责大致包括三部分：新生教育辅助工作；

班级秩序建立规范性辅助管理工作；对接学生的

心理沟通和信息收集反馈工作。

....具体来说，新生教育辅助工作，包括报到新生前

的迎新工作前置、迎新过程中的信息采集汇总、报

到中的接待、入学手续办理，以及报到后军训服务

管理等工作。整个管理中还要渗透思想观念的灌

输、学校价值观的宣贯，协助班主任落实新生学校

理念认同、行为习惯养成、职业规划等工作任务。

（二）形成好的班主任助理管理机制

管理机制是指组织的管理系统结构及其运

行机理。组织的管理机制体现在客观性、自动性

和可调性。滨海学院的管理制度中已经包括相

对完善的班主任、辅导员等学生管理的制度规范。

针对班主任助理岗位设计机制还需结合学校学生

的状况、班主任和辅导员的配比，经过周密调查研

究，尽快形成符合学校实际的管理机制。班主任

助理管理机制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运行机制，

班主任助理岗位设计要助推全校学生管理，服务

于高校“立德树人的培养目标”；其次是动力机

制，就是要通过班主任助理岗位的制度安排，让教

师、学生都有积极的工作心态和良好的工作能力，

按照岗位激励，实施鲶鱼效应，促进效率提升、提

升学校管理再上新台阶。学校职能部门对应该制

度执行应给与计划指导、组织保障、领导有方，控

制有力；再就是约束机制，通过岗位设计，要确保

班主任管理有效果，不能缺位，班主任助理协助管

理任务有落地，不能越位。

（三）建立良好的组织保障机制

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也可以证明理论是否可

行。班主任助理岗位设计再好，还需要在实践中

运行完善，逐步探索出符合滨海学院的班主任助

理岗位的制度。组织保障在于：（1）领导重视，做

好战略性规划，编订符合学校实际的制度；（2）组

织到位，校级层面职能部门做好调研规划，统筹协

调好人岗匹配的规划、制度设计全面且可落地性，

流程管理有推进性；（3）监督有力，确保执行起来

不换“心”，不走样。做好班主任助理的几个管理：

首先是加强班主任助理的教育和学习，提高和净

化思想境界；提高助理的大局意识，学会站队，具

有全局观，具备敏锐政治鉴别力和敏锐力 , 思想

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 与学校中心工作保持

一致。其次是抓好班主任助理工作的制度建设，

比如选拔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和交流、竞争机制

等，实施动态管理，能上能下，实行换岗、调岗和下

岗相结合，在实践中完善考核制度。在组织保障

中采取 PDCA 的闭合循环保障机制，确保工作安

排到位，学生服从到位，制度执行到位，管理效果

达标。

具体来说，要做好几个方面：（1）要不断强化

班主任的责任意识。班主任助理制的实施并不是

要弱化班主任的责任和任务 ,.班主任要掌握学生

的思想动态 ,.指导并配合班主任助理共同搞好学

生工作 ,.让学生顺利而成功地度过大学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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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好班主任助理的人员选配工作，从德智体美

劳诸方面优秀的同学中选出。(.3).要协调好效率

和学生动力的关系。要防止班级干部对助理过

分依赖，助理对班干部工作引导为主，不能事无巨

细全“包揽”，班委会和全体同学在工作和学习主

动参与，培养自主管理能力。（4）通过制度化完

善班主任助理制的管理机制，如鼓励机制、评估机

制 ,.使班主任助理制更规范。

（四）班主任助理岗位设计要规避相关问题

1. 要通过岗位“权限”设计避免定位不清导

致的管理混乱。助理岗位执行者是学生，因此要

对这些“特殊学生”定位和权力通过职位说明书

加以界定，避免在班级事务中该管的不敢管 , 该

严格的却不敢要求，因而在学生而前威信不高 ,

使学生管理工作流于形式。

2. 要克服管理中的工作目标性不强带来的低

效率。助理要通过党团员中的学生干部来选择，

要根于具体目标的量化设计，既要防止班主任助

理工作累，管不好，也要避免助理岗位形同虚设，

班主任推一步走一步的低效率状况。

3. 要避免助理仅仅是班主任的“传话筒”，漠

视同学们合理诉求，发挥不了桥梁作用。同时，助

理要与管理的同学们形成互相教育和学习的状

态，改变学生们依赖班主任助理或依赖班主任的

两头重的思维习惯，让助理通过指导学生干部，加

强沟通来带动班级同学。

4. 避免因管理工作影响助理的学习成绩。作

为学生，班主任助理有专业学习等繁重的学习任

务、考研的目标，同时要参加各种集体活动等，不

能因为参与班主任助理管理耽误了学业。当然还

有其他问题，不再逐一分析。

综上所述，要做好班主任助理岗位设计，体现

制度的优势，就必须制定出相应的规则章程，明确

班主任助理的定位，规范其职能，同时加强班主任

助理的培训和考核，方能保证充分发挥应有的积

极作用。

....（五）班主任助理岗位设计制度的发展与建议

其一，要充分发挥班主任的主导作用；

其二，要切实确保班主任助理的桥梁纽带作

用；

其三，要有效防止所辖班级学生干部和同学

对助理的“万事”依赖度，逐步培养大家的自主和

自助管理；

其四，学校学生处和团委对班主任助理的选

拔、培训、考评和控制管理实施两条线管理，业务

上配合班主任，制度设计上符合学校整体的发展

要求。

四、结论

青岛滨海学院建校 27 年来，以“明德、践行、

善事、创新之现代公民”培养目标，践行“开拓、勤

奋、坦诚、务实；追求卓越，自强不息”的滨海精

神。在这样的概念引领下，对班主任助理岗位设

计，就是在原有“班代”、“团代”基础上建设好常

态化管理模式。

滨海学院通过班主任助理制度设计，选用和

培养的班主任助理要符合如下的“角色”要求：

第一要有热情、有爱心，有服务同学的初心，有迎

接新生管理挑战的信心；第二助理要有责任心、

社会正义和责任感、具备奉献精神，有一定的管理

能力，可以替班主任做好信息沟通、舆情控制，活

动协调，班级活动组织和指挥能力。

班主任助理是新生适应大学学习生活的重

要引路人，是班主任的好助手，是学校进行新生教

学工作的重要抓手。建立和健全班主任助理制度

是新时代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德才兼备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才的要求。滨海学院将会按

照“深入实际，实事求是；雷厉风行，争创第一；

大处着眼，小处做起；俭朴为本，国际水准”的滨

海作风来做好班主任助理岗位的制度设计和推

行。学校应采取问题导向，坚持以人为本、因材施

教的原则，立足“立德树人”培养目标，通过班主

任和辅导员的基层学生管理，用好学生助理参与

学生管理，为中国梦的实现培养更多更好更强的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责任编辑 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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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ost design of assistant to the off-duty direct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blem solving and innovation

—— Qingdao Binhai College as the example

WANG lei , ZHAO Hui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555)

Abstract: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make continuou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for talent training by centering on the training goal of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morality". In the 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head teacher 
managemen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arriers. Through the post design of head teacher assista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dvocates the self-management and self-management of 
students, so as to realize the multi-dimensional channel of talent cultivation. Taking Qingdao 
binhai colleg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necessity of head teacher assistant post 
design and provides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path by means of problem solving 
and innovation.
Keywords:Problem Solving and Innovation，Head Teacher Assistant，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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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适应人的全面发展需求，我国高

