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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服务、为创新服务，鼓励广大教职工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是《武汉学院学报》坚守的

宗旨。根据《武汉学院学报》2019年度文章刊载情况，《武汉学院学报》编辑部邀请了

部分专家教授，评选出2019年刊发的8篇论文为优秀论文

。

       《武汉学院学报》2019年度优秀论

文评选，仍采取客观、公正的方式，邀

请 学 校 各 院 部 不 同 学 科 的 专 家 担 任 评

委，分别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

结论、论证推理和语言文字五个方面，

对全年刊登的校内作者论文进行打分排

序。

        2019年度评选出的优秀论文，彰显

出武汉学院整体科研实力的提升和《武

汉学院学报》办刊质量的提高。优秀论

文的作者有武汉学院培养出的教授，有长期坚守在教学科研一线的教师，也有刚出茅庐

的青年新秀。论文选题分布广泛，有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的热点，有我校主要学科专

业理论研究的前沿。论文研究思路清晰，撰写规范，论证科学，逻辑严密，体现了

2019年我校教师在科研论文撰写上取得的进步。

明德创新，解行并进，秉持学术界客观求真的科学精神，更好地为教研服务、为教

，

，并线上召开了优秀论文颁奖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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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转型制度环境对养猪户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基于
理论的探索研究

扎根

基于灰色预测模型的中国人口增长问题研究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SPOC翻转课堂行程式评估体系的构建与量化

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研究进展与前沿——以水稻为例

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动态调整机制探讨

刑事舆情案件判决说理探讨——以“于欢案”为例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龄产业融资支持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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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思 想 大 讨 论 专 题

目录目录
武汉学院学报

(季刊)

2020年第2期(总第49期)

2020年6月出版

主管单位：湖北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武汉学院

编辑出版：武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吴汉东：

主  任：李忠云

副 主 任  ：郑祝君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主      编：郑祝君

执行副主编：沈永钧

英 文 译 校

武汉学院学报

王广辉  邓  青    沈永钧

李延晖  李  承  李忠云

李  凌  吴  斐 郑祝君  

杨雪松  周保国  陈金平 

盖卫东  曹  曼

：阮广红

(01)转变教育思想观念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在全校教育思想大讨论动员部署会上的讲话…… 李忠云

(07)对应用型大学打造办学特色的几点思考

    ——在全校教育思想大讨论动员部署会上的发言…… 谢进城

(09)以生为本  培养受人尊敬的信息人

    ——在全校教育思想大讨论动员部署会上的发言…… 郑建生

(11)服务育人理念下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对策 …………… 蔡   娇

(15)“健康中国”背景下民办高校大学生健康人格培养的思考

    …………………………………………………………… 甘琳琳

(18)地方高校毕业研究生就业质量探析………………………刘锡伟

(23)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应用型大学实践教学改革

    ——以工商管理专业为试点…………………………… 罗丽琼

(27)疫情背景下高校辅导员工作路径的探索与创新

    ………………………………………………… 徐   燕    邹之恒

(30)基于OBE理念的经济学课程混合式教学设计……………徐艳兰

(36)基于移动APP的微积分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吴小霞

(40)教育游戏中游戏任务设计的原则与方法

    ——以游戏概念设计课程为例 …………………………陆  艳

(45)商务英语教学中提升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的途径…………刘  琴

(47)数字时代背景下会计文化自信的缺失与重建……………周  谦

(52)区块链技术下财务会计的机遇及变革……………………刘燕花

(58)基于“区块链+大数据”技术的个人征信系统研究…… 龚鸣敏

(67)网络虚拟化下的网络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探索……………刘   阳

大 学 教 育     

教 学 探 索

经 济 管 理

信 息 工 程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Ｎｏ.２(Ｓｕｍ. Ｎｏ.４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Ｔｈ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ｔ ｔｈｅ Ｗｕｈ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Ｌｉ Ｚｈｏｎｇｙｕｎ(０１)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ｒｕ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Ｔｈ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ｔ ｔｈｅ Ｗｕｈ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Ｘｉｅ 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０７)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ｐｅｃｔａｂ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ｈ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ｔ ｔｈｅ Ｗｕｈ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Ｚｈｅｎｇ Ｊｉａｎｓｈｅｎｇ(０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ａｓ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ａ ｉｎ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ａｉ Ｊｉａｏ(１１)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ｈｉｎａ” Ｇａｎ Ｌｉｎｌｉｎ(１５)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ｏ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Ｌｉｕ Ｘｉｗｅｉ(１８)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Ｅｒａ
　 Ｌｕｏ Ｌｉｑｉｏｎｇ(２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Ｐａｔｈ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
　 Ｘｕ Ｙａｎꎬ Ｚｏｕ Ｚｈｉｈｅｎｇ(２７)
Ｍｉｘ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Ｂ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Ｘｕ Ｙａｎｌａｎ(３０)
Ｂｌｅｎｄ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ｏｆ Ｃａｌｃｕｌｕ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ＰＰ Ｗｕ Ｘｉａｏｘｉａ(３６)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Ｇａｍ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ａｍｅｓ———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Ｌｕ Ｙａｎ(４０)
Ｗａｙ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Ｌｉｕ Ｑｉｎ(４５)
Ｔｈｅ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ｒａ Ｚｈｏｕ Ｑｉａｎ(４７)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ｕ Ｙａｎｈｕａ(５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ｏｎｇ Ｍｉｎｇｍｉｎ(５８)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Ｖｉｒ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ｉｕ Ｙａｎｇ(６７)



武汉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 " # $ % & ' ( )

转变教育思想观念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在全校教育思想大讨论动员部署会上的讲话

武汉学院校长　 李忠云

　 　 教育思想观念更新是高校改革发展的先导ꎬ现代高等院校要有先进的教育思想观念ꎬ而先进的
教育思想观念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ꎬ具有时代的特征ꎬ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转变ꎮ 今年年初ꎬ
学校把教育思想大讨论作为重点列入 ２０２０ 年工作要点ꎬ明确了讨论的主题是“转变教育思想观念ꎬ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ꎮ 根据学校办公会的决定ꎬ我代表学校就如何开展好本次教育思想大讨论讲四
点意见ꎮ

一、教育思想大讨论的意义

教育思想是指对办什么样的教育和怎样办好教育的宏观理性的认识和看法ꎬ同时也是一个办
什么的大学ꎬ如何办好这样的大学的宏观认识和看法ꎬ是办好学校和做好各项工作的先导ꎮ 教育思
想观念解放程度如何ꎬ直接关系到学校的进一步发展ꎬ直接影响到学校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ꎮ
因此ꎬ适时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意义重大ꎮ

(一)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是适应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及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

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ꎬ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发
展ꎬ对知识获取方式和传播方式、教与学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ꎮ 供给侧结构改革和第三产业的蓬
勃发展ꎬ对高校专业结构调整和专业人才的能力素质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ꎬ使现阶段高等教育存在
供需上的突出结构性矛盾ꎬ一方面每年的毕业生数量大、就业难ꎻ另一方面在各类专业人才的供给
上远远满足不了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ꎮ 同时ꎬ高等教育正从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转变ꎮ 这些
变化要求本科教育要从传统的专业教育向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转变ꎬ从侧重知识传授向价值
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有机统一的“全人教育”转变ꎮ 面对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趋势ꎬ我们要适
时科学研判民办高等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ꎬ引导师生进一步更新教育思想观念ꎮ

(二)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是总结过去ꎬ面向未来ꎬ准确定位ꎬ科学谋划学校事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的需要

武汉学院 ２００３ 年依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建校ꎬ具备良好的发展基因ꎬ形成了一定的学科专业
优势ꎮ 特别是 ２０１５ 年转设以来ꎬ陈一丹先生投入了大量资金ꎬ在黄家湖畔建成了美丽的校园ꎮ 学
校实行民办公益办学ꎬ依靠社会力量发展ꎬ走出了一条办学新路ꎮ 形成了“明德创新ꎬ解行并进”的
办学理念ꎬ“应用型、重特色、国际化”的办学定位ꎮ 尤其是陈一丹先生立己达人、奉献社会的崇高精
神境界为实施“全人教育”树立了高尚的标杆ꎮ 同时ꎬ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ꎬ办大学是一个积累
的过程ꎬ我们的办学历史较短ꎬ办学积累偏少ꎬ育人文化较弱ꎬ与国内先进的大学ꎬ包括发展较好的
同类大学相比ꎬ还有较大差距ꎬ特别是在办学思想、教育观念、育人文化等方面的差距尤为明显ꎬ尚
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变化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ꎮ 因此ꎬ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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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过去ꎬ面向未来ꎬ准确定位ꎬ集思广益ꎬ科学制定学校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ꎬ通过科学的顶层
设计引领学校事业步入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轨道ꎮ

(三)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是动员全校师生员工齐心协力做好迎评促建工作的需要

国家推动新建本科高校开展合格评估的指导思想是“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
合、重在建设”ꎮ 评估是手段ꎬ建设才是目的ꎮ 我校参加评估不能以各项指标达标为目的ꎬ而是要增
强全员的质量意识ꎬ努力形成以提高质量和优化结构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机制ꎮ 我校实施民办公
益办学ꎬ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提高质量展开ꎬ建立和完善质量保障体系ꎬ守住质量底线ꎬ形成质
量文化ꎮ 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ꎬ就是要找准我们的短板和不足ꎬ动员全校师生员工以主人翁的态度
投入到迎评促建工作中去ꎬ做到“评估重担大家挑ꎬ人人身上有指标”ꎬ树立“校兴我荣ꎬ校衰我耻”
的意识ꎬ为迎评促建贡献智慧和力量ꎮ

(四)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是更新教育思想观念ꎬ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

我校人才培养定位是培养以专业能力为导向ꎬ具有国际化视野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ꎮ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是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ꎬ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ꎬ而受传统
教育思想观念的影响ꎬ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堂教学形式尚不能适应ꎮ 另一方面ꎬ我们的学生群
体已发生深刻的变化ꎮ 现在的大学生基本上是 ２１ 世纪出生的ꎬ是互联网的原居民ꎬ他们的思维方
式、认知方式、交际行为有显著特点ꎬ传统的“满堂灌”“注入式”为主导的单声道教学方式ꎬ不仅难
以实现应用型人才的知识能力构建ꎬ也难与大学生产生情感和价值的共鸣ꎬ迫切需要高校改革人才
培养模式ꎬ迫切需要广大教师改革课堂教学模式ꎬ改革教学方式方法ꎮ 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就是要
推动广大教师转变教育思想观念ꎬ树立“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念ꎬ把握新时代青年大学生的心理
特征和认知规律ꎬ从思想理念和教育方式方法上真正贯彻以学习者为中心ꎬ围绕学生发展、学生学
习、学生的学习效果开展教学改革ꎬ才能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ꎮ

二、教育思想大讨论的主题

本次教育思想大讨论的主题是“转变教育思想观念ꎬ提高教育教学质量”ꎮ 为什么要强调转变
教育思想观念呢? 因为教育思想观念是学校改革发展的先导ꎬ如果我们在教育思想观念上不能形
成共识ꎬ在研究一些具体改革方案和措施时ꎬ往往争论不休ꎬ举步维艰ꎮ 而教育思想观念的共识需
要讨论和辩论中形成ꎮ 教育思想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ꎬ先进的教育思想观念往往具有时代特征ꎬ
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而不断更新ꎮ

为什么把“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作为讨论的重点呢? 因为通过 １９９９ 年的高校扩招ꎬ经过近 ２０
年的发展ꎬ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迅速进入大众化教育ꎬ即将进入普及化教育ꎮ 现在高等教育已解决
了量的增加ꎬ主要矛盾转变为高质量发展与高等教育本身供给不足ꎬ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已成为时代
的主题ꎬ我们要通过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建设ꎬ积极建立“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质量文化ꎬ将质
量要求内化为师生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自觉行为ꎮ

三、教育思想大讨论的基本内容

为了便于广大师生员工开展讨论ꎬ下面围绕弄清几个问题、树立若干理念、强化几类意识、形成
几项成果提出一些思路和意见ꎬ但大家在讨论过程中不要受此局限ꎬ希望各单位、各院(部)能结合
工作实际ꎬ有的放矢地提出新的问题和理念展开讨论ꎬ这样会取得更实在的成效ꎮ

(一)弄清几个问题

１.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方位和发展趋势
准确把握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趋势ꎬ是建设“应用型、重特色、国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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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最受人尊敬的民办大学”的重要前提ꎮ
２.新时代民办高校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机遇ꎮ 一是本科教育仍然供不应求ꎬ民办大学大有可为ꎮ 接受高等教育ꎬ特别是本科教育已成

为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ꎬ本科教育资源和招生指标有限ꎬ民办本科教育受到欢迎ꎮ 二是我校实施民

办公益办学ꎬ不求经济效益回报ꎬ重在人才培养质量ꎬ受到社会的好评ꎮ 三是“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

条例”原则通过ꎬ有利于民办院校规范办学和政府及社会的支持ꎮ 四是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需要大量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ꎮ 尤其是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ꎬ需要大量的管理型服务人才ꎬ这有利于以人文社

科为主的高校的发展ꎮ
挑战ꎮ 一是学校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实际状况存

在契合度差异ꎮ 二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缺乏深度和实效ꎮ 三是实验条件和实习实训基地尚不适

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ꎮ 四是教师队伍及管理队伍与办“受人尊敬的一流民办大学”的办学目标

和学校办学定位尚有差距ꎬ教师队伍中缺乏带头人ꎬ优秀人才稳定难ꎮ 五是办学经费来源单一ꎬ国
家有关支持民办高校ꎬ特别是支持公益民办高校的有关政策尚不完善ꎮ

３.新时代我校事业改革发展的各类定位

一是办学定位:“应用型、重特色、国际化”的办学定位基本形成共识ꎬ但需要理解其内涵ꎬ内化

为人才培养等办学活动ꎮ
二是办学类型定位:民办非营利性普通本科高校ꎮ
三是办学层次定位:以本科教育为主ꎬ适度发展留学生教育ꎬ适时开展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ꎮ
四是人才培养定位:培养以专业能力为导向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ꎬ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ꎮ
五是服务面向定位:立足武汉ꎬ面向湖北ꎬ服务中部ꎬ辐射全国ꎬ放眼世界ꎮ
六是学科专业定位:构建以经济学、管理学类专业为主体ꎬ工学(信息科技)为重点ꎬ法学、文学、

艺术学、教育学等多学科专业相协调的学科专业体系ꎮ
以上定位希望广大师生员工积极讨论ꎬ贡献智慧ꎬ形成共识ꎮ

(二)树立若干理念

１.树立“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发展”的理念

“学生中心”就是以教(师) (教师、教材、教室)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发展、学生学

习、学习效果)转变ꎬ目的是更加注重学生能力和个性培养ꎬ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ꎮ “产
出导向”就是学校要主动对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ꎬ科学合理设立人才培养目标ꎬ优化人才培养方案ꎬ
完善课程设置ꎬ更新教学内容ꎬ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ꎮ “持续改进”就是要建立健全教学质量保障

体系ꎬ及时评价、及时反馈、及时改进ꎬ推动教学质量不断提升ꎮ
２.树立“三全育人”“五育并举”的理念

“三全育人”的内涵是“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ꎬ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培养人才服务ꎬ培养

人才是全校教职员工的共同职责ꎮ “五育并举”的内涵是“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

人、服务育人”ꎮ 这与“德智体美劳”的五育内涵是不同的ꎮ
３.树立“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的理念

大学教育知识传授还是基本任务ꎬ传统教育观念是“传道授业解惑”ꎬ现代教育要求更加重视学

生的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ꎮ 能力培养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ꎮ 人的能力分硬能力、软能力

和实践能力ꎮ 硬能力即学力、成绩、证书、奖项ꎻ软能力即学习能力、交际能力、情绪控制能力和领导

力ꎻ实践能力即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这些能力既要求在学校教育中加以培养ꎬ又要通过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等环节加以培养ꎮ 价值塑造就是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ꎬ培养学

生独立人格和精神品质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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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树立“教师神圣、教学神圣、课堂神圣”的理念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ꎬ教师工作是一种以灵魂塑造灵魂ꎬ以人格培养人格的劳动ꎬ教师职

业是神圣的职业ꎮ 人才培养主要是通过教学实现的ꎬ只有把教学作为神圣的工作ꎬ才能使教学工作
精益求精ꎬ教学内容不断更新ꎬ教学方法不断改进ꎮ 课堂是知识传授的场所ꎬ必须庄重神圣ꎮ

５.树立“办学以教师为本、育人以学生为本、管理以服务为本、发展以创新为本”的理念
坚持“以人为本”ꎬ做到“办学以教师为本、育人以学生为本、管理以服务为本、发展以创新为

本”ꎬ已成为众多高校的共识ꎮ “善之本在教ꎬ教之本在师”ꎮ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ꎬ是办学的
主体ꎮ 教师承担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历史使命ꎬ肩负着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
的时代重任ꎻ教育的对象是学生ꎬ主要的责任是育人ꎬ从学生的发展出发ꎬ使学生获得全面、主动、有
个性的全面发展ꎮ 服务是高校管理的方向ꎬ管理应强化服务理念ꎬ着力提升服务水平ꎻ创新是学校
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ꎬ也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强大驱动ꎮ

６.树立“学校教育健康第一”的理念
大学生的身体健康包含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ꎮ 目前ꎬ我们的大学生健康状况令人堪忧ꎮ 实践

证明ꎬ人才没有好的身体ꎬ难有好的发展ꎮ 我们要动员学生在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中享受快乐ꎬ强
健体质ꎬ健全人格ꎬ锤炼意志ꎮ 号召大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ꎬ健康工作 ５０ 年ꎬ幸福生活一辈子ꎮ

(三)强化几类意识

１.强化“校兴我荣ꎬ校衰我耻”的责任意识ꎮ 教职员工都应树立爱岗敬业的意识ꎮ
２.强化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改革意识ꎮ 改革创新是学校事业发展的动力ꎮ 我们倡导各单位、

各部门在抓好常规工作的同时ꎬ每年要重点推进 １~２ 项有利于事业发展的改革创新举措ꎮ
３.强化顾全大局讲团结、齐心协力谋发展的团结合作意识ꎮ 学校是一个整体ꎬ只有讲大局、讲

团结ꎬ才能齐心协力谋发展ꎬ共同推进跨学科专业跨院(部)的交叉融合ꎬ才能发挥团队的力量ꎬ促进
学校持续发展ꎮ

４.强化教学工作的中心意识ꎮ 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根本任务ꎬ教学工作是学校经常性中心工作ꎮ
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体现在“六个优先”上ꎬ即研究问题优先、制度保障优先、政策导向优先、队伍建
设优先、条件建设优先、经费投入优先ꎮ

５.强化积极进取、乐于奉献的服务意识ꎮ 学校的各项工作都要为学生的发展成长成才服务ꎬ为
教学科研服务ꎬ全体教职员工都要积极进取ꎬ乐于奉献ꎬ为建设最受人尊敬的民办大学贡献自己的
力量ꎮ

６.强化遵循教育规律的意识ꎮ 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ꎬ教育工作一样也有内在规律ꎬ
学科专业发展有其规律ꎬ人才培养有其规律ꎬ不按教育规律办事ꎬ立不住ꎬ走不远ꎮ

(四)形成几项成果

１.形成应用型学科专业建设的思路和举措ꎮ 学科专业建设是大学最重要的基本建设ꎬ学科专

业设置的特色是一所大学最根本的特色ꎬ学科专业建设的质量是一所大学核心竞争力的体现ꎮ 学
科专业结构体系如何优化? 学科专业如何发展? 如何交叉融合? 都是需要我们认真讨论的问题ꎬ
学科专业的设置、发展交叉ꎬ既要解放思想ꎬ更要遵循教育规律ꎮ

２.形成符合高等教育规律ꎬ具有我校特色的若干文化成果ꎮ 学校层面初步形成办学理念文化、
办学质量文化ꎬ形成共识的各类定位文化ꎮ 各院(部)、各单位要结合本单位实际ꎬ在教育思想大讨
论中ꎬ形成打上自身烙印的育人文化理念、管理文化理念ꎮ

３.形成我校特色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ꎮ 通过我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方案的实施ꎬ逐步使
质量要求内化为师生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自觉行为ꎬ初步建立涵盖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培养过程、培
养结果四维度的自我约束、自我检查、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校院两级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ꎮ

４.出台“武汉学院关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意见”“武汉学院专业结构优化与动态调整实施办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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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武汉学院关于修订 ２０２０ 年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等文件ꎮ
５.为做好迎评促建工作和科学制定“十四五”规划奠定思想基础ꎮ

四、做好教育思想大讨论的几点要求

(一)加强学习ꎬ提高认识

一是教育思想理论的学习ꎮ 要学习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的重要讲话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ꎬ学习«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ꎮ 要特别注意加强

高校改革ꎬ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方面的理论和知识学习ꎮ 教务处已在网上发布了第一期学习资料ꎬ有
领导讲话、全国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等资料ꎬ供大家学习ꎮ 二是新时代新的教育理念、教育观念

的学习ꎮ 三是注重学习兄弟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方面的经验ꎮ 四是积极开展调查研究ꎬ弄清学校事
业发展的优势与特点、困难与不足、机遇与挑战ꎮ 各院(部)、各单位重点把自身家底摸清楚ꎬ总结优

势特色ꎬ找准问题短板ꎬ积极加以改进ꎮ
抓好学习、提高认识是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的前提ꎮ 学习以自学为主ꎬ但也要有必要的集中动

员学习ꎬ在这方面教务处带了个好头ꎬ大家看了教务处网站就可以知道ꎬ“疫情”中教务处是最忙的

单位之一ꎬ但他们仍然组织了两次线上集中专题学习ꎬ第一个专题是“以学提能、以研促管ꎬ打造学

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教务团队”ꎬ第二个专题是对评估指标体系中与教务处密切相关的一、二级指
标 ２３ 个观测点的认识和理解ꎬ两次专题分别由教务处负责人和评建办负责人主讲ꎮ

各单位的集中学习研讨有利于营造氛围ꎬ形成共识ꎬ增强实效ꎮ “疫情”中各院(部)的宣传工

作做得很好ꎬ主要是学工及宣传战线抓得实ꎬ希望在教育思想大讨论中也要把宣传工作抓紧抓实ꎮ
(二)精心组织ꎬ各负其责

这次教育思想大讨论正处疫情防控期间ꎬ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多ꎬ各单位都要认真做好大讨论

的组织协调工作ꎬ保证一定的讨论时间ꎬ每次讨论前要明确主题ꎬ做好准备ꎬ安排引导性发言ꎬ避免

开成没有收获的牢骚会ꎮ
各单位结合工作实际组织开展相应的讨论:
人事处要围绕“管理育人”“提高管理与服务水平”组织管理干部开展讨论ꎮ
教务处要围绕“教书育人”“转变教育教学理念ꎬ改革教学方法手段”组织引导教师开展讨论和

经验交流ꎮ 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ꎬ不仅是转变教育教学理念的问题ꎬ更有一系列教学

方法手段需要改革创新ꎬ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能力ꎬ培养应用型人才ꎮ
科研处要围绕“科研育人”组织讨论ꎬ引导广大教师及时将校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

内容ꎮ
学工战线要围绕“实践育人”“大学生应树什么样的形象”“如何树立自主学习的理念”“如何当

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等ꎬ组织辅导员和广大学生开展讨论ꎮ
后勤战线(后勤保障处、信息中心、图书馆)要围绕“服务育人”“提高服务能力和质量”组织干

部职工开展讨论ꎮ
宣传部门要在校园网上开辟教育思想大讨论专题网站ꎬ加强宣传引导ꎬ及时报道教育思想大讨

论的新成果和好经验ꎬ营造氛围ꎬ推动讨论向纵深发展ꎮ

(三)虚实结合ꎬ务求实效

教育思想大讨论是软工作ꎬ容易忽视ꎬ抓而不紧会流于形式ꎮ 教育思想大讨论的重点在基层ꎬ
希望各院(部)、各单位结合自身实际ꎬ突出重点ꎬ研讨应形成的共识和应树立的教育教学理念ꎮ 要
坚持虚实结合的原则ꎬ把教育思想大讨论与正在开展的改革与建设工作相结合ꎬ如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的修订、课程体系的改革、实践教学体系的完善、实验和实习及实训平台与基地的建设、高素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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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中的学生能力培养等ꎮ 总之ꎬ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ꎬ既要解决影响教育教学改革
的教育思想转变、理念观念更新问题ꎬ也要解决 １~２ 个实际问题ꎮ

(四)领导带头ꎬ率先垂范

为抓好教育思想大讨论ꎬ学校成立了我和陈祖亮书记任组长的领导小组ꎬ并成立了办公室ꎬ负
责教育思想大讨论的日常管理工作ꎮ 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大讨论的责任人ꎬ大家一起共同做好
教育思想大讨论的组织管理工作ꎮ 同时ꎬ要求全校各级领导干部发挥带头作用ꎬ率先垂范ꎮ 实事求
是地说ꎬ武汉学院绝大多数干部能严以律己、爱岗敬业、乐于奉献ꎬ但也有不少同志对教育思想观念
的学习思考不够ꎬ战略思维的能力偏弱ꎬ顶层设计的意识淡薄ꎬ按教育规律办事的自觉性不强ꎮ 我
们校领导团队的同志们形成共识ꎬ大家带头学习思考ꎬ带头参加大讨论ꎮ 希望全校干部教师结合从
事的工作ꎬ加强相关教育理论知识的学习ꎬ注意对新的教育理念和观念的研究ꎬ结合工作实际带头
参加大讨论ꎬ最好能理论联系实际ꎬ写出一些有思考、有见解的文稿ꎮ

这次教育思想大讨论得到校董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ꎬ校党委和校行政希望通过教育思想
大讨论ꎬ充分发挥广大教职工在学校事业改革发展中的主人翁作用ꎬ在更新教育思想观念的同时ꎬ
群策群力ꎬ共同做好迎评促建的各项建设工作ꎬ集思广益ꎬ谋划好学校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ꎮ

【责任编辑:沈永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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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用型大学打造办学特色的几点思考
———在全校教育思想大讨论动员部署会上的发言

会计学院院长　 谢进城

２０１８ 年全国高等教育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应用型大学要办特色ꎬ创一流ꎮ 对此ꎬ就这个问
题谈几点粗浅认识ꎮ

一、应用型大学为什么要走特色发展之路

第一ꎬ是由应用型大学的定位所决定的ꎮ 应用型大学ꎬ主要是面向地方和行业办学ꎬ是为解决
地方和行业面临的一系列痛点问题而培养急需的应用性人才ꎮ 痛点是多方面的ꎬ我们不可能一网
打尽ꎬ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ꎮ 我们只能根据自身的条件和优势ꎬ在众多领域中选择几个领域来发
展ꎬ这便构成了我们的办学特色ꎮ 如果脱离了这一点ꎬ应用型大学就会失去办学方向ꎮ

第二ꎬ是由应用型大学发展的竞争新格局所决定的ꎮ 目前ꎬ我国应用型大学占全部大学数量的
一半以上ꎬ同质化的发展模式导致竞争越来越激烈ꎮ 如果一所大学没有办学特色ꎬ将很难保持可持
续发展ꎮ 可以预期ꎬ在未来的竞争格局中ꎬ一些没有办学特色的学校将会被无情地淘汰ꎮ 可以说ꎬ
一所应用型大学如果没有特色ꎬ就没有出路ꎮ

