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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设计模式探索

!!!以黄山学院为例

汪建利"胡善风"汪小飞"王瑞乐"黄宝珍!

""摘"要!高等教育大众化催生了一大批地方本科院校"如何培养适应行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是这

些高校亟待破解的难题#针对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黄山学院经过广泛的理论

学习和实践探索"从人才培养定位$理论课程体系$实践教学体系和市场反馈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制定应

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可操作模式"对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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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发展对人才呈现出多样化的需求!
这要求高等教育由单一"传统的#精英教育$转

化为多元的#大众化教育$!为此!一些新建的地

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应用型人才!
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

要%如何进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地方新建

本科院校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人才培养方案

是如何培养人才的总体计划和实施方案!体现

了对人才培养的总体思路和指导性文件%经过

十几年的探索与实践!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如

何制定和实施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上取得一定

的成果!但总体来看!尚处于探索阶段!不可避

免地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中可能存

在的问题

&一’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定位问题

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定位问题主要体现为对

#应用型$人才的认识问题!可能存在两方面的误

区%首先!应用型人才有别于高职高专培养的技

能型人才%由于大多数地方本科院校升本前是高

职高专类院校!而在升本后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
在人才培养定位上可能受到高职高专类人才培养

的影响!存在这方面的误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是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工业"工程领域!从事生产"
建设"管理"服务等一线岗位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侧重于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能力培养!强调知识的

应用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而高职高专培养的是

面向这些一线岗位的技术性人才!在这些能力上

要求相对低一些%其次!应用型人才与传统本科

培养的学术型人才也存在区别%学术型人才要求

基础知识宽厚"综合素质较高"自学能力较强!为
更高层次的教育打下基础%大多数地方本科院校

升本后在人才培养上无经验可循!可能会效法传

统本科院校培养学术型人才!造成人才培养定位

不准确的问题%
&二’对应用型人才能力的提炼问题

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学校培养人才的指导

性文件!其包含了两个重要的方面!人才的能力

结构和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知识结构的关系

相辅相承!相互依赖!能力结构是培养方案的核

心!知识结构是培养方案的框架!能力结构通过

知识结构表现出来%因此!在制定应用型人才

培养方案时应着重考虑和提炼学生所需要掌握

的不同能力!并且通过理论和实践的教学将知

识转化为能力%此时!容易产生一个误区!就是

忽视人才培养中能力的核心地位!没有将培养

方案中的知识结构进行合理的布局和架构%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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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混淆#必须开$课程和#能够开$课程!开设了

#能够开$的课程而忽略了一些#必须开$课程!
或者忽视一些课程开课的先后顺序!这样不仅

不利于学生知识水平的提高!而且也不利于学

生相应能力的掌握%
&三’课程设置受到教学$教师资源限制问题

合理的课程体系是培养方案制定过程中的一

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设置哪些课程"为什么设置这

些课程"不同课程需要多少的学时学分"课程的考

核方式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搭建课程体系时都需

要考虑到!这关系到学生知识的掌握程度!关系到

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大多数地方本科院校升本

历史较短!办学基础较为薄弱"办学资源有限"师
资水平专业间不平衡!一些教学设备短缺!青年教

师居多且实践经验较弱!高水平教师和部分专业

教师紧缺%这就有可能造成在课程设置时没有条

件开设的实验或实践课不开"教师能上什么课就

开什么课"无专业教师也开专业课"因教师工作量

随意增减学时学分"课程的考核方式随意等问题%
这些问题在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方案中或多或

少会出现%
根据对以上问题的思考!黄山学院在制定新

的人才培养方案时!基于理论学习和实践调研两

种方式!分析各个专业现状!学习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相关文献!根据"#$"年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和

学生就业岗位要求提炼各专业能力!到兄弟院校

调研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到就业单位调研学

生就业情况%通过以上五种途径对人才培养方案

设计模式进行了宏观层面上的探索!并在学时学

分"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等微观层面进行了广泛的

讨论 和 反 复 的 探 讨!形 成 了"#$&版 人 才 培 养

方案%

""二"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

可操作模式

""&一’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形成明确的人才培

养定位

人才培养定位!顾名思义!就是要培养什么类

型的人才%教育部提出地方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

定位是培养应用型人才!这是一个宏观层面的定

位%不同的地方本科院校还需要根据本校的实际

情况!选择符合自身的人才培养理念!以宏观层面

定位为指导!形成具有自身办学特色的应用型人

才培养定位!确定培养目标%
黄山学院作为一所"##"年升本的地方本科

院校!坚持#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思路%并在此

基础上!力求凸显出本校的办学特点和人才培养

特色%在制定"#$&级人才培养方案前期准备过

程中!为使全校教师明确培养方案的重要性和本

校人才培养定位!在全校范围内展开专业调研工

作!从上到下加强对专业的认识!因为人才培养方

案改革不仅是教学改革!更是教育改革!应该从学

校层面系统"科学"全面的组织和协调%首先!要

求各教研室分析本专业的现状!包括全国该专业

的分布与发展状况"安徽省该专业的分布与发展

状况以及我校该专业的发展状况等%其次!展开

各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相关文献的学习活动!培
养方案是人才培养的蓝图!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