校的精神文化教育工作也面临新的挑战，需要高

校积极研究新时代背景下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

的融合路径，以二者有效融合，培养学生科学素养

与人文素养，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提高高校社会

影响力，满足高校教育工作在新时代背景下的革

新发展需求。

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概述

（一）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起源于人类在对真理进行追求过

程中实施的科学实践，科学精神是人类对自然进

行认识、适应与改造的精神升华，并且在人类科学

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行为准则与价值取向。科

学精神中的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在实践自然科

学的过程中，人类逐步达成尊重与敬畏客观事实

的共识，也达成大胆探索科学真理的共识。因此，

科学精神属于对前人成果进行继承，坚持求真务

摘  要：高校基于新时代背景有效融合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需要教育工作者对两种精神的内涵与特征进行正确认

识，积极探索两种精神的内在统一关系，分析现阶段高校的两种精神教育问题，以此为基础，实施更新育人理念、优化课程

内容、重视人文精神教育、建设和谐校园文化等策略，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在高校教育工作中的有效融合，促进高校

精神教育工作发展。

关键词：新时代；高校；科学精神；人文精神；融合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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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遵循尊重事实原则对问题进行看待与评价，并

积极寻找问题最佳解决方法的一种精神。分析科

学精神需要在研究其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

其特征，科学精神特征主要包括四方面：1、求真，

在科学精神中，求真属于基本精神，坚信规律客观

性，强调人类通过自身艰辛探索可以有效对客观

规律进行认识，并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2、求实，

在科学精神中，求实属于本质要求，其强调科学活

动需要对实事求是进行坚持，实施观察活动需要

逻辑严密、推理系统，使真理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

验。3、存疑，在科学精神中，存疑属于重要因素，

要求科学活动实践者始终保持疑问的态度对客观

规律与客观世界进行深入探索，实现新的突破。4、

创新，在科学精神中，创新属于精神发展的重要支

撑力与推动力，科学结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甚至部分结论经不起后人的推敲，

被证实是错误的 [1]。因此，科学实践需要保持持

续性，需要研究者对否定之否定规律进行坚持，以

推陈出新推动科学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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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属于一种价值取向，强调以人为本

位，尊重人格与人性，重视人类个体的情感与体

验。人的存在、思考、意义与价值是人文精神的关

注点，因此，人文精神是人类为改变自身命运、脱

离痛苦而实施的一种思考，也是人类追求真善美

文化的本质精神。虽然人文精神强调以人为本位，

但是并未完全否定理性，反而在社会实践活动中

重视强调人的精神作用。分析人文精神，需要重

点研究人文精神特征，其主要包括三个特征，即追

求美与善、坚持超越精神、强调以人为本。[2] 追

求美与善体现在人文精神不同于科学精神，更侧

重于追求善与美，强调真善美三位一体。坚持超

越精神体现在人文精神超越外在与现实，追求理

性、自由与本真，积极构建人类精神世界，成就超

越精神。强调以人为本体现在其不依靠客观世界

衡量问题，也不会将神学教条作为衡量问题的尺

度，而是关注人类本身，关注人的思考、存在、意义

与价值，以人为本，以人的理想信念与自身需求为

根本。

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我国高校在新时代背景下研究人文精神与

科学精神的融合，需要在正确认识两种精神的基

础上，有效把握两种精神之间的关系，重视其内在

一致性，以其内在关系研究为两种精神融合教育

提供有利基础。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具有一定的

内在一致性，两种精神的根本都是对客观事实进

行尊重，并且重视客观规律的揭示。人文精神与

科学精神始终尊重与敬畏客观实际，以此为基础，

对客观规律进行不断地探索与揭示，基于这种根

本情况，人类社会中逐渐形成人文社会科学与自

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揭示社会与人的矛盾，

研究侧重点为社会活动中的现象与精神。自然科

学主要揭示自然与人的矛盾，研究侧重点为自然

界中的现象与事物。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也

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人文精神也被称作科学的

人文精神，由此可见，人文精神本身也属于一种科

学精神，人文精神实事求是，科学精神求真求实，

二者具有一致性。同时，科学精神对真理的追求，

与人文精神中强调的秩序、规矩等价值观念相通。

并且人文精神中的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等与科学

精神中的追求创新具有一致性。因此，科学精神

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也创造了精神文明遗产，

使人类的科学精神被赋予人文精神内涵。在此基

础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具有一致地价值追求，

都致力于改造客观世界与人的主观世界，以此助

力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基于以

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相通性，可以看出高校

融合两种精神对大学生实施新型教育的可行性，

需要高校以此为基础，积极分析现阶段高校两种

精神的教育问题，探索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有

效融合路径。

三、新时代背景下高校科学精神与人
文精神的教育现状

（一）科学与人文教育分离

在新时代，高校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教育

依然存在分离问题。受中国高校长期的文理分割

与专才教育影响，高校的人文精神教育与科学精

神教育表现出一定片面性特征，使高校的两种教

育长期对立，致使部分大学生人文精神与科学精

神严重不足，影响学生全面发展。高校人文教育

与科学教育的分离问题，在现代社会并没有被完

全解决，即使部分高校定位自身为综合性大学，合

并文理工院校，甚至出现了新工科、新医科等调整

尝试，但依然难以改善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分

离现状，还需要高校积极研究两种教育的有效融

合路径，从而对两种教育的分离局面进行实质性

地突破。

（二）人文精神教育的忽视

部分高校在实施科学精神教育与人文精神

教育的过程中，存在忽视人文精神教育的问题，使

学生人文精神薄弱，制约学生全面发展。人文精

神教育的忽视体现在高校人文精神教育的设计缺

少系统性，学科交叉、教育计划目标引导不足等问

题，使部分高校的人文教育难以在大学生成长成

才中发挥有效作用，影响院校人文教育质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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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文教育的内容的单一与形式的落后，造成大
学生人文知识掌握不足、道德修养缺乏、民族文化
认知偏离、法律意识薄弱，这些问题都会严重影响
人文精神教育的实施成效，并对科学精神教育造
成不利影响，使学生难以凭借自身人文精神有效
践行科学精神，影响高校整体教学质量。

四、新时代背景下的高校科学精神与
人文精神的融合路径

（一）更新育人理念
新时代，我国高校融合人文精神与科学精

神，需要重点革新自身办学观念与教育理念，以此
为两种精神融合与教育发展提供有利基础。高校
需要在科学研究与探索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内
涵的前提下，将两种精神的教育理念与办学观念
进行有机整合，突破传统办学教育理念的限制，为
高校办学重新定位与教育工作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性。高校融合两种精神，需要积极对人文精神教
育进行倡导，以人文精神教育的有效实施，教会学
生如何做人，加强教育工作对学生三观的树立指
导与正确价值观形成的影响，体现人文精神教育
中的求善教育。同时，学校也需要对科学精神教
育进行积极倡导，使学生在学会如何做人的基础
上能够进一步学会如何做事，体现科学精神教育
中的求真教育，使学生有效接触方法论教育。无
论是科学精神教育还是人文精神教育，教育的宗
旨都是培养大学生成为新时代创新型人才，因此，
两种教育缺一不可，需要高校在融合两种精神的
过程中，定位教育目标为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与科
学素养，明确以人为本教育理念，在办学过程中，
有效交融文理学科，甚至可以通过优化文理科教
学内容，使学生在润物无声中实现两种精神的有
机融合，提升高校两种精神的融合效果与整体教
育质量。

（二）优化课程内容
高校在新时代背景下融合人文精神与科学

精神实施教育工作，需要优化课程内容，在将教材
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时，实现两种精神在课程内
容层面的有效融合，增强高校课程教学效果。在
新时代背景下，科学技术不断革新，社会对复合型
人才的需求量急剧增大，为有效适应科学技术高
度综合与分化的整体发展趋势，我国高校已经做

出了诸如新工科、新医科等教育改革探索，但这
些都是以产业需求为依托而整合出现的，不同于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在重视文科理科
等自身内部整合的同时，还需要在每门课程内部
进行科学与人文精神设计的融合，以此优化课程
内容 [3]。例如，高校的理工科课程教学可以适当
地增设一些人文精神的内容，提升理工科学生的
人文素养。在文科类课程中，需要有意识的增加
科学精神元素，加强学生科学精神渗透。这种文
理科课程内容相互融合的教学设计，能够有效加
强学生专业教育的同时，强化学生综合素养的提
升，满足新时代对创新型人才的发展需求。