第三ꎬ是由应用型大学提高办学质量的要求所决定的ꎮ 质量是办学的生命线ꎮ 办学特色ꎬ是办
学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ꎮ 形成办学特色ꎬ是提高办学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举措ꎮ 提高办学质
量ꎬ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ꎬ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大学教育的普遍共识ꎮ 在当前教育发展的格局下ꎮ 没
有办学特色ꎬ就很难说有办学质量ꎮ

二、对应用型大学办学特色内涵的再认识

一所大学的办学特色ꎬ是指一所学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别之处ꎬ主要是指区别于
其他学校的办学理念、模式、方法、手段、文化追求和格局等ꎮ 通俗地讲ꎬ就是指“人无我有ꎬ人有我
优”的东西ꎮ 其本质是差异化办学ꎬ和而不同ꎮ 其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ꎮ

第一ꎬ办学特色是学校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的集中凝练ꎬ是学校实力、形象和贡献的充分彰显ꎬ
是学校发展的一面旗帜ꎮ 在学校发展过程中ꎬ办学特色具有标识、标杆和引领作用ꎮ

第二ꎬ办学特色要有逻辑ꎬ要有解析ꎬ要有体系ꎮ 办学特色应该是多维度、多视角的ꎮ 一所大
学ꎬ既要有总的办学特色ꎬ也要有支撑总特色的各项分特色ꎬ诸如在办学理念、机制、模式、学生、学
者和学科等方面均可生发出自己的办学特色ꎮ

第三ꎬ办学特色要讲沉淀和底蕴、传承和坚守ꎮ 大学的发展要有稳定的专业学科方向、稳定的
师资队伍和学者ꎬ尤其是稳定的学科带头人ꎻ要有稳定的生源地、合作办学基地和就业市场ꎻ要有稳
定的运行机制和规章制度ꎮ 特色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ꎬ它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学人ꎬ持之以恒的传
承和坚守而逐渐形成的ꎮ

第四ꎬ办学特色要讲持续的创新和有方向的变革ꎮ 传承和坚守不等于因循守旧ꎬ固步自封ꎮ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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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特色并不排斥开拓创新ꎬ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秀”“一步先ꎬ步步先”的路子ꎮ 创新最容易出
特色ꎮ 一定意义上ꎬ不断的开拓创新ꎬ是形成一所大学办学特色的有效途径ꎮ

第五ꎬ办学特色要讲究谋划和管控ꎬ讲究非均衡发展ꎮ 办学特色既是一种呈现ꎬ更是一种追求ꎮ
在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和环节上、在投入和布局上ꎬ要讲究抓主要矛盾、抓重点、抓亮点、抓特色ꎬ要
有保有压ꎬ反对平均使用力量ꎮ 没有重点和亮点ꎬ就不会有特色ꎮ

第六ꎬ办学特色要讲究实力和行动ꎮ 一个大学的办学特色ꎬ不是名义上的ꎬ不是口号式的ꎬ不是
自封的ꎬ而是靠实实在在的办学实力、办学成效、办学质量和办学声誉支撑起来的ꎬ是同行和社会所
公认的ꎬ是靠一代又一代的大学人ꎬ通过不懈努力而打造出来的ꎮ

三、应用型大学如何打造自身的办学特色

第一ꎬ科学谋划ꎬ精准定位ꎮ 办学定位是办学特色的依归ꎮ 一所大学ꎬ如果没有一个准确的发
展定位ꎬ其办学特色也将失去依托和方向ꎮ 因此ꎬ要打招牌特色ꎬ必须先科学谋划ꎬ找准自己的发展
定位ꎮ

第二ꎬ传承坚守ꎬ稳定发展ꎮ 一所大学要打造办学特色ꎬ切忌见异思迁ꎬ追求时髦ꎬ朝令夕改ꎮ
对那些具有传统优势的学科和专业ꎬ对那些行之有效的办学理念、机制和模式ꎬ对那些有口皆碑的
学风、教风和校风ꎬ要注重坚守和传承ꎮ 对那些爱岗敬业、长期坚守在学校的学科带头人、优秀的管
理人员和教职员工ꎬ要留得住ꎬ稳得下ꎮ 一所大学ꎬ只有让优秀和卓越持续保持ꎬ才能使自慰然成
风ꎬ自成特色ꎮ

第三ꎬ面向未来ꎬ鼓励创新ꎮ 从根本上讲ꎬ特色肇始于创新ꎮ 当前ꎬ我们要抓住新工科、新文科、
新法学、新管理、新商科的历史发展机遇ꎬ大力进行学科升级和调整ꎻ强力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现代
教育教学中的应用ꎻ大力加强协同育人和创新创业教育ꎻ积极参与“双万工程”和卓越拔尖人才计划
项目ꎬ不断培育新的成长点、新亮点ꎬ培育新的办学特色ꎮ

第四ꎬ统筹协调ꎬ突出重点ꎮ 一所高校应该在保持日常工作正常开展的前提下ꎬ将有限的精力、
财力和能力ꎬ向特色学科和特色专业、重点学生和重点学者、重点领域和重点工作环节倾斜ꎮ 没有
政策倾斜ꎬ没有工作重点ꎬ就很难形成办学特色ꎮ

第五ꎬ内涵发展ꎬ提高质量ꎮ 支撑一所大学办学特色的根本基础ꎬ就是办学质量ꎮ 目前在我国
提高办学质量ꎬ关键是要走好内涵发展的道路ꎮ 我们要把高等教育发展的“两个根本”当作座右铭ꎬ
要把“四个回归”当做基本遵循ꎬ要把专业改造、学科发展和课程建设当作主要抓手ꎬ要把转变学风、
教风和校风当作重要举措ꎬ持之以恒ꎬ苦练内功ꎬ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ꎬ形成办学特色ꎮ

第六ꎬ上下同欲ꎬ一致行动ꎮ 一个学校的办学特色ꎬ不是自然形成的ꎬ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ꎮ 在
一个学校内部ꎬ对走特色发展之路要有共识ꎮ 仅仅依靠少数领导和少数职工的努力是不能形成办
学特色的ꎬ这需要教职员工的全体参与ꎮ 这要求我们形成共识ꎬ加强激励约束机制的建设ꎬ强化制
度和政策保障ꎬ上下同欲ꎬ共同奋斗ꎮ

【责任编辑:沈永钧】

８



武汉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以生为本　 培养受人尊敬的信息人
———在全校教育思想大讨论动员部署会上的发言

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郑建生

一、对学校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的理解

学校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的目标:(１)更新教育思想观念ꎻ(２)审视学校办学定位ꎻ(３)构建“三
全育人”“五育并举”格局ꎻ(４)健全教育教学质量保证体系ꎮ

实现教育思想大讨论目标在战略上分三步走:(１)近期目标:做好本科合格评估ꎻ(２)中期目
标:制定并实现“十四五规划”ꎬ实现学校办学质量和办学层次的提高ꎻ(３)长期目标:建成为一所
“受人尊敬的民办大学”ꎮ

二、信息工程学院要落实的主要举措

围绕着学校的教育思想大讨论目标ꎬ信息工程学院要办出自己的特色ꎬ就要有自己的举措ꎮ
首先ꎬ要树立“以生为本”的思想观念ꎮ 建设“受人尊敬的民办大学”ꎬ其标志就是培养“受人尊

敬的学生”ꎬ因此ꎬ必须要树立“以生为本”的教育思想新观念ꎬ我们学院的一切工作要围绕这个目
标展开ꎮ

其次ꎬ要科学制定人才培养计划ꎮ “受人尊敬的学生”培养有着一套完整的体系ꎬ作为工科专业
不仅要考虑其培养的特殊因素:(１)人才的定位:既要满足社会的需求ꎬ还要适应技术进步、促进社
会发展ꎮ (２)要满足社会的需求ꎬ要瞄准国家需求———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ꎻ地方需求———湖北(一芯两
带三区、十大重点产业) ＋武汉(重点发展八大产业)ꎮ (３)人才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①品质素
质———这是人才素质的灵魂ꎻ②知识素质———这是人才素质的基本内容ꎻ③能力素质———这是认识
改造世界的本领ꎻ④身心素质———这是人才素质的基础ꎮ (４)工科人才的特殊能力:把握住信息资
源能力、工程技术能力、工程伦理素养、沟通协调素养ꎮ (５)培养方案制定原则:符合人才培养规律、
具有学校特色、培养方案切实可行ꎮ (６)人才培养要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高等学校
专业规范»和«工程教育论证»的要求ꎮ

再次ꎬ要构建“三全育人”的培养体系ꎬ保证培养计划的有效实施ꎬ在提升教学质量的同时提升
办学层次ꎮ (１)要遵循学科规律ꎮ 理顺课程体系ꎬ使培养方案既满足专业规范要求ꎬ又具有武汉学
院烙印“应用型、重特色、国际化”ꎮ 此项工作通过全院性的“说课竞赛”来牵引ꎬ做到课程体系完
善、前后课程衔接合理ꎮ (２)要凸显信息学科特点ꎮ 坚持信息技术自身发展规律ꎬ紧跟技术前沿ꎬ坚
持学科交叉融合ꎮ 此项工作通过倡导校内学科交叉融合ꎬ信息学科与金融、经济、会计、管理、法律、
艺术、传媒、外语等学科交叉融合ꎬ形成独具特色的交叉学科和学科优势ꎬ作为优势学科建设的突破
点ꎬ使其在湖北省和武汉市占有一席之地ꎮ (３)培养方案的实施保障ꎮ 在理论教学上ꎬ要优化课程
体系ꎬ通过打造“金课”等活动来促进ꎻ在实践教学上ꎬ要突出创新能力的培养ꎬ通过实验、实习实践
等环节来体现ꎮ (４)校企合作方面要开辟新天地ꎮ 通过专业共建ꎬ实现跨越式发展ꎻ引进社会力量ꎬ
加强创新思维培养ꎻ打造创新创业孵化器ꎬ拓宽学生走向社会的道路ꎮ (５)着力开展实践性环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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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ꎮ 实验室建设要实现“一专业一实验室”ꎬ基地建设要实习实训、校内校外齐头并进ꎮ (６)师资队
伍建设是关键ꎮ 人才引进要不拘一格ꎬ做到引进(所有)、兼职(所用)双管齐下ꎻ特别要注重自有人
才培养ꎬ把它作为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ꎬ通过深造、培训、挂职、交流多层次培养ꎬ以及“青年教师讲
课比赛”、科学研究教学研究去锤炼ꎮ (７)建设和谐的育人环境ꎮ 要坚持以生为本ꎬ形成共识ꎬ把
“五育并举”贯穿到育人的每一个环节ꎻ制度完善要依规行事、按章办理ꎬ确保本科教学评估顺利通
过ꎻ创建和谐氛围ꎬ推进校园文化建设ꎬ接受人文素质的熏陶ꎮ (８)积极开展国内外合作与交流ꎬ扩
大国际视野ꎮ

三、信息工程学院谋求未来发展之路

首先ꎬ要打造“特色鲜明”的学科专业ꎮ 确定软件工程(０８０９０２)为优先建设专业ꎬ它是我们的
优势专业ꎬ起家专业、腾讯精英班在一本招生、在校内学科交叉需求旺盛、师资队伍整齐、优势明显ꎮ
不足之处在于缺乏专业学科带头人、缺乏长期稳定的科研支撑ꎬ当务之急就是做好学科带头人的引
进或培养ꎮ

其次ꎬ把网络工程(０８０９０３)、物联网络工程(０８０９０５)作为培育专业重点建设ꎬ它们的优势在
于:成熟专业(华为精英班)、条件优良(华为实验室)、学科特色明显、队伍朝气蓬勃ꎬ学科发展具有
扩张性、实验室具有彰显度ꎮ

再次ꎬ把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０８０９１０Ｔ)、智能科学与技术(０８０９０７Ｔ)作为重点扶持专业ꎬ它
们的优势在于:新办专业、热门专业、国家地方重点建设领域、学科交叉优势明显ꎮ 但不足是:第一
次招生和有待招生ꎬ从队伍到基本条件都是一穷二白ꎬ建设任务艰巨ꎮ

同时ꎬ要开辟新领域ꎬ提高办学层次ꎮ 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０８０９０１)专业拓展到工科其他专
业ꎬ迈向工科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新领域ꎬ力争硕士授予权的获得ꎬ为高层次办学打好基础ꎮ

通过全体师生的共同拼搏ꎬ把学校教育思想大讨论的目标落到实处ꎬ经过本科教学评估、“十四
五规划”建设ꎬ使武汉学院早日成为“受人尊敬的民办大学”ꎮ

【责任编辑:沈永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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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育人理念下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对策

蔡　 娇

摘　 要: 新时代服务育人理念下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内涵有了新的发展ꎬ通过梳理学生事务管理和服务育

人的涵义变化发现ꎬ新时代服务育人理念下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是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ꎬ也是高校“双一

流”建设的要求ꎬ同时学生事务管理对象的变化要求在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中贯彻服务育人理念ꎬ高校应

从学生事务管理队伍建设、制度优化和学生事务管理者自我提升三个方面将服务育人理念融入学生事

务管理中ꎮ
关键词: 学生事务管理ꎻ服务育人ꎻ对策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４２００￣２０１８２０５(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４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
指出ꎬ要把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作为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ꎬ“把思
想价值引领贯彻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ꎬ形成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
人、文化育人、组织育人长效机制” [１]ꎮ 同年 １２ 月ꎬ中共教育党组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
工程实施纲要»ꎬ提出要挖掘教育教学过程中的育人要素ꎬ切实构建“十大”育人体系ꎮ

学生事务管理是高校三全育人的重要环节和途径之一ꎬ将服务育人理念融入高校学生事务管
理ꎬ是坚持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要求ꎬ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体现ꎮ

一、新时代服务育人理念下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内涵

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最早可以追溯到建党初期的政治学校和军事学校ꎬ由于当时特定的历
史环境ꎬ学生事务管理主要为政治和军事服务ꎬ以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为主ꎬ这也直接影响了建国后
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ꎬ其内容也以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为主ꎮ

改革开放以后ꎬ学生事务管理内容由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转变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ꎬ开始将德育
工作放在首位ꎬ并挂靠人事处ꎮ ９０ 年代随着高校扩招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ꎬ学生事务性工作不
断增多ꎬ学生事务管理逐渐独立出来ꎬ成立了学生工作处ꎬ这一时期学生事务管理被称为学生工作ꎬ
主要工作内容为学生教育和学生事务管理ꎮ １９９５ 年ꎬ方巍的«关于中美高校学生事务工作的比较
研究»一文在«教育管理研究»发表ꎬ“学生事务管理”一词才正式出现在我国学术期刊中ꎮ

到了 ９０ 年代后期ꎬ学生事务管理工作开始重点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ꎬ侧重于育人ꎮ ２１ 世纪初ꎬ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颁布ꎬ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进
入全面发展阶段ꎬ学生主体地位不断凸显ꎬ其个性化发展需求和全面发展需要进一步受到重视ꎬ学
生事务管理的服务功能和育人功能地位不断提升ꎮ

服务育人这个词最早出现在 １９５０ 年中国教育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ꎬ当时与会代表提出
了“教书育人ꎬ管理育人ꎬ服务育人”的口号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三育人”理念在高校兴起ꎬ当时“三
育人”理念认为ꎬ服务育人主要是后勤、图书馆等部门负责ꎬ并未把专任教师和行政管理部门纳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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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育人的主体ꎬ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各个部门和各个环节服务育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ꎮ 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是一个整体ꎬ管理和教书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服务ꎬ都是围绕立德树人这一任务ꎬ为
学生提供生活、思想引导和教学等服务ꎮ 具体到学生事务管理中ꎬ根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
升工程实施纲要»ꎬ服务育人是指在管理学生事务过程中ꎬ要把“解决实际问题与解决思想问题结合
起来”ꎬ以师生为中心ꎬ提升满意度的同时ꎬ“在关心人、帮助人、服务人中教育人、引导人”ꎮ

综上ꎬ新时代服务育人理念下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内涵应包含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服务育人的主体范围进一步扩大ꎬ学校各个部门和各个环节都是育人

主体ꎬ并且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ꎬ不再局限于后勤、图书馆等服务部门ꎮ
二是学生事务管理应围绕学生、关心学生和理解学生ꎬ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ꎬ而不仅仅是依靠

生硬的规章制度和奖惩手段对学生进行管理ꎬ要树立“以生为本”的服务理念和管理意识ꎬ为学生成
长成才创造良好的环境ꎮ

三是发挥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中的服务功能和育人功能ꎬ即优化学生事务管理流程和制度ꎬ提高
学生事务管理人员的专业性和业务能力ꎬ提升学生事务管理的满意度ꎬ让学生事务管理过程和学生
事务管理者本身成为育人课堂ꎻ

四是发掘学生事务管理中的育人点ꎬ也就是找到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事务管理的结合点ꎬ比如
在开展资助工作中开展诚信教育和感恩教育ꎬ在进行就业咨询时ꎬ可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
等ꎮ

五是开展具有教育功能的学生事务管理ꎬ比如后勤管理部门虽然主要工作是为师生提供后勤
保障ꎬ但其也可以开展节水节电、垃圾分类竞赛等活动ꎬ帮助师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ꎬ树立环保意
识ꎮ

二、在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中贯彻服务育人理念的必要性

(一)在学生事务管理中贯彻服务育人理念是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

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矛盾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由“有学上”转变为“上好学”ꎬ学生对教育
服务支持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ꎮ 另一方面ꎬ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收费时代也使学生和家长
对高校提供的教育和服务质量愈发敏感ꎬ再加上教育全球化的推进ꎬ学生和家长在教育资源上有了
更多的选择ꎬ学校和学生之间是平等的契约关系ꎬ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和
教育模式ꎬ这就对学校的教育品质和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目前我国学生事务管理工作实践中大部分还是以问题式管理而非发展式管理为主ꎬ未能充分
意识到学生的主体地位ꎬ忽视了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的需求ꎬ这难以提升学生的教育获得
感ꎬ如果高校此时再不转变理念ꎬ就会被淘汰ꎮ 因此ꎬ在学生事务管理中贯彻服务育人理念是高校
自身发展的需要ꎮ

(二)在学生事务管理中贯彻服务育人理念是高校“双一流”建设的要求

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世界一流的学科需要世界一流的学习体验作支撑ꎬ大学竞争不仅是学术学
科的竞争ꎬ也是人才服务和教育“消费”体验的竞争ꎮ 通过研究英美国家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先进的
经验不难发现ꎬ英美国家高校学生事务管理都是以学生为中心ꎬ为学生提供精准化和专业性的服
务ꎬ注重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体验和满意度ꎮ 因此ꎬ在学生事务管理中贯彻服务育人理念是我国高
校学生事务管理与国际接轨ꎬ增强我国高校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ꎮ

«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ꎬ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查学校一切
工作的根本标准ꎬ而立德树人不仅要立学生之德ꎬ更要立社会之德、学校之德和教育工作者之德ꎬ营
造有利于学生发展和成才的机制、环境和氛围ꎮ 在学生事务管理中贯彻服务育人理念是以服务提
供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风范影响和教育学生ꎬ使学生在优质服务中受到感染和教育ꎬ是营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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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育人环境和氛围的重要一环ꎮ
(三)学生事务管理对象的变化要求在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中贯彻服务育人理念

当前ꎬ“００ 后”大学生已步入校园成为学生事务管理的主要对象ꎮ 在我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
历史进程中成长起来的“００ 后”ꎬ拥有与生俱来的自信ꎬ具有开阔的视野、较强的个体意识和权利意
识ꎬ他们不再迷信老师ꎬ对事情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和见解ꎬ渴望融入小众兴趣圈层ꎬ在圈子内寻求存
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ꎮ 因此ꎬ要走进“００ 后”大学生的内心ꎬ必须先走进其圈层ꎬ只有让他们感觉
你是同圈中人ꎬ他们才会认可你ꎬ与你真心交流ꎬ而交流恰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经途径ꎮ

如果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如果还是以传统的管理模式开展ꎬ管制约束学生个性的话ꎬ学生必定会
从内心抗拒ꎬ不仅工作得不到有效展开ꎬ有时还会给学校带来不良影响ꎮ 因此ꎬ在学生事务管理中
贯彻服务育人理念ꎬ以学生为中心ꎬ尊重学生ꎬ了解学生ꎬ贴近学生ꎬ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学
生事务管理工作ꎬ让学生认可学生事务管理者的工作和能力ꎬ并在此过程中对学生的行为习惯和价
值观进行引导ꎬ做到润物细无声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创造性和积极性ꎬ才能实现学生事务管理
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双赢ꎮ

三、服务育人理念下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对策

(一)提升学生事务管理队伍素质

高校应不断提升学生事务管理队伍素质ꎬ将服务育人纳入学生事务管理者的职责要求在优化
各岗位工作制度和流程的同时ꎬ梳理和发掘学生事务管理中的育人要素ꎬ比如根据事务管理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开展针对性的主题教育活动等ꎮ 另一方面ꎬ高校应加强学生事务管理岗位的监督考核ꎬ
落实服务目标责任制ꎬ把学生事务管理质量和服务育人效果作为评价其岗位效能的依据和标准之
一ꎬ发挥典型模范的示范作用ꎬ培育一批“服务育人示范岗”ꎬ形成良好的服务育人氛围ꎮ

(二)优化学生事务管理制度机制

优化学生事务管理制度机制ꎬ设立学生事务大厅等一站式服务平台ꎬ依托大数据和信息化网络
技术ꎬ在学生事务管理中提供靶向服务ꎮ 传统的学生事务管理流程是学校—学生各事务管理部
门—各院系—辅导员(班主任)—学生ꎬ此类管理模式层级较多ꎬ存在信息传递失真、效率低等问题ꎬ
也无法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ꎮ 针对这种情况ꎬ学生事务大厅等一站式服务平台开始建立ꎬ学生事
务管理流程扁平化发展ꎬ管理和服务效能大大提升ꎬ学生对学生事务管理的满意度也大大提升ꎬ而
且大部分学校在学生事务大厅管理中融入了朋辈教育ꎬ这也培养了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
教育的能力ꎮ 另一方面ꎬ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ꎬ学校通过智慧校园的建设ꎬ
依托学生事务管理系统ꎬ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ꎬ通过大数据分析ꎬ为学生提供更加个性化和精准
化的学生事务管理服务ꎬ同时也为学生事务管理工作提供预判和预警信息ꎬ充分将服务育人理念融
入学生事务管理中ꎮ 比如通过学生日常消费行为数据的收集分析为资助和奖助学金工作提供参
考ꎬ通过宿舍晚归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图书馆借阅行为数据的收集分析为学生日常行为管理提供预
警等ꎮ

(三)提高学生事务管理者思想政治水平

学生事务管理者应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ꎬ树立服务意识ꎮ 习总书记说ꎬ“传
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ꎮ 高校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ꎬ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ꎮ
学生事务管理者应不断加强自身思想政治素养ꎬ端正师德师风ꎬ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ꎬ转变传统
思维ꎬ树立服务意识ꎬ提高学生事务处理能力和水平ꎬ积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学生需求ꎬ针对学生需
求提供相应的事务管理服务ꎬ在提升学生满意度的同时ꎬ以自身的工作作风和能力感染学生ꎬ充分
发挥学生事务管理的服务育人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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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格培养的思考

甘琳琳

摘　 要: 文章以“健康中国”为背景ꎬ以其相关文件精神为指导ꎬ阐述了“健康中国”和健康人格培养的内

涵ꎬ分析了“健康中国”背景下培养民办高校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必要性ꎬ以及当前民办高校大学生健康人

格培养工作中存在的现实问题ꎬ提出了“健康中国”背景下民办高校大学生健康人格培养的策略ꎮ
关键词: 健康中国ꎻ健康人格ꎻ民办高校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４２００￣２０１８２０５(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３

人格教育是高校教育的基础ꎬ对高校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是我国全面发展和进步的有效保
障ꎬ是提升个人身心健康与成长的内在需求ꎬ更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培养目标和发展的重要途径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提出了
“健康中国”战略规划ꎬ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１]ꎮ 为了推进和贯彻“健康中国”的
战略规划ꎬ民办高校大学生需要承担着“青年兴则国兴ꎬ青年强则国强”的历史使命和历史当担[２]ꎮ
如何积极开展民办高校大学生健康人格的获取途径ꎬ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人格促进和健康教育工
作ꎬ优化培养目标和创新培养模式是当今民办高校急需完善和解决的问题ꎮ

一、“健康中国”与健康人格内涵

李克强总理在 ２０１５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健康是群众的基本需求ꎬ我们要不断提高医疗卫
生水平ꎬ打造健康中国”ꎬ 首次提出“健康中国”概念[３]ꎮ 习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ꎬ
“没有全民健康ꎬ就没有全面小康ꎮ 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ꎮ 国务院 ２０１６ 年发布
了«“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ꎬ这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４]ꎮ «纲要»体现了以治病
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ꎬ标志着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步入新时代ꎮ

健康人格是心理学研究范畴ꎬ主要指各种良好人格特征在个体身上的集中体现[５]ꎮ 通过文献
资料和专家访谈而知ꎬ符合健康人格标准的大学生具有以下特征:人际关系正常、各种能力广泛、抗
挫能力强、学业投入ꎬ具有良好的自我意识和创新精神[６]ꎮ 大学生正处在人格发展的关键期ꎬ
人格具有极强的可塑性ꎬ民办高校在构建“健康中国”和谐的大背景下ꎬ切实培养大学生健康人格具
有更加深刻的内涵和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ꎬ更应该把大学生全面健康和全面发展ꎬ成长与成才相结
合ꎬ抓住“育人”这个牛鼻子ꎬ努力构建全员、全过程、全周期、全方位的健康育人机制ꎮ

二、培养民办高校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１ 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讲话中提到“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
健康”ꎬ“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指导思想[７]ꎮ 民办高校也同样是“健康中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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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民健康人格提升的有效平台和重要途径ꎬ肩负着培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任ꎮ
民办高校大学生不但是健康人格的塑造者还是未来健康人格的培养者ꎬ其本身健康人格素养的高
低直接关系到未来更多人的健康问题ꎮ 因此ꎬ关注当前民办高校大学生健康人格培养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ꎬ提出了“健康中国”背景下民办高校大学生健康人格培养的策略和培养的路径ꎬ无论从个人

健康成长还是社会发展而言以及“健康中国”实施过程的现实来看都是非常必要的ꎮ 民办高校大学
生健康人格培养是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ꎮ

在人格界定的基础之上ꎬ心理学家们对健康人格标准的阐述不尽相同ꎬ但大多数认为可以通过
一定途径和方式进行塑造和培养ꎮ 从心理学相关资料查阅来看ꎬ目前民办高校大学生理想信念空

虚、意志品质薄弱ꎬ个人主义突出ꎬ以及个性张扬与内心空虚之间的矛盾、强烈交往欲望与内心封闭
之间的矛盾等ꎬ都说明了民办高校大学生现实人格与健康人格标准存在较大的反差ꎬ而消除这种反

差ꎬ则迫切需要加强民办高校在校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塑造与培养[８]ꎮ

三、民办高校大学生健康人格现状

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受个人遗传、生理、心理ꎬ文化程度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ꎬ它表征和外显

