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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等院校特别是应用型的高校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如何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我国的相关应用型高校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积极探索和尝试!这些都给了我们

许多有益的启示#那么!实践教学究竟有哪些形式呢？主要包括各种模式和全真体验)全真模拟)仿真

模拟)项目课题等形态#探索实践教学的形式有助于高等学校进一步深化对学生能力培养规律的认识#
关键词!能力导向"实践教学"形式"初探

一"问题的提出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

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的

核心问题$对高校特别是应用型的高校来说%就是

如何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许多有识之

士对此都有相当的认同$也在进行反思和探索#
传统的教学是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学生走

上实践岗位后$慢慢地将所学的知识逐渐地转化

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个过程有长有短$其时

间的长短$因人而异$主要靠学习者的悟性$有的

人悟性好$用的时间的就短$反之$所用时间就长#
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不管怎样

说$传统教学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实践来提升自己

的能力$或长或短总需要一段时间#
那么$如何才能尽量缩减这段时间呢？如何

才能尽量克服知识与实际两张皮&相互脱节的问

题呢？这就是困扰着古今中外教育工作者的一道

难题#
所谓能力$大型工具书’辞海(的解释是%!通

常指完成一定活动的本领#包括完成一定活动的

具体方式 $以及顺利完成一定活动所必须的心理

特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年版$$(’
页*现在人们普遍公认%中国的学生应试解题能力

相对强一些$而欧美发达国家的学生实际动手操

作能力相对强一些#
对应用型的本科高校来说$就是更加需要提

高学生解决社会)企业*实际问题的应用能力#那

么$影响能力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主要有两个

方面%一是外部的客观环境因素$外部客观环境主

要包括$政治法律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历史文化

因素&人际关系因素等方面+二是本人内部的主观

因素$内部主观因素主要包括性格&年龄&性别&经
历&经验&知识&素质)特质*&悟性&心理承受力等#
其中$本人内部的主观因素起决定性作用#

解决知识与实际两张皮&相互脱节的问题$只
能靠加强实践教学来弥补#因此$实践教学就被

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因为只有实践教学才能最大

限度地减少将理论知识转化为能力所需要的时

间$实践教学还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爱好与兴趣#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强调的!知行合一"和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

具有指导意义$所谓!行"从广义上看$就是我们今

天所说的实践或实践教学#

二"西方发达国家强化实践教学的启示

国外一些高等院校$特别西方发达国家的应

用型高等院校$在长期教学实践中$对培养学生的

能力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多种形式的&有益的

积极探索$国外人才培养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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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欧洲各国实行的模块化教学"所谓

模块化教学#就是打破原有教学课程理论体系的

逻辑结构#简单的表述就是将培养目标中学生应

具备的各种知识!素质和能力#按其性质!作用等

划分为不同构成要素#围绕这些要素构建若干教

学单元#即$教学模块%#然后有序实施逐块达标的

教学活动"
第二!美国的$回归工程%人才培养摸式"所

谓$回归工程%摸式#是指高等工程教育由过分重

视学生的工程科学素质教育回归到更加重视其工

程系统实践素质和工程背景环境素质培养上来"
第三!$双元制%人才培养摸式"在欧洲特别

是德国的一些应用科学大学推行的$双元制%是一

种有代表性的人才培养摸式#所谓$双元制%就是

一种校企合作共建的办学摸式#学生既在大学接

受专业理论和文化知识的教育#又在企业接受职

业技能的实践培训#提高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是
一种将学校与企业!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紧密结

合#以培养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为目标的教育

摸式"
第四!$合作教育%人才培养摸式"所谓$合作

教育%就是高校与用人单位特别是与企业实行产

学合作育人#此模式诞生于美国#现被加拿大的滑

铁卢大学发扬光大"
第五!$工读交替%人才培养摸式"所谓$工读

交替%摸式又称为$三明制%摸式#是英国高校教育

采用的主要方式"它要求学生一段时间在学校学

习理论知识#一段时间到企业工厂参加生产劳动

检验并运用理论知识#接着继续在校学习一段理

论知识又到实践中去#如此交替进行#直到掌握所

学专业知识#通过考试拿到毕业文凭为止"
第六!法国的人才培养摸式"法国工程师培

养着眼于未来#注重教学生$学会学习%#培养学生

未来的创造能力!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而不只是培养学生的$接受能力%#这是法国高