（三）重视人文精神教育
新时代，部分高校依然存在忽视人文精神教

育的问题，因此，高校融合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需
要重点加强人文精神教育，提升教师人文素质，优
化高校整体教学效果。重视人文精神教育，需要高
校消除教育工作者对人文教育的误解，使其正确
认识人文精神教育与思政教育的交叉关系，摒弃
传统思政教育等同于人文教育的错误理念 [4]。同
时，高校需要基于新时代背景下的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要求，在加强人文精神教育的过程中，提升教
师的人文素养，为教师提供人文精神教育教学指
导培训，使教师在实际教学工作中能够注重人文
精神在科学精神教育中的渗透，使学生在学习科
学精神的同时与人文精神产生一定的接触，提升
学生人文素质，满足高校有效融合人文精神与科
学精神发展教育的需求，提升高校整体教学质量。

（四）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新时代，我国高校融合人文精神与科学精

神，需要通过积极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方式，实施
两种精神的融合教育，有效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与
科学素养。高校需要为学生提供多样地实践训
练，组织学生参与学生社团、暑期实习与项目合作
等实践活动，使学生在活动中学习沟通、思考与合
作，为学生未来顺利就业与有效应对岗位工作提
供保障。学校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与学生社团
活动等，为学生提供能力锻炼的实践机会，使学生
在参与中学习与接触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提升
学生综合素质。在此基础上，高校需要积极组织
学生参与团队科研活动，使学生接触到的科学精
神更加具体化，如创新精神、探索精神与求真求实
精神等，提升学生科学素养。同时，学生在团队科



80

青 岛 滨 海 学 院 科 教 研 究

2020 年第 1 期 JOURNAL OF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No.1, 2020

研活动中可以借助团队合作与有效沟通交流，提
升自身协调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使学生学会关
爱与尊重他人，提升学生人文素养。这种社会实
践活动、学校社团活动、团队科研活动等实践教学
方式，能够有效加强学生的人文精神教育与科学
精神教育，实现两种精神的有效融合，推动高校教
育工作革新发展。

（五）建设和谐校园文化
我国高校在新时代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

神，还可以通过建设和谐校园文化的改革路径，培
养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加强高校两种精神
的有效融合。校园文化直接影响高校教育工作的
科学气息与人文气息，因此，高校需要积极融合两
种精神，建设和谐校园文化，定期组织学生参与校
园科技文化节等校园文化建设活动，或者举办科
技文化讲座等，升华学生思想道德情操，提升学生
科技创新意识，有效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提
升高校精神文化教育质量。在此基础上，高校还
需要积极利用传统文化创建和谐校园文化，结合
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丰富校园文
化内涵，感染学生，使学生主动弥补自身人文精神
或科学精神的缺失，使学生对社会与科学的关系
能够正确对待，以自身较强的人文素养与科学素
养为社会进步发展贡献力量。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高校研究科学精神与人
文精神的融合路径，具有加强高校精神文化教育、
培养高素质大学生的重要意义。高校结合新时代
对新人才的要求，融合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需要
以两种精神的内涵与特征为基础，探析两种精神的
关系，以现有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教育问题为突
破点，在更新育人理念、优化课程内容设计、创新和
谐校园文化建设、权衡理论教育与实践教学活动比
重等方面实施教学工作革新策略，促进高校科学精
神教育与人文精神教育有效融合发展。

（责任编辑 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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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Spirit and Humanistic 
Spiri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HUANG Qunfang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555)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humanistic spirit and scientific spirit. Educators need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spirits,nactively explore the inner unifi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pirits, and analyze the two types of spiritual 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y at the current 
stage. Based on this, we will implement strategies such as updating the concept of educating 
people, optimizing curriculum content,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humanistic spirit education, and 
building a harmonious campus culture, so as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humanistic 
and scientific spirit in college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piritual 
education.
Keyword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New era; Scientific spirit; Humanistic spirit;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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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多次出现大范围的雾霾天气，

已成为当今市民广泛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雾霾

中常混杂着有害物质，雾霾称为健康的“隐形杀

手”，如果人长期暴露在雾霾环境中，将对健康造

成较大伤害。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和居

住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管是生活、学习还

是娱乐等活动我们都越来越趋向于在室内进行。

与此同时，我们的房屋建筑也不断变得更高、更密

闭，房屋的通风透气性越来越差，室内的装修、厨

房油烟以及人体挥发的有害气体等都无法排除室

外，室外的新鲜空气也无法进入室内，室内空气污

染严重。开窗通风不仅受到住宅密闭性的限制，

也会带来噪音、灰尘、蚊蝇以及影响空调能耗等问

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住宅室内提供新鲜空气，

将室内原有污浊空气排到室外、并将环境噪音挡

在室外的家庭新风系统成为现代住宅的必备。

摘  要：介绍一种智能中央新风系统，与传统室内换气方式进行比较有明显的优势，本设计通过切换不同模式，既可

引入室外新鲜空气并对其进行净化处理，排出室内含甲醛、氨、苯等有害物质的浑浊空气，使室外和室内的空气进行充分

交换，确保室内有充足新鲜空气，也可进行室内空气循环净化，节省电量消耗。

关键词：中央新风净化系统 ; 循环净化；控制风量 

中图分类号：TU831. 3                                              文献标识码：A  

智能型中央新风净化系统设计 
张海英，赵敏玲

（青岛滨海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55）

2 传统通风方法的弊端

.在中央新风系统出现之前，人们传统的室内通风

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开窗。开窗虽然能够引进部分新风，但

同时也带走了大量的热量 ( 冷量 ).，增加了能耗。

新进入的空气没有经过过滤，带入大量灰尘、汽车

尾气等，户外雨水、湿气也容易进入。在市区或闹

市，噪音污染非常严重，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开

窗通风换气效果不理想。

（2）换气扇。换气扇没有引入新风，静压值小，

只能排出一部分室内污浊空气，且不能连续排出，

运行时间越长，排气效率越低，噪音大、能耗高、容

易损坏，需要经常清洗和维修。对改善室内空气

程度有限。

（3）空气清洁剂。空气清洁剂是化学制品，一

般在使用后只是掩盖了空气中的异味，不但不能清

洁空气，反而加重了污染，使空气质量变得更差。

（4）负离子发生器或空气净化器。负离子发

收稿日期：2019-10-12

基金项目：青岛滨海学院校级科研项目（2016K03）

作者简介： 张海英（1977—）, 女，内蒙古通辽市人，副教授，硕士，机械制造设计及自动化，（电话）13791849108,（电

子邮箱）6402920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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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器或空气净化器只能对室内原有空气进行处
理。因功率有限，产生的负离子极易与异性电荷
发生中和反应，室内空气越污浊，处理能力越低，
经过反复处理的空气很不洁净。负离子发生器在
使用过程中有辐射危害，更增加了室内污染。

（5）带部分新风的空调。带部分新风的空调
（如窗式空调）仅能送入少量新风，噪音较大，安
装后易渗水，几乎没有效果。

（6）小型家用中央空调。小型家用中央空调
只能引进少量新风，没有排风口，污浊空气不能迅
速排出室外，室内空气改善情况不明显。

3 具体设计

市场上很多空气净化器多采用室内空气循
环净化原理，能达到一定的净化目的，但不能有效
补充室外的新鲜空气，更不能将室内的有害气体
排出室外。本设计系统采用室内外空气循环净化
原理，是一种能够全天 24 小时持续不断地将室内
污浊空气及时排出，同时引入室外经过本系统净
化后的新鲜空气，并有效控制风量大小、增加能量
回收。营造健康良好的室内高品质生活环境，为
居民打造健康、节能住宅的环保系统。
3.1 设计概况