的质量!让每位教师都能了解人才培养方案是十

分必要的%最后!组织各个院部不同专业到兄弟

院校相关专业进行调研和学习!收集各个专业的

人才培养定位和培养方案!研究专业的共性!分析

不同学校的特点!参考兄弟院校在制定人才培养

方案中的宝贵经验%
在经过广泛的学习和调查研究!并征求各方

面的反馈意见及坚持#地方性"应用型$的人才培

养定位的基础上!学校确立了以#学生为本$的人

才培养理念!按照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原

则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并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

律!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

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标准!立足皖南"面向全

省"辐射全国!以校内合作"校企合作"校校合作"
国际合作等多元合作为依托!形成了#学生为本合

作式$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基础扎实"知识

面宽"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应用型人才!更
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二’广泛讨论"集思广益"形成合理的理论

课程体系

人才培养方案主要由课程构成!课程体系是

组成人才培养方案的主要结构体!所以科学的人

才培养方案以合理的课程体系为基础%在人才培

养方案制定过程中!要科学地处理好知识与能力"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主干

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反映出课程与课程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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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衔接与互动关系%
课程设置的目的归根结底在于通过课程教学

使学生掌握专业知识!提高学生专业能力%黄山

学院在开展理论学习明确课程体系重要性的基础

上!以专业教研室为单位对课程设置展开广泛讨

论!集思广益!从而形成合理的理论课程体系%首

先!根据"#$"年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中各个专业

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要求及需获得的知识和能

力!来提炼各专业学生需掌握的能力!对专业能力

进行分解%其次!合理布局需掌握的能力所对应

的课程!进行课程模块化分组!并明确#哪些课程

必须开"哪些课程可以开!哪些课程应先开以及这

些课程以哪种形式开设$等问题!避免#必须开的

课程没有开"以能够开的课代替必须开的课"无足

够师资力量不开课$等问题!搭建合理的理论课程

体系%再次!为了加深和拓宽学生的专业知识!体
现#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的特长!提高学生就业竞

争力!在专业内进行不同专业的分流!让学生进行

自主选择%最终形成了#三分三强三平台$的模块

化理论课程体系%
#三分$’’’专业能力分解"专业方向分流"

课程模块分组&#三强$’’’重视学科基础"强化

专业能 力"突 出 创 新 精 神 和 实 践 能 力 的 培 养&
#三平台$’’’通识教育平台"学科教育平台"专

业教育平台%其中通识教育平台的课程以培养

学生的综合素养为目的!是学生学习学科教育

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的基础!由学校统一设置&
学科教育平台的课程是以掌握学科专业基础知

识和能力为目的的本学科或相近学科各专业必

修的课程!为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广$的宽口

径专业人才奠定基础&专业教育平台的课程是

以广泛了解专业知识和掌握专业能力为目的!
使学生在某个或某些专门领域具有比较深入的

知识和 技 能 的 课 程%包 括 专 业 基 础 及 核 心 课

程"专业方向课程"专业拓展课程三个部分%我

校在课程设置上坚持学以致用!强调课程的针

对性和实用性!提倡#学为所用"用以促学"学用

结合$!把学习过程作为一个系统进行整体优化

和设计!构建融会贯通的课程体系%
&三’反复推敲"深入探讨"形成科学的实践

教学体系

应用型人才要求具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

应更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而实践教学是提高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有效途径%所以!在
制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过程中!必须加强实践

教学!保证实践教学环节的学时学分!将实践贯

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使学生的知识和能力固化

为素质转化为能力!确保学生能做到理论联系实

际"学以致用%
黄山学院通过明确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方案

中的地位的基础上!推进实践教学模式改革!对如

何加强学生实践能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首先!
增加实践教学环节的学分比重!要求人文社会科

学类本科专业实践学分不少于总学分的"#("理
工农类本科专业不少于")(%卓越计划支撑专

业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实践教学环节的学分

比重!人文社会科学类本科专业实践学分不少于

总学分的")("理工农类本科专业不少于&#(%
其次!注重认知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等实践