等教育培养人才的基本原则"因此#强调使专业

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在内容和培养中保持协

调一致"
综上所述#西方发达国家的应用型高等院校

在培养学生能力方面的做法#其特征都是强调学

用结合#学用一致#理论联系实际#在重视理论知

识学习的同时#更加注重实践教学环节#学生工作

后立即能解决实际问题#基本上不需要或大大减

少将理论知识转化为能力所需要的时间#这些都

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我们应当结合中国的

国情和各个高校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高校的成

功经验#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学生能力培养

方法"

三!实践教学形态的分析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有利于提高学

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那么#实践教学除了一

些基本模式之外#还有哪些基本形态呢？笔者综

合国外高校特别是应用型的高校#以及我国一些

高校成功实践的尝试#概括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

几种基本形态"
!一"全真体验

所谓全真体验&即岗位实习’#就是指学生在

学习期间#以一名工作人员的身份#直接到企业的

实际工作岗位工作#直接去体会工作岗位的实际

状况如何#直接去体会工作岗位的酸甜苦辣"去

掌握工作岗位要求的具体方式方法 #以及锤炼与

磨练顺利完成本岗位活动所必须的心理素质#同
时较好地锻炼和培养职业素养与职业精神"例如

直接在企业岗位上顶班!课堂讲课!演讲!舞台演

出节目!医护人员上岗实习!工程技术人员的实

习!带团导游!推销产品!炒金银!炒股!炒期货!

*+,-./+0等都是其具体表现形式"
全真体验&即岗位实习’与实际岗位状态实现

了完全重合#无缝对接#两者完全相等#基本上没

有什么区别&如图#所示’"

图#!

全真体验&即岗位实习’的长处是(能够将理

论知识转化为能力所需要的时间大大缩短或基本

上不用转化的时间#学生毕业后能迅速熟练地适

应工作岗位的要求#对企业岗位的情况以及惯常

的经营方式!任务和价值观也熟悉#长期在本岗位

工作#专业技能熟练"不足之处是(长期在一个岗

位上工作#不了解其他岗位的情况#对全局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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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视野不够开阔!工作的惯性容易使创新思维受

到限制!而且容易形成按部就班!不思进取的惰

性"为此!有不少企业有意识地将学生放到不同

的岗位进行实习和锻炼!以解决这一缺陷"
!二"全真模拟

所谓全真模拟!就是指学生在学习期间!由于

受到一些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只能尽可能地按照

工作岗位的真实情况!大部分实际体验!少部分模

拟体会工作岗位的实际状况如何!锻炼自己处理

应对本岗位可能遇到各种挑战的能力#方法和技

能!锻炼自己的品质#意志!磨练适应本岗位应具

备的心理素质"例如演出的彩排#各种有针对性

的强化训练和练习#医生先在动物身上动手术#实
验室的综合性和创新型实验#演讲面试训练#文艺

体育练习训练#军事演习等都是其具体表现形式"
全真模拟与实际岗位状态的大部分内容实现

了重合和对接!只有少部分内容不同$如图!所

示%"

图!!

全真模拟与全真体验许多方面几乎都是相同

的!相异之处只在于特定的时间!特定的观众!特
定的环境!特定的对象!特定的要求!特定的内容!
特定的结果不同"例如演出的彩排与实际演出!
虽然都是演出!但就是特定的时间!特定的观众不

同&给人做手术之前!先在动物身上动手术就是特

定的对象不同&演讲面试训练和军事演习!就是特

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环境以及特定的结果不同等!
不一而足"由于全真模拟只是对实际岗位的主要

因素进行了限定!排除了实际岗位的非主要因素!
因此!实际岗位要比全真模拟更复杂!影响的因素

更多"
全真模拟的长处是’因为它是按照真实岗位

的要求进行的训练和练习!能够使学生在毕业后

迅速熟练地适应工作岗位的工作要求和心理素质

要求!基本上掌握了在本岗位工作的专业技能!能
够较快地缩短将理论知识转化为能力所需要的时

间"不足之处是’全真模拟毕竟不是真实的工作

岗位!学生一旦走上真实的岗位!从理论上说!其
适应期可能会比全真体验的时间稍微长一些!实
际 工 作 岗 位 的 心 理 素 质 比 全 真 模 拟 要 求 更 高