新风净化系统一方面把室内污浊的空气排
出室外，另一方面把室外新鲜的空气经过杀菌、消
毒、过滤等措施后，再输入到室内，让房间里每时
每刻都是新鲜干净的空气。新风净化系统主要可
分为单向送风和双向换气两种类型。单向送风：
通过风机将室外空气引入室内空气，让房间内形
成正压，让室内空气在正压条件下，通过门窗的缝
隙排出，以此形成室内外循环。单向送风的结构
为单通道，单风机，风机单向运转。双向换气：通
过风机将室外空气引入室内空气，同时也可以通
过风机将室内空气排出室外。双向换气的结构可
以为单通道，单风机，风机为双向运转；也可以为
双管道，双风机。目前常用的净化方式有活性炭
吸附、静电除尘、HEPA 高效过滤、臭氧净化、紫外
杀菌、光触媒催化等［1-2］。

本设计选用一款双管道双风机，采用 HEPA
高效过滤、光触媒催化、高压除尘等净化方式。
3.2 设计 结构及工作过程

设计结构如图所示：高效过滤器 1、光触媒过

滤器 2、粗效过滤器 3、高压除尘器 4、铝制热交换

芯片 5、室内排风入口 6、室内送风出口 7、室内送
风风机 8、封装开关 9、电源控制器 10、长三角转
舌锁 11、柜体 12、室外排风口 13、室外排风风机
14、中效过滤器 15、柜门 16、室内空气入口 17、室
外新风入口 18。

主要工作工程：柜体 12 底部具有与室内环
境相连通的室内空气入口 17 及与室外环境相连
通的室外新风入口 18，柜体 12 顶部具有与室内
环境相连通的室内排风入口 6、室内送风出口 7，
柜体 12 侧壁上具有与室外环境相连通的室外排
风口 13，室内送风风机 8 设置于柜体 12 中并位
于室内送风出口 7 处；室外排风风机 14 设置于
室外排风口 13 处；由室内空气入口 17 及室外新
风入口 18 进入柜体的空气依次经过安装于柜体
中的粗效过滤器3、中效过滤器15、高压除尘器4、
光触媒过滤器 2、高效过滤器 1 和铝制热交换芯
片 5，最后由室内送风风机 8 和 / 或室外排风风
机 14 排出；由室内排风入口 6 进入柜体的空气
经过铝制热交换芯片 5 后由室内送风风机 8 和 /
或室外排风风机 14 排出。柜门 16 与柜体 12 转
动连接，柜门 16 上安装有用于在柜门 16 脱离柜
体 12 后控制电源控制器 10 进行断电的半紧凑封
装开关 9 以及用于打开、锁紧柜门 16 的长三角转
舌锁 11，长三角转舌锁 11 的安全性主要表现在
锁芯上，锁芯为实心三角形，它的钥匙即是共用的
又是专业的，便于维护的同时起到安全作用，半紧
凑封装开关 9 是通过内置微动开关实现高重复进
度的封装开关，当柜门正常关闭时，开关内部结构
接触使整个系统通电；当柜门打开或者关闭不正
常，开关内部结构未接触导致整个设备处于断电
状态，其起到安全保护的作用，防止造成事故。同
时室内空气入口 17 及室外新风入口 18 处设置有
关闭或打开入口的管道调节阀。

本设计的中央新风净化系统具有两种工作
模式。工作模式一为：室内送风风机 8 和室外排
风风机 14 同时启动，室内空气入口 17 关闭、室外
新风入口 18 打开，排出室内污染空气的同时引
入室外富氧空气——对进入的室外空气净化处
理——排放到室内；工作模式二为：室内送风风
机 8 启动、室外排风风机 14 不启动，室内空气入
口 17 打开、室外新风入口 18 关闭，进行室内空气
循环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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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结构示意图

3.3 本设计的优点

有效克服传统通风方法的弊端。通过切换不
同模式，既可引入室外新鲜空气并对其进行净化
处理，排出室内含甲醛、氨、苯等有害物质的浑浊
空气，使室外和室内的空气进行充分交换，确保室
内有充足新鲜空气，也可进行室内空气循环净化，
节省电量消耗。

4 结束语

目前，中央新风系统发展势头迅猛，并逐渐形

成行业，但相对国内巨大的住宅建设市场需求，还

显得十分渺小。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环保

意识的增强，再加上国家政策的扶持，中央新风系

统必将会有一个广阔的发展前景。

（责任编辑 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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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Intelligent Central Fresh Air Purification System

ZHANG Haiying , ZHAO Minling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555)

Abstract:An intelligent central fresh air system is introduced, which has obvious advantage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indoor ventilation. The system can not only bring in outdoor 
fresh air and purify it by switching different modes, but also discharge indoor turbid air with 
formaldehyde, ammonia, benzene and other harmful substances, so that outdoor and indoor air 
is fully exchanged. Therefore, adequate indoor fresh air is ensured and purified circularly, and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s saved as well.
Keywords:Central Fresh Air Purification System;Circulation Purification;Air Volum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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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应用型高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

己任，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作为一门集应用性、专业

性以及操作性为一体的专业，应注重学生实践能

力、职业技能和就业力的培养。虽然应用型高校

一直都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模式改革，但仍然存

在诸多问题。

一、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

（一）专业定位不准确，培养目标不明确.

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对社会需求没有

明确的认识和把握，缺乏市场调研和定位。在制

订专业教学计划时，很多应用型院校基本上都参

考其他学校的教学计划，没有考虑到毕业生的就

业去向，殊不知研究型人才与应用型人才所需要

的能力和素质是有着非常大的区别的，对于高职

院校人力资源专业的毕业生，企业更看重是学生

动手操作的能力，模糊的定位导致高职院校人力

摘  要：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专业，从当前的应用型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教学情况来看仍存在

一些问题，导致了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脱节，因此采取必要的教学改革措施显得尤为重要。校企合作的实践教学模式

是应用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就业力培养与提升的重要途径，是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教学模式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校企合作；教学改革；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探讨
 

 ——以青岛滨海学院为例

马利霞
（青岛滨海学院，山东 青岛 266555）

基金项目：青岛滨海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2018JY11）

作者简介：马利霞（1981-），女，河北石家庄人，讲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社会保障。

资源管理专业在教学上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

能力，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实际应用能力，不能满

足市场的需求。

（二）“双师型”专业教师有限，实践性教学

环节薄弱

师资问题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效

果差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具有

较强的专业性和操作性，但目前人力资源管理专

业的教师大部分直接来自高校毕业的硕士、博士，

虽然拥有较丰富的理论知识，但基本没有企业实

际工作经验，实践操作能力较差，由于教学、科研

任务繁重，无暇顾及除教学科研之外实践操作能

力的提升，另外，教师因担心影响教学或者其他原

因，参加各类实践活动动力也不足。种种原因导

致现有的人力资源专业教学团队无法给予学生更

多的专业技能的指导，教学效果不佳。

（三）实践教学效果欠佳

由于高等教育对象的扩招，面对庞大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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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在教学手段和方法上，翻转课堂、研讨教学、

项目教学、慕课等新兴教学手段和方法的使用受

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目前大部分教师仍然以传

统的课堂讲授为主，以教师为中心，知识基本是从

教师到学生的单向传输，上课时教师与学生缺乏

互动沟通，学生被动的接受学习，学生理论与实践

不能很好的融合，不能很好地实现学校学习和实

际工作的有效对接，学习效果不理想。

（四）实践教学配套设施不健全

人力资源专业的实践教学主要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校内专业实验室，另外是校外实习实训