着主体的内在特质和一定的传统文化ꎮ 新时代“健康中国”战略必然带动大学生人格的转型ꎬ民办
高校大学生作为高等教育体系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ꎬ人格状况已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ꎬ究
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由于民办高校其发展历史较短ꎬ管理体制、办学理念、教学方法

与培养模式等方面尚未成熟ꎻ投入的资金、场地ꎬ教师ꎬ实践环节等相对薄弱[９]ꎻ另外ꎬ民办高校相对

于公办高校收取学费较高、录取的分数线较低ꎬ并且学生入校原因复杂ꎮ
种种迹象表明民办高校大学生在全国人才战略实施中遇到了新的难题ꎬ其自我意识、观念意

识、行为模式、道德品质、价值取向等方面发生了变化ꎬ为数不少的大学生人格发展存在不足ꎬ表现
为逃课、沉迷网络聊天、考试作弊、人际关系恶化、虚荣、自我接纳低等ꎮ

据报道:“新生们在军训第二天却有些熬不住了ꎬ天气并非炎热但因体力不支晕倒‘伤员’就达三

四十人ꎮ 校方无奈将军训场地从田径场改到有树荫的柏油路” [１０]ꎮ 为了减少安全隐患ꎬ避免新生体力

不支ꎬ部分高校甚至通过减少军训时间、降低军训周期ꎬ删减军训内容等来应付ꎮ 一定程度上看似平
息了问题ꎬ但事实上是淡化了责任ꎬ逃避了矛盾ꎬ从大学生长远发展来看ꎬ从为国家培养接班人的高度

来看ꎬ这种方法并不可取ꎬ这对民办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提出了新的目标和挑战ꎮ

四、民办高校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

(一)个人的自我培养

民办高校大学生应注重在平时的生活和学习中自身健康人格的培养ꎮ 大学阶段是人格发展的

关键期ꎬ决定着自身人格的良好发展和最终定型ꎮ 平时应增强健康人格知识学习的主观能动性ꎻ掌
握科学的健康人格标准和理念ꎬ加强人文素养教育ꎻ养成良好的家庭、学校、社会和个人健康人格素
养的良好习惯ꎻ树立乐于奉献、勇于探索、严于律己ꎬ敢为人先的健康人格目标ꎮ 这都有助于自我健
康人格管理和塑造完善健康的人格ꎮ

(二)家庭对健康人格基础素养的培养

对于民办高校大学生来说ꎬ家庭对其健康人格的影响非常明显ꎮ 家长在提升健康人格的同时

还应做好对孩子健康人格培养的教育和监管ꎮ 一是就家庭氛围而言ꎬ对子女过度溺爱会导致子女

不懂合作ꎬ自私ꎬ只求索取不求回报ꎻ家庭教育过于严格ꎬ会导致子女缺乏自信心ꎬ缺乏魄力ꎻ二是父
母的文化程度而言ꎬ文化程度高的家长更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ꎬ及时会和子女沟通ꎬ发现并解决亚
健康问题ꎮ 三是家庭关系是否和谐而言ꎬ家庭关系冷漠或父母离异均会让子女缺乏安全感ꎬ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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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子女情绪不稳定ꎬ抑郁、厌学等亚健康状况ꎮ
(三)学校培养目标的制定和课程设置

民办高校培养目标的准确定位及相关课程的合理设置是培养民办高校大学生健康人格的重要
途径ꎮ 目前大部分民办高校将培养的重心放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ꎬ培养专业技能的单一应用型人
才ꎬ而忽略了全方位“育人”的高校方案ꎬ缺乏综合全面的培养目标定位ꎮ 民办高校应依托“健康中
国”大背景ꎬ立足“十三五规划”努力拓展培养目标和理念ꎬ重视人才培养的全面性和创新性ꎮ 因
此ꎬ课程配置以培养目标为导向ꎬ在未来的民办高校人才培养中优化课程体系ꎬ合理配置专业技能
和健康素养的课程ꎬ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ꎬ注重“思政课堂”“课堂思政”的“双促进”“双提
升”ꎬ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ꎮ

(四)社会提升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

社会应广泛开展传统美德、社会功德ꎬ职业道德和革命传统教育ꎬ营造良好的健康人格培养氛
围ꎬ引导学生在社会、学校、家庭等场所ꎬ做具有传统美德ꎬ遵守社会功德和职业道德的健康公民ꎮ
例如教育部门应注重家庭、社会、虚拟网络ꎬ校园的良好人文环境的营造ꎻ民办院校应该大力加强人
文素质教育ꎬ加强并改进学校德育工作ꎻ加强高校辅导员管理育人ꎬ服务育人ꎬ教书育人于一身的责
任感ꎻ通过社会企业等公益资金的赞助ꎬ教育机构可以为学生提供助学金、勤工俭学岗位或申请助
学贷款等方式促进民办高校大学生健康人格发展ꎮ

总之ꎬ民办高校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关系全民健康目标得以实现ꎬ提升国民健康的关键ꎬ因
此有必要在“健康中国”背景下审视当前民办高校大学生健康人格存在的问题ꎬ并深入分析造成此
问题的原因ꎬ并提出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与策略ꎬ进而促进民办高校大学生全方位发展ꎬ提高民办高
校教学改革ꎬ全面落实贯彻“健康中国”战略方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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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毕业研究生就业质量探析

刘锡伟

摘　 要: 近年来ꎬ地方高校毕业研究生整体就业质量较高ꎬ但不同的高校、不同的学科专业差异明显ꎬ就
业结构性矛盾和选择性困难突出ꎬ毕业研究生供需出现新的态势ꎮ 作为地方高校ꎬ应未雨绸缪、多措并

举ꎬ建立和完善研究生学科专业建设反馈评估和超前引导机制ꎬ分类强化研究生培养ꎬ优化研究生导师

队伍ꎬ综合考察选拔研究生ꎬ为毕业研究生就业质量提供更为有效的机制支撑和服务保障ꎮ
关键词: 高校研究生ꎻ就业质量ꎻ对策措施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４２００￣２０１８２０５(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４

随着国家发展进入新时代ꎬ经济社会转向高质量发展ꎬ不论是政府部门ꎬ还是行业企业ꎬ甚至高
校自身发展ꎬ对高层次人才需求越来越迫切ꎮ 地方高校研究生作为高层次人才群体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ꎬ不仅人数最多ꎬ而且其就业质量充分反映了高校研究生培养质量及其就业服务工作水平ꎮ
目前ꎬ地方高校毕业研究生就业质量从就业率、就业满意度、就业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工作起薪、就
业竞争力、雇主评价等六个主要方面普遍保持了较高的水平ꎬ整体就业质量得到就业市场的肯定ꎮ
但从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就业趋势来看ꎬ需要未雨绸缪ꎬ从多方面改进和完善研究生教育和毕业研
究生就业工作ꎮ

一、地方高校研究生就业质量的特点及问题

近年来ꎬ地方高校毕业研究生总体就业质量较高ꎬ特别是部委高校的研究生就业质量比较高ꎬ尤
其是 ９８５ 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处于地方高校前列ꎬ对其他高校研究生就业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ꎮ 同
时研究发现ꎬ地方高校研究生除了就业质量较高以外ꎬ还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ꎬ总体稳中有忧ꎮ

(一)不同类高校就业质量差异明显

地方高校研究生在保持较高就业率(一般平均就业率在 ９５％以上)外ꎬ不同类高校研究生毕业
就业行业领域、薪酬ꎬ尤其是雇主评价为代表的第三方评价所反映的就业质量还是差异明显ꎮ ９８５
高校明显处于前列ꎬ属于地方高校当之无愧的第一梯队ꎻ２１１ 高校近几年发展很快ꎬ研究生培养质量
逐步提高ꎬ从内地排名情况看ꎬ属于第二梯队ꎬ具备进入第一梯队潜力ꎻ其他高校研究生、尤其是高
层次的博士研究生数量较少ꎬ整体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和影响力较弱ꎬ虽然就业率普遍较高ꎬ甚至
超过前述高校ꎬ但相较于前述高校ꎬ尤其是 ９８５ 高校每年硕士数千人左右、博士千人左右数量级的
就业率统计相比ꎬ不具有可比性ꎮ

(二)不同专业就业质量差异明显

各高校研究生在就业质量方面相较于本科生就业来说ꎬ明显具有优势ꎬ博士研究生比硕士研究
生具有优势ꎬ均能保持很高的就业率ꎬ大多数专业就业率达到 １００％ꎬ但不同专业从就业率、就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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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薪酬等指标来看ꎬ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ꎮ 一是对理论性强的专业而言ꎬ相对培养层次较低的硕
士就业率较低ꎮ 比如ꎬ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机化学、经济思想史专业、科学技术哲

学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就业率相对较低ꎮ 二是应用性强但培养层次高的专业就业率较低ꎮ 比如宗教

学、广告学、生态学博士就业率相对较低ꎮ

(三)男生女生就业质量有所差异

近年来ꎬ随着逐年攀升的大学生毕业人数ꎬ媒体争相报道用“史上最难”或“更难”来形容就业形

势ꎮ 对于研究生层次的毕业生来说ꎬ具有明显的学历优势ꎬ总体上保持了较高的就业率ꎬ但相比较男
性研究生ꎬ大多数高校和专业的女性研究生就业所面临的就业困难要略大一些ꎮ 有的高校毕业研究

生中ꎬ女生的就业率甚至比男生的就业率稍高ꎬ但其中男生协议就业和继续深造占比高于女生ꎬ女生

灵活就业占比高于男生ꎬ可见其背后反映的就业质量相较于男研究生ꎬ女研究生还是要略逊一畴ꎮ

(四)总体就业质量稳中有忧

从研究分析来看ꎬ地方高校研究生整体就业质量较好ꎬ在稳步发展中呈现出不断提升的态势ꎬ
但也存在一些矛盾和困难ꎮ 一是现有就业需求不平衡ꎬ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ꎮ 不同学科专业之间

差别较大ꎬ就业需求在不同的学科、专业ꎬ甚至不同的高校之间的分布不够平衡ꎮ 就业需求更多是
向热门专业、专业性强的专业、排名靠前的高校集中ꎮ 同时ꎬ也存在一些就业困难突出的群体ꎬ比如

应用性不强的文史类专业女生就业困难比较突出ꎬ专业性不强、但培养层次较高的毕业生也面临一

定的就业困难ꎮ 二是就业期望值普遍较高ꎬ选择性困难突出ꎮ 特别一些总体排名比较靠前的高校ꎬ
少数未就业或就业难的学生ꎬ并不是找不到工作ꎬ而是想找一份“多全齐美”的理想工作ꎬ而现实中

“十全十美”的工作可遇不可求ꎬ因此在实际找工作过程中往往又陷入在“多全齐美”中的“多难”选
择困难ꎮ 这也反映出高校在对毕业生的形势政策教育ꎬ有针对性的就业专业指导和就业心理辅导

方面ꎬ有必要深入研究并加强个性化、多样化服务ꎮ 三是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趋势来看ꎬ高校研
究生教育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紧张度会有所上升ꎮ 高校研究生教育的相关学科和专业ꎬ在面对科

学技术高速发展、科技应用快速迭代的当下ꎬ特别是企业越来越成科技创新的主力ꎬ高校自身的学

科专业建设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ꎬ再加之研究生教育培养还有一个 ３ ~ ５ 年培养滞后期ꎬ企业
又越来越成为吸纳研究生就业的主渠道ꎬ因此二者之间的紧张度将会有所加剧ꎬ影响毕业研究生的

就业质量ꎮ 比如ꎬ从研究生在不同企业的薪酬来看ꎬ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在引领科技创新的企业ꎬ
动辄数十万甚至百万年薪招聘相关专业研究生ꎬ而在大多数技术含量低、专业性不强的传统行业研究

生不得不与本科生、甚至专科生抢职位ꎮ 从某种程度上讲ꎬ这一方面造成了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浪
费ꎬ另一方面对促进高校研究生教育、甚至整个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具有一定的倒逼作用ꎮ

二、地方高校研究生就业趋势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ꎬ一些行业领域结构性矛盾突出ꎮ 与此同时ꎬ随着高校

研究生招生人数的增加ꎬ毕业研究生持续增加ꎬ其就业形势虽然好于本科生ꎬ但专业匹配的结构性

问题不容轻视ꎬ确保就业质量还面临着较大的挑战ꎮ

(一)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优化ꎬ就业市场供需出现新的态势

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持续转型优化ꎬ研究生就业既会有更多新的机遇ꎬ又会面临越来越急迫的

挑战ꎬ就业结构性矛盾将会长期存在ꎮ 从就业主渠道的企业来说ꎬ随着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ꎬ
出口企业及其配套产业链中的企业将面临通过裁员渡过难关的困境ꎬ必然会减少就业需求ꎮ 从产
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来说ꎬ在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过程中行业集中度

会逐步上升ꎬ同样会压缩一部分就业需求ꎮ 从加强自主创新来说ꎬ要实现企业发展与民族复兴“同
频共振”ꎬ必须要加强自主创新ꎬ在对高层次、创新能力强的研究生需求强烈的同时ꎬ对一般普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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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专业性不强、创新能力不足的研究生需求则会有所抑制ꎮ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ꎬ研究生就业市场
供需结构将不断变化ꎬ增加了提升就业质量的难度ꎮ 可见ꎬ从未来这种发展趋势看ꎬ企业对研究生

的吸纳ꎬ将逐步从“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ꎬ从“学历型”转变为“学历与能力并重型”ꎬ将会更加

注重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发展潜力和品德毅志ꎬ研究生就业同样面临考验ꎮ

(二)随着各地对人才引进的重视ꎬ对研究生高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越是以创新驱动的经济社会发展ꎬ越是需要研究生高端人才ꎮ 现今和未来的创新发展早已不

是某个高端人才单枪匹马就能实现的ꎬ创新团队、人才梯队的人才集聚效用越来越得到重视ꎮ 因

此ꎬ各地特别是经济社会发达地区ꎬ持续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ꎬ精准引进符合其建设发展的急

需紧缺人才和研究生高端人才ꎮ 比如ꎬ西安秋季博士及高端紧缺人才巡回招聘活动、成都 ２０１８“蓉
漂”人才荟、福建省宁德市“引才引智”双选会、２０１８ 绍兴招才引智高校行、福建省龙岩市 ２０１９ 年

“千人计划”“江苏招才月”系列活动、广元市高层次人才引进ꎮ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不断完善服务

保障机制ꎬ全力打造人才支撑体系ꎬ对高端人才的优惠政策和扶持力度不断加大ꎬ对研究生高端人

才和急需紧缺型人才需求更加迫切ꎮ

(三)随着新时代对高校德育的重视ꎬ对研究生的思政素质提出更高要求

育人为本ꎬ德育为先ꎮ 为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ꎬ努力造就一支有理想信念、道
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的研究生导师队伍ꎬ２０１８ 年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

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ꎬ把立德树人作为研究生导师的首要职责ꎬ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ꎬ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门
人才ꎮ 一方面高校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ꎬ继续深化综合改革ꎬ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ꎮ 将德

育作为人才培养重要的一环ꎬ提升人才培养质量ꎬ积极构建“大思政”工作格局ꎬ深化教育教学改革ꎬ
集聚优质育人资源ꎬ加强对学生的价值引领ꎬ鼓励研究生将个人的发展进步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需

要相结合ꎬ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ꎮ 另一方面ꎬ作为吸纳研究生就业重要渠道的教

育、政府等行业部门ꎬ在新时代会更加注重对人才思政素质的考察ꎮ 即使是在企业就业ꎬ竞争越来

越激烈的企业行业发展环境ꎬ必然对人才的忠诚度、理想信念、精神意志等思政素质提出更高的要

求ꎬ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世界产业链的上游ꎬ深度参与到国际竞争与合作中ꎬ这对于高端人

才的思政素质提出了更现实、更高的要求ꎮ

(四)随着各地提高干部队伍素质需要ꎬ研究生基层选调就业比例凸显

青年是中国梦接续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传承者ꎬ当代青年生逢其时、责任重大ꎮ 选调优秀毕业

生到基层培养锻炼ꎬ是改善公务员来源结构、优化干部成长路径的重要方式ꎬ也是培养造就大批适

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领导人才的一项战略性措施ꎮ 根据中央组织部相关文件

要求ꎬ各省份已经纷纷面向高校选调急需紧缺专业的应届大学毕业生ꎮ 特别是面向重点高校的定

向招录选调生将不断增加ꎬ招录规模将进一步扩大ꎮ 可以预见ꎬ研究生基层选调就业比例将会越来

越凸显ꎬ成为研究生就业的一个重要渠道ꎮ 目前ꎬ部分高校已非常重视选调生就业引导工作ꎬ有的

高校将定期开展选调生主题讲座ꎬ宣传扎根基层、服务乡村的典型人物和事迹ꎬ发挥朋辈影响和榜

样示范作用ꎻ有的健全研究生到基层就业的服务保障机制ꎬ为有志成为选调生的学生搭建成长服务
平台ꎬ通过定期走访、跟踪培养等方式关心毕业生的工作、成长和发展ꎻ有的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和校

内教授与学生面对面交流ꎬ开展法务常识、公文写作、公务礼仪等专题培训ꎻ有的积极推动与其他省

份的对接工作ꎬ研究生选调的可选择渠道不断拓宽ꎮ

(五)随着新时代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ꎬ投身国家战略更显研究生就业价值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ꎬ志存高远ꎬ脚踏实地ꎬ勇做时代的弄潮儿”ꎬ鼓
励将个人理想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之中ꎮ «教育部关于做好 ２０１８ 届全国普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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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中指出ꎬ各地各高校要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ꎬ向重点地
区、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要领域输送毕业生ꎮ 一方面ꎬ代表高科技最新应用的国防军工行业ꎬ在
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ꎬ需要大批高素质的研究生人才对接国家安全战略需求ꎮ
另一方面ꎬ我国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ꎬ将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ꎬ在此背景下ꎬ国际
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ꎬ对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更加渴求ꎮ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明确提出了我国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

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大批高素质研究生投身国家战略将

更显研究生就业价值ꎮ

三、提升地方高校研究生就业质量的对策措施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ꎬ国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需要各类高层次人才ꎮ 地方高校作为

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力军ꎬ要将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ꎬ主动对接和服务国家战略需
求ꎬ深度融入经济社会转型发展ꎬ深化产教融合ꎬ不断改进和完善研究生培养体系ꎬ充分做好研究生就

业服务ꎬ使研究生就业质量在就业竞争力、专业相关度、职业发展前景等方面有一个更大的质的提高ꎮ

(一)完善研究生学科专业建设反馈评估机制

要注重发挥研究生就业质量反馈信息对相应学科专业建设的评估作用ꎬ将用人单位评价、研究

生就业后反馈等信息作为学校设置和调整研究生学科专业的重要依据ꎬ使研究生学科专业建设能

围绕就业市场需求进行科学的动态调整ꎬ使研究生培养在满足紧缺专业人才和高层次人才需求中
实现高质量就业ꎮ 比如ꎬ有的高校充分发挥就业质量信息对人才培养的反馈和促进作用ꎬ将“就业

工作”列入“人才培养”年度目标管理考核一级指标ꎬ建立并落实就业工作部门负责人“五个参与”
制度ꎬ即参与招生计划制定、参与学科专业调整、参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参与教师教学质量评价、
参与办学状况评估ꎮ

(二)完善研究生学科专业建设超前引导机制

作为高层次人才的研究生培养ꎬ相较于一般人才培养ꎬ周期更长、投入更大ꎬ研究生教育的机会

成本也更高ꎮ 因此ꎬ研究生教育主要在提高专业能力的同时ꎬ若干年毕业后ꎬ或毕业若干年后“所
学”能否为社会“所需”ꎬ成为影响其就业质量的一个关键问题ꎮ 在研究中发现ꎬ有的高校研究生就

业率很高ꎬ但专业匹配度和薪酬收入并不高的现象ꎮ 对研究生这类高层次人才而言ꎬ这是一种“退
而求其次”的较低质量就业ꎮ 因此ꎬ高校应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ꎬ充分发挥高校科研优
势ꎬ加强中长期高层次人才需求预测研究ꎬ特别是相关行业专业发展趋势ꎬ以科学引导研究生学科

专业建设ꎬ使研究生教育在满足急需人才的同时ꎬ培养具有前瞻性、引领性、创新性的高层次人才ꎬ
为研究生未来就业尽可能预期一个越来越向上发展的就业行业或专业ꎬ而不是一毕业就面临越来

越严峻的就业形势ꎬ甚至是“专业性失业”ꎮ

(三)分类强化研究生培养机制

健全高校研究生学术型与应用型、硕士与博士分类培养体系ꎬ分类强化培养机制ꎬ进一步将各

类研究生培养目标落细落实ꎮ 对于专业学位或应用型研究生培养ꎬ要着力推进产学结合培养模式
改革ꎬ增强复合型人才培养能力ꎮ 比如ꎬ有的高校把一部分研究生教育放在某些相关产业较为集中

的地区来办ꎬ直接为当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高质量发展培养工程硕士、工程博士和互联网、金融、
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人才ꎮ 对于学术型研究生培养ꎬ要突出科研主体性ꎬ加大科研创新投入ꎬ提
供更好的科研条件ꎬ营造更好的科研环境ꎬ提高学术型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ꎮ 比如ꎬ对于学术型

研究生而言ꎬ应尽早跟师参与学术活动ꎬ尽早进入课题组ꎬ尽早确立研究方向ꎬ以尽早进入学习角

色ꎻ对于导师而言ꎬ应充分发挥导师组和科研团队作用ꎬ以高水平的科研活动尽快带动学生进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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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型科研创新角色ꎮ
(四)优化研究生导师队伍

一方面ꎬ从近年来的就业市场反馈来看ꎬ跨行业领域、产学研用的融合发展越来越深入ꎬ对于高
校人才培养ꎬ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础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具备高水平的
科研创新能力ꎬ同时对毕业生的团队管理能力、行业实践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另一方面ꎬ从近
年来曝光的在校研究生自杀现象中所暴露出来的个别导师师德师风问题来看ꎬ对研究生导师队伍
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研究生导师不仅应具备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ꎬ取得获同行认可的科研成
绩ꎬ而且应具备良好的师德师风ꎬ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ꎬ愿意为研究生的成长进步承担师者之责任ꎮ
只有这样“德才兼备”的导师队伍ꎬ才能在给予学生高水平专业或学术指导的同时ꎬ通过导师组和课
题组的传帮带ꎬ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管理协调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能力素质ꎬ为学生未来的
高质量就业打牢良好的综合素质基础ꎮ

(五)综合考察选拔研究生

研究生就业质量与其职业预期ꎬ甚至考研动机存在某种很深的内在关系ꎮ 地方高校应从研究
生招生这一源头ꎬ从切实加强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这一角度出发ꎬ综合考察选拔研究生ꎬ在具备
基本入学条件的基础上ꎬ将真正有研究兴趣、有专业特长、有创新潜质的学生选拔至相应专业或层
次进行培养ꎮ 特别是在近年来就业压力大的情况下ꎬ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屡创新高ꎬ考研竞争愈发
激烈ꎬ有的考生用考研来逃避或缓解就业压力ꎬ而真正投身研究的志趣不高、创新激情不够ꎬ进入研
究生培养阶段后ꎬ学习和研究表现平庸ꎬ甚至难以为继ꎮ 这从近两年来部分高校清退相当数量研究
生的行动中可见一斑ꎮ 有的研究生即使坚持完成学业ꎬ但所学并非真正的志趣所在ꎬ毕业后未能实
现就业预期ꎬ后悔当初选择读研ꎮ 所以ꎬ高校在选拔研究生时ꎬ应适当考察学生读研动机ꎬ尤其是在
更高层次的博士研究生的申请审核中ꎬ应重点审核申请者有没有强烈的科研兴趣ꎬ有没有经过深思
熟虑的投身科研的思想准备ꎬ甚至有没有承担长期艰苦科研工作的身体素质和家庭支持ꎮ 把好研
究生入口的“内涵式”素质关ꎬ将更多具备投身科研的强大精神动力的学生选拔进来ꎬ才有可能培养
更多具备持续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优秀研究生ꎬ为将来的就业质量提供更为可靠的保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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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应用型大学实践教学改革

作者简介: 罗丽琼(１９８３－)ꎬ武汉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ꎬ研究方向为: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管理ꎮ

———以工商管理专业为试点

罗丽琼

摘　 要: 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迅猛发展ꎬ将深刻改变人才需求和教育形态ꎮ 对于培养应用

型、创新型人才的民办高校来说ꎬ怎样通过大数据采集与分析ꎬ将信息化切实融入实际教学环境中ꎬ实现

因材施教、个性化教学是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因此ꎬ本文从"互联网＋"的内涵入手ꎬ基于成果导向型教学模

式ꎬ以工商管理专业为试点ꎬ着力研究应用型大学本科实践教学改革ꎬ探索人才培养模式ꎬ进一步完善教

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ꎬ旨在提高应用型大学学生学习效度ꎮ
关键词: 大数据ꎻ应用型大学ꎻ工商管理专业ꎻ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２.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４２００￣２０１８２０５(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４

２０ 世纪初ꎬ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提出了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办学宗旨ꎬ宣告了大学为社会服务职
能的诞生ꎬ是大学职能的完善ꎬ是办学水平的提高ꎮ 办应用型大学ꎬ是大学的一种发展方向ꎬ是提高
人力资本素质的有效途径ꎮ 不会因为应用型发展ꎬ而改变大学的性质ꎬ更不会使大学降格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ꎬ国际高教界逐渐形成了一股新的潮流ꎬ那就是普遍重视实践教学、强化应用型人
才培养ꎮ 国内的诸多高校也纷纷在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中注重实践环境的强化ꎮ 随着智慧教育理
念的发展ꎬ新建本科院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ꎬ必须进行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创新ꎮ 而工商管
理专业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中一个重要的老牌专业ꎬ其改革思路、过程必须与新时代需求相结合ꎮ

一、大数据背景下应用型大学实践教学现状

(一)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应用型大学面临的新形势

教育作为国之大计ꎬ一直是我国优先发展的行业ꎮ 当前ꎬ全国共有本科高校 １２３６ 所ꎬ其中民办
本科高校 ４１７ 所ꎬ占比超过三成ꎮ 民办本科教育最初仅作为公立高等教育的有益补充ꎬ如今已经成
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极大促进了人民群众上大学愿望的满足ꎮ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质
量报告”调查结果显示ꎬ在参与调查的 ５４ 所民办本科院校中ꎬ４７ 所院校明确以学校所在区域两个
以上支柱产业人才需求为办学重点ꎬ占调查高校总数的 ９０％以上ꎻ３２ 所院校的半数以上新增专业
与地方需求高度契合ꎬ占参与调查高校总数的 ６１.５％ꎻ新增设专业共计 １３６１ 个ꎮ ２０１６ 年ꎬ国家发改
委、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关于编制“十三五”产教融合发展工程规划项目建设
方案的通知»ꎬ启动实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工程规划项目ꎬ“十三五”期间拟投入 ５０ 亿元ꎬ支持
１００ 所左右高职院校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ꎬ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ꎬ全面增强职业教育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能力ꎮ

