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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士凯!男!淮南师范学院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科长!讲师"

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实践教学
小学期组织运行管理体制实践探索

!!!以淮南师范学院为例

蔡士凯"

!!摘!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小学期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分析

目前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实践教学小学期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淮南师范学院实践教学小学期的实践探

索!以管理制度#实践教学体系#实践教学环节等创新实践!实践教学小学期形成可借鉴的改革经验和

成果"
关键词!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实践教学$小学期$管理体制$运行机制

!!!实践教学小学期制"是高校教学改革的重大

举措#通过教学制度创新#使教学安排更加灵活$
多样#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
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解决

传统!二学期制"难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和综

合实践不足的问题#实践教学小学期制管理体制

与运行机制是根本保障%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实

践教学小学期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一个亟待解

决的问题%我们对前期的工作和成绩进行梳理#
形成可借鉴的改革经验和成果#以期该成果对其

他应用型本科院校组织开展实践教学小学期有一

定的参考意义%

!!一"目前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实践教学小

学期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重理论轻实践$重书本知

识积累轻动手创造能力培养的观念还在不同程度

地影响着高校教育#同时也由于实践教学环节的

难度较大#因此#小学期的作用未得到应有的发

挥%一般说来实践教学小学期主要存在着以下几

个方面的问题%

%一&实践教学小学期要求相对滞后

以安徽新建本科高校为例#学校教学要求

全校性的实习指导文件只停留在升本前层面%
由于没有一定规范$衡量实习质量的标准尺度#
使大学生对实践教学小学期实习的重要性与目

的性认识不明确#形成普遍认识上的模糊与盲

从#从而在实习过程中缺乏动力与目标#无形中

降低了对自己的各项要求#直接影响着实践教

学的效果%
%二&理工科的实践教学小学期易于程序化

理工科院系的小学期通常安排在校内或实验

室集中实习#实习的完成标准清晰#评分也简单%
有带队老师的指导#一般组织与管理出现的问题

相对要少#但是其实习内容的安排过于程序化#
不能充分发挥学生创造性$自主性#效果也常常停

留在认识实习上#难以深人%另外实践教学小学

期活动连着暑假#始终处于酷暑#这个季节往往是

企业生 产 任 务 淡 季#有 些 单 位 任 务 不 足#不 便

接收%
%三&文科的实践教学小学期容易失控

文科院系的实践教学小学期安排分散在校外

的实习较多#虽然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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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也能节约经费!减少人力的投人!但其纪律

的执行完全取决于学生的自觉性"有一部分同学

把小学期当作假期!其效果自然就大打折扣"同

时实习时间的相对集中!使实习较为紧张"此时

一旦监督检查不力!就有可能让一部分学生思想

上麻痹大意!行动上做出违反纪律的行为!而不良

的作风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对学生的一生都有

影响!实习单位对学生#学校也有看法!对今后实

习的安排也不利"因此!系统化理顺小学期实习

环节的组织和加强监控力度刻不容缓"

!!二!淮南师范学院实践教学小学期的实

践探索

!!根据我省应用型本科高校第三届联盟会议要

求!结合我校实际!及时启动了"#$$年暑期实践

教学 小 学 期 制 工 作!并 印 发 了$淮 南 师 范 学 院

"#$$年暑期%实践教学小学期冶实施方案&"四

年来我校积极挖掘潜力!整合资源!一方面鼓励各

院’系(开设培养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实践实训课

程!另一方面!依托实践教学基地!通过)课程请进

来#学生送出去的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

活动"
!一"深度挖掘潜力#整合校内课程资源

积极鼓励各院系开设培养学生实际动手能力

实习#实践课程!在对各院系申报课程进行严格筛

选的基础上!四年中共开设数控加工#商务软件开

发实战#证券投资技术分析与模拟#陶瓷艺术设计

制作#家居设计#多媒体课件制作#计算机动画程

序设计#体育舞蹈#户外拓展培训实战训练#模拟

法庭#说课与评课#’()*)+(),#暑期科研培训#细

胞功能综合实验#数学建模竞赛实训等专业实践

课程"
!二"依托实践教学基地#盘活校外教学资源

学校紧密结合专业实际!依托校外实践教学

基地!通过课程请进来#学生送出去的方式!丰富

实践教学内容!共开设了-./ 软件工程开发实

训#/010建模#嵌入式系统设计实训#商务软件

开发实战#动漫游戏开发#网络安全#0234)53开

发等课程"
!三"利用教师科研实验室#开展学生科研训练

近年来随着我校教师获批省级#国家级的自

然#社科基金项目的不断增多!在暑期小学期!教

师公布自己的研究方向及研究课题!学生根据自

己学科基础知识的积累!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与
教师对接!充分利用教师的科研实验室!开展科研