基地。从目前应用型高校人力资源专业的实践教

学来看，无论是校内实验室还是校外实训基地建

设都不够成熟和完善。校内实训实验教室存在建

设缺乏，实验室建设规模小、设施设备匮乏、模拟

软件更新滞后等问题。人力资源工作的特殊性及

企业人力资源部门接纳学生的有限性使得校外

实训基地建设流于形式，学生实训的主要方式是

参观企业，无法真正地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短期的

实习影响了深层次的合作，学生不能很快胜任工

作，无法给企业创造价值，长期的实习会影响学生

教学计划的完成，种种因素导致校外实训“走过

场”。

二、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进
措施

（一）明确实践教学目标
高职院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教学目标是

为企业培养掌握丰富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具备高

超实践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专业课程目标要以提

高学生的职业能力为主。在专业教学目标上要明

确实践教学目标，突出对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学

校要组织开展专业调研，调查市场对人力资源管

理专业毕业生的能力需求状况，研究人力资源管

理工作胜任力模型，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课程体

系，搭建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实践教学课程平台。

（二）构建立体化实践教学团队
通过“走出去，聘回来，引进来”构建立体化

实践教学团队。“走出去”要求制定教师实践锻

炼计划，让学校专业教师走出校门，到校企合作企

业进行挂职锻炼，参加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让

专业教师到企业寻找共同合作项目，通过挂职和

做横向课题获取具体实践体验，了解企业对人才

的最新需求，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帮助教师积累教

学素材，丰富课堂讲授内容，加强实践教学。为了

提高校内专业教师走出去的积极性，可以从制度

上给予保障，在薪酬制定和职称评定上健全激励

和约束机制；“聘回来”是定期邀请往届人力资源

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回来开展专题报告，让他们分

享工作中的成长与困惑，跟在校生交流人生经验

和反思，让在校生在了解行业最新动态的基础上

也有助于其对职业生涯的规划。“引进来”是引

进校外导师指导学生学习，聘请企业优秀的高层

人员做导师，将他们丰富的社会经验，较强的沟通

协调能力以及实际操作能力传授给学生，不仅提

升学生实践能力，也有助于帮助学生拉近与社会

的距离，帮助他们做出职业规划。

（三）校企合作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
1. 构建人力资源专业实践教学中三方共赢机制

基于企业、学校、学生三方的不同需求，在实

践教学中要构建三方共赢的机制：一是学校和企

业的互利共赢，这体现为智力资本共享。高校教

师可以到校外实训实验基地挂职锻炼提升实践

技能水平，企业人力资源工作人员到学校实训实

验室挂职锻炼提升理论水平；企业提供人力资源

项目，学校组建团队设计解决方案。这种机制可

以将高教教师人力资本的持续性、稳定性、发展

性与企业人力资本的集中性、动态性、滞后性完美

结合，为高校教师和企业人力共同成长搭建平台。

二是学生、学校和企业的互利共赢机制。该机制

以学生成长就业、企业人力资源队伍优化、学校实

践教学体系优化为最终目的，以校企智力资源共

享为运行推动力，以冠名班、定制班、就业实习、人

力资源技能大赛等为运行手段。在三方共赢机制

构建中，将冲突、竞争、对抗带来的危害降低到最

小，合作、协调、互助构成三方共赢机制总原则。

2. 校企合作新背景下实践教学体系开发

专业实践教学应该贯穿整个学习过程，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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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感知、职业认知、岗位实践”三个阶段。

对职业感知的方式是走出去。组织学生到

实践基地进行参观访问，在企业人力资源工作人

员的带领下参观人力资源工作现场，让学生在学

习专业课程前能够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内容

和环境有所了解，为以后专业学习明确目标，减少

学生的困惑。另一种方式是请进来，定期邀请人

力资源管理工作人员走进学校为学生进行专题讲

座，让学生了解人力资源管理实际操作的问题，激

发学生学习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兴趣。

在职业认知阶段，通过多种途径让学生加深

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职业认知，在专业课程授课过

程中，可以将企业真实案例、真实项目引进课堂，

让学生参与项目解决方案的设计，让学生将所学

的专业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开展专业调研，

结合每学期所开设的专业课程，设计调研任务，让

学生到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活动进行实地调

查，撰写调研报告，一方面让学生亲身感受到人力

资源管理的实际状况，同时也能够提高学生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以致用，增强专业兴趣和

职业自信心。

在岗位实践阶段，为了使学生能够有比较长

的时间深入企业，了解并熟悉企业人力管理活动，

集中安排学生到校企合作企业进行两个月的专业

顶岗实习，通过岗位实践一方面让学生对人力资

源管理的实际情况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培养学

生独立完成工作的能力，提升实践能力，另外也可

以让学生反思自己对专业知识的学习，重新审视

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为后期职场发展打下坚定

的基础。

3. 教学手段的创新

鼓励教师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提升教学效

果，充分利用模拟实验室模拟企业真实情况，以游

戏对抗的形式增强学习趣味；引入项目教学法，

将校企合作项目引入课堂，将学生分为不同小组，

根据要求完成教师布置的项目，完成后由企业和

教师共同进行项目评价和考核，真正做到专业课

程与企业对接。采用行动导向教学法，教师角色

由知识的讲解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与咨询

者，将学生作为学习活动的主体，鼓励学生独立思

考、深入研究完成任务，在此过程中加深对理论知

识的理解。

4. 加强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

在搭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时，学校可以将模

拟实验室、实践基地两种实践教学的实现方式有

机结合 , 搭建应用能力培养的实践平台，保障人

才培养的良好实践条件

模拟实验是对企业的真实运作进行模仿操

作，真实的反映出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流程。

作为一种实践性教学的辅助性手段，教师在普通

授课的同时可以通过模拟实验来检验学生对于专

业知识的掌握情况，通过逼真的教学环境，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学生能够熟悉和掌握一些人力资源

管理的基本技能，提高了分析实际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增加其社会适应力与就业竞争力。

实践基地是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的重要保

证，可以就人力资源管理各环节进行了解、诊断和

实践。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了有价值的实习机

会，为学校专业教师提供了挂职锻炼的机会，实践

基地人力资源管理经理或专家能够担任学校兼职

教师，企业可以从实习学生中挑选优秀的人才进

行储备，可以跟校内教师和学生共同开发项目，实

践教学基地的建设让学生、学校、企业三方工同受

益。实践基地可以分为校外实践基地和校内实践

基地，校外实践基地可以从校外寻找发展稳定，有

一定规模的企业长期合作。校内实践基地是充分

利用学校集团下其他经济实体资源，这种合作避

免了校企沟通不畅、企业主动合作意愿不强，以及

有效调控机制缺乏等问题，青岛滨海学院在校内

实践基地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人力资源管理专

业可以充分利用我校现有的实践教学基地资源，

珠山大饭店、滨海学院附属幼儿园、母婴护理中心

以及即将投入运营的三甲医院等教学实践基地，

在讲授人力资源管理六大模块知识时，让学生分

组到实践基地进行实地调研，通过参与职工信息

统计、岗位设置研究、人力资源需求与供给预测，

定员、定编等方面的实践，达到学以致用，提升其

实际操作能力，同时沟通协调能力也能得到锻炼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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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专

业，未来的职业发展前景很高，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实践教学中，课堂的实践教学对学生的塑造力量

有限，且无法真正做到与时俱进，高职人力资源管

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既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停留

在学术研究上，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知识的学习来

源于企业管理实践，其实践教学意义重大，校企合

作背景下的高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教学模式的探

索和研究势在必行。

（责任编辑 宋南）

Discussion on the Reform of Practice Teaching of Human Ｒesource 
Management 

——Taking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MA Li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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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ajor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s a highly applied specialty.From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applied universities,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which leads to the disconnect between talent training and market 
demand.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adopt necessary teaching reform measures. 
The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and improve the employment ability of students in applie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t is also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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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数据的应用已广泛深入到人类社会