(二)大数据对应用型大学传统专业课程的影响

从 ２０１６ 年到 ２０１８ 年ꎬ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文件都强调新环境下人才教育的定位与创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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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到 ２０１７ 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ꎬ以及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刚推出的«教育信息化 ２.０ 行动计划»ꎬ都强调通过大数据采集与分析ꎬ将人工智能切实融入实际
教学环境中ꎬ实现因材施教、个性化教学ꎮ 在现有发展趋势下ꎬ传统专业不能与新环境新政策进行
融合ꎬ民办高校没有自己的办学特色ꎬ必然要被社会所淘汰ꎮ 人才培养体系、课程改革与建设有没
有成效ꎬ直接关系到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ꎮ 而工商管理专业作为一个跨多学科的老牌专业ꎬ涉及管
理学、统计学、经济学等ꎬ学生所学知识广泛而不精通ꎬ课程体系普通比较杂、空洞ꎮ 理论课程通过
课堂精讲就可以理解和运用ꎬ但是实践类课程如何使教学效果理想化ꎬ让学生真正掌握学习技能ꎬ
往往流于形式ꎮ 许多实践类课程基本上为了教学而学习ꎬ学生被动的吸收知识ꎬ课后不懂运用ꎬ这
就导致学生在就业时与企业严重脱节ꎮ

二、大数据时代应用型大学实践教学改革面临的问题

２０１７ 年中国互联网学习白皮书显示ꎬ中国在线育用户规模达 １.４４ 亿ꎬ未来在线教育市场将以
超过 ２０％的增速发展ꎬ在线教育开始迈进“个性化”时代ꎮ 学生通过互联网可以快速获取海量知
识ꎬ这给传统的以教师为主导的课堂带来巨大冲击ꎬ更对实践类课程体系的改革起到警示作用ꎮ

(一)学生主体学习意识不强ꎬ学习型导向不突出

工商管理专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ꎬ许多知识和技能只有在实践实训锻炼中才能掌握ꎮ
目前ꎬ虽然实践类课程安排有相应课时的实践、实验环节ꎮ 但大部分院校的实践环节大多安排在实
训教室或是通过实验室来实现ꎬ比如仿真模拟教学软件ꎮ 因此ꎬ在教学中ꎬ依然是以教师教学为主
导ꎬ学生被动地吸收知识和技能ꎮ 有些实践环节甚至是为了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而实践ꎬ学生的主
体性受到限制ꎮ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过于注重期末考试成绩ꎬ而非为了自我提升或学习技能而进行
的自主学习ꎮ

(二)培养模式单一ꎬ过于强调知识导向

大数据背景下ꎬ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更加便捷ꎬ慕课、微课、移动学习等新理念的提出ꎬ使互联
网上的教育资源也变得极为丰富ꎬ也为改进传统实践类课程教学提供了契机ꎮ 如果课堂教学只是
简单的知识灌输ꎬ学生自愿接受知识的可能性会越来越低ꎮ 信息化 ２.０ 时代的到来也给传统的课
堂教学的带来巨大的调整ꎬ越来越多的网络教育资源的涌现ꎬ给学生们提供更多的选择ꎮ 因此ꎬ更
多的院校特别是应用型本科院校也逐渐认识到实践教学的重要性ꎬ如何通过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
综合应用能力ꎮ 这就要求专业的培养模式必须进行课程群的分类和细化ꎬ如何使实践类课程的具
体应用和实施落到实处ꎬ而不仅仅依托于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教学ꎮ

(三)培养方案目标定位空泛ꎬ输入导向明显

民办本科教育发展初期ꎬ民办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基本是仿效学术型高校培养方案ꎬ过度
强调理论教学ꎬ重知识传递ꎬ轻能力培养ꎬ更是忽视了学情基础和社会需求ꎮ 特别是对实践类课程
的建设过程不够重视ꎮ 工商管理专业作为一级学科ꎬ不同其他二级学科(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等专
业)ꎬ其核心课程通常也是二级学科的专业核心课ꎬ专业能力的培养也类似于二级学科ꎬ因此ꎬ在课
程体系设置中ꎬ许多学生对专业课认识不清ꎮ 许多院校的工商管理专业没有针对职业岗位能力进
行顶层设计ꎬ课程体系设计模糊不清ꎬ考试模式基本一致ꎬ理论课程、实践、实验课程没有界限ꎬ实践
类课程少且流于形式ꎬ特色不鲜明ꎬ教学目标比较空泛ꎬ依旧呈现出输入导向的情形ꎮ 虽然ꎬ根据
«中国民办本科教育质量报告(２０１６)»的数据显示ꎬ８０％的民办本科院校将职业资格的获取纳入人
才培养方案的毕业要求ꎬ毕业生能够实现毕业即上岗ꎮ 但是仍然需要院校严格把关人才培养方案ꎬ
界定课程群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ꎮ

(四)部分教师实践教学意识强ꎬ但能力薄弱

大部分应用型大学成立较晚ꎬ发展至今只有 １０ 来年ꎬ因此ꎬ院校的教师呈现出年轻化的迹象ꎮ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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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青年教师普遍实践教学意识强但能力弱ꎬ主要源于师资队伍建设不匹配ꎮ 体现在专任教师偏
少ꎬ特别是高学位高职称教师及中年骨干偏少ꎬ另一方面ꎬ专业委员会中青年教师、低学位甚至无学

位、外聘教师偏多ꎮ 有些青年教师想开展实践教学ꎬ但是可利用资源偏少ꎬ且社会实践经验不足ꎮ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ꎬ其实给这些青年教师提供了更多的可利用资源ꎬ但是在如何开始创新教学方
面ꎬ还需要前辈们的指引和领导ꎮ

三、基于大数据的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构想

“十二五”期间ꎬ一批民办本科院校通过参加教育部新建本科院校合格评估ꎬ实现以评促建、评
建结合ꎬ在“地方性、应用型”导向下ꎬ逐步加深了对应用型本科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认

识ꎬ实现了从“输入导向”向“产出导向”ꎬ从“知识导向”向“能力导向”ꎬ从“教学导向”向“学习导

向”的三大转变ꎮ

(一)构建以“学习需求为导向”的实践教学模式

«教育信息化 ２.０ 行动计划»强调通过大数据采集与分析ꎬ将人工智能切实融入实际教学环境

中ꎬ实现因材施教、个性化教学ꎮ 未来ꎬ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广泛应用能够实时精准掌握教学状况ꎬ
提供相对应的教学资源ꎬ将知识资源数字化ꎬ让学习更有效ꎮ 因此ꎬ各大高校必须想方设法落实人
工智能＋教学的变革ꎮ

实践教学是本专业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创新型管理人才的关键环节ꎬ要广泛开展模拟实验教学

法、情景模拟法、案例教学法、驱动式教学法等措施ꎮ 全面贯彻“以学生为主体ꎬ以教师为主导”的理
念ꎬ鼓励教师致力于实践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实践ꎬ根据学科、专业、课程特点ꎬ针对不同学生层次、不
同学习阶段ꎬ注重不同形式教学方法的创新性使用ꎮ 从而ꎬ进一步建立完善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ꎬ
确保课堂教学向“学习导向”转变ꎬ从以“教”为主转向以“学”为主ꎬ激发学生学习热情ꎮ 并通过丰

富课堂教学手段ꎬ如情景模拟、角色扮演、案例讨论等ꎬ加强师生互动ꎬ提高学生的上课积极性ꎬ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把创设以学为主的“学习需求导向”的课堂教学模

式作为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的主要途径ꎬ从而实现翻转课堂的教学思想ꎬ以推进工商管理专业的教学

质量改革ꎮ

(二)强化以“能力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建设

面向新时代和信息社会人才培养需要ꎬ在人才培养模式上ꎬ融合人工智能ꎬ实现“知识导向”向
“能力导向”转变ꎮ ２０１８ 年湖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公告中ꎬ学生通过参加互联网＋大赛ꎬ把许
多虚拟的产品、设计变成现实ꎮ 新时代的优秀人才固然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技能ꎬ但更需具备创新

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协作沟通能力、自主学习与发展能力等一系列新型特质ꎬ人才培养模式的宗

旨应该是能力先于知识ꎬ而不是知识先于能力ꎮ 同时ꎬ积极与其他兄弟院校或向行业企业合作教

育ꎬ加强校内实习实践基地的建设ꎬ依据“产业＋企业＋专业”的产学研的实践人才培养模式ꎬ实施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订单式人才培养ꎮ 进一步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能力ꎬ增加实践教学投入ꎬ提高实

践教学的有效性ꎬ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和素质教育ꎬ培育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ꎬ使“能
力导向”的培养模式得到较好落实ꎬ以全面推动实现“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的进程ꎮ

(三)搭建以“产出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

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迅猛发展ꎬ将深刻改变人才需求和教育形态ꎮ 在当前形势下ꎬ
许多应用型高校工商管理专业开展创新创业人才培养ꎬ使培养方案由“输入导向”向“产出导向”转
变ꎬ对相应的职业岗位能力进行顶层设计、课程体系建设和考试模式改革ꎬ按照培养应用型、创新型

人才体系建设目标落实综合实训课程ꎮ 课程建设应与专业建设同步推进ꎬ努力搭建知识、能力、素
质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的课程体系ꎮ 积极推进优质课程、精品课程建设ꎬ为其他课程起到带动作用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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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丰富理论和实践教学形式ꎬ积极开展多种类型的专业实践教学内容ꎬ加强实践类课程群建
设ꎬ并逐渐形成优秀的课程群ꎬ为学生参加各类大赛(如案例分析大赛、创新创业大赛)做准备ꎮ 基
于大数据的高度精确的过程化评价ꎬ构设全程能力考核评价、教学策略优化方法和教学质量持续提
升机制ꎬ实现差异化教学和个性化学习ꎬ以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为突破口ꎬ全面推进
研究型教学ꎮ

(四)创建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

大数据、物联网的飞速发展ꎬ对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ꎮ 制定“中青年教师培养办法” “‘双师
型’教师资格评定办法”等与实践教学相关的文件ꎬ从而推动实践教学师资队伍的建设ꎮ 着力规范
和加强实践、实验教师的培训工作ꎬ比如支持与鼓励中青年教师参加与实践教学相关的高端学术研
讨会ꎬ鼓励中青年教师赴国内外知名学府或研究机构攻读学位、从事博士后研究、进修、访问学者等
形式接受继续教育ꎻ由学术带头人或高水平教授开展定期的系列实践教学相关的知识讲座、培训和
教学课程指导ꎬ做好对青年教师的传、帮、带工作ꎬ以提高青年教师的素质和实践教学的水平ꎬ推进
实践教学队伍建设ꎬ推动实践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上层次、上台阶ꎮ 并积极鼓励老师向“双师型”转
变ꎬ增加企业锻炼机会ꎬ加强教师队伍的社会实践能力ꎬ从而推动课堂实践教学ꎮ 结合大数据时代
背景ꎬ合理分析、科学研究课程群建设ꎬ通过理论和实践教学改革有效尝试课程群建设的具体方法
和手段ꎮ

综上ꎬ在教育信息化 ２.０ 行动计划的推动实施下ꎬ让技术引领教育变革ꎬ技术推动教育变革ꎬ技
术实现教育变革ꎬ最终构建起“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ꎬ建成“人人皆学、处处
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ꎬ为培养一批新时代需要的创新人才奠定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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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背景下高校辅导员工作路径的探索与创新

徐　 燕　 邹之恒

摘　 要: 高校辅导员作为与大学生接触最多的老师ꎬ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辅导员充分利用互联

网的新媒体新技术ꎬ通过扮演“云督学”、“云指导”、“云先锋”、“云呵护”、“云超人”对学生开展思想引

领、学习指导、生活辅导、心理咨询等工作ꎮ 辅导员甚至有了“云上飞人”的称号ꎬ他们在疫情期间迎新挑

战ꎬ较好地运用“互联网＋思政教育”路径来实现工作职责的延伸和转变ꎮ
关键词: 疫情ꎻ高校辅导员ꎻ互联网＋思政教育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５　 　 　 　 文献标识码:Ｃ　 　 　 文章编号:４２００￣２０１８２０５(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３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人民战和总体战中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ꎬ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ꎮ 为进一步落实教育部“停课不停教ꎬ停课不

停学”的工作精神ꎬ提升抗击疫情期间学生思政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ꎬ高校辅导员作为与

大学生接触最多的老师ꎬ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高校辅导员在疫情期间主动学习新媒体知识ꎬ运用互联网新媒体ꎬ发掘思政教育新载体ꎬ尝试

“互联网＋思政教育”的可行路径ꎬ将所学知识与 ＱＱ 群、微信群、官网、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相连
接ꎬ转变传统的以线下面对面为主加线上交流的工作模式为单一线上交流为主体的思政辅导工作

模式ꎬ更新工作方法和策略ꎬ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水平ꎬ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成长ꎮ 新冠疫情让学生们

只能居家“云学习”ꎬ老师们也只能居家“云办公”ꎬ以力保“延期不延教”“停课不停学”ꎮ 作为高校
辅导员ꎬ疫情期间似乎比办公室上班还要忙碌ꎮ 他们与学生同心战“疫”ꎬ扮演着诸多“云”角色ꎬ这
也是对辅导员工作的新挑战ꎮ 如何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新形势下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
新ꎬ疫情期间辅导员积极调整ꎬ主动应对ꎬ运用“互联网＋思政教育”新路径、新载体来实现工作模式

的有效实践与创新ꎮ

一、疫情期间辅导员扮演“云督学”ꎬ督促学生线上课堂“云打卡”

今年二月中下旬以来ꎬ各大高校相继开始网上教学ꎬ各类课程通过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正保网中

网、优学院、Ｋａｐｌａｎ 中信楷岚平台、钉钉、腾讯会议、ＱＱ 群等其他即时通教学方式顺利开课ꎮ 高校院

系在抓好教师管理的同时ꎬ对学生管理也丝毫没有松懈ꎬ力保“延期不延教、停课不停学”ꎮ 辅导员

不仅要完成学生每天的健康信息填报ꎬ还要扮演“云督学”ꎬ督促学生线上课堂“云打卡”ꎬ加强与教
师、学生及家长间的沟通ꎬ协助教师进行课堂管理ꎬ及时掌握学生学习动态ꎮ 院系主管学生工作的

总支副书记带领辅导员一起下沉到班级课程群ꎬ跟着学生一起打卡上课ꎬ同学们对于各类学习软件
的使用情况、学习的适应情况、对线上教学的建议等由辅导员老师及时掌握并积极上报ꎬ实现学工

与教学的联动ꎬ为线上课堂“保驾护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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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疫情期间辅导员扮演“云指导”ꎬ引导学生共同打造“云班会”

辅导员要借助疫情的契机ꎬ开展丰富的学生思政教育工作ꎬ扮演“云指导”ꎬ与学生齐心共同打
造“云班会”ꎮ 疫情既是一次灾难ꎬ也是一次教育的良机ꎮ 党领导人民抗击疫情的伟大实践ꎬ是一部
生动鲜活的爱党和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教材ꎬ是一堂感人至深的爱党和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大课ꎮ 辅
导员要借助疫情的契机ꎬ利用开展“共抗疫情ꎬ爱国力行”主题团日活动ꎬ“学总书记回信ꎬ话青春担
当”主题班会等形式教育学生明白责任与担当的重要ꎬ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ꎮ 辅导员可以
本次疫情为课本ꎬ以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英雄们为例ꎬ教育引导学生学会奉献ꎬ学会承担社会责
任ꎬ将自己的人生规划和社会、国家需要结合起来ꎬ坚定理想信念ꎬ勇立潮头敢担当ꎮ

辅导员要善于利用组织学生参加收看“全国大学生同上一堂疫情防控思政大课”的时机ꎮ 通过
艾四林、秦宣、王炳林、冯秀军四位教授的讲授ꎬ引导同学们真学真信真懂、通过知名教授解读党中
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ꎬ分析中国抗疫彰显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
著优势ꎬ讲述防疫抗疫一线的感人故事ꎮ 思政大课后组织召开“云班会”ꎬ通过学生座谈和讨论的形
式ꎬ相互交流观后感ꎬ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优势转化为支持防疫斗争的强大力量ꎬ引导广大学
生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ꎬ在战“疫”中坚定信心、不负韶华ꎬ要以强烈的
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ꎬ立足本职ꎬ从我做起ꎬ为全面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应有的贡献ꎮ

三、疫情期间辅导员扮演“云先锋”ꎬ宣传学生抗疫典型“云榜样”

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ꎬ具有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特点ꎬ
他们是优秀的共产党员ꎬ也是高校在疫情期间的一支重要的先锋队ꎮ 党有号召、必有行动ꎬ他们第
一时间学习、第一时间向同学们传达党中央防控疫情最新要求ꎮ 疫情发生以来ꎬ辅导员们便自觉投
入到疫情中的学生日常教育管理工作中ꎬ每天的健康打卡提醒和答疑解惑ꎬ各种云上班会、云上支
部会、云上年级会、云上学工会、云上课程、云上分享ꎬ辅导员们成了“云上飞人”ꎮ

抗击病毒的战斗中ꎬ每个人都是“战疫者”ꎬ也涌现出一批表现突出的大学生“战疫”志愿者ꎮ
他们有人坚守生产一线保障物资供应ꎬ有人募集捐款缓解医院燃眉之急ꎬ有人加入志愿防疫队伍服
务社区ꎬ还有居家自我隔离的每一个人ꎬ都为疫情防控贡献了一份力量ꎮ 无数个平凡人ꎬ无数件平
凡事ꎬ小善汇聚成大爱ꎬ终将汇聚成战胜病毒的力量ꎮ 辅导员们不仅要向学生宣传介绍身边投身抗
疫工作中志愿者的先进事迹ꎬ还要推荐那些合理安排学习生活的优秀个人ꎬ让学生主动自觉地向先
进、向模范们学习ꎬ大力表扬在抗疫一线无私奉献的典型学生“云榜样”ꎮ

四、疫情期间辅导员扮演“云呵护”ꎬ打造学生心理健康“云港湾”

辅导员要学习疫情期间的预防知识和心理学的相关知识ꎬ指导学生在疫情期间学会处理心理
创伤和心理负面情绪ꎬ同学们要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ꎬ学会积极调适自己的心理情绪ꎬ知道有哪些
调适和应对的方法ꎮ

首先ꎬ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ꎮ 比如我们会出现担心、恐惧、怀疑、焦虑、愤怒、无助感、无力感、没
有安全感等ꎬ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让我们有太多的不确定感ꎬ因为对病毒的不了解ꎬ这是正常人大
都会有的心理反应ꎮ 只是不同的人其程度和形式ꎬ持续时间的长短不一样而已ꎮ 其次ꎬ积极地用其
他方法来调适自己的心理情绪ꎮ 照顾好自己ꎬ饮食与作息要规律ꎬ睡眠时间每天不少于 ７ 小时ꎮ 了
解新冠肺炎的预防知识ꎬ做好室内消毒和安全防护ꎬ如少出门勤洗手带口罩ꎬ定期通风换气ꎬ在家里
是安全的ꎮ 减少对负面信息和负面情绪的关注ꎬ如少刷手机、少看相关视频等ꎮ 转移注意力ꎬ做其
他有益的事情ꎬ如锻炼身体、写日记、做家务、追剧、唱歌、练字、与朋友电话聊天、打游戏等ꎬ可以有
效缓解自己的心理压力和心理不适ꎮ 再次ꎬ重新找回自己内在的资源优势ꎬ转变负面情绪为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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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ꎮ 转变负面情绪为积极的情绪是比较难的ꎬ比如可以通过追溯自己既往的、成功克服困难的事
件ꎬ发现自己内在的资源和优势ꎬ找回自己生命的力量ꎬ同时也找回安全感、确定感、和对自己当下
生活的掌控能力ꎮ 相信自己有能力处理好疫情中碰到的困难和问题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ꎮ 例如ꎬ有
人会通过回忆自己在高考前的那段经历ꎬ当时那么的困难ꎬ自己可以用意志力、坚持不懈、积极进取
勤奋学习、甚至每天只睡 ４ 小时等ꎬ去战胜对高考的恐惧和困难ꎮ

五、疫情期间辅导员扮演“云超人”ꎬ帮助学生及时答疑“云在线”

辅导员的工作十分繁忙ꎬ也十分重要ꎬ不仅需要有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扎实工作能力ꎬ还需要有超
于常人的精力和耐心ꎬ手机要保持 ２４ 小时开机ꎬ随时准备处理学生的日常工作和突发事件ꎬ这是对辅
导员的工作要求ꎬ也是辅导员对学生责任心、爱心的体现ꎮ 辅导员在疫情期间要保持工作“云在线”ꎬ
确保“不掉线”ꎮ 辅导员要对学生提出一些建议和要求ꎬ帮助学生克服疫情期间的各种困难ꎮ

首先ꎬ帮助学生能以积极的、乐观的心态来面对疫情中碰到的困难和问题ꎮ 相信国家、社会各
届会对我们湖北人民的支持和帮助ꎬ相信自己和家人的力量ꎬ日子会好起来的ꎬ所有的困难和问题
都将能得以解决ꎬ都将会过去ꎮ 其次ꎬ帮助学生尽早确定自己的学业目标和奋斗方向ꎬ并以此合理
规划、安排在家的学习时间和学习内容ꎮ 不要忘记自己是一名大学生ꎬ如果不是疫情的发生ꎬ你们
本该坐在教室里认真学习ꎬ不要让自己的青春轻易的浪费掉ꎬ请同学们一定要珍惜时间、不负韶华ꎮ
再次ꎬ帮助学生多为家长分担家务ꎬ减少不必要的消费ꎬ养成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ꎮ 从精神上、经济
上、家务事上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多分担一些ꎬ多承担一些ꎮ 目前全国都在积极的复工复产ꎬ但对
湖北地区的人在用工方面存在一定的偏见ꎬ相对工作机会也要难一些ꎬ请同学们要体谅父母的不
易ꎮ 最后ꎬ帮助学生继续在家里做好对新冠疫情的防护工作ꎮ 目前疫情还可能反复ꎬ千万不可大
意ꎬ做到勤洗手、少出门、不聚餐、带口罩等ꎮ 无论学校何时开学ꎬ因为暂时还不确定具体开学的时
间ꎬ学校都将会按照既定的教学安排完成好教学工作ꎮ

疫情期间ꎬ高校辅导员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新媒体新技术ꎬ通过扮演“云督学” “云指导” “云先
锋”“云呵护”“云超人”对学生开展思想引领、学习指导、生活辅导、心理咨询等工作ꎮ 辅导员甚至
有了“云上飞人”的称号ꎬ他们在疫情期间迎新挑战ꎬ较好地运用“互联网＋思政教育”路径来实现工
作职责的延伸和转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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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ｙ ｔａｋｅ ｆｕｌ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ｏ ｏｆｆｅｒ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ꎬ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Ｃｒｏｗｎｅｄ ａｓ ｔｈｅ “ ｃｌｏｕｄ ｓｕｐｅｒｍａｎ”ꎬ
ｔｈｅｙ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ｏｏｓｔ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ｊｏｂꎬ ｓｏ ａｓ ｔｏ ｒｉｓｅ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ꎻ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ｓꎻ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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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ＯＢＥ 理念的经济学课程混合式教学设计

徐艳兰

摘　 要: 基于 ＯＢＥ 理念进行经济学课程混合式教学设计ꎬ围绕“预期学习成果设定—达成方式设计—达

成度评价”的思路ꎬ通过对教学流程、教学内容、教学活动的设计和经济学课前、课中、课后的教学实践ꎬ
使预期学习成果得以实现ꎬ最后通过教学评价来检验预期学习成果的落实程度ꎬ并据此修正教学设计的

各个步骤ꎬ提出五条建议:激发学生兴趣是关键ꎻ教师的学识与付出是保障ꎻ校方支持是动力ꎻ教学环节

的精心设计是途径ꎻ学生的学习产出是归宿ꎮ
关键词: ＯＢＥ 理念ꎻ经济学课程ꎻ混合式教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２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４２００￣２０１８２０５(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４

２０１８ 年春ꎬ国家首个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国家标准颁布ꎬ明确提出大学本科专业教育质量评价
要突出学生中心、突出产出导向、突出持续改进ꎮ 其中突出产出导向(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ｂａｓ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ＯＢＥ)即切实提高人才培养的目标达成程度、社会适应度、条件保障度、质保有效度和结果满意度的
“五度”要求ꎬ“五度”要求呼唤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和教育教学方式的变革ꎮ “互联网＋”时代的到
来使混合式教学正在成为未来教育的“新常态”ꎬ如何在 ＯＢＥ 理念下进行混合式教学设计ꎬ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ꎬ切实实现“五度”要求ꎬ是摆在高校教育工作者面前的大事ꎮ

西方经济学是高等学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ꎬ在整个学科体系以及人才培养上占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ꎬ其学习效果直接关系到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ꎬ也直接影响学生的专业素养ꎮ 本
文以 ＯＢＥ 理念为指导ꎬ探求经济学混合教学模式ꎬ围绕“预期学习成果设定—达成方式设计—达成
度评价”的思路ꎬ通过对教学流程、教学内容、教学活动的设计和经济学课前、课中、课后的教学实
践ꎬ使预期学习成果得以实现ꎬ最后通过教学评价来检验预期学习成果的达成度ꎮ

一、ＯＢＥ 理念与混合式教学设计的内涵

ＯＢＥ 理念最早于 １９８１ 年由 Ｓｐａｄｙ 提出ꎬ其内涵是以预期学习成果为驱动进行反向教学设计ꎬ
尊重个体差异ꎬ强调能力本位ꎬ主张用学习成果反馈来评价和改进原有的教学设计ꎮ 这里的学习成
果不仅仅指知识的习得ꎬ更强调能力的获取ꎬ不仅仅指了解和掌握ꎬ更强调领悟与内化ꎬ不仅仅是碎
片化的信息ꎬ更强调知识体系的建构、重组与持续改进ꎮ 现行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也已不仅仅停留在
“在线教学与面授教学的混合”ꎬ更强调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生源之间的“交互”ꎬ不再是教师主导
的灌输ꎬ更关注学生个性化知识的习得与创造性知识的生成ꎮ 不仅仅有总结式的试卷评估ꎬ更强调
行程式评估ꎬ是一种“少教多学”的学生高度参与的深度学习体验ꎬ强调能力发展ꎬ在理念上与成果
导向教育有一定的相通之处ꎮ 将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应用到混合式教学中ꎬ对于优化和改进教学具
有很大的借鉴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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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 ＯＢＥ 理念的混合式教学设计框架

基于 ＯＢＥ 理念的混合式教学围绕“预期学习成果设定—达成方式设计—达成度评价”的思路
展开ꎮ 整个过程遵循“反向设计”的原则ꎬ以学生的“学”为中心ꎬ进行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ꎬ通过评
价学生学习成果达成度来改进原有的教学设计和修正预期学习成果(见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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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　 基于 ＯＢＥ 理念的混合式教学设计框架

１.预期学习成果设定ꎮ 预期学习
成果必须符合人才培养目标ꎬ人才培
养目标设定时要充分考虑社会教育
的需要、行业发展需要、学校人培需
要和学生发展需要ꎬ预期学习成果既
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内化需求ꎬ也是人
才培养目标的体现ꎮ 教师应结合人
才培养目标ꎬ从学习者的角度ꎬ预设
学生参与课程学习能够获得的关键
性学习成果和产出ꎬ思考学生应训练
哪些方面的能力和思维ꎬ如学生通过
课程学习最需要掌握什么知识? 可
行的方法有哪些? 要锻炼什么能力?
学生学习中的关键难点会在哪里?
如何判定学生学习成果的实现程度?
为了实现预期学习成果ꎬ学生需要有
哪些关键性产出? 如何有效地帮助
学生取得这些学习成果?