训练!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四年来

共有""位教师带领近百名学生进行科研训练!并
在挑战杯上取得优异成绩"

!四"充分利用同城及联盟高校资源#搭建实

践教学平台

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充
分使用同城高校安徽理工大学#安徽机械工业学

校及联盟高校安徽科技学院的办学资源!共安排

化学与化工系#生命科学系#物理与电子信息系#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美术系等6个院系$%个专业

的金工实习"
!五"积极与国际化办学接轨#推出暑期学生

交流项目

为了与国际化办学接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校际合作研究分会决定从"#$7年暑期开始!推出

暑期学生交流项目"我校根据校际合作研究分会

$关于组织学生暑期课程的通知&精神!派出政法

系#教育系#美术系$#名学生!参加了为期"6天

的上海交通大学#对外贸易大学暑期学校交流项

目的8门课程学习"

!!三!淮南师范学院实践教学小学期组织

运行管理改革和实践

!!!一"制定了保障实践教学小学期有序运行的

管理制度

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逐步制定了保障实践教

学小学期有序运行的相关制度!这些制度在明确

实践教学小学期的宗旨#范围#组织程序#各级管

理机构的具体职责#经费来源与管理#指导教师工

作量标准等各个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和界定"规

章制度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既有宏观规划!又有

微观操作"
!二"构建四年联动$逐层推进$开放协作的实

践教学体系

以人才培养方案中实践教学环节为基础!以

小学期实践教学环节为提升"经过几年的实践与

探索!逐步形成了以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为主线!
从学生基本技能#专业技能#综合技能和职业技能

%个方面实施小学期的%个层次#%种能力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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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模块的实践教学内容!形成"$%%8#实践教学

体系$
!$"开展基本技能训练#培养学生专业学习

能力

根据不同专业对基本技能的要求!在小学期

要求相关教学单位开设与本专业联系紧密的基本

技能实训课程!开展基本技能训练!训练学生掌握

本专业的基本技能!为今后的学习奠定基础$同

时!依据专业特点!选择典型的企业%公司作为见

习基地!带领学生参观见习!学生了解专业概况$
对应基础实训和专业见习两个模块$

!""开展专业技能训练#培养学生初步的工程

设计能力

通过"年的学习!学生基本学完了专业基础

课程!数字电路%模拟电路%9程序设计%:.程序

设计等专业基础课程的支撑下!就所学的知识开

展了课程设计!训练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初步应用

能力$通过完整项目的设计实现过程!培养学生

初步的工程设计能力和对应课程设计模块$
!7"开展专业综合设计训练#培养学生综合应

用能力

三年级的学生基本学完了专业课程!通过嵌

入式系统设计等题目开展了专业综合设计!训练

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提高学生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相关专业课程和学科

基础课程的支撑下!结合各类学科与技能竞赛!学
生根据兴趣爱好进行个人或小组组合!在教师指

导下!将所学的学科专业知识与实际应用有机结

合起来!在各类赛场上展示自己的知识与技能$
对应专业综合设计%教师技能训练%学科与技能训

练模块$
!%"开展职业技能训练#培养学生求职入职

能力

这一层次是专门为学生步入社会设计的实践

环节!主要通过校外实训和外请专家进行实战项

目培训以及专题报告的形式完成$选择合适的生

产企业进行实际接触!开放性地融入企业工程项

目!实现校内学习和企业学习有机结合$在模拟

工作中学生可以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全面了解本行业的特点和规律!使学生从一个仅

有书本知识的外行变成一个了解行业要求的准内

行$对应职业技能培训%专题报告模块$

!三"理顺课程体系#形成多元化$开放式实践

教学环节

小学期实践教学环节既是培养方案中实践教

学安排的重要补充!也是日常实践教学环节的综

合与提升$经过%年的实践与探索!结合人才培

养方案!我校逐步形成了以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

为主线!从学生基本技能%专业技能%综合技能和

职业技能%个方面设计小学期实践教学环节!使
基本技能训练%专业技能训练%专业综合训练%职
业技能训练贯穿学生整个大学的7个小学期!每
个学期都有明确的专业实践实训目标和计划!提
高学生的实践技能$通过对实践实训课程%实习