各个方面，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金融、保险、

教育、科研、电子商务、旅游等行业领域。大数据

对科学研究、思维方式和社会发展都具有深远的

影响。大数据具有“全样而非抽样、效率而非精

确、相关而非因果”的显著特征，完全颠覆了传统

的思维方式 [1]。大数据思维是指一种意识，公开

的数据一旦处理得当就能为千百万人急需解决的

问题提供答案 [2]。彭知辉从大数据的内涵和构成

上给出了大数据的定义。他认为，大数据思维就

是在大数据应用过程中，以大数据为视角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而形成的思维。它由大数据思维观

念和大数据思维方式构成.[3]。

一、课程教学改革总体思路

作为大数据类专业的入门课程，《大数据技

术原理与应用》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大数据的

基本概念、原理，存储和管理、构建起大数据技术

摘  要：《大数据技术原理与应用》是大数据类专业一门专业基础课。为了在课程教学中系统化地训练和有意识地培

养学生的大数据思维能力，课程组从“按照大数据思维形成和发展的规律组织教学内容、采用项目驱动式为主教学方法

和强化实践教学”三个方面开展了教学改革。通过改革实践，有效训练和培养了学生的大数据思维能力。 

关键词：大数据技术；大数据思维；项目驱动式教学法；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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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体系，掌握初步的大数据分析、挖掘和可视化

技术，培养学生利用大数据思维思考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显然，大数据技术作为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代表，对于大数据技术课程的教

学，利用传统的教学模式难以达到教学目标，必须

根据课程的特点，以大数据技术原理和大数据思

维为课程改革的方向进行教学改革。按照这个思

路，课程组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实践教学三个

方面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具体的教学改革实施方

案包括：.

（1）充分理解课程中的核心概念和原理、典型

案例在教学内容中的特殊地位，依据教学目标，按

照大数据思维形成和发展的规律组织教学内容。

（2）采用项目驱动式为主的教学方法，辅以

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平台等多种教学手段增强教学

效果。.

（3）重视实践教学在教学质量中的重要作用，

培养学生大数据技术基础实践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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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照大数据思维形成和发展的规
律组织教学内容

按照信息论的观点，思维是对新输入信息与

脑内储存知识经验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心智操作过

程 [4]。思维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概括到抽象、感

性到理性，表象到本质、掌握到应用的

过程，大数据思维作为一种新的思维，也必然

遵循这一规律。因此按照大数据思维形成和发展

的规律，开展大数据技术教学，培养学生大数据思

维能力是一种有效的途径。依据这一思路，《大

数据技术原理与应用》课程教学内容组织如下：

第一部分：大数据技术基础。这部分内容包

括大数据产生的时代背景、概念、大数据影响、大

数据产业等内容。通过这些背景、概念、产业应用

等引导学生形成对大数据的初步的认识，有了初

步的大数据思维观念。

第二部分：大数据存储和管理。这部分内容

包括大数据解决大数据存储的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和分布式数据库、NOSQL 数据库、云数据

库等。通过大数据存储概念、原理、读写过程的讲

解，使学生理解大数据的存储体系架构、存储原理

等，大数据观念得到强化。

第三部分：大数据处理与分析。这部分内容

包括解决大数据的高效处理问题的分布式并行编

程、大数据计算平台以及大数据可视化技术。通

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学生已经初步掌握了大数

据处理和分析技术，并能够做一些简单的数据处

理分析，形成了大数据思维方式。

第四部分：大数据技术应用。这部分内容精

选了大数据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应用——京东商城

商品推荐、大数据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谷

歌流感趋势预测、大数据在交通领域的应用——

百度迁徙、大数据在娱乐领域的应用——电影

《纸牌屋》的成功、大数据在政府领域的应用——

网上办事大厅等。通过讲解大数据在社会生产和

生活中的典型应用案例，使学生深刻感受到大数

据对社会的影响及其重要作用。学生通过多个具

体案例反复体会大数据思维的内涵和作用，有意

识地重复训练和控制自己的思维过程，并将思维

能力转化为具体的行为，从而掌握大数据思维能

力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时的具体运用。

三、采用以项目式教学为主的教学方法

项目驱动式为主，辅以多媒体教学与网络教
学平台等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的教学方法满足了
学生学习的多样化需求，更好地帮助学生训练大
数据思维能力。

项目驱动式教学法是将《大数据技术原理与
应用》总目标分解为许多具体教学项目，通过完
成具体项目的学习过程达到培养学生掌握大数据
基础知识和思维能力的目的。课程教学采用项目
驱动教学法并不以学生只了解大数据原理为最终
目的，而是强调学生学习大数据原理和应用知识
的学习过程，注重学生思维方式的引导，尤其是大
数据思维的培养。下面是几个典型教学项目：

（1）教育大数据项目。
新生大数据项目是典型的教育大数据应用

项目。它以某高校 2019 年新生数据为基础数据
源，分别从生源质量、生源地分布、中学母校、民
族、政治面貌、男女生比例、新生年龄、院系 / 专业
人数、姓氏姓名、身高体重、兴趣爱好、饮食习惯等
维度对新生大数据进行分析比较。这个项目就是
与大学生群体自身的事，很容易引起学生产生对

《大数据技术原理与应用》课程的学习兴趣，而数
据分析和挖掘出的许多有趣的事和丰富的可视化
图表更是激发了学生探索大数据技术的热情。另
一个教育大数据项目学生生活消费大数据分析项
目则通过“一卡通”设备采集的学生消费数据进
行分析可以为学校助学金评选提供依据。

（2）大数据智能思维项目。
大数据智能思维的典型应用是“亚马逊雨林

监测”项目：某雨林保护组织利用华为手机收集
电锯、汽车和动物的声音，在华为云端通过大数据
分析和 AI 处理，实时监听亚马逊雨林，保护庞大
的雨林不被滥砍滥伐 [5]。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
智能系统也能够自动地搜索相关的数据信息，类
似“人脑”一样主动、逻辑地分析数据、做出判断，
无疑也就具有了类似人类的智能思维能力。亚马
逊雨林监测项目正是这样的大数据智能系统。通
过该项目的教学，学生了解到大数据思维转变的
核心内容是大数据将有效推进机器思维方式由自
然思维转向智能思维 [6]。

（3）大数据应用促进信息技术与行业融合项目。
物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得人类社会每时每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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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大量的数据，持续积累的大数据促进了信息
技术与其他行业的深度融合。“百度迁徙（春运
出行仪表盘）”项目是由百度公司利用百度地图
LBS( 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 ) 开放平台、百度天眼，
对其拥有的 LBS 大数据进行计算分析的平台，是
以“人群迁徙”为主题，进行交通路线预测的大数
据热点检测可视化项目。在讲授大数据可视化技
术时，教师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巨大的共享资源
库，详细分析百度迁徙大数据，通过人群流动和路
况堵塞趋势状况大数据展示了大数据热点检测、
可视化等技术应用于交通等行业。

（4）“数据驱动”决策项目。
数据驱动决策的思想是将业务系统应用中产

生的数据，通过汇聚、分析挖掘，可以对业务进行
诊断、预警、改进跟踪，提高决策水平。“大数据与

《纸牌屋》”项目就是大数据应用于影视产品开发
的典型例子。项目通过一家在线视频播放网站奈
飞通过在其网站上收集 3000 多万用户每天产生
的点击、收藏、推荐、播放回放、暂停、快进、搜索请
求等数据，进行分析挖掘，得出最受用户欢迎的剧
本、著名导演和主要演员并适时修改剧情，最终推
出电影《纸牌屋》，创造出数十亿票房收入的成功
的故事说明大数据应用 [7]。这是利用大数据进行
投资决策的项目，真正做到了以数据为中心，从数
据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得决策方式从“目标
驱动”或“业务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由数据
创造价值，在这里，大数据成了商业创新的利器。