２.达成方式设计ꎮ 主要是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实践ꎬ其中混合式教学设计包括教学流程、教学内
容和教学活动设计三个方面ꎮ 混合式教学实践则可分课前、课中、课后三阶段展开ꎬ教学设计贯穿
于整个教学实践ꎮ 在“互联网＋”时代ꎬ教师由知识的传递者转变为学习的设计者和支持者ꎬ主要任
务是引导、协助学生完成预期学习任务ꎮ 其工作内容主要有:发布任务ꎬ学情分析ꎻ资源推送ꎬ知识
分享ꎻ创设情境ꎬ设疑启发ꎻ收集数据ꎬ集中答疑ꎻ数据评价ꎬ归纳总结ꎻ作业发布ꎬ在线答疑ꎻ学生诊
断ꎬ个性辅导等ꎮ 学生是学习的主导者和内推力ꎬ学生的“学”主要表现在:观看视频ꎬ交流探讨ꎻ进
入情境ꎬ探究学习ꎻ质疑问难ꎬ在线实训ꎻ成果展示ꎬ互评共享ꎻ寻求辅导ꎬ自我评价ꎻ课后练习ꎬ笔记
整理ꎻ反思内化ꎬ巩固提高等ꎮ

３.达成度评价ꎮ 达成度评价主要检验预期学习成果的实现程度ꎬ包括评价维度和评价方式两
方面ꎮ 达成度评价维度应从知识、思维和能力多维度来考察预期学习成果产出的过程和结果ꎬ以实
现原有教学设计的修正和预期学习成果的持续改进ꎮ 达成度评价方式也不仅仅指试卷或课程论文
等终结性的评价ꎬ还包括形成式评估成果等ꎮ

三、基于 ＯＢＥ 理念的经济学课程混合式教学的实施

(一)符合 ＯＢＥ 理念的经济学课程教学目标的设置

教师首先要根据经济学课程教学的要求和人才培养的目标ꎬ对教学应达到的知识能力及实践
水平有清楚的构想ꎬ然后寻求适宜的教学设计来保证预期目标的实现ꎬ并设法使学生将预期目标内
化为自身的预期学习成果ꎮ 一般来讲ꎬ经济学教学的预期目标如下:培养学生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
和方法ꎬ以及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与管理问题的专业能力ꎻ培养学生具备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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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思维以及遇难必解的精神ꎻ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精神、自尊自信精神、持续发展能力
及终身学习意识ꎮ

相应地ꎬ本课程教学预期学习成果包括:具有能适应现代社会、行业发展的良好的心理素质ꎻ具
备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及良好的沟通能力ꎻ具有经济思维能力ꎬ能在现实生活、学习和工作中自觉地
运用经济学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ꎻ具有有效计划和有效管理自己时间的能力ꎻ具有开拓创新精
神ꎬ以及团队合作精神ꎬ能够协调好企业管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ꎻ具有较好的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ꎬ
获得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ꎻ具有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方法和撰写研究论文的能力ꎮ

(二)经济学课程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实践

１.教学设计ꎮ 经济学课程混合式教学设计分课前准备、课中线上线下教学和课后拓展延伸三
步骤进行ꎬ具体流程、内容及活动如图 ２ 所示ꎮ

!"：$%!&
'(，*+&,-.

/0$%

!"：$%&'

12
34

56

7*89
!

"
#

$

!(：)*+,

!
%

：
'

(
)

*

&:：;<&,
.=>?@
.ABCD
.EF1G
.HIJK

1
2
3
4

&:：LM/NOPQ
RSTU，VBCW&
,BX

!"：;<YD
.Z[\>
.S]^_
.&`ab
.cdefgKh

1
2
3
4

!"：
.ijkl
.*+Dm
./nop
.qr!&
.sltu

1
2
3
4
5

&:：
.vPkl
.ABDm
8wx6
.yz{|
.}~tu

1
2
3.
4
5

!"：efM�
.Kh��,gh56
.��`�,�IM�
.���p,�I7*

1
2
3

&:：��&,
.r�`�，��&,
.��EF，�S��
.��*�，89G�

1
2
3

图 ２　 经济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

２.教学实践ꎮ 为考察混合式教学的教学效果究竟如何ꎬ课题组从四所独立学院选取了 １６ 个金
融学本科专业班级共 ７８４ 名学生作为样本ꎬ并将他们按班级分成两组ꎬ第一组(传统组)８ 个班共计
３９８ 人ꎬ坚持传统教学方法ꎬ第二组(实验组)８ 个班共计 ３８６ 人ꎬ进行混合式教学试验ꎮ 这 ８ 个班以
班为单位按照 ５~６ 人一组进行分组ꎮ 担任样本 １６ 个班教学任务的 ４ 名教师每校 １ 人ꎬ实行集体备
课和教学资源的共享ꎬ以保证实践结果的客观性ꎮ

由于经济学教学内容丰富ꎬ知识点繁多ꎬ这里以“税收归宿”章节为例进行混合式教学探索ꎬ其
他不再累述ꎮ

课前准备ꎮ 教师发布教学视频或提供 ＭＯＯＣ 资源ꎬ提出预测讨论题如下:①政府向买者或卖者
征税结果有区别吗? 是否向买者征税税收由卖者承担ꎬ向卖者征税税收由买者承担? ②政府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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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市场规模会发生变化吗? 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会产生什么影响? 学生接收到预习思考题后ꎬ
普遍会做出初步的设想ꎬ绝大部分学生会认为向买者和卖者征税结果是不一样的ꎬ其中大部分学生
会认为向谁征税谁承担的赋税会更多ꎬ也会模模糊糊地认为市场规模会变化ꎬ但对于生产者和消费
者剩余的变化往往不很明确ꎮ

线上教学ꎮ 学生带着问题观看教学视频并进行网上答题和互评ꎬ将学习结论与原来的设想进
行比较ꎬ发现偏差ꎬ同时会提出质疑ꎬ如:为什么无论向买者还是卖者征税其结果是一样的呢? 税收
为什么更多地由买者(或卖者)承担呢? 为什么政府收税后市场规模会变小ꎬ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
会减少? 教师在线监测学生观看视频的情况ꎬ尤其是重复播放较多的视频段ꎬ发现学生的疑惑点ꎬ
查看学生在线讨论互评的记录ꎬ甚至参与学生的讨论ꎬ及时肯定学生创造性的解答ꎬ进行学情诊断ꎮ

线下教学ꎮ 教师有针对性地进行重点知识的串讲并归纳提炼ꎬ同时设疑启发ꎬ如“税负的多少
与什么有关?”“无谓损失的大小由什么决定?”“政府税收收入与无谓损失的关系是怎样的?”“有没
有可能征税后没有无谓损失的情况? 此时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福利以及社会总福利水平会发生什么
变化?”“政府税收收入与税收规模的关系是怎样的?”请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ꎬ鼓励举手发
言ꎮ 教师集中各组的典型观点ꎬ借助经济模型深入地对上述问题进行讲解ꎬ提炼出核心结论ꎮ 同时
提醒学生课后完成在线测试题ꎬ这里的测试题相较于预测题难度应有所提升ꎬ强调本节知识点的综
合考核和实践应用ꎬ问题可以是经济案例分析或比较扩散性思维的运用ꎬ如“情侣分手后男女双方
谁更痛苦? 如何减少痛苦?”等ꎮ

课后延伸拓展ꎮ 教师发布在线测试题ꎬ评阅检验学生完成情况并作好记录ꎬ约定答案发布时间
并进行个别辅导ꎬ撰写课堂小结和教学心得ꎮ 学生如期完成测试ꎬ结合参考答案进行反思内化ꎬ完
成笔记整理ꎬ必要时向老师或同学寻求辅导ꎮ

(三)经济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效果评价

传统组期终考核采用平时成绩 ３０％＋期末试卷成绩 ７０％的方式进行ꎬ其中平时成绩由课堂考
勤 １０％和平时作业 ２０％构成ꎮ 实验组考核采用行程式评估 ５０％＋期末试卷成绩 ５０％的方式进行ꎬ
其中行程式评估成绩由观看视频时长及参与讨论发言情况(２０％)、在线测试成绩(１０％)、小组成员
贡献度互评(１０％)和教师综合评价(主要从综合考勤、质疑频次及思考度等方面)(１０％)四部分构
成ꎮ 两组期末试卷与考试时间均相同ꎮ 下面从成绩(知识)、满意度(思维)、持续改进(能力)三方
面对两组教学效果进行比较ꎮ

１.成绩(知识)ꎮ 由于两组考核方式及成绩构成比例不同ꎬ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ꎬ仅以期末卷面
成绩进行分析比较ꎮ 数据显示ꎬ实行混合式教学的教学效果明显优于传统组ꎬ平均分相差 １１.４９ꎬ标
准差系数相差 ５.０６％(见表 １)ꎮ

表 １　 传统组与实验组经济学期末成绩比较

　 平均分 最高分 最低分 标准差 标准差系数

传统组 ９４.７１ ９９ ５３ ６.８３ ７.２１％

实验组 ８３.２２ ９７ ２７ １０.２１ １２.２７％

２. 满意度(思维)ꎮ 思维维度的评价可从学生协作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的增强、学习兴趣和自
信心的提升等方面体现ꎬ综合显现为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满意度评价ꎮ 课题组期末对 ７８４ 名学生
进行了满意度调查ꎬ结果显示ꎬ采用混合式教学的实验组的学生对本课程的教学满意度明显高于传
统组(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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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经济学课程教学满意度调查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厌恶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传统组 １０１ ２５.３８ １５１ ３７.９４ ９２ ２３.１２ ４３ １０.８ １１ ２.７６

实验组 １６４ ４２.４９ １３１ ３３.９４ ７９ ２０.４７ １２ ３.１１ ０ ０

３.持续改进(能力)ꎮ 能力维度的评价可通过学习本课程后的表现及参加各类竞赛的积极性和
所获奖项来体现ꎮ 通过对四校 １６ 个班级的跟踪调查显示:实验组学生大部分能保持对后续专业课
程的学习热情ꎬ课堂参与度明显高于传统组ꎮ 而且对社会新闻和经济事件的关注度也明显高于传
统组ꎬ经常自觉地浏览重要的财经网站和时事新闻ꎬ且对经济学类书籍的阅读量和借阅频率也明显
高于传统组ꎮ 另外ꎬ参与学科竞赛的积极性也明显高于传统组ꎬ在每年例行的湖北省高校经济案例
分析大赛中ꎬ经过校内初赛ꎬ最终代表本校参赛的代表队竟然都是实验组所在班级的选手ꎬ且成绩
优秀ꎬ如武汉学院 ２０１５ 级代表队在队长纪和芳的带领下以一篇生动活泼又不乏知识性的“恋爱中
的经济学”案例一举夺得省冠军ꎮ

四、结论及建议

基于 ＯＢＥ 理念的经济学课程混合式教学设计强调以预期学习成果为导向进行反向设计ꎬ尊重
知识内化规律ꎬ并用最终达成度来评价教学设计的优劣ꎬ实现预期学习成果的持续改进ꎮ 该教学设
计能大大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精神ꎬ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ꎬ有力地促进了学生
知识的内化吸收ꎬ锻炼了知识建构能力和创新能力ꎬ活跃了学习氛围ꎬ开拓了思维视野ꎬ改善了教学
效果ꎬ强化了学习目标的达成ꎬ使学生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ꎬ实现了“乐学”“活学”“学会”的良性
迭代循环ꎬ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模式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混合式教学设计需要一系列的保障支撑ꎬ课题组成员结合教学实际ꎬ提出了几
点建议ꎮ

激发学生兴趣是关键ꎮ 教师要想办法增加课程的吸引力ꎬ千方百计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参
与度ꎮ 要特别重视第一堂面授教学ꎬ用生动幽默而又不乏知识性的语言、时代感强而又富有启发性
的案例等唤起学生的求知欲ꎬ使学生“亲其师而重其教”ꎮ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适时肯定学生ꎬ
参与学生的在线讨论ꎬ及时总结学生中富有创造性的观点ꎬ公布作业优良学生名单和制作精良的
ＰＰＴꎬ对暂时落后和表现不够积极的学生进行个别辅导ꎬ使他们不至于“掉队”ꎬ可采取阶段性小测
试的方式督促学生持续学习ꎬ避免学生产生倦怠心理ꎬ使学生感觉到老师一直在身边ꎬ既是良师也
是益友ꎮ

教师的学识与付出是保障ꎮ 混合式教学表面上减轻了教师的负担ꎬ实则不然ꎮ 现在的学生获
取知识的途径很多ꎬ且勤思考好置疑ꎬ在线讨论也经常激起他们思想的火花ꎬ产生一些稀奇古怪的
发散性的问题ꎬ这就需要教师充分备课ꎬ除专业知识外ꎬ还需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搜集时事资料ꎬ做
到答疑解惑时理论联系实际ꎬ增强课程的吸引力ꎬ拓展学生思维ꎮ 另外ꎬ要实行 ＯＢＥ 理论下的个性
化教学和个性化评价ꎬ教师需花大量的时间监测学生在线学习的情况ꎬ在线批阅作业和查看在线讨
论ꎬ找出疑惑点以便面授时解惑ꎬ要及时肯定学生和个别辅导以保持学生学习的持久热情ꎬ还要进
行阶段小结以改进教学等ꎬ这些都会增加教师的负担ꎬ因此ꎬ混合式教学效果的好坏与教师的付出
是密不可分的ꎮ

校方支持是动力ꎮ 混合式教学对教学的软硬件条件提出了更高要求ꎬ平台的搭建和维护、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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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书的增加和更新、电子阅览室的扩建、成果显著的教师和学生的奖励等都离不开校方的支持ꎮ
另外ꎬ混合式教学班级人数控制在 ３０ 人左右为宜ꎬ人数太多无法保证教学效果ꎬ这就增加了教师和
教学资源的投入ꎬ增加了学校的运营成本ꎮ

教学环节的精心设计是途径ꎮ 成果导向尽管关注点在最终学习成果ꎬ但成果的实现与教学各
环节的精心设计是分不开的ꎮ 教学过程中学生主导性的发挥、教师引领度的把握ꎻ面授时教学内容
的取舍、重难点的突破ꎻ答疑解惑时适当的肯定与及时的诱导启发ꎻ评价时的客观公正和有据可查ꎻ
学生个性化学习的连贯性监测以及小组协作学习中成员的分工和贡献度统计等ꎬ每一环节都需要
进行精心设计ꎬ这是保证预期学习成果实现的途径ꎮ

学生的学习产出是归宿ꎮ ＯＢＥ 理念强调以预期学习成果进行反向教学设计ꎬ因此混合式教学
的成败起决于预期学习成果的实现程度ꎮ 除知识层面的成绩表现外ꎬ更注重的是终身学习能力的
提升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形成ꎮ 如前所述ꎬ基于 ＯＢＥ 理念的经济学混合教学实践证明ꎬ学生对后续
专业课的学习能保持持久热情ꎬ乐于表现和勇于探索ꎬ积极参与各项赛事且表现突出ꎬ社会责任感
和团队意识增强ꎬ这些都是预期学习成果的体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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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移动 ＡＰＰ 的微积分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吴小霞

摘　 要: 从教与学两个方面阐述微积分教学模式改革的研究动机ꎬ介绍了基于移动 ＡＰＰ 的混合式教学

模式的设计、具体课堂组织以及实施过程ꎮ 通过优课联盟、微助教、优学院等移动学习平台的教学实践

表明ꎬ该模式所构建的教、学、督、评相结合的教学实施体系ꎬ在培养大一新生自主学习能力性、增进师生

互动交流、改进教学评价、提升教学效果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ꎮ
关键词: 移动 ＡＰＰꎻ微积分ꎻ混合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４２００￣２０１８２０５(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４

微积分是数学学科的一门基础课程ꎬ是理工科、经济管理类等学科开设的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
课程ꎬ也是硕士研究生入学全国统一考试中必考课程ꎮ 通过微积分课程的学习ꎬ要求学生掌握微积
分的基本理论ꎬ能够利用其理论和方法分析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ꎬ为后续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
良好基础ꎮ

微积分课程具有理论抽象、计算繁杂的特点ꎬ在当前高校有限的课时下ꎬ传统课堂讲授表现出
来的是以概念、定理、性质为主的介绍ꎮ 通过对学生学习效果的问卷调研ꎬ发现学生在学习的过程
中对学微积分的目的和作用存在质疑ꎬ他们很难将微积分和所学专业建立联系ꎬ从而导致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对它不够重视ꎬ积极性不高ꎮ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开启ꎬ以“内容突出、短小精辟、学习便捷”为特点的网上视频教学改变
了传统课堂教学的面对面教室交流模式ꎬ学生通过互联网可以实现随时随地的自主学习ꎬ他们借助
的工具有很多ꎬ例如手机、平板、电脑等ꎮ 但是ꎬ纯粹的“线上教学”视频学习无法实现传统课堂师生
之间的面对面互动交流ꎬ不能有效地促成他们学习内容的内化ꎬ学习效果因此大打折扣ꎮ

随着“一屏三端”的教学模式的出现ꎬ如果将教室大屏幕、教师手机、学生手机以及教室电脑充
分利用起来ꎬ与传统课堂有效地结合ꎬ使互联网变成学生课堂学习交流的有效工具ꎬ实现课堂内外
信息的即时互动ꎬ则能有效地推动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改革ꎮ

本研究尝试通过引入教学平台”优课 ＵＯＯＣ”“优学院 ２.０”以及“微助教”ꎬ以«微积分(上)»的
教学短视频为学习资源ꎬ开展基于微视频课和移动 ＡＰＰ 的微积分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ꎬ将结合“线
上视频”学习与传统课堂ꎬ使二者相得益彰ꎬ目的在于探讨微积分混合教学模式的实现路径及教学
效果ꎮ 该混合式教学模式主要由线上教学、线下应用和课后实践三个环节构成ꎮ

一、微积分课程学情分析

在传统课堂上ꎬ几乎所有的数学老师喜欢采取“精讲细练”的教学方法ꎬ他们习惯于归纳、梳理
每一章节的重难点知识ꎬ整个教学过程以“教师讲解理论和例题解答ꎬ学生听课做课后练习”为主ꎬ
缺乏学生的理解接受过程ꎮ 学生的总体感觉是似乎听懂了ꎬ但是做起题来要么不知如何下手ꎬ要么
混淆概念、结论ꎬ错误百出ꎬ解决微积分问题困难重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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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机械听课”的学习方式加上微积分课程的难度系数高ꎬ导致学生课堂参与度不高ꎬ全程投
入的精力非常有限ꎬ学习的效果不甚理想ꎬ微积分挂科现象非常严重ꎮ 另外ꎬ由于不同的学生基础

不同ꎬ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不等ꎬ在目前高校提倡合班教学、课时压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ꎬ微积分课
程的教师无法及时掌握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ꎬ更是无法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ꎮ

二、基于微课和 ＡＰＰ 的微积分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

(一)教学设计

微积分是所有高校为大学一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学科基础课ꎬ分为上、下册两部分ꎮ 该课程的

教学目的在于ꎬ使学生掌握微积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具有比较熟练的运算技能ꎬ
为后续其他课程的学习打下数学基础ꎮ

本研究为了在有限的学习时间里夯实学生的微积分课程基础并有效提升他们的计算能力ꎬ将
«微积分(上)»的内容整合为函数、极限与连续、导数与微分、微分中值定理及导数的应用、不定积

分共 ５ 个章节ꎬ再将这些章节细化后制作成 ３０ 个微课视频开展教学研究ꎮ 针对每个微视频知识
点ꎬ建立题库ꎬ构建网上学习资源ꎮ

(二)教学平台介绍

微积分混合式教学课堂是基于 Ａｎｄｒｏｉｄ / ＩＯＳ 系统ꎬ并在终端选用合适的移动平台进行移动学

习ꎮ 教学可以选用优课联盟、优学院 ＡＰＰ、学习通或者微信里的服务号ꎬ这些教学平台除了具有传

统学习平台的在线视频教学功能外ꎬ还具有实时手机签到、投屏、分组讨论、互评打分、调查问卷、随
机点答、抢答、投票问卷以及学习评估报告等功能ꎬ使用简单便捷、功能齐全、趣味性强ꎬ能满足教师

和学生课堂内外的各项需求ꎬ并实现移动环境下的即时互动ꎮ 采用的软件分为教师端和学生端ꎬ首
先由授课老师在教师端创建课程或者创建课堂ꎬ课程或课堂创建发布后会产生唯一的二维码和课
程号ꎬ学生可以通过二维码的扫描加入班级或者由老师从后台分班导入学生名单ꎬ进入后即可下载

课程资源ꎬ进行自主学习并参加课堂活动ꎮ 这样ꎬ学生就可以通过访问平台网站或者 ＡＰＰ 实现随
时随地的学习ꎮ

部分教学平台的介绍如下:
１.优学院ꎮ “优学院”网络教学平台及其移动端 ＡＰＰ“优学院 ２.０”是一款网络学习软件ꎬ同时

支持移动端和电脑端数据资源实时同步更新ꎬ支持各种教学资源的上传ꎬ支持老师和学生的实时答

题互动ꎮ 该软件的“课程信息、单元学习、课程资源”板块可以帮助任课教师实现教学各种资源和数

据的在线共享ꎬ其“课堂”板块开通了点名、投票、抢答、选人、打分、个人作业、小组作业、讨论以及直
播功能ꎬ可以有效拓展课堂教学活动ꎮ

２.ＵＯＯＣ 联盟ꎮ “ＵＯＯＣ 联盟”是第一个全国地方高校优质慕课课程资源共享的平台ꎬ在国家相

关的政策的支持下ꎬ基于共创、共建、共享的原则ꎬ旨在集合全国地方高校优质教学资源ꎬ建设超大
规模的在线开放课程ꎬ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优课共建共享体系ꎬ为加入联盟的高校学生及所有社会

学员提供课程学习的服务ꎬ致力于提升服务社会的能力和地方高校培养人才的水平ꎬ促进高等教育
地区均衡化发展ꎮ

３.微助教ꎮ “微助教”为课堂教学系统ꎬ可以为上课老师提供直播、在线出题、看题和查看答题

数据、课堂签到反馈等服务ꎬ学生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助教服务号”加入课堂ꎬ实现签到、答题、讨论、
互评等操作ꎮ

(三)基于移动端教学模式的设计

基于移动学习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具体分为 ３ 个过程阶段ꎬ即课前阶段、课中阶段和课后阶段ꎮ
其中ꎬ移动在线学习主要在课前和课后两个环节中进行ꎮ 在此ꎬ教师应当注意到ꎬ学生课外由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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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原因ꎬ不一定有大块、连续、完整的时间能够用于学习ꎮ 因此ꎬ在资源创建和整理时ꎬ应主要以知
识点为单位ꎬ使学生便于进行碎片化的学习ꎬ以真正实现课余时间的最大利用ꎮ

１.微积分课前阶段ꎮ 老师在课前阶段ꎬ进行课前学习资源和学习任务的推送ꎮ 他们可以登录
ＰＣ 端进行课程资源的前期制作与整合ꎬ也就是备课阶段ꎬ在资源库中上传各种教学资料ꎬ包括电子
课件、教案、教学视频、教学大纲、练习等ꎮ 通过各个教学平台的即时发布ꎬ实现学生不受时空限制
的移动学习ꎮ 为了保证学习质量ꎬ学习资源时长不宜过长ꎬ每个视频微课控制在 ５ ~ １５ｍｉｎꎬ教师在
制作教学视频时ꎬ尽量以知识点为单位ꎬ保证学生有效时间内的学习效果ꎮ

学生完成预习任务ꎬ可以通过移动 ＡＰＰ 完成测试摸底ꎮ 这个前提是学生比较配合ꎬ最终平台能自
动形成整体统计分析和个人统计分析ꎮ 任课教师通过在讨论区设置活动ꎬ让学生对课前学习中遇到
的问题和困难通过文字、图片或者语音的方式进行留言交流ꎮ

２.微积分课中阶段ꎮ 老师在课堂上主要提供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的辅助学习模式ꎮ 教师可以对
微积分教学中较难易错的知识点和题目进行归纳和分类ꎬ 并精心设计课堂全过程ꎮ 其中ꎬ２ / ３ 的课堂
时间以教师讲解为主ꎬ根据学生课前任务完成和自我测试的情况ꎬ对正确率在 ６０％ 以下的知识进行详
细和重点讲解ꎮ 另外 １ / ３ 的课堂时间以自主学习为主ꎬ教师应引导学生对所学的知识点进行充分
的理解和把握ꎮ 在此过程中ꎬ可以利用移动 ＡＰＰ 中的抢答、打分、讨论、互评等游戏性很强的方式
完成课堂互动ꎬ系统会给予学生一定的励值ꎬ从而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信心ꎮ

除此之外ꎬ 基于 ＡＰＰ 软件的强大功能ꎬ 教师还可以通过手机移动终端发起签到ꎬ实现对学生
的快速点名ꎬ这种方式在网络信号好的情况下几乎在数秒中就能完成ꎬ尤其在人数较多的课堂中ꎬ
能极大地节省课堂时间ꎮ 课堂教学结束后ꎬ不管是“优学院 ２.０”还是“微助教”平台自动汇总整个
学期的签到情况ꎬ并根据教师对出勤情况经验值的设定ꎬ得到该部分的平时成绩ꎮ

３.微积分课后阶段ꎮ 在课后阶段ꎬ教师运用网络教学平台对数据进行教学分析ꎮ 针对学生的
个体差异ꎬ可以有选择性地布置课外作业ꎬ启发学生独立思考ꎬ 提升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归纳构
造能力ꎮ 经过深入的思考和讨论ꎬ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进一步提升ꎬ同时也会提高兴趣ꎬ增强信
心ꎮ 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ꎬ教师做指导性答疑ꎬ使学生形成更加丰富和完善的知识体系ꎮ 教师可以
利用“优学院 ２.０”提供的题库和自动组卷功能ꎬ 录入与知识点一一对应的试题组成试题库ꎬ进行阶
段性的测评ꎬ检测阶段学习情况ꎮ 同时ꎬ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反馈重新认识课堂ꎬ找出问题ꎬ及时总
结ꎬ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ꎬ以学定教ꎻ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ꎬ分析原因ꎬ采取合适的
手段进行改进和完善ꎬ为开展下一轮教学活动积累经验ꎮ

三、基于一屏三端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课堂组织和实施

(一)课前预习

教师于课前在网络教学平台发布公告ꎬ告知学生所要完成的课前学习任务ꎬ包括电子课件和教
学视频ꎬ学生收到即时学习公告后自主完成线上视频学习和课前作业ꎮ 然后教师通过各平台提供
的实时“学习情况”查看学生学习记录ꎮ 通过该数据ꎬ可以查看每个学生的视频学习时长及答题正
确率情况ꎬ它不但可以帮助教师监督学生学习进度ꎬ 而且可以帮助教师课前了解学生对知识点掌
握情况ꎬ从而可以实时调整课堂讲课内容、时长以及练习的难易度ꎮ