实训项目%科研创新实验等课程%项目的厘清!逐
步形成了多元化%开放式的实践教学环节$

!$"校企合作#案例实践#提高实际动手能力

坚持采用"引进企业!送出学生冶的合作运行

模式#$利用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实践就业基地%
企业实训实验室%企业联合培训等方面合作!通过

校企合作课程实践%项目实践%案例实践%企业实

践等小学期实习%工程实训%企业实践等教学过

程!向学生传达最新知识!拓展学生专业知识体系

构建!使学生在企业参与实际项目的开发设计过

程中!提高创新意识$
!""创新实验#科研训练#激发学生实践兴趣

充分利用实践教学小学期开设创新实践活

动!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训练!以及开展第二课堂

学生实践活动%锻炼学生的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
如进行电子大赛%数学建模%教学技能大赛等省

级%全国性赛事的培训工作!提供实践环境!激发

学生的 实 践 兴 趣!培 养 学 生 工 力!开 阔 学 生 的

眼界$
!四"实践教学小学期成绩

!$"学科与技能竞赛类别和项目逐年递增

我校实践教学小学期期间组织参加学科与技

能竞赛主要有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

学生数学竞赛%电子设计竞赛%智能汽车竞赛%师
范生教学技能大赛%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全
国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大赛%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

计大赛等$参加竞赛层次从学校发展到省部级和

国家!并有向国际大学生学科与技能竞赛的大舞

台迈进的良好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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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就业竞争实力稳步提升

通过暑期实践教学小学期!学生通过准现场

的实践锻炼!体现了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定位!
也更贴合用人单位的需求"他们在与人沟通#与
人协作#自主学习等方面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

升!在就业竞争的浪潮中居于优势地位""##;级

电气学院自动化学生孙建波在全国第八届$挑战

杯%创业计划大赛获得国家银奖!早在"##;年;
月!就成立了$搜科%工作室!"#$"年6月在北京

中关村新注册成立了属于自己的$搜科互联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其主要经营方向为移动开发!
网站开发!<-交互设计等"到目前为止搜科互联

已出色完成网站系统建设%#多项!移动项目7
项!荣获市级以上奖项6项!获得软件著作权一

项#商标两项"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管理制度创新"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逐

步制定了保障实践教学小学期有序运行的各种制

度!这些制度在明确学科竞赛的宗旨#范围#组织

程序#各级管理机构的具体职责#经费来源与管

理#指导教师工作量标准#奖励办法各个方面做了

详细的规定和界定"这些制度既有共性!又有其

他兄弟学校不具备的特质(既有宏观规划!又有微

观操作"
&"’运行机制创新"我校实践教学小学期实

行实践环节院系负责制!教务处负责组织实践教

学小学期的宏观管理工作!根据实践教学小学期

开展实践环节的性质和类别!由相关院系具体管

理"实践教学小学期管理不仅使得各类实践教学

环节获得了稳定的经费保障!也使得实践教学小

学期管理工作更加规范"有利于提高各院系对实

践教学小学期的重视程度!为实践教学小学期创

设更好的环境"
&7’实践教学小学期体系创新"经过%年的

实践与探索!学校逐步构建了以培养学生的实践

技能为主线!从学生基本技能#专业技能#综合技

能和职业技能%个方面实施小学期的%个层次#%
种能 力 训 练#8个 模 块 的 实 践 教 学 内 容!形 成

$$%%8%实践教学体系"
&%’小学期实践教学环节创新"经过%年的

实践与探索!结合人才培养方案!我校逐步形成了

以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为主线!从学生基本技能#
专业技能#综合技能和职业技能%个方面设计小

学期实践教学环节!使基本技能训练#专业技能训

练#专业综合训练#职业技能训练贯穿学生整个大

学的7个小学期!每个学期都有明确的专业实践

实训目标和计划!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通过对

实践实训课程#实习实训项目#科研创新实验等课

程#项目的厘清!逐步形成了多元化#开放式的实

践教学环节"
!二"建!议

&$’实践教学小学期要将实践教学思想融入

各类各主干课程的教学"
&"’小学期实践教学不是孤立的教学环节!小

学期教学环节是一个静态设计#动态调整的过程!
各模块的内容随着培养方案的调整#实验室的建

设而修改"
&7’建立新的管理模式!形成配套的评价机

制#激励机制和质量保障长效机制"
&%’深化实践教学改革!要以人为本!充分调

动教师的积极性!鼓励#支持他们不断地探索实践

教学!构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
&6’积极鼓励各院&系’开设培养学生实际动

手能力实习#实践课程"加强校企合作力度!创新

专业实训新模式"加强暑期学生交流项目!搭建

联盟高校资源共享的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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