（5）算法思维与大数据思维应用比较项目。
计算思维是运用计算机科学的基础概念进

行问题求解、系统设计以及人类行为理解的涵盖
计算机科学广度的一系列思维活动 [8]。算法思维
是计算思维的核心，强调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
而大数据思维是大数据时代计算思维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强调“数据说话”，用数据分析和挖掘的
结果给出问题的答案。为了使学生思维方式从算
法思维向大数据思维转变，我们设计了旅行路线
推荐项目。旅行路线推荐项目提出这样的问题：
任意给出旅行的起点城市和终点城市，如何给出
一个行程建议，使得在距离、时间或交通费值“最
小”？按照传统算法思维解决办法，这是一个典型
的多起点多终点图的最短路径问题。起点和终点
就是两个城市的车站、机场、酒店、景点等节点，节
点之间的边对应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时间或交

通费用等权值。利用Floyd算法来求解这个问题，
算法时间复杂度为 Ο(n3)，其中 n 为图的节点数。
换种思路，如果采用大数据思维来求解，可以通过
采集人们旅行数据，构建旅客、城市以及旅客行程
关系的数据模型，得到旅行大数据。根据此旅行
大数据统计得到某种值最小的路线推荐给旅客使
用，可能更能让旅客满意。这种大数据思维解决
问题的方法，专注点放在了数据模型的设计上，而
不再是算法思维的精确算法设计上。与此相关的
谷歌利用大数据实现机器翻译的项目也说明了这
一点。

项目驱动式教学离不开多媒体教学、互联网
与网络教学平台等多种教学手段的支撑。为了帮
助学生更好地进行自主探究式学习《大数据技术
原理与应用》这门课程，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程
网络教学平台提供给学生大数据技术的多种学习
资源，包括课件、单元测验、教学视频、教学案例、
大数据前沿技术资料等，供学生在线学习或下载
后学习。此外，通过课程网络教学平台提供的博
客和论坛等互动交流功能，教师能够及时为学生
答疑解惑。课程网络教学平台的应用，为学生提
供更有选择性、拓展性、体验性的学习资源，学生
摆脱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真正做到了个性化
自主学习和探究式学习。

四、强化大数据技术实践教学

《大数据技术原理与应用》是一门实践性很
强的课程。为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我们确
立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数据为基础，实际问题
为导向的实践性教学方案。

学校支持大数据专业建设，建立了大数据实
验室，引进了一套专门用于大数据实践教学的大
数据技术实验实训平台。实验实训平台通过典型
的大数据知识体系结合大数据分析和挖掘的应用
场景与案例对学生进行大数据技术方面的综合
训练，从而实现专业课程实验实训教学由点到面、
理论到应用，涵盖原理验证、设计研究、综合应用
的多层次实验实训体系。该平台基于 OpenStack
及 Docker 混合云平台开发而成，采用 B/S 架构，
支持用户通过浏览器访问使用。该平台提供的实
验实训项目有 Linux 常用命令、分布式处理架构
Hadoop、Spark、java、R 语言、python、SAS、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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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form on Big Data Technology Theory and Application 
Based on Big Data Thinking

FENG Xiaojie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555)

Abstract:Big data technology theory and application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in big data major. In order to train students' big data thinking ability systematically and 
consciously in the course teaching, the course team carried out teaching reform from three 
aspects "organizing teaching content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big data thinking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dopting project-driven teaching method and strengthening practical teaching". 
Through the reform practice, the students' big data thinking ability is effectively trained and 
cultivated.
Keywords:Big data technology; Big data thinking; Project-driven teaching; Teaching reform。

案例实战等。每个实验都设计了实验目标、实验
内容、实验步骤、实验结果等模块。为有效考核学
生的实践技能，我们要求学生完成实验后要独立
撰写实验报告。实验报告不合格，要求必须重新
做实验、重新撰写报告，直到合格为止。

通过大量的项目训练和严格考核，学生初步
了解了大数据处理业务流程，初步掌握了大数据
的存储、管理的方法，有了一定的大数据分析和挖
掘、可视化等基本技能，大数据思维能力得到了有
效锻炼。

五、结语

大数据思维，应大数据的产生而产生，伴随人
们对大数据的认识和应用的深化而发展和变化，
进而对大数据技术产生影响。为了在《大数据技
术原理与应用》课程中培养学生的大数据思维能
力，通过按照大数据思维形成和发展的规律组织
教学内容、项目驱动式为主教学方法和强化实践
教学等方面开展教学改革，进行大数据技术原理
知识传授，训练和培养学生的大数据思维能力，将
大数据思维能力转化成学生的解决复杂问题的方
法利器是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经过一个学期的
教学改革实践，《大数据技术原理与应用》课程的
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对大数据的概

念、处理流程有了深刻的认识；初步掌握了大数
据存储和管理技术，能够进行简单的大数据分析
和可视化呈现，能够有意识地运用大数据思维思
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责任编辑 宋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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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复旦共识中强调，改革培养机制、强化

实习实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持

续改进人才培养新模式。地方高校校要增强学生

就业创业能力，培养一大批具有较强行业背景知

识，工程实践能力，胜任行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和

技术技能型人才。未来新兴产业和新经济需要的

是实践能力强，创新能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

素质复合型新工科人才。突出实践能力是新工科

人才的重要特征，实践教学是培养复合型新工科

人才的重要环节。

青岛滨海学院作为应用型本科高校，虽不如

研究型高校基础学科理论扎实雄厚，但作为应用

型本科院校应突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应用能

力、创新能力。立足青岛，坚持需求导向，服务区

域经济，学科门类齐全。机械设计机制及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等专业作为青岛滨海学院传统工科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改革，逐步形成以职业需

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产学研结合，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新工科人才

摘  要：“新工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应用型和技术技能型新工科人才的艰巨

任务。突出实践能力是新工科人才培养的重要特征。实践教学因其特有的特性，课程思政育人模式可通过引领学生坚定

对中国制造和行业发展自信，教师言传身教的带动，教学过程中“工匠精神”等专业素养和职业精神的渗透三方面展开，

形成“一引一带三渗透”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四有”人才。

关键词： “新工科”背景下； 实践教学； 课程思政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B 

培养模式。其中实践教学的培养模式改革尤为

重要。.新工科背景下对人才的培养，不仅是技术

技能和创新能力上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培养高素

质、高品质的人才，全面培养大学生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世界观。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

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

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3]。”.课程思政目的在于将思

想价值引领融入知识传授中，突破“思政课程”的

边界，将教育跨学科的知识体系融入到立德树人

这一中心环节，与“新工科”建设形成协同效应 [5]。

现在各个高校都在进行课程思政的探索与

研究，将课程内容重新审视，与思政内容结合、拓

展，最终呈现在课堂中。但缺乏对实践教学课程

思政的探索和研究。青岛滨海学院机械加工实践

教学中心（以下简称“机加工中心”）始建于 2005

年，中心建筑总面积约 3500 平方米。拥有实践概

论、车工实习、铣工实习、钳工实习、焊接实习、特

收稿日期：2019-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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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实践教学课程思政的

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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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加工实习 6 个实践教学区。拥有数控加工中

心、车铣复合中心、数控车、数控铣、线切割、磨床、

数控冲床、折弯机、剪板机、普通车床、铣床、钻床、

各种焊机、焊接机器人等先进生产设备 100 多台。

以中心为依托，2017 年被评为山东省级高校工程

技术研发中心。机加中心主要承担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等工科专业学生的实

践实训创新教学任务，同时，承担服务社会工作：

产品加工、新产品开发、自动化技术改造、机械电

气设备维修等，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开设的主

要实践实训课包括《认识实习》《金工实习》《模

具数控加工》及《数控工艺员培训》等课程。本

文结合青岛滨海学院机械加工实践教学中心实践

类课程，探索和研究实践教学如何开展课程思政。

一、引领学生坚定中国制造自信和行
业领域发展自信

学生对中国制造要充满信心，对中国制造业

转型发展有准确把握，为自己立足行业有充分准

备。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是新工科的主要专业，

学生应充分了解国内外和地方行业发展的趋势。

“中国制造.2025”.规划，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

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中国制造.2025”