(二)课堂教学

线下的课堂教学包括介绍课程知识的重难点、解答多数同学所犯的错误和疑惑、针对知识点的
专项练习和专题讨论ꎬ以及随堂测试几个环节ꎮ 首先ꎬ教师介绍本次课知识的重难点ꎬ再通过展示
学生网上学习的进度和答题情况进行点评ꎬ同时讲解错题和学生提出的问题ꎮ 在学生熟悉了要掌
握的知识点后ꎬ教师组织学生完成专项练习ꎬ帮助他们深入理解该知识点的解题技巧ꎮ 最后ꎬ教师
发布“随堂在线测试”任务ꎬ检测学生对本次课知识的掌握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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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后复习

针对微积分课程的特点ꎬ学生的计算能力显得特别重要ꎮ 教师在下课后需要给学生布置一定
量的作业ꎬ尤其是难度大一点的计算题ꎮ 由于各网络教学平台对于数学公式编辑的局限性ꎬ以及各
平台不能实现对计算题的自动批阅ꎬ因此需要结合线下作业来弥补网上作业的不足ꎮ 例如ꎬ课后老
师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留下一定量的线下练习题ꎬ学生可以做完以后拍照上传系统ꎬ老师可以
在课堂讲解习题答案ꎬ然后让学生进入系统进行互评打分ꎮ 这样ꎬ一方面学生得到训练ꎬ另一方面ꎬ
通过互评老师节省了时间ꎮ 为了及时得到老师或同学的答疑帮助ꎬ可以考虑建立 ＱＱ 群或微信群ꎬ
把同一课堂或课程的学生集合在一个群里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互动答疑ꎮ

四、结论

采用移动教学平台ꎬ实施网络教学和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方式ꎬ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ꎮ 网络教学
平台的及时信息推送功能增强了师生之间的双边互动ꎬ使得教师能够实时动态地掌握学生的课程学
习情况ꎮ 移动 ＡＰＰ 的强大功能增添了课堂教学的趣味性ꎬ使原本枯燥无趣的微积分课堂变得十分生
动活泼ꎮ 在该模式下ꎬ微积分课程教学资源更加丰富ꎬ学生学习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得到增强ꎮ 通过和
传统教学模式的学生进行对比ꎬ发现混合式教学的学生的课程成绩数据记录更全面ꎬ成绩更优ꎮ

但是ꎬ这种网上移动 ＡＰＰ 的学习要求学生要有超强自律性ꎬ能够坚持网上视频学习与答题同
步ꎮ 其次ꎬ由于微积分课程的特殊性ꎬ需要专业的数学公式编辑器来实现网上答题ꎮ 另外ꎬ教师和
学生的课堂角色难以转变ꎬ老师需要时刻摆正自己的辅助教学的位置ꎬ通过正确引导学生ꎬ对学生
正在探讨的问题和知识点要及时进行分析总结ꎬ同时还要多鼓励主动性差的学生增强学习积极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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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游戏将游戏属性和教育属性有机结合ꎬ从传统的教育理念转向互动教育ꎬ使教育既具有游

戏性ꎬ又具有教育性ꎬ因此在游戏任务的设计上必须把握好原则与方法ꎮ 本文从教育与游戏的融合现状

出发ꎬ通过教育游戏任务设计的基本原则和设计方法ꎬ结合游戏概念设计课程中的教学内容与游戏任务

的融合实例ꎬ探讨以实现教育游戏中游戏性和教育性的有机结合ꎮ
关键词: 教育游戏ꎻ游戏任务ꎻ概念设计ꎻ原则与方法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４２００￣２０１８２０５(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４

游戏和日常生活不同ꎬ游戏是基于规则、目标和明确的结果ꎮ 孩子的游戏是成人游戏的基础ꎮ
很多游戏设计相当精细复杂ꎬ这些游戏元素在长大以后依然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ꎮ 游戏对人的吸
引力是天生的ꎬ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ꎮ 如何借助信息技术提升教学质量ꎬ是每位教师关注
的重点ꎬ促进教育发展也是各国教育行业者的共同追求ꎮ 因此ꎬ将教育与游戏相结合的教学模式ꎬ
也称为教育游戏(或游戏化教学)ꎬ逐渐成为了新的研究热点ꎮ

一、教育与游戏融合的现状

教育与游戏的融合不是一朝一夕ꎮ 近几年ꎬ国家相继出台的一些政策ꎬ使教育游戏的实现重新

回归人们的视线中ꎮ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教育游戏专业委员会在 ２０１５ 年成立ꎬ每年都会举办大型年
会ꎬ为关注教育游戏的研究者和从业人员提供交流分项的平台ꎮ 教育部在 ２０１７ 年印发«义务教育

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中ꎬ明确提到科学游戏是科学学习的有效方式之一[１]ꎮ 由此可见ꎬ无论是从教
育的学习内容上ꎬ还是教学方式上ꎬ都看得出来国家对教育游戏的期望ꎮ 中央美术学院开设游戏设
计专业至今已经十余年了ꎬ学生们也已创作出了不少令人惊喜的作品ꎬ但是在教学的方向与方法上
我们仍需要不断地探索、完善、迭代ꎮ 网易游戏率先进军教育游戏ꎬ制作了一系列游戏化的学习产品
和富有教育价值的游戏产品ꎬ如«我的世界»«梦幻西游»等作品ꎮ «梦幻西游»中有学习和答题等元
素ꎬ玩家们通过答题学到了诸如“淝水之战”“农田水利法”“资治通鉴”等等历史、农业知识(如图 １)ꎮ

如今ꎬ在各大博物馆、展览馆等公共场所都能看见“寓教于乐”的互动类游戏产品ꎬ如苏州博物
馆手机互动游戏“国宝拼拼拼”和“ＤＩＹ 山水画”(如图 ２)ꎮ 然而ꎬ只满足于用户新奇感的浅层次融
合的教育游戏ꎬ都难逃昙花一现的宿命ꎮ

现有的关于游戏与教育融合的研究ꎬ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１.将游戏作为辅助工具在教学中使用ꎮ 即“寓教于乐”的游戏化课程ꎮ
２.利用虚拟设备将学习环境可视化ꎬ为学习者提供一种游戏式的带有协作性、对抗性、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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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梦幻西游»中的知识问答

图 ２　 苏州博物馆手机互动游戏“国宝拼拼拼”和“ＤＩＹ 山水画”

的学习环境[２]ꎮ 即游戏情境＝学习环境ꎮ
３.将游戏作为课程资源融入课程学习ꎮ 即拓宽课程资源领域ꎬ改善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ꎬ是一

种可行性很高的课程开发模式[３]ꎮ
作为教育战线上的工作者ꎬ我们都希望把学生培养成为能够独立思考且综合能力强的优秀人

才ꎮ 如何把游戏更好地引入教育ꎬ提高游戏目标群体的“黏着度”ꎬ使游戏与教育实现深度融合ꎬ有
待我们深入地关注和系统地研究ꎮ

二、把握教育游戏的任务设计原则

可以通过以下三种原则进行教育游戏的任务设计:
(一)根据教学任务设定游戏任务

根据教学任务设定游戏任务以信息识别类、思维技能类、心智活动类和态度技能类四种最为常
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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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识别类任务侧重对游戏者的记忆的锻炼和强化ꎬ是一种相对浅显的教学任务[４]ꎮ 这类教

学任务通常不需要非常复杂的脑力运动过程和游戏操作过程ꎮ 思维技能类任务需要玩家在玩游戏

的过程中通过大脑思考、逻辑判断ꎬ用学习并理解的知识完成游戏任务ꎬ是一种相对深奥的教学任

务[５]ꎮ 心智活动类任务是游戏任务中容易出现失误的一种任务目标ꎮ 态度技能类任务的设计往往

是去考验玩家对于游戏的选择态度、选择倾向ꎮ

(二)根据学科特色设计游戏任务

根据不同学科的特色ꎬ游戏的种类和设计的任务也有所不同ꎮ 例如语言类型的游戏任务设计ꎬ
强调文字描述及情景识别ꎬ常见的如文字解谜类型游戏ꎻ而数学类的游戏设计任务ꎬ则侧重运算推

理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ꎮ

(三)根据玩家的自身能力设计游戏任务

通过游戏玩家自身能力的测试选择适合玩家的游戏任务ꎮ 在此类游戏任务设计中ꎬ游戏任务

需要根据玩家的情况不断调节ꎬ玩家可在游戏中不断挑战自我ꎮ 游戏设计者通过玩家在游戏进程

中的表现予以评价ꎬ从而确定这个游戏是否符合玩家自身水平ꎬ难度过高或过低ꎬ从中不断调节游

戏任务的细节ꎬ设计以达到教育成果ꎬ强化玩家对知识学以致用的效果ꎮ

三、教育游戏的任务设计方法

当我们在谈论玩游戏时ꎬ我们经常用如何做电影、书籍和音乐等大众媒体的形式来进行类比ꎮ
虽然游戏像其他媒体的产品一样包装、营销和销售ꎬ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以相同的方式构思、设计

和生产的ꎮ 教育游戏设计并制作的整个过程ꎬ需要设计者进一步去思考、去探索最适合自己的表达

方式ꎮ

(一)明确游戏目标

玩家通过玩来尝试完成的结果ꎬ无论这些结果是可测量的还是纯经验上的ꎮ 如果没有目标ꎬ玩
家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遵守规则ꎮ 足球就是一个可以量化的目标ꎬ因此是较为强硬的目标———
这个目标给玩家的体验提供了指导和目的ꎮ 游戏的具体方式、具体结构可以变ꎬ但目标不能变ꎮ 游

戏的目标是游戏体验的框架ꎬ塑造了玩家的可能性空间ꎮ 在设计教育游戏之初ꎬ应明确教育目标ꎬ
目标由一系列学习结果组成ꎬ一环扣一环ꎬ由学习结果检测学习者应达到的标准水平ꎮ

(二)构建规则及原型

是什么让玩家知道他们可以执行什么动作? 规则决定了玩家能做什么ꎮ 设计者可通过学习者

对游戏任务中的概念的形成以及发展情况ꎬ根据不同概念和规则ꎬ确定符合其条件的学习程度ꎬ根
据学习者的水平构建游戏任务ꎮ 一旦确定了一个可靠的游戏概念和规则ꎬ原型就是下一步ꎮ 在这

个过程中ꎬ尽可能的把一个理念制作成原型以便于真正地看到理念在实际中的表现ꎮ 设计者对游

戏的想法并不一定要表现得多详细ꎬ可以借助纸或者实际物体ꎬ例如骰子、索引卡、现有的代码库、
旧模型或视觉素材ꎬ借助实物实现想法的可视化ꎮ

(三)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是构思和捕捉好理念的游戏方法之一ꎮ 头脑风暴是一种技术方法ꎬ其意义在于全面

探索一个设计问题所有可能的答案ꎬ尽可能多构思出理念ꎮ 头脑风暴有不同的方法ꎬ但是法则却不

尽相同ꎮ 可以组件一个团队ꎬ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构思出一个游戏理念来分享给群体ꎬ对游戏

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展开讨论ꎬ有助于得到一些出人意料和振奋人心的理念ꎮ 最好的游戏设计过程

最开始的时候使用这种方法来构建游戏理念ꎮ 在游戏制作初期达成学习结果和途径方式的一致

性ꎬ以防止在游戏开发过程中出现的与目标不一致的现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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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卡设计”增加游戏性

长期以来游戏开发者在不同语境下都会使用“关卡”这个词ꎬ一个关卡通常有两个名字ꎬ一个是
给项目组看的ꎬ一个是给玩家看的ꎮ 在游戏中如何实现教学目标ꎬ游戏关卡设计师们的作用尤为重
要ꎬ关卡可以使游戏富有趣味性和吸引力ꎬ玩家通过关卡来推进游戏进程ꎬ从而间接实现教学目标ꎮ
一些故事性较强的角色扮演类(ＲＰＧ)游戏还会植入游戏世界观ꎬ在游戏进程的节点添加过场动画ꎬ
以增加游戏性ꎮ 在关卡设计时要注意游戏时长ꎬ以确保游戏产品的周期和团队计划的执行ꎮ

四、游戏概念设计课程中的教学内容与游戏任务的融合

在我任教的游戏概念设计课程上ꎬ我主要采用的就是教育游戏性质的教学形式ꎮ 在这门课的开
始给同学们出了一个难题:要求同学们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ꎬ以电子游戏带来的体验为目标创造
纸上游戏ꎬ并且现场自由组队ꎬ在 ３~４ 个小时内用我提供的纸、笔、骰子、筹码等这些简单的工具动手
做出一款游戏ꎬ并要求游戏构架完成后由其他小组成员参与完成游戏测试和评估(见图 ３)ꎮ

图 ３　 游戏概念设计课程教学互动

课程活动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ꎬ同学们通过试玩游戏来了解 ＲＰＥ(ＭＤＡ)———一种以体验为
目标导向的游戏设计方法论ꎬ详细了解 Ｒｕｌｅ、Ｐｌａ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的涵盖范围和相互之间的关联ꎬ充分
调动了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ꎬ使大家能全面参与到课堂学习中ꎻ第二部分ꎬ参与者现场组队、通过
纸、笔、骰子、筹码等实体道具进行游戏创作ꎬ切身体会到核心玩法创造、迭代打磨、玩家试玩等游戏
开发的核心环节ꎮ 通过实践 ＲＰＥ 游戏设计方法论ꎬ使同学们在游戏设计的能力和经验等方面得到
提高ꎮ

从课程活动实践来看ꎬ学生们设计的游戏种类有射击类、战棋类、解谜类等ꎬ甚至有同学将教室
变成密室逃脱的“密室”ꎬ玩家必须通过解谜获得通关的关键道具ꎬ才能成功逃脱“密室”ꎮ 任务形
式的选择就取决于他们的创新度ꎬ制作过程中可以让设计团队中的所有成员开展一个讨论会ꎬ从教
育目标和游戏任务方面研究一下ꎬ来最终确定一个统一的游戏实现方式ꎬ从而达到游戏中学习的目
的ꎮ 这样可避免在游戏开发过程中出现任务设计偏离教育目标的情况ꎮ 团队成员共同讨论出来的
各个游戏任务间的并列与继承关系ꎬ可以保证我们最终实现教育游戏的整体感和流畅性ꎮ 最后则
是进行趣味元素、游戏元素的融合的过程ꎮ 当然ꎬ在完成纸模型的要求上要逐渐通过游戏背景、游
戏按钮和音乐等各种元素设计来丰富教育游戏ꎬ以保证游戏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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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综上所述ꎬ教育游戏是在了解人的需求基础上ꎬ针对性的激发学习者的参与感ꎬ实现教学目标ꎮ
教育游戏中游戏任务的设计ꎬ需要把握好难易程度、任务目标、玩家认知能力、游戏内容特点等几个
方面的元素ꎬ才能达到更加理想的游戏体验ꎮ 而在游戏任务设计方式上ꎬ也要遵循合理的流程来进
行ꎬ从而保证游戏性和教育性的完整统一ꎮ

国内教育游戏所面临的紧迫问题ꎬ是需要为教育者和游戏者提供一个共同的话语平台ꎬ教育工
作者需要公正地对待游戏ꎬ科学理性地评价游戏ꎮ 游戏设计师们也可以从教育者的角度思考问题ꎬ
对游戏呈现的效果、表达的感情、传达的信息乃至游戏者的行动有整体的把握ꎮ 只有对游戏正确的
认识ꎬ教育游戏的市场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前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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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教学中提升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的途径

刘　 琴

摘　 要: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对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人才的迫切需求ꎬ这就要求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可以有效且得体的进行交流ꎮ 跨文化敏感度是人激发自身理解、欣赏并且接受文化差异的主观意愿ꎬ跨
文化敏感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跨文化交际的效果ꎮ 在商务英语教学中ꎬ可通过增设培养学生跨文化交

际能力的课程、丰富教学资源、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课外实践活动来提升学生跨文化敏感度ꎮ
关键词: 商务英语教学ꎻ跨文化敏感度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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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要求»(试行)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宽阔的国际
化视野、合理的国际商务知识和技能ꎬ掌握经济、管理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和理论ꎬ具有较
高的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与沟通能力ꎬ能在国际环境中用英语从事商务、经贸、管理、金融、外事
等工作的复合型人才ꎮ 因而ꎬ商务英语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在商务环境下的跨文化交际能
力ꎮ 然而ꎬ目前国内的商务英语教学模式并未真正体现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要性ꎬ尤其是跨文
化敏感度ꎮ 本文从商务英语教学模式分析着手ꎬ试探性地提出提升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的途径ꎬ旨在
帮助学生提高其在商务环境下的跨文化交际能力ꎮ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跨文化敏感度

胡文仲认为ꎬ跨文化交际能力由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三个层面构成ꎮ 在认知层面ꎬ学者们
指出要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ꎬ交际者不仅需要一般文化的知识ꎬ还需要具备特定文化的知识以及
关于本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地理、历史、人文、宗教、习俗等各方面的知识ꎻ情感层面包括交
际者对于文化差异的敏感、对于不同文化的包容、对于自己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于其他文化的尊
重等ꎻ行为层面主要是指交际者的各种能力ꎬ如语言能力、非语言能力、变通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
能力、心理调适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以及在异文化环境中做事的能力等ꎮ 而跨文化的情感层面主
要反映在跨文化敏感度方面ꎬ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陈国明和 Ｓｔａｒｏｓｔａ 将“跨文化敏感“定义为:人激发自己理解、欣赏并且接受文化差异的主观意
愿ꎬ应限制在情感层面上ꎮ 跨文化敏感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ꎬ包含以下六个因素:自尊自爱、自我监
控、思想开明、为他人着想、参与交际和理性判断方式(Ｃｈｅｎ ＆ Ｓｔａｒｏｓｔａꎬ２０００)ꎮ

陈国明和 Ｓｔａｒｏｓｔａ 认为ꎬ跨文化敏感度较高的人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时具有良好的自
我评价意识ꎬ能更快地适应陌生环境ꎬ更乐观地看待压力和挫折ꎬ具有较强的自我监控能力ꎬ能根据
不同的交际场合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ꎮ 跨文化敏感度较高的人思想开明ꎬ更愿意向对方公开自己
的观点ꎬ更能够认同、接受和欣赏不同的观点ꎬ更从容地应对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文化差
异ꎬ更能设身处地地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ꎬ并能更好地理解对方所传递的信息ꎬ更有效地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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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ꎮ 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时ꎬ他们更能采取理性判断的方式ꎬ更能避免不理性地、过于
匆忙地下结论ꎮ

二、商务英语教学中提高跨文化敏感度的途径

(一)增设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课程

商务英语专业教学是将英语教学和有关的商务专业知识相结合进行的ꎬ在学习英语的同时又
能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ꎮ 我国高校对于商务英语教学开设的课程分别为:国际商务、高级英语、国
际市场营销、国际金融、管理学、翻译理论与实践、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实务、商务英语、跨文化商
务交际等ꎮ 跨文化商务交际设置为选修课ꎬ２ 学分ꎬ这并不能满足学生对跨文化交际方面的理论知
识与实践手段学习的需求ꎬ严重影响了学生对跨文化交际方面学习的兴趣ꎮ 根据«商英国标»ꎬ跨文
化商务交际课程体系主要包含文化、商务和交际三个层面ꎬ下设跨文化交际、经济学导论、商务沟通
等课程ꎮ

(二)丰富教学资源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离不开文化教学ꎮ 教学资源以课本为核心ꎬ辅以其他文字资料、课件、
电影等ꎮ 教师可以从通识教育和思辨教育两个方向去延展学习者对文化差异认同的广度和深度ꎬ
通过对比分析文化现象案例去诠释差异成因及其会对交际行为所造成的影响ꎬ以便能有效地弥补
学生文化差异认同普遍匮乏的短板ꎬ更好地引导学习者进行主体化思维ꎬ减少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
焦虑ꎬ顺利、恰当地完成复杂的跨文化交际任务ꎮ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并不只是由外语教学来承
担ꎬ历史、地理、文学等科目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向学生介绍文化知识ꎮ 实际上ꎬ跨文化交际能力培
养仅靠外语教学远远不够ꎬ它不仅需要社会和学校大环境的支持ꎬ而且也有待其他学科的密切配
合ꎮ

(三)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课外实践活动

加强文化体验ꎬ在实践中提高交际能力ꎮ 首先ꎬ商务英语专业拥有仿真实验室以及实训室ꎬ可
以让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接触逼真语境ꎬ在体验中提高ꎮ 其次ꎬ学校可以建立与在校留学生交互式
学习的长效机制ꎬ让学生直接面对外来文化ꎮ 在直接面对外来文化过程中ꎬ不仅仅可以培养跨文化
交际的情感态度ꎬ而且也强调交际得体性ꎬ如关注对方的感受ꎬ重视自我的交际愉悦感ꎮ 这不仅要
让学生理解目标文化的价值观ꎬ还要引导学生觉察与反省自身文化的价值观ꎬ使得学生对本族文化
与目的文化的理解积极互动、相得益彰ꎬ从而实现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超越” (黄文红ꎬ２０１７)ꎮ
最后ꎬ从学校出发ꎬ共建中外合作项目ꎬ为学生提供访学机会ꎬ体验不同文化ꎮ 只有亲身参与到互动
交流的实践中ꎬ有了实践的积累ꎬ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才能得到实质性的提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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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背景下会计文化自信的缺失与重建

周　 谦

摘　 要: 文化自信本质上是对传统文化的心理认同ꎬ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积极态度和充分肯定ꎮ 文化自

信是增强民族文化软实力的源泉和动力ꎮ 坚定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根
本”ꎮ 会计文化作为人类文化体系的分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ꎬ具有广泛的社会性、鲜明的政策性和

显著的时代性ꎮ 在新时代“大智移云物”数字技术创新的背景下ꎬ会计文化自信应当充分利用优秀的会

计文化ꎬ找准新时代下我国会计定位ꎬ确定其发展方向ꎬ从而引领世界会计的发展ꎮ
关键词: 数字时代ꎻ会计文化ꎻ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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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ꎬ我国著名会计泰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郭道扬教授历经八年的艰辛ꎬ写完了
«中国会计通史»ꎮ «中国会计通史»详述了我国会计人自己的历史ꎬ是“东方第一部会计史著作”ꎬ
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部为会计人做传的通史ꎬ这使得我国会计人尤感自豪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坚定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根本” [１]ꎮ 我国
会计文化源远流长ꎬ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国的会计事业由于受到各方面影响ꎬ会计文化逐步迷失ꎬ
被动丧失了自信ꎬ尤其是经过 ２０ 世纪的多次转向和转型发展ꎬ很多会计人认为我国的会计发展一
直处于“拿来主义”ꎬ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传承ꎬ过度崇尚西方会计理念和会计制度ꎬ有的甚至完全
照搬照抄西方国家ꎬ导致实际工作中的会计理论与实践相脱节ꎬ无法有效应对当前社会各种经济现
象ꎬ尤其是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化时代的到来ꎬ传统经济受到了数字化浪潮的大幅度
冲击ꎮ 同时ꎬ财务共享中心、财务云、业财深度融合等对传统财务管理理念带来了新的挑战ꎬ更冲击
了我国会计人的自信度ꎮ 一部«中国会计通史»的出现ꎬ向世界呈现了我国会计文化对世界所产生
的深远影响ꎮ 如何在国际会计的舞台上更为自信地展现我国会计人的成果ꎬ让我国会计文化自信
更好地发扬光大ꎬ对我国会计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ꎮ

二、会计文化与会计文化自信

(一)文化自信的内涵

文化是指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民众蔚然成风的思想观及行为方式的统称ꎮ 文化从物质层
面和精神层面两个方面进行探析ꎬ可以视为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ꎮ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
精深ꎬ传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ꎬ从其中汲取养分是文化自信的根本ꎮ 而文化自信是一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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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范畴上对自身价值的认同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和重要会议的讲话中ꎬ
一再强调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和其所处的地位ꎮ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大会上ꎬ“文化自
信”的内涵再次被提出及阐释ꎮ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ꎬ党中央再次提出必须坚定文化自信ꎬ推动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ꎮ “文化自信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ꎬ对
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 [２]ꎮ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中最为基本和持久的力量来源于文

化自信ꎮ 文化兴则国运兴ꎬ文化强则民族强[３]ꎮ

(二)会计文化的内涵

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ꎬ目前学者对于会计文化的概念主要有如下观点:刘昱昕等认为会计文

化是一种文化形式ꎬ反映了在管理过程中会计主体共同创造的价值ꎮ 刘开瑞等人认为ꎬ会计文化是
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ꎬ是会计载体文化、规范文化及精神文化的复合体ꎬ是“具有会计特色意识形态

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４]ꎮ 学术界对于会计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ꎮ 狭义的会计文化主要是指形成

于长期社会历史实践并与会计有关的意识形态ꎬ以及与这种意识形态相联系的会计制度、会计措施

及其会计规则[５]ꎮ 而广义的会计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方面ꎬ是在长期社会历史实践中

已经创造的、并与会计相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ꎮ 笔者认为会计文化是一种为会计人共同信奉
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群体意识ꎮ 会计文化作为人类文化体系的分支ꎬ具有广泛的社会性、鲜明
的政策性和显著的时代性ꎮ 会计文化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ꎬ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变
化而变化的ꎬ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ꎬ同时与国家经济和会计政策也息息相关ꎮ

(三)会计文化自信

我国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ꎬ而新时代下“大智移云物”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对会计产生了巨大

冲击ꎬ对其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笔者认为ꎬ会计文化自信是指在我国现有会计国际趋同的大
背景下重新认识我国的传统会计文化ꎬ举起我国会计文化大旗的一种精神成熟度的表现ꎮ 会计文

化自信应当充分利用优秀的会计文化ꎬ找准新时代下我国会计定位ꎬ确定其发展方向ꎬ从而引领世
界会计的发展ꎮ 我国长期以来产生的会计文化自卑的心理是在鸦片战争后形成的ꎬ一直以来都伴
随在国人的心中ꎬ尤其是会计界经历了数次的重大转向ꎬ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我国优秀的会计文化传
承ꎮ 而现阶段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大幅增强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ꎬ给会计的发展带来
了巨大冲击ꎬ促使会计文化进行不断变革ꎮ 越来越多的会计人意识到ꎬ全盘的西方会计文化无法有
效解决我国目前会计实践中产生的重大问题ꎬ增强会计文化自信正当其时ꎮ 会计文化自信让会计
人能更好吸收我国传统会计文化的精髓ꎬ与世界会计文化相融合ꎬ通过会计文化自信进一步提高管
理能力、管理水平ꎬ确定未来发展方向ꎬ找准自身定位ꎬ迎接数字新时代下对会计工作的挑战ꎮ

三、我国会计文化发展及自信缺失表现

(一)我国会计文化发展现状

我国会计文化的发展从古至今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６]ꎮ 我国会计在历史长河的

洗礼中具有了独特的会计思想、完善的会计体系、领先的方法技术ꎬ成为整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ꎮ

１.我国古代会计文化的发展ꎮ 我国周朝«周官»中设计了一整套完整的会计与审计官制[７]ꎬ其
在财计制度的设计中所遵循的“量入为出”原则ꎬ体现出的财政监督与分权控制思想以及完备的财
计组织规划ꎬ令人叹为观止ꎮ 此后ꎬ唐宋两代编撰了第一部官厅财计专著«元和国计簿»、«会计
录»ꎬ其初期提出的三柱式结算法标志着我国会计史上的管理新水平ꎮ 而明代的«万历会计录»在
唐宋两代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会计核算水平ꎮ 清代的«光绪会计录»为当时会计工作提供了大量完