一些"
!三"仿真模拟

所谓仿真模拟!就是指学生在学习期间!由于

受到众多的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只能尽可能

地仿照工作岗位的真实情况!完全模拟体会工作

岗位的实际状况如何!用间接手段锻炼自己处理

应对本岗位可能遇到各种挑战的能力#方法和技

能!锻炼自己的品质#意志!培养适应本岗位应具

备的心理素质"能否达到这些目的!主要取决于

模拟的环境与真实岗位环境的仿真程度!仿真程

度越高!达到的效果越好!反之亦然$如图三所

示%"例如我们常用的小组班级研讨#案例教学#
部分实验室的验证性和分拆性实验#情景模拟练

习#文艺体育项目的分拆分解练习#应付考试的题

海战术#著名的(生物圈!号)实验等都是其具体

表现形式"

图)!

仿真模拟与全真模拟的区别是’全真模拟大

部分内容与实际状态实现了重合!而仿真模拟只

是少部分内容与实际状态相交!大部分内容与实

际状态不一致!特别是完成本岗位所必须的心理

特征和人际关系等因素!用仿真模拟很难得到训

练和培养"
仿真模拟的长处是’能够克服纯理论教学的

刻板!加强教学的生动性#鲜活性"仿真模拟的不

足之处是’它只能尽可能地缩短将理论知识转化

为实际能力所需要的时间!而不可能完全消除这

段时间!特别是岗位的心理素质基本上无法得到

锻炼和培养"因此!从理论上说!经过仿真模拟训

练后!最终还必须有一段时间的实习体验过程"
只不过这个过程!要比没有经过仿真模拟所需的

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所需要的时间短一

些!但是要比全真模拟所需的时间长一些"
!四"项目课题

所谓项目课题!就是指学生在学习期间!按照

1#

! 理论探索 !"#$年第$期!



专业!兴趣!爱好组成研究小组"运用所学的理论

知识"用全真体验!全真模拟!仿真模拟等形态"用
多种手段和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在一个岗位或多

个岗位"甚至是不同的企业实习"并从中发现与了

解企业在管理!生产运营!创新研发!财务管理!人
力资源!市场销售等方面可能存在和已经出现的

实际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路线"对问题进行考察!分析和研

究"真刀真枪真题真做"最终提出解决问题的方

案"直至最后解决实际问题"达到真用的目的#
项目课题不受岗位!时间和各种实践形态的

束缚和限制"吸收了全真体验!全真模拟和仿真模

拟几种形态的优点"克服了几种形态的不足"既能

培养和训练完成本岗位所需要具备的技能和方

法"又能培养和锻炼完成本岗位任务所必须的心

理特征#既能了解多种实践形态的状况"又能跳

出各种形态的局限"以更加宽阔的视野与思路进

行比较和创新"并且能解决实际问题"具有挑战

性#因此"是一种有利于发挥各学科特点"能多方

面锻炼学生实际能力的综合性形态"有利于能力

的快速提升"受到许多企业和用人单位的好评和

欢迎$如图$所示%#

图$!

四!结束语

在培养学生能力方面"本文既使用了实践教

学形态的概念"又使用了实践教学模式的概念#
所谓形态&’也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年版"2#)页%#所

谓模式$0344567%其实就是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

法总结归纳到理论高度#就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

方法论#
由于教学形态与教学模式都是实践教学的表

现形式"所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

的#教学形态与教学模式二者之间既有密切联

系"又有明显区别#其联系是二者都是探讨实践

教学的形式问题#其区别&一是先有教学形态"后
有教学模式#二是教学形态是表现形式"教学模

式是解决实践教学问题的方法论#三是教学形态

是基本的!常态的!长远的"而教学模式是可变的!
多样的!短期的#换句话说"教学模式万变不离教

学形态其宗#
对于应用型高等院校来说"探讨实践教学表

现形式的意义在于&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与

把握实践教学基本规律和特点"能使我们更加有

针对性地探索和改进人才培养摸式"能使我们更

加准确地根据自己的主客观条件和实际情况选择

不同的实践教学的方式和方法#探索实践形态模

式的具体状况"还有助于我们深入地探讨和了解

实践教学的内涵"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学生能力

培养规律的认识#
在实践中学习研究"在实践中借鉴运用"在实

践中创新发展"这就是我们对待实践教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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