急需新工科人才。

青岛滨海学院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作为新

区大学生，学生应了解和掌握地方先进制造业发

展的战略方针政策。大一新生的《认识实习》实

践课，通过多媒体观看“中国制造之大国崛起”“中

国制造之中国未来”“西海岸新区宣传片”等系

列视频，结合教师讲授的方式了解和掌握先进制

造业国内外发展新趋势，增强学生对中国制造的

责任担当和信心，增强学生立志投身于先进制造

行业中，将个人理想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当中。其次，组织学生深入先进制造业单位

参观学习，主要合作的单位有青岛力神新能源有

限公司，中船柴油机，海尔模具、海信模具等先进

制造行业。增加专业认同度，激发学生中国制造

自信和行业领域发展自信。

二、 言传身教，德高为师，身正为范 

实践教学具有互动性、开放性、.自主性强等

特性，一般都是教师先示范给学生看，然后学生照

做，最后延伸为学生自主创新和创造。这对教师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首先应具有“精于工、

匠于心、品于行”的“工匠精神”。自身的技能水

平首先过硬，学生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机加工中心注重师资梯队培养，部分教师来

自企业，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校内外学习相

结合，教师定期到企业挂职锻炼，每学期教师校内

实践轮岗挂职，为教师队伍不断注入新力量。不

同工种教师之间进行说课、磨课、评课，授课内容

与企业需求接轨，不断提高教师的理论和实践教

学水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实验平台建设

在该中心，项目团队成员同时也参与实践教学，担

任实践课教学任务。该中心已形成“产学研”一

体化教育教学模式。同时，教师具有较强的实践

工程能力，带领学生参加各类大赛、科技创新活

动。如：“互联网 +”、“山东省机电产品大赛”“机

器人大赛”等均取得优异成绩。机加中心为各种

赛事的实物制作也提供了有利的服务平台。

三、 教学中潜移默化的思政元素

实践教学的教学方法主要是通过项目化教

学、案例教学、情境教学、探究式教学等让学生直

面工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金工实习》《模具数

控加工》及《数控工艺员培训》等课程，均采用项

目化教学，案例教学和情景教学法。例如：《金工

实习》加工制造“自卸式小货车”，其中以车工、铣

工、焊工、钳工分为四个项目，《数控技师认证培

训》以车削类制作组装件产品为中心，包括轴类、

螺纹、套类、配合件四个项目；《模具数控加工》以

铣削类制作组装件为中心，包括凸模零件、凹模

零件、孔系零件、配合件、线切割五个项目。每一

项目采用项目驱动的“五步”教学方法：掌握机

床操作方法.→.确定加工方案→准备刀具量具→

实际加工→零件检测，便于学生对实际加工过程

的掌握和理解。每个项目的图纸严格按照《机械



94

青 岛 滨 海 学 院 科 教 研 究

2020 年第 1 期 JOURNAL OF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No.1, 2020

制图》国家标准中尺寸注法（GB/T.4458.4—2003）

规定进行标注。工序工艺按照最新工艺要求制定

并实施。加工过程中严格按照操作流程示教，整

个实训过程教师做到不离岗，不看手机等与操作

无关的事情，以身示范，操作规范。量卡具使用合

理，尺寸严格标准，培养学生学中做，做中学，学练

结合，孰能生巧，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有效的课

程评价体系是保证课程有序进行的基石，每个项

目和任务的测试首先由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打

分，然后在小组内互相评价，由组长给出分值，最

后由教师综合评价给出成绩。不仅锻炼了学生自

我评价能力，也提高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在每个教学环节上体现思政元素，潜移默化

的影响学生。实训类课程每天都有班前会，利用

班前会时间，除了每天的总结反思外，观看“大国

工匠，匠心筑梦”等系列片，每个工种开始前讲授

大国工匠之师的事迹。如：车工操作前讲授北重

集团技术能手 - 王士良的事迹，他为北重集团开

展科研试制、技术攻关和技术革新达 80 余项，为

公司节约资金达 310 万余元。他所总结、提炼的

5 项特色操作法经广泛推广应用后，极大提升了

车间机加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钳工操作前讲授

中国船舶重工 702 研究所 - 顾秋亮的事迹，他被

誉为两丝钳工，成功把“蛟龙”送入海底。焊工操

作前讲授焊接大国工匠 - 高风林的事迹等等。目

的是引导学生、鼓励学生以他们为榜样，在操作中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和敢于创新的精神。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应贯穿整

个实践课程中，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离不开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特别是具有“精于工、匠于心、

品于行”的“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应渗透

到制造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中，让钻研精神成为价

值追求，才能使科学严谨的制造力与创造力凝聚

成强大合力。所以实践教学的课程思政必须重视

工匠精神的培养。

四、严格管理制度，增强职业道德和职
业素养

为使学生毕业后能尽快适应企业需求，缩

短与职场人的距离。机加工中心实行 6S 管理理

念和方法，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

素养。6S 即整理（SEIRI）、整顿（SEITON）、清扫

（SEISO）、清洁（SEIKETSU）、素养（SHITSUKE）、

安全（SECURITY）。将物品分区分类，依规定位

置摆放，并放置整齐加以标识；将车间清扫干净，

保持工作场所干净、亮丽的环境；将整理、整顿、

清扫进行到底，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养成良好的

习惯，并遵守规则做事，培养积极主动的精神；重

视安全教育，每时每刻都有安全第一观念，防患于

未然。通过 6S 管理做到与先进制造企业接轨的

环境育人目标。

五、参与学校和社会活动，增强责任意识

....实践类课程，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学生同时

参与学校建设和维护工作，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

识。青岛滨海学院的的育人理念是“走进滨海门，

终身滨海人”。新校建设前期，焊接实习的学生与

老师一起参与新工地学校广告牌的焊接工作，为

学校节省经费 20 多万元。参与学校大门、路灯等

校内设施的维护维修工作。参与机加工中心的生

产设备的维修工作，使设备保值增值，既能学到知

识，增加动手实践能力，又能增加爱校意识。参加

社会实践，开展家电维修进社区服务工作，增加废

旧电器的重复利用和环保意识。

“新工科”背景下，实践教学不仅是培养技能

技术型新工科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承担着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任。实践教学是德育内

涵丰富的教学组织形式，具有互动性、开放性、.自

主性等特性。实践课程在完成传授知识、提高实

践能力的基础上，更能突出育人价值，让立德树人

等思政元素渗透到教学中。

我校机加工中心在一系列的生产实践和社

会服务中发挥“学中做，做中学、学练结合”“工

学结合、知行合一”等功能，培养学生实践操作能

力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通

过项目化教学融入严谨、规范、标准以及工匠精

神；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将理论与实践相互结

合，培养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勇于创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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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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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shoulder the arduous task of training application-oriented and technical skilled new 
engineering talents with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body, beauty and labor. 
Highlighting practical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new engineering talents training. Due 
to practical teaching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ode of the 
course can be carried out in three aspects: leading students to be confid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and industry, driving by teachers' words and deeds, and infiltration of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ism such as "craftsman spirit"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so 
as to form a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one guidance, one belt and three infiltration" and cultivate 
"Four Haves" talents.
Keywords: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Practical Teach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通过“大国工匠，匠心筑梦”等使学生情感共鸣，

融入责任和使命等思政教育元素，使实践课与思

政教育课有机融为一体，让思政元素真正做到潜

移默化，润物细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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