整的资料ꎬ同时将传统和西式会计方法进行了结合ꎬ其技术日益成熟[８]ꎮ 盛于明清时代的四柱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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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奠定了我国会计分析方法和复式记账法发展的基础ꎬ其出现和发展远早于西方的“平衡结算
法”ꎬ奠定了我国古代会计文化发展在世界史上的历史地位ꎮ

２.我国近代会计文化的重要发展ꎮ «连环帐谱»是清末蔡锡勇父子撰写、校订并最终刊印的我
国第一部介绍西方复式簿记的专著ꎬ其以借贷记账原理为核心ꎬ洋为中用ꎬ改良了当时清末会计账
簿设置ꎬ将“借贷试算平衡”第一次引入中式会计账簿ꎬ翻开了我国近代会计发展史上崭新的一
页[９]ꎮ 除此之外ꎬ清末的«银行簿记学»引入了“复式记账法”ꎬ其著者谢霖、孟森在该书中介绍了复
式记账法的基本原理ꎬ向国内传播了会计与经济管理知识ꎮ 谢霖、孟森所著的这本会计专著ꎬ奠定了
我国近代会计理论的基石ꎬ开创性地对近代会计学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ꎮ 其后ꎬ民国时代再次改良
了中式的簿记ꎬ引入了资产和负债的概念ꎬ为我国近代会计文化的发展增添了一抹靓丽的色彩ꎮ

３.我国现代会计文化发展ꎮ ２０ 世纪我国会计行业进行了三次会计转型与转向:一是以“借贷记
账法”为标志的第一次转型ꎻ二是以学习苏联计划经济下的会计制度转型ꎻ三是全面引进西方会计
理论方法、国际趋同的会计转型ꎮ 我国会计行业的三次转型ꎬ从一定程度上而言ꎬ通过学习西方国
家会计制度和技术的管理ꎬ我国会计事业确实取得了较大进步ꎻ另一方面又存在会计国际趋同的背
景下产生的较多“拿来主义”、会计制度与技术使用僵化的弊端ꎮ

(二)我国会计文化自信的演变与缺失表现

在会计通史面世之前ꎬ很多会计人都认为我国现有的复式记账方法完全来源于西方国家ꎬ我国
一直以来都没有复式簿记理念ꎮ 通过«中国会计通史»的研究ꎬ揭示上述这个观点是不能成立的ꎮ
我国古代文化原来一直是一种“文化自满”的状态ꎬ一直以来以“天朝上国自居”ꎬ无视西方国家的
发展和文化地位ꎮ 鸦片战争之后ꎬ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得我国发展严重滞后ꎬ导致了“文化自满”向
“文化自卑”进行转化ꎮ 近代社会一系列对于传统文化批判的风潮席卷全国ꎬ使得我国的文化发展
遭到了重大挫折ꎮ 其后ꎬ新文化运动中虽第一次提出了“文化自省”ꎬ但这种自省是在“全盘西化”的
基调上提出的ꎬ还是具有很强的自卑感ꎬ我国由此进入了“文化自省”的演变ꎮ 此后ꎬ新中国成立ꎬ毛泽
东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报告中体现出了“文化自立”的思想ꎮ ２０ 世纪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
受到了追随ꎮ 从 １９９７ 年的“文化自觉”发展到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文化自信”ꎬ经历了二十多
年ꎬ这种认识和行动的不断深化ꎬ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趋势ꎮ

«中国会计通史»不仅从逻辑架构上阐述了我国会计文化的发展ꎬ改变了对我国现有会计文化
传承已有的片面认识ꎬ增强了我国会计人对本土会计文化发展的自信ꎻ从战略层面来看ꎬ也为我国
会计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宽厚的文化底蕴ꎮ 会计文化自信作为“文化软实力”的一方
面ꎬ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国会计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ꎬ纠正了西方国家对我国会计在世界会
计发展中处于落后和仅仅作为“跟随者”地位的错误看法ꎮ

四、数字时代背景下我国会计文化自信的重建

(一)深厚的会计文化底蕴是会计文化自信重建的基础

我国独特的会计文化是会计文化自信的前提和基础ꎮ 我国的传统会计文化具有卓越的会计思
想、完善的会计体系和领先的方法技术ꎬ对世界会计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ꎮ 坚定会计文化自信ꎬ建
立具有我国特色的会计理论和方法ꎬ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ꎮ

首先ꎬ中国传统文化是会计文化自信的前提ꎮ 华夏文明历经了重重磨难而屹立不倒ꎬ其核心在
于“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倡导的“精忠报国”等爱国精神ꎬ“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人之道ꎬ岳飞、史可法等人为国为民的民族情怀ꎬ无一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
神命脉ꎮ 华夏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海纳百川的天下观和忧国忧民的人生观都体现了我国
传统优秀文化的精髓ꎮ 中国传统文化是会计文化自信的前提ꎬ也是核心价值观的力量源泉ꎮ

其次ꎬ以“财计管理”为核心的传统会计体系是会计文化自信的基础ꎮ 我国会计在长期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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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进中经历了漫长的历程ꎬ形成了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财计管理”框架ꎬ以“系统化”、“量入为
出”、“分权控制”、“经世致用”等先进的思想观念为基础ꎬ以“上计制度”等完备的制度为保障ꎬ以
“四柱清册”、“连环帐谱簿”等技术方法为手段ꎬ形成了我国庞大的会计文化底蕴ꎬ给后人留下了宝

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１０]ꎮ

(二)挖掘和整理优秀会计文化是会计文化自信重建的途径

我国会计文化底蕴丰厚ꎬ会计文化自信是我国会计人对我们国家、中华民族的积极态度和充分

肯定ꎬ是会计人主体性心态的自然呈现ꎮ 挖掘和整理我国历史悠久的优秀传统会计文化是会计文
化自信重建的根本途径ꎮ 我国的会计文化历经千年而独树一帜ꎬ其优秀的物质文化、完备先进的制
度、卓越的思想精华和领先的方法体系及专业技术是会计文化自信重建的源泉ꎬ我们应当从这四个
方面深度挖掘ꎬ重建会计文化自信ꎮ

１.优秀的物质文化有助于重建会计文化自信ꎮ 在我国会计文化的历史长河中ꎬ无论是遗留下
来的算盘、殷墟甲骨档案、简牍、敦煌遗书还是孔府档案、明清档案和徽州文书等等珍贵史料ꎬ无一
不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重视ꎬ这些珍贵的档案及史料丰富了宏大的中国会计文化ꎬ极大增强了我
国会计人的自豪感ꎬ形成了对我国自身会计文化价值和会计文化生命力的肯定ꎬ形成了对本民族会
计文化的高度认同感ꎮ

２.完备先进的制度设计有助于重建会计文化自信ꎮ 早在我国周代王朝«周官»中所记载的乌托
邦式“天人合一”的会计与审计官制设计ꎬ其完整性令人叹为观止ꎬ这种财计制度奠定了我国在世界
会计发展史上无以伦比的历史地位ꎮ 这种系统化会计制度设计远远早于各种西方会计制度ꎬ为我
国会计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思想价值资源ꎮ

３.卓越的会计思想精华有助于重建会计文化自信ꎮ 无论是周朝的“分权控制思想”和 “量入为
出”的财计制度ꎬ还是宋明时代的财政管理原则和“经世致用”的理财思想ꎬ都共同构建了我国古代
卓越的会计思想精华ꎬ有助于现代会计人重拾自信ꎬ摈弃对西方的一味崇尚ꎮ 在现代ꎬ无论是为解
决会计诚信问题而由潘序伦所建立的“立信会计文化”、还是杨纪琬和阎达五提出的以“会计管理”
为核心的“会计管理活动论”ꎬ都精辟地揭示了会计本质ꎮ 这些会计科学理论和会计思想精华都让
人无法忽视ꎬ都成为我国会计人精神上的向心力ꎬ是我国会计文化软实力的标志ꎬ也是我国综合国
力的重要组成要素ꎮ

４.领先的方法体系及专业技术有助于重建会计文化自信ꎮ 萌芽于西周ꎬ发展于唐代初期ꎬ成熟
于宋明清的单式簿记ꎬ远远早于西方会计方法体系的产生ꎮ 而四柱清册的会计方法与技术的诞生
也同步于西方国家的复式簿记ꎮ 存在于我国不同时期会计连环帐法、中式簿记的改良及增减记账
法的运用都自成独特的会计体系ꎬ区别于西方会计ꎮ 而结合中国文化特点导入的西方阿米巴经营
模式与我国 ５０ 年代“代班组”核算方法相类似ꎮ 这些领先的会计方法体系和专业技术ꎬ丝毫不逊色
于众多当代西方会计方法ꎮ

(三)丰富会计文化内涵ꎬ重塑数字时代下会计文化自信

１.数字时代下我国会计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ꎮ 一方面新时代下经济社会进行了转型升级ꎮ 目

前经济社会由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ꎻ由传统产业转为新业态ꎻ由外延增长转为内涵增长ꎻ由资源
消耗型转为节能环保型等等ꎮ 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对会计又产生了巨大冲击ꎮ 比如:传统复式记账
法的“借和贷”可能不复存在ꎻ计算机自动完成传统记账、算账和报账的功能ꎻ大数据全面解决传统
的证、账、表的处理ꎻ区块链技术取消了传统抽样审计等等ꎮ 在新时代背景下ꎬ我国目前的会计文化
研究和发展还是追从着西方会计文化ꎬ很大程度上还是在照搬西方理论和会计技术方法进行我国
经济处理ꎬ对我国自身会计文化的优势缺乏挖掘ꎮ 因此ꎬ我国会计文化在当前的数字时代下亟需进
行传承与弘扬ꎮ

２.数字时代下重塑会计文化自信ꎮ 由于新时代的特征使得会计文化出现了很多新的发展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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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涵ꎬ很多会计人认为数字时代下更应当全盘采用“拿来主义”ꎬ借鉴西方理论和方法ꎬ完全实现
会计的国际趋同ꎬ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我国自身会计文化的自信ꎬ因此我们必须重塑会计文化自
信ꎮ 如何更好地遵循历史规律传承和弘扬本土会计文化ꎬ笔者认为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从会计
文化自信主体而言ꎬ提高个人主体即会计从业者素质ꎬ加强高端人才建设ꎬ构建会计文化自信的心
理认同ꎮ 使得会计文化的个人主体更好地适应“大智移云物”等新信息技术以及我国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需要ꎮ 二是从客体的微观环境而言ꎬ加大微观企业会计文化建设力度ꎬ加快信息化建设ꎬ促
进我国经济的创新驱动ꎮ 一方面在企业内部建设高标准会计文化ꎬ实现会计文化建设与生产管理
一体化ꎻ另一方面ꎬ引进创新技术与会计文化创新互为补充ꎮ 三是从客体的宏观层面而言ꎬ应加强
国家相关会计法律法规的出台与建设ꎬ将会计文化自信提升到战略层面上ꎬ通过相关会计法律法规
的出台ꎬ引导会计人发扬自身优势ꎮ

五、结论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大智移云物”等数字新技术对会计行业的冲击ꎬ我国会计文化进
入了新的发展时期ꎮ 笔者认为ꎬ必须发扬光大我国传统的优秀会计文化ꎬ增强会计文化自信ꎬ在全
球化竞争更加激烈、经济发展更为复杂的背景下ꎬ让我国传统会计文化与多元文化融合ꎬ探索我国
会计文化自身的发展之路ꎬ丰富我国会计文化内涵ꎬ能更好地迎接世界新时代下会计发展的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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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下财务会计的机遇及变革

刘燕花

摘　 要: 在财务会计领域利用区块链技术ꎬ有利于提高财务信任、降低财务风险、优化财务流程、改善财

务决策ꎬ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财务管理的效率ꎮ 但是ꎬ区块链技术对财务会计传统的理论体系和方法

体系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ꎮ 在区块链条件下ꎬ财务会计的环境基础、前提条件和方法手段都有了极大的

改变ꎬ当前必须对财务会计的理论体系、核算程序、业务模式、信息系统以及监督控制等方面进行全面变

革ꎬ才能应对区块链技术对财务会计体系带来的全面挑战ꎮ
关键词: 区块链技术ꎻ财务会计ꎻ机遇ꎻ变革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４２００￣２０１８２０５(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４

目前ꎬ区块链技术是全球创新领域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ꎮ 区块链以去中心化、无须中心信任、
不可篡改、集体维护与数据库加密安全等特点ꎬ在数字货币、支付与清算、智能合约、金融领域、会
计、审计等多个领域都受到热切的关注ꎮ 在财务会计领域利用区块链技术ꎬ有利于大幅降低财务费
用、减少财务风险、优化财务流程、改善财务决策ꎬ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财务管理效率ꎮ 但是ꎬ区
块链技术对财务会计传统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ꎮ 为充分地发挥区块链技术
的优势ꎬ切实为提高财务管理效率乃至企业经营效率服务ꎬ必须全面系统地研究区块链技术对财务
会计领域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影响ꎬ在财务会计的理论体系、核算程序、业务模式、信息系统以及
监督控制等方面进行全面变革ꎮ

一、区块链技术在财务会计领域的研究应用现状

“区块链”的概念自 ２００８ 年被首次提出以后ꎬ最早被运用于比特币的发行ꎮ 随着区块链的不断
深入发展ꎬ其应用领域从最初的数字货币开始向更深方向扩展ꎮ Ｗｅｉｆａｎｓｙｍ(２０１７)认为区块链技术
能够被广泛地应用于金融服务、医疗健康、共享经济、ＩＰ 版权、文化教育、社会管理、慈善公益等众多
领域ꎮ 近年来ꎬ各国政府、金融巨头和企业集团都开始大力开发区块链技术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ꎬ美国国
会专门成立由两党成员组成的区块链核心小组ꎬ负责围绕区块链技术和数字货币完善相关的公共
政策ꎮ 英国将发展分布式账本及区块链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ꎬ并由财政部、数字经济部两部门共同
主导推进ꎮ 在区块链迅速发展的背景下ꎬ我国也紧跟国际步伐ꎬ积极推动国内区块链的相关领域研
究、标准化制定以及产业化发展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受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的委托ꎬ
组织编写并发布了«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２０１６)»ꎬ首次提出我国区块链标准化路线
图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ꎬ这份规划中我国首次将对区块链技
术的研究纳入国家规划ꎮ 国内已有浙江、江苏在内的等许多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就区块链发布了
指导意见ꎬ多个省份已经将区块链列入“十三五”战略发展规划ꎮ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发展ꎬ也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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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国内企业的布局ꎬ其中不乏 ＩＢＭ、微软、ＢＡＴ、３６０、小米、迅雷等互联网巨头加入区块链战局ꎬ也
包含万达、脑白金等企业ꎬ甚至天涯、五粮液、茅台都和区块链建立了联系ꎮ 他们纷纷进行布局区块

链ꎬ方向包括区块链＋共享经济、区块链＋供应链金融、区块链的基础设施以及服务建设等等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ꎬ习主席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

新的重要突破口ꎬ明确主攻方向ꎬ加大投入力度ꎬ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ꎬ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

和产业创新发展ꎮ”习主席对区块链技术及其集成应用的前瞻性部署ꎬ给区块链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带来了极大的发展机遇ꎮ
区块链在财务会计领域的研究和应用主要以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为代表ꎮ 四大会计师事务

所通过加入区块链合作联盟、和技术企业合作开发区块链应用、支持数字货币支付ꎬ以及利用区块

链技术改善审计服务等方式ꎬ在近年来明显加快了在区块链领域的布局ꎮ 德勤(Ｄｅｌｏｉｔｔｅ)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在都柏林设立了第一个区块链实验室ꎻ２０１７ 年 ７ 月ꎬ德勤和区块链技术企业 Ｗａｖｅｓ 等团队合

作与哈萨克斯坦当局合作ꎬ研究区块链技术在政府系统中的应用ꎻ２０１８ 年 ８ 月ꎬ德勤与新加坡交易

所、ＡＮＱＵＡＮ、纳斯达克等多家知名企业一起ꎬ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ＭＡＳ)签署协议ꎬ以合作改善数

字资产结算业务ꎮ 毕马威(ＫＰＭＧ)公司在 ２０１６ 年推出了“数字账簿服务(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ｅｄｇ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计划来帮助金融服务公司研究区块链应用ꎬ２０１７ 年它还与微软合作创建了“区块链节点”计划ꎬ其
目标是确定区块链技术的新应用和用例ꎻ普华永道(ＰｗＣ)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宣布ꎬ公司组建了一

个区块链专家小组ꎬ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宣布了它的第一个广泛发布的区块链审

计服务已经签约了加密货币业务ꎻ安永(Ｅｒｎｓｔ＆Ｙｏｕｎｇ)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推出了“区块链分析器”ꎬ
这将有助于安永的审计团队对区块链上的交易进行审查和分析ꎬ为区块链资产、负债、股权和智能

合同约的自动审计测试奠定基础ꎮ
在我国ꎬ区块链在财务会计领域中的研究和应用尚刚刚起步ꎬ从 ２０１６ 年起才开始有一些期刊

文章进行研究ꎬ但是到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区块链在财务会计中的应用研究就有了飞速的发展ꎮ 用“区块

链＋财务”或“区块链＋会计”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搜索ꎬ在 ２０１６ 年还只能找到寥寥几篇文

章ꎬ到 ２０１９ 年就有近百篇之多ꎮ 钟玮、贾英姿(２０１６)针对会计行业运用区块链技术的现状及未来

发展方向进行研究ꎬ发现区块链可以降低财务风险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主观因素对数据的影

响ꎬ提升了价值计量的客观公正性ꎮ 曾雪云、马宾等(２０１７)为理解区块链技术在财务与会计领域的

未来应用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ꎬ认为区块链技术还可用于遏制会计舞弊和实现会计转型ꎮ 汤谷良

(２０１８)指出ꎬ区块链在减少信任危机的同时ꎬ降低代理成本ꎬ业务与财务的融合将更加紧密ꎮ 陈宋

生、岳江秀(２０１８)认为区块链技术以极低的成本解决了信任与价值的可靠传递问题ꎬ对现行会计体

系可能带来颠覆性的影响ꎮ 庞琦等(２０１９)初步构建了基于区块链框架的会计信息系统ꎬ认为可借

助区块链特有的信息架构和智能合约机制ꎬ对会计信息化实施流程再造ꎬ最终可促进“业财审”三体

融合、人工与人工智能分工协作、个性化报告实时定制等的发展ꎮ 贺慧(２０１９)指出ꎬ“区块链＋会
计”有助于推进会计记账的演变历程、规避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降低财务会计运作

的冗余成本ꎮ 这些文章都从某些角度对区块链对财务会计领域的影响进行了阐述ꎬ但是对于区块

链技术下财务会计如何应对和变革重塑没有进行系统的阐述ꎮ 总体来说ꎬ区块链在财务会计领域

尚处于初步理论探讨的阶段ꎮ

二、区块链技术对财务会计领域带来的机遇

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去中心化、开放透明和不可篡改等特点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目

前财务会计领域在转型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多瓶颈问题ꎬ如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会计造假等道德

风险问题、会计核算和监督过程中的冗余成本问题等ꎮ 区块链技术可以为财务会计领域带来极大

的发展机遇ꎬ驱动财务会计领域进行全方位的变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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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利于提高财务信任、降低财务风险

传统会计中ꎬ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ꎬ信息篡改的成本比较低ꎬ且较

为隐秘ꎬ对琐碎的会计内容也无法实现有效的计算与监督ꎮ 所以ꎬ作为信息提供者的企业管理人员

或财务人员ꎬ经常会通过伪造原始凭证、篡改经济内容、虚报财务数据、粉饰会计报表等手段ꎬ进行

不同程度的会计造假ꎬ以谋取自身利益ꎮ 甚至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在企业披露财务报告时也帮助企

业舞弊造假ꎬ导致独立审计的社会公信力有所下降ꎬ这些都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任危机ꎬ企
业财务风险由此大大提升ꎮ 区块链技术下ꎬ在交易开始和结束时验证共享账簿中的公用和私有密

钥ꎬ每一笔交易、每一个数据都与交易者信息绑定ꎬ系统中只要信息发生变动必定留下痕迹ꎬ而且信

息变更需要多节点同意才能执行ꎬ这样的信息处理机制ꎬ杜绝了虚假交易的发生ꎬ缩小了人为操作
空间ꎬ可以防止信息的异常篡改ꎬ从而可以提高财务数据的可靠性ꎬ企业财务风险发生的概率大大

降低ꎮ

(二)有利于节约运作成本、优化财务流程

在传统财务会计中ꎬ由于账簿都是由各企业自行负责登记核算ꎬ因此参与交易的各方都要在某

些交易项上记录相同的信息ꎬ而且还可能经常会出现造假、账簿记录不一致等情形ꎬ记账成本、对账

成本、监督成本和代理成本等都比较高ꎮ 在区块链技术下ꎬ可以做到一笔录入全程分享ꎬ所有交易

都集中记录存储在区块链上ꎬ通过使用智能合约ꎬ可以将许多与对账相关的任务自动化ꎬ公司也不

再需要招聘专门审计人员来审核账本ꎬ外部审计人员或监管机构能够自动验证企业财务报表背后

的重要数据ꎬ实时监控公司账本ꎮ 财务人员通过区块链的各节点进行数字资产登记、转移、结算ꎬ
无须人工验证ꎬ 可以实现瞬时、自动化的操作ꎬ区块链上的各区块能够通过相应的密钥ꎬ 全面、快速

而准确地获取会计相关数据信息ꎬ 缩减了时间成本、沟通成本、协调成本、信任成本等ꎮ 区块链技

术还可以优化企业内部和外部几乎所有的财务管理流程ꎬ如原料的采购与款项支付、应收应付款项

管理、资产管理、工资管理、税务申报、成本控制以及企业记账、报账、对账等工作ꎬ都可以利用区块

链技术、加载智能合约来提升管理效率ꎮ

(三)有利于改善财务决策、提升业务效率

会计目标主要有两种观点ꎬ一是受托责任观ꎬ二是决策有用观ꎮ 其中ꎬ决策有用观强调会计信

息要面向所有的信息使用者ꎬ包括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监管机构等与企业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类

主体ꎬ为其有效决策提供有用信息ꎮ 区块链技术结合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ꎬ在会计行业当中交易

型的工作正在逐渐被智能机器人所取代ꎬ传统的会计信息录入、审核等基础工作都可以被机器、被
技术所取代ꎮ 通过区块链技术ꎬ一方面ꎬ会计信息从产生、获取、记录、处理直至报告的整个过程ꎬ都
可以实现实时化和智能化ꎬ从而使会计信息的反馈可以突破传统财务报表月报、季报和年报的限

制ꎬ出具的报表能够满足使用者实时、准确的信息需求ꎮ 另一方面ꎬ区块链技术下的数据由多个参

与方共同记录ꎬ可以从不同方面为使用者提供丰富的信息以满足其决策要求ꎮ 这就保证了会计信

息使用者能够进行更为高效的管理、作出更加科学的决策ꎬ极大地提升业务效率ꎮ

(四)有利于拓展财务职能、推动改革转型

传统财务会计的基本职能是核算和监督ꎬ即通过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等环节对企业经济活动

进行登记和反映ꎬ并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完整性等方面进行审核和监督ꎮ
传统上财务会计很多都是输入性的工作ꎬ而没有很多分析性的工作ꎮ 通过区块链技术开发的企业

业务与财务核算系统接口对接和指令交互ꎬ财务可以从业务系统自动提取数据ꎬ完成会计凭证的确

认、审核ꎬ并进行账务处理ꎬ还可以自动生成报表、关联申报税费ꎬ区块链技术也将财务信息由纸质

管理转向电子文档自动管理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会计人员日常不再需要做审核会计单据、登记账簿、
编制报表、归整档案等基础工作ꎬ而是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有价值、需要职业经验和判断能力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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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与决策等会计管理工作上ꎮ 会计职能逐步由核算、记录、报表向决策、管理和分析转化ꎮ 而
且区块链的分布式账簿中包含大量的交易信息ꎬ有效促进了会计与业务活动的有机链接和融合ꎬ使
管理会计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和飞跃ꎮ 会计管理活动将不需要在信任、查验、沟通、
监管等方面消耗过多时间ꎬ而是可以在判断、决策、创新、咨询等价值创造领域有一番作为ꎮ 同时ꎬ
区块链技术使得财务会计的前提条件和环境基础都有了极大的改变ꎬ为应对区块链技术的挑战ꎬ必
须对传统财务会计的理论体系、核算程序、业务模式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ꎮ

三、区块链技术下财务会计体系变革的主要思路

(一)区块链技术条件下的会计理论体系需要重新构建

在区块链条件下ꎬ传统的会计理论受到了极大的挑战ꎬ会计环境、会计主体、会计对象乃至会计
职能、会计方法等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ꎮ 由于每个区块链信息都有固定的时间戳和数字密码签名ꎬ
因此区块链的所有交易数据不可随意更改ꎬ这就保证了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ꎬ由此可以避免传统
会计环境下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ꎮ 在区块链技术下ꎬ会计主体被
还原为业务主体ꎬ在业务和交易发生时ꎬ区块链上的节点同时完成记账ꎬ“为谁记账”已经不再重要ꎬ
记账主体也不再局限于交易发生的主体ꎬ记载的内容也不仅仅是记录能够以货币表示的财务相关
事项ꎬ而是记录交易本身ꎮ 在区块链技术影响下会计主体假设被淡化ꎬ会计主体的假设更多被还原
为业务主体ꎬ单独的财务会计会转化为业务财务相互融合ꎮ 会计职能将会由核算、记录、报告向决
策、管理和分析转化ꎮ 区块链技术下的“分布式记账”对传统的复式记账方法会产生影响和冲击ꎬ使
得单式记账方法或三式记账方法成为可能ꎮ 国外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催生了三式记账法ꎬ强调交易
双方互相不单独依赖于自己的会计信息系统去描述相关经济业务ꎬ而是通过分享由第三方通过加
密技术设置的收据进行入账ꎬ由第三方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担保ꎮ 参与记账的各方之间通过同步
协调机制ꎬ保证数据的防篡改和一致性ꎬ避免了复杂的多方对账过程ꎮ