教学环节!对不同专业的实习时间"实习方式"实
习周期进行研究讨论!依据不同的专业特性设置

不同的实习方式!确保实习环节的效果%再次!加
强校内实验实训平台"校外产学研实训基地的建

设!为提高学生知识应用能力"行业适应能力提供

良好的平台%最后!注重学生的创新实践!规定获

得一定的学分数!鼓励学生参与科技创新"学科竞

赛"创业训练与实践等创新实践活动!以提高学生

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应用能力"技术开发能力

以及团队合作能力%经过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最
终形成了#一核两线三层次$的模块化实践教学

体系%
#一 核$’’’以 专 业 能 力 培 养 为 核 心&#两

线$’’’实践教学环节分为课内和课外两条线&
#三层次$’’’通识基础实践层次"学科专业实践

层次"研究创新实践层次%通识基础实践包含了

通识教育课程的课内实践"实验环节及单独开设

的通识教育实验课程!还包括入学教育"国防教育

和军事训练"公益劳动"毕业教育等集中实践%学

科专业实践层次包括学科实践环节和专业实践环

节!学科实践环节包括院部"专业间打通的学科实

验课程"其他本学科或相近学科各专业必修的学

科实验课程以及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专业实践

环节主要为专业实践类课程"见习"实习和毕业论

文(含毕业设计"毕业创作)等实践环节%创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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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主要有学科竞赛"职业资格认定"专业社团活

动"科技创新和创业训练与实践等五个模块%通

过由基础实践到综合"创新实践的逐级深入培养!
循序渐进地把实践教学贯穿于学生在校学习的全

过程!以达到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和实践应用

能力的要求%
&四’面向市场"广泛调研"形成人才培养反

馈机制

地方本科院校主要是为适应地方经济和社会

发展!为相关行业的企事业单位培养适合的应用

型人才!作为人才的直接使用单位!对于人才所需

要掌握的知识和能力有直接的发言权!用人单位

是检验人才培养质量的直接途径!所以行业的需

求和要求是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要到本地区相关行业进行市

场调研!获取市场的直接反馈!吸收用人单位的意

见来修改人才培养方案!使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更

加贴近社会需求%
黄山学院为确保"#$&级人才培养方案更能

贴近社会需求!培养更符合企业需要的人才!为

今后缩短人才在企业的适应期!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增加本校人才在企业中的美誉度%在制

定"#$&级人才培养方案过程中!组织各个院部

相关专业到相关企事业单位进行调研!获取用

人单位对我校人才的反馈!保留反馈中体现出

来的好的做法!改革和弥补在人才培养中做不

好或没做到的部分%比如学前教育专业主要面

向黄山市"乃至皖南地区提供学前教育人才!因

此该专业的实践基地和就业单位多为黄山市和

周边市"区"县的幼儿园%对这些单位的调研发

现!我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理论教学方面比

较有优势!而在声乐"美术"舞蹈等实践课方面

有一定的缺乏%那么!在"#$&级的人才培养方

案中!就更加注重这些课程的实践教学%通过

向人才需求市场调研!获知企业对人才质量的

反馈!建立人才培养的市场反馈机制!可以明确

人才培养全过程中在哪些环节上需要加强!使

人才培养更有针对性!也反映了地方本科院校人

才培养的#地方性"应用型$的特点%

三"结"语

高等教育虽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并取

得长足发展!但地方本科院校如何培养应用型

人才还在不断摸索当中%对如何制定合理"科

学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不断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要!还是众多地方本

科高校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黄山学院通过理

论学习"实践调研"深入讨论"结合本校特色!找

准人才培养定位&经过广泛探讨!处理好通识教

育"学科教育与专业教育等平台课程的关系!按

照知识"能力"素质设置合理的理论课程体系&
通过推敲"探索!强化实践教学!以专业能力培

养为核心!通过课内和课外两种实践方式!处理

好通识基础实践"学科专业实践和研究创新实

践的关系!构建科学的实践教学体系%在不断

的探索和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以生

为本合作式$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为制定应用

型人才培养方案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模式%但

培养方案设计的合理性!是否能够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有赖于加强培养方案执行力度的检验%
因此!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为

人才培养方案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王钟箐!胡强!陈琳*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探索

与构建*++*教育与教学研究!"##’($#),),-)!*
*"+吴开腾!胡玲!范雪刚!等*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

人才培养方案探析’’’基于内江师范学院人才培养

方案修订的思考*++*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

*&+蒋胜永!杨慧瑛!刘世荣*地方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方

案构建的实践探索’’’以绍兴文理学院为例*++*中

国大学教学!"#$#($#),&#-&"*
*%+黄兴帅*地方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及实现

途径*++*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董毅*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设

计’’’基于对#厚基础"宽口径$的反思 *++*高教探

索!"#$#(&),.%-..*

$$

" 联盟论坛 "#$%年第&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