(二)区块链技术条件下的会计核算基本程序需要重新设计

会计核算基本程序包括会计确认、会计计量、会计记录和会计报告四个环节ꎬ区块链技术对这
四个环节都有很大的影响ꎮ 在会计确认上ꎬ区块链技术下ꎬ业务和财务相互融合ꎬ由此ꎬ可以解决会
计确认中的时间不对称和时间滞后的问题ꎬ在每项业务上加上数字密钥和时间戳ꎬ保证所记录交易
信息在时间节点上的精确和统一ꎮ 在会计计量上ꎬ传统会计模式下ꎬ一般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进
行会计计量ꎬ不能实时反映价值的变化ꎬ采用公允价值、可变现净值等计量属性时ꎬ也需要人为判
断ꎬ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ꎬ在各种具体条件下ꎬ并不能正确采用最适合的计量属性ꎬ主观性判断的影
响程度较大ꎮ 而在区块链技术下ꎬ每一个节点都独立保留着所有的数据信息ꎬ数据的各种处理工作
将由分布于各个节点的计算机共同完成ꎬ影响计量属性判断的因素变得更加透明化ꎬ从而在选择和
确定计量属性时能够获得更加完善客观的有关信息ꎬ主观性判断的影响程度大大减弱ꎬ会计计量结
果会更加准确ꎬ还可以防止会计计量中的随意变更ꎮ 在会计记录上ꎬ区块链的分布式账簿使得双重
支付问题能够被轻易解决ꎬ区块链使得信息一经确认就不能修改ꎬ永久有效ꎬ有效遏制会计舞弊行
为ꎬ同时ꎬ由于交易记录同时即为财务记录ꎬ所以可以避免会计记录不及时、不全面的问题ꎬ确保了
会计记录的准确性ꎮ 在会计报告上ꎬ传统会计模式下ꎬ通过会计报告进行信息披露是一种主动披
露ꎬ而且由于财务信息在固定时间进行统一披露ꎬ所以信息披露具有一定的滞后性ꎬ但在区块链技
术下会计信息披露是一种自动化的过程ꎬ可以实现自动的即时披露ꎬ所有信息使用者可以借助区块
链搭建的平台“零成本”选择自己所需的财务信息ꎬ打破了信息不对称的格局ꎮ 此外ꎬ还可以通过构
建联盟链和私有链ꎬ进行区别化的信息处理和披露ꎮ

(三)区块链技术条件下的财会具体业务模式需要重新改造

利用区块链技术ꎬ可以对财务会计领域许多具体业务进行改造和优化ꎬ以提升其管理效率ꎮ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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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应收、应付款项管理ꎬ由于区块链技术下交易对象的相关信息都是公开透明的ꎬ可以通过事先查
看、核实交易对象的偿债能力ꎬ避免和实力不强、偿债能力弱的企业进行交易ꎬ从而降低应收账款转
变为坏账的风险ꎻ在购销合同签订以后ꎬ可以将合同编制为智能合约加载到区块链上ꎬ智能合约可
以使合同自动执行ꎬ如果购买方在合同到期时仍然没有偿付货款ꎬ智能合约就会发挥它的作用ꎬ从
购买方绑定于区块链上的账户中自动划款给债权人ꎬ大大降低违约和坏账的风险ꎬ减少人工收款、
谈判成本ꎮ 对于财务报账ꎬ传统模式下需要大量的人员参与ꎬ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和查验ꎬ在区块
链模式下ꎬ把多方参与确定的报账内容、报账条件、报账逻辑以智能合约的形式封装并部署在区块
链上ꎬ财务人员只需要对智能合约进行制定和审核ꎬ报账就不需要层层审核ꎬ只需要按照智能合约
自动执行即可ꎮ 对于资产管理ꎬ传统模式下ꎬ购买的商品只有通过资产管理系统的审核及认定后才
能进入报账环节ꎬ效率较低并且存在被篡改和伪造的风险ꎬ通过建立资产管理区块链ꎬ与物联网技
术结合ꎬ把资产打上射频标签并部署在区块链上ꎬ实现资产的实时监控、授权以及溯源ꎮ 除此以外ꎬ
企业的工资管理、税务申报、成本控制等工作的业务模式ꎬ都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来改造重塑ꎬ以提
升管理效率ꎮ

(四)区块链技术条件下的财会信息系统需要重新开发

当前信息化条件下ꎬ交易的电子化、无纸化给会计信息系统实践及信息安全带来许多问题ꎬ一
是交易信息及记录容易被人为篡改操控ꎬ无法像纸质材料那样被固化ꎻ二是大大降低了会计造假的
成本ꎬ从而难以保障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ꎻ三是数据的管理及维护影响因素多ꎬ极其复杂ꎮ
区块链分布式记录的技术特点固化了交易数据ꎬ从而难以被更改ꎬ并且可以对交易记录进行追根溯
源ꎬ从源头保障了会计信息的完整性透明性ꎮ 在区块链技术下ꎬ会计信息的产生、存储、传输、处理
的循环过程和传统条件下都有很大的区别ꎮ 通过将企业会计核算系统、财务管理信息系统进行重
新开发和整合ꎬ并和业务信息系统相互对接ꎬ自动实现会计信息的确认、计量、记录和存储ꎬ构建业
财融合、业财管控一体化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ꎬ准确、全面、高效地提供业务需求的财务分析数据ꎮ
还可以通过身份授权认证和智能合约ꎬ与供应单位、客户、银行等第三方机构、监管部门ꎬ构建联盟
区块链ꎬ以获取需要的数据信息ꎬ实现数据的自动验证和自动交易ꎮ

(五)区块链技术条件下的财务监督控制体系需要重新优化

区块链技术下ꎬ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和外部监督体系都会产生很大的变化ꎮ 区块链技术可以

极大地减少审计成本、提高审计效率、降低审计风险ꎮ 过去在需要外部审计时ꎬ需要花费大量的人
力物力去查阅、审查企业的账本、凭证ꎬ核实企业的资产ꎮ 在基于区块链的审计模式下ꎬ注册会计师
不再需要进行现场审计ꎬ可以通过区块链上的分布式账簿的访问ꎬ对企业的财务信息进行远程实时
监控ꎬ还可以追踪区块链上的财务数据ꎬ使得被审计单位财务舞弊空间大大缩小ꎬ从源头提高审计
部门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绩效ꎮ 区块链技术还使得“自审计”成为可能ꎮ 区块链网络中的每个节点都
能够对交易数据进行备份ꎬ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被审计单位得以对自己进行审计ꎬ未来依靠第
三方中介提供审计服务业务将会不复存在ꎬ审计监督进入“自审计”时代ꎮ 此外ꎬ税务、财政和国资
等其他监管部门也可以通过授权查看企业的分布式账簿ꎬ随时监督企业会计信息ꎬ有效防止偷税漏
税等不合规情况的发生ꎮ 在区块链技术下ꎬ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全新的内部控制和内部管理制度ꎬ建
立新的员工岗位责任制度、云计算记录操作流程管理制度、大数据维护流程管理制度、移动互联网
管理制度、传播交易信息安全保管制度、去中心化权威机构管理制度和可追溯性管理等制度ꎮ

参考文献:
[１]梁毕明ꎬ郭婧.新时代特征下公司财务问题研究:中国会计学会财务管理专业委员会 ２０１８ 学术年会述评[Ｊ].会

计研究ꎬ２０１８(７):９４￣９６.
[２]钟玮ꎬ贾英姿.区块链技术在会计中的应用展望[Ｊ].会计之友ꎬ２０１６(１７):１２２￣１２５.
[３]曾雪云ꎬ马宾ꎬ徐经长ꎬ等.区块链技术在财务与会计领域的未来应用:一个分析框架[Ｊ].财务研究ꎬ ２０１７(６):４６￣

６５



区块链技术下财务会计的机遇及变革

５１.
[４]汤谷良ꎬ毋千.区块链技术在中国的应用与企业财务管理体系的转型[Ｊ].航空财会ꎬ２０１９ꎬ１(１):１６￣２２.
[５]陈宋生ꎬ岳江秀.区块链技术与会计未来的发展[Ｊ].中国审计ꎬ２０１８(６):２６￣２７.
[６]庞琦ꎬ涂建明ꎬ朱渊媛.基于区块链框架的会计信息系统重构ꎬ新会计ꎬ２０１９(９):６￣１０.
[７]贺慧.“区块链＋会计”的前世、今生与未来[Ｊ].会计之友ꎬ２０１９(１８):１５５￣１５９.
[８]徐颖.会计在区块链 ３.０ 时代的角色转变研究[Ｊ].会计之友ꎬ２０１９(１３):１５７￣１６０.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ｕ Ｙａｎｈｕ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ｓｉｎｇ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ｒｕｓｔꎬ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ꎬ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ｌｓｏ ｐｏｓｅ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ｂｌｏｃｋ ｃｈａｉｎꎬ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ｈａ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ｕｎｐｒｅｃｅ￣
ｄｅｎｔ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 ａｌｌ￣ｒｏｕ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ｍｕｓｔ ｂ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ｅꎬ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ꎬ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ꎬ ｓｏ ａｓ ｔｏ
ｔａｃｋｌ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ꎻ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ꎻ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ꎻ ｒｅｆｏｒｍ

【责任编辑:曾志勇】

７５



武汉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 " # $

作者简介: 龚鸣敏(１９７７－)ꎬ武汉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ꎬ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处理、数据挖掘ꎮ

基于“区块链＋大数据”技术的个人征信系统研究

龚鸣敏

摘　 要: 通过大数据与区块链相结合ꎬ让区块链中的数据更有价值ꎬ也让大数据的预测分析落实为行动ꎮ
基于共享经济的背景ꎬ通过个人信用测评角度ꎬ运用大数据分析在多平台实现个人征信系统ꎬ拟出解决

互联网消费金融信用定价的框架性方案ꎬ并对初步架构进行了设计ꎬ以期为开发信用风险评价平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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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数据征信ꎻ区块链ꎻ征信数据共享ꎻ信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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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征信是指依法收集、整理、保存、加工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信用信息ꎬ并对外提供信用报

告、信用评估、信用信息咨询等服务[１]ꎮ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和征信体系的完善ꎬ
我国个人征信领域得到了迅速发展ꎬ潜在市场空间达到千亿级别ꎮ 八家试点机构各自建立评价体
系ꎬ信用分模式受到了追捧ꎬ且在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ꎮ «经营个人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审批
事项服务指南»的发布为我国个人征信业务机构的成立提供了依据ꎬ将于央行征信形成互补关

系[２]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网络金融征信系统累计签约接入机构 １ ３４６ 家ꎬ共收录自然人 ８ ５０９ 万、
企业和其他组织 ２ ５０２ 万ꎬ其中借款人数量 ３ ３４２ 万ꎬ借款申请人数量 ７ １０３ 万ꎬ借贷金额 １４ ５４５ 亿
元ꎬ借贷笔数 ２３ ２３９ 万ꎬ借贷申请笔数 ２８ ５２５ 万ꎻ累计成功入库记录数 ３３.３ 亿条ꎬ其中失信被执行
人信息 ２９６.０ 万条ꎬ逾期 １８０ 天以上信息 １ ３４２ 万条(逾期金额 １ ４９２ 亿元)ꎬＰ２Ｐ 平台借款人恶意逃
废债信息 １０１ ９２３ 条(逾期金额 ７１.５１ 亿元) [３]ꎮ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ꎬ各个互联网企业利用自身业务收集和处理用户个人数据ꎬ构建个人征
信数据库ꎮ 然而ꎬ基于大数据的个人征信体系仍存在着信息共享程度不高、个人隐私保护不力、个
人征信机构缺乏独立性等问题ꎬ导致央行迟迟未发放个人征信牌照ꎬ大数据个人征信发展缓慢ꎮ 区
块链技术的普及为大数据个人征信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ꎬ其分布式存储、点对点传输、加密算法
等技术特点恰好解决当前征信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共识机制促进征信信息的共享ꎮ 区块链技术
与大数据征信的结合是区块链技术完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重要应用ꎬ为区块链技术服务于实体
经济迈出了坚实的一步ꎮ

基于区块链＋大数据技术的背景ꎬ通过市场调查与分析ꎬ从个人信用测评角度ꎬ尝试在前人的基
础上ꎬ纳入道德层面和监管角度的相关指标ꎬ构建共享指标体系ꎬ建立“个人信用模型”ꎬ同时进行大
数据分析以及软件核心功能的搭建ꎬ在多平台实现个人征信系统ꎬ从而降低第三方支付、Ｐ２Ｐ 网络
贷款平台、大数据金融、众筹、互联网金融门户等“互联网＋金融”模式的信用风险ꎬ也为银行等金融
机构进行大数据金融和建立信息化金融机构提供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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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块链＋大数据应用于个人征信系统

大数据的发展早于区块链ꎬ目前已经成为了一个庞大的产业ꎬ而将发展中的区块链技术与大数
据相结合ꎬ就会碰撞出不一样的效应ꎮ 在大数据中使用区块链技术ꎬ在强调透明性、安全性的情景
下ꎬ区块链有其用武之地ꎮ 在大数据的系统上使用区块链技术ꎬ可以使得数据不能被随意添加、修
改和删除ꎬ当然其时间和数据量级是有限度的ꎮ 以时间量、数据量为坐标轴ꎬ列出了目前大数据引
擎大致擅长处理数据的范围ꎬ区块链可在其中成为一种很好的补充ꎮ

通过把大数据与区块链相结合ꎬ能让区块链中的数据更有价值ꎬ也能让大数据的预测分析落实
为行动ꎬ它们都将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石[４]ꎮ 从技术角度看ꎬ大数据技术用信任换取了计算资源ꎬ
而区块链技术用计算资源换取了信任ꎬ所以两者的结合就掀起了信息安全的新浪潮ꎮ 基于区块链
分布式数据存储、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追溯、可信任等特性ꎬ大数据主要的是对于海量数据进行
管理ꎬ而区块链的核心是在没有中心化中介计入的情况下实现数据的高安全性和高可靠性ꎮ

所以区块链和大数据并不互相冲突ꎬ也不会取代ꎬ完全是面对不同场景情况下对于数据的不同
解决方案ꎮ

(一)区块链＋大数据、信用概述

区块链技术是一项新型底层技术ꎬ更准确地说是几项技术的组合ꎬ通过先进技术的搭配使用ꎬ
确保数据信息真实可信、不可篡改ꎬ从而实现价值的传递[５]ꎮ 因而ꎬ其也被认为是构建价值互联网

不可或缺的底层应用技术ꎬ是具备多层级和多类型运用的价值传输技术的集合ꎬ是一个可共享且不
易更改的分布式类总账ꎬ是一个凝聚多方信任的数据库ꎮ 也有的学者将其认定为区块链作为一种
网络数据库、一种使用区块记录交易信息的账本ꎮ

基于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两个视角的分析ꎬ发现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不可篡改、智能合约等特
点与银行基础业务具有天然的适配性ꎮ 区块链技术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为银行业的经营管理带来了
积极影响ꎮ 比如ꎬ对于存档的历史数据ꎬ因为它们是不能被修改的ꎬ我们可以对大数据作 Ｈａｓｈ 处
理ꎬ并加上时间戳ꎬ存在区块链之上ꎮ 在未来的某一时刻ꎬ当我们需要验证原始数据地真实性时ꎬ可
以对对应的数据做同样的 Ｈａｓｈ 处理ꎬ如果得出的答案是相同的ꎬ则说明数据是没有被篡改过的ꎮ
或者ꎬ只对汇总数据和结果做处理ꎬ这样ꎬ只需要处理增量数据处理ꎬ那么应对的数据量级和吞吐量
级可能是今天的区块链或改善过的系统可以处理的ꎮ

大数据(ｂｉｇ ｄａｔａ)ꎬＩＴ 行业术语ꎬ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
处理的数据集合ꎬ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
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ꎮ 大数据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对大量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进行精准营销ꎮ
(２)做小而美模式的中小微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做服务转型ꎮ
(３)面临互联网压力之下必须转型的传统企业需要与时俱进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价值ꎮ
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ꎬ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

化处理ꎮ 换而言之ꎬ如果把大数据比作一种产业ꎬ那么这种产业实现盈利的关键ꎬ在于提高对数据
的“加工能力”ꎬ通过“加工”实现数据的“增值”ꎮ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ꎬ个人信用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ꎬ无论是买房贷款ꎬ还是申
请信用卡ꎬ信用贷款ꎬ甚至办理一些重要证件ꎬ都需要有良好的征信记录ꎮ 信用是一笔无形资产ꎬ良
好的信用记录不仅可以带来更高的借款成功率和更低的借款利率ꎬ还可以让人们享受信用服务带
来的便利ꎮ 未来信用红利将会突显ꎬ但也伴随着个人隐私泄露、信用数据篡改、大数据征信商业化
的合法边界不明确等问题ꎮ 为营造一个良性的互联网信用生态环境ꎬ首先总结了现有征信平台中
存在的问题ꎬ探讨并分析了采用新兴技术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性ꎻ然后融入区块链＋大数据技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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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了一种辅助未来征信系统的多源数据共享框架ꎻ接着以区块链的多源数据共享为基础ꎬ应用人工
智能、数据挖掘、智能合约等方法建立了多源异构数据融合的大数据征信平台ꎮ

(二)区块链＋大数据和信用三者之间联系

现代金融体系的运转ꎬ离不开信用的支撑.征信作为个人信用体系中的关键环节ꎬ奠定了个人
信用风险管理的基础ꎮ 相对于发展较为完善的企业征信业ꎬ目前我国个人征信业竞争度较低ꎬ个人
征信体系显露出诸多弊端ꎮ 首先ꎬ经营主体单一集中ꎮ 从我国目前个人征信业的发展来看ꎬ个人征
信体系的建设以政府主导型为主ꎬ征信机构的经营主体主要为国有机构ꎬ民营机构数量少、规模较
小ꎬ数据收集困难ꎬ缺乏竞争力.其次ꎬ信息孤岛问题.我国现有个人征信体系中ꎬ数据多数通过央行、
公安等平台获得ꎬ这些机构都有自己的数据库ꎬ但很难实现自动接入系统和进行数据共享.查询机
制也较为繁琐ꎬ获得不同平台数据时需要重复申请和提交ꎬ增加了征信交易的成本.最后ꎬ法律法规
不完善ꎬ有效监管不足ꎮ 由于我国个人征信行业发展较晚ꎬ社会大众的信用意识也较弱ꎬ目前我国
个人征信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ꎬ且惩处制度不完善ꎬ导致违规成本较低ꎬ容易出现一系列违规、
商业诈骗等行为.但是区块链技术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具有两面性ꎬ其在带来巨大优势的同时也伴
随着巨大的风险ꎮ 有效预防这些风险是实施区块链技术的必要条件ꎮ 因而ꎬ本文分析“区块链＋大
数据技术＋个人征信”模式下ꎬ个人信息保护中可能存在的风险ꎬ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ꎮ

三、区块链＋大数据应用于个人征信项目

(一)国外国内研究

(１)国外研究
国外对于征信体系的研究和实践都早于我国ꎬ理论研究成果十分丰富ꎮ 世界上最早的征信机

构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在英国伦敦成立ꎬ美国、法国、德国等随后也相继快速发展起来ꎬ逐步建立
了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ꎬ拥有庞大的信用交易规模[６]ꎮ 因此ꎬ系统介绍国外学者对于征信体系的研
究对我国的大数据征信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ꎮ 信用共享可以增强信用市场上的
竞争力和信用配置的效率ꎬ提高整个信用市场的信贷总量ꎮ 认识到信用共享的重要性以后ꎬ如何建
立一个信息共享的严格体系成为了接下来的研究重点ꎮ

随着征信机构的不断发展和法律建设的不断完善ꎬ研究的焦点逐步转移到征信模式的比较和
选择上ꎮ 在信息隐私理论和信息市场竞争的基础上ꎬ讨论征信业的历史和组织机构ꎬ最后实证分析
了征信对实体经济的意义和影响ꎮ

可见ꎬ国外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宏观层面上对征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等方面进行探索ꎬ近年来的
研究方向大多集中在征信模式的比较与选择上ꎬ认同互联网与金融业之间具有的不可分割的关系ꎮ
但是微观层面上的研究成果较少ꎬ如关于从互联网征信细分出的大数据征信的研究ꎬ相对缺乏对某
一个具体的大数据征信产品的探索ꎮ

(２)国内研究
我国征信体系建设较发达国家的起步较晚ꎬ但近年来发展迅速ꎬ尤其在央行放开企业征信和个

人征信后ꎬ我国征信建设的节奏明显加快ꎬ关于新兴征信模式的研究成果并不少ꎮ 国内学者认为ꎬ
加快我国互联网金融征信体系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ꎮ

对于区块链这样一个技术组合或者数据管理技术而言ꎬ对其技术特征的准确把握远比对其下
一个统一的定义更有价值ꎮ 国内外都在采取积极的行动来抢占一片先机ꎬ因而涌现诸多的运用方
案ꎬ如国外的 ＫｒｅｄｉｔＣｈａｉｎ 项目ꎮ 该项目力图建立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的征信体系ꎬ是德
国第一个大范围的区块链运用项目ꎬ也是欧盟第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征信生态体系ꎬ同时得到了
欧洲央行 ＥＣＢ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的官方支持ꎮ 中国企业机构能够完成用户数据的共享ꎬ个
人用户可以授权企业共享自已的数据ꎬ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之上申请网贷ꎮ 此外ꎬ还有一系列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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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建、平台先行”模式的商业实践ꎮ 从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ꎬ平安集团成立了金融技术部门ꎬ探索区块
链技术的应用ꎮ 云棱镜征信 Ｌｉｎｋｅｙｅ 从共享征信黑名单开始ꎬ全链公开失信人的脱敏数据ꎬ根据自
主研发的加密信息可授权式加密共享区块链技术ꎬ有效降低中小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ꎮ 天
翼、布比(Ｂｕｂｉ Ｎｅｔｗｏｒｋ)等机构也推出了类似的信息平台ꎮ 区块链技术在征信行业的实践热潮中ꎬ
反映了此模式本身具有明显优势ꎬ对于应对传统征信业务的某些弊端与痛点有着巨大的潜力ꎮ 互
联网进入生态时代ꎬ其应用已渗透到金融服务、物联网、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电子商务等多
个领域ꎮ

(二)个人征信系统研究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ꎬ依托持牌金融机构的信贷交易业务作为征信数据来源的传统征

信模式受到巨大的挑战ꎮ 以天猫、京东、网易考拉等电商平台产生的互联网数据为征信数据来源的
大数据征信模式正在快速发展ꎮ ２０１３ 年开始实行的征数据支持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对个人
征信的需求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ꎬ要求芝
麻信用、腾讯征信等 ８ 家机构做好个人征信业务的准备工作ꎮ 然而在个人征信市场ꎬ８ 家企业为追
求依托互联网的所调业务闭环ꎬ分割市场信息ꎬ信息覆盖范围受限ꎬ未形成信息共享的市场环境ꎻ８
家公司业务上和公司治理结构上不具备第三方征信的独立性ꎻ８ 家机构对征信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规则
了解不够ꎬ存在征信信息滥用、误用的情形ꎮ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ꎬ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批准设立百行征信有限
公司ꎬ标志着第一块个人征信牌照正式发出ꎬ该公司股东分别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持股 ３６４)和上

述 ８ 家机构(分别持股 ８４)ꎮ 百行征信的设立标志着大数据个人信用体系雏形已经形成[７]ꎮ
个人征信市场研究范围:
(１)Ｂ２Ｃ 信用调用ꎬ适用于企业、银行、公共服务等多场景的信用评分调取ꎬ客户实时信用更新、

多平台信用共享、个人信用决策等多种场景服务ꎻ
(２)Ｐ２Ｐ 信用互查ꎬ针对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用互查ꎬ适用于 Ｐ２Ｐ 个人借贷、闲鱼买卖、跳蚤市

场类型服务等个人与个人信用互查场景ꎻ
(３)Ｏ２Ｏ 信用证明ꎬ人机交互的信用证明服务ꎬ适用于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雨伞、共享充

电宝等共享类服务场景ꎻ
研究内容:
(１)个人信用指标ꎬ除了目前常见的指标外ꎬ特将具有共享经济体制下的代表性指标ꎬ如:共享

度、公益度、折损度、守信度、逾期度、社交网络等道德层面指标作为重要的核心指标参与评分[８]ꎻ并
引入制度质量概念ꎬ将政策规范化对个人诚信度的作用和社会诚信度对制度质量控制的影响作为
模型考虑ꎮ

(２)共享征信模型ꎬ立足于共享经济ꎬ采用 ＡＨＰ－层次分析法构建决策树模型ꎬ用以解决企业与
用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ꎮ 补缺现有模型在共享模型方向的缺失与数据模型的高交互性模型探
讨ꎬ填充传统模型对用户道德层评估的薄弱环节ꎮ 并建立模型的回归诊断机制ꎬ模型数据的可视化
技术ꎮ

(３)共享交互征信系统ꎬ引入高并发架构ꎬ建立反欺诈模型ꎬ将个人征信与云计算相结合ꎬ利用云
平台ꎬ整合存储、处理和访问数据的功能ꎬ实现云平台—企业银行—用户交互模式ꎬ实时的交互更新ꎮ

如图 １ 和图 ２ 所示ꎬ利用云平台收集数据ꎬ采用创建信用库—沟通信用信息—评估信用分—实
时数据更新—修复信用分数—个人信用利用深度挖掘的模式ꎬ对个人信用进行描述性分析、好奇性
分析、预测性分析、规范性分析ꎬ得出个人信用深层价值(如通过个人数据行为侧写ꎬ获得个人消费
等多方面的数据分析报告等)ꎬ并为企业、银行、公共服务优化资源配置ꎮ

(三)研究目标

１.建立区块链＋大数据金融下的个人信用评价系统ꎮ 该系统的主体就是进行个人信用评级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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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共享征信交互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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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研究发展战略

用混合云＋大数据分析ꎬ依据“共享信用模型”实现ꎻ引入云平台数据处理ꎬ实现个人信用评级和金
融行为监管ꎮ

２.构建社会诚信度评价指标体系ꎮ 该项目将道德层面指标作为模型的核心指标ꎬ尝试在现有
技术和数据的条件下ꎬ构建社会诚信度评价指标体系ꎬ以作为社会诚信度的一个评分模型ꎬ利于实
时掌握社会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公信度情况ꎬ不仅可为金融机构、企业、个人作为交易的参考ꎬ还可作
为政府推进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的决策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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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设计金融实时动态分析系统ꎮ 在大数据金融的基础上ꎬ为共享企业、银行、公共服务提供基
于数据的报表分析指导型服务ꎬ可作为其决策支持系统之一ꎮ

４.搭建信用大数据分析资源库ꎮ 基于个人信用ꎬ可作为客户关系管理的决策支持系统也可作
为交易监督管理机制的参考值ꎬ更可以做实时地市场分析ꎬ利于共享经济环境下消费者行为分析的
重要借鉴ꎮ

５.设置信用测评咨询服务平台ꎮ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ꎬ通过语音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
然语言处理技术与信用系统相结合ꎬ将其利用于金融分析和咨询服务领域ꎬ实现机器视觉ꎬ专家系
统ꎬ自动规划ꎬ智能搜索ꎬ模型演算ꎬ智能控制的功能ꎬ为企业、银行、个人、公共服务部门提供相关的
咨询服务ꎮ

(四)实施过程

１.数据安全:区块链让数据真正“放心”流动起来[９]ꎮ 区块链以其可信任性、安全性和不可篡改
性ꎬ让更多数据被解放出来ꎮ 用个人征信典型案例来说明ꎬ即区块链是如何推进基因测序大数据产
生的ꎮ 区块链测序可以利用私钥限制访问权限ꎬ从而规避法律对个人获取基因数据的限制问题ꎬ并
且利用分布式计算资源ꎬ低成本完成测序服务ꎮ 区块链的安全性让测序成为工业化的解决方案ꎬ实
现了全球规模的测序ꎬ从而推进数据的海量增长ꎮ

２.数据开放共享:区块链保障数据私密性ꎮ 政府掌握着大量高密度、高价值数据ꎬ如医疗数据、
人口数据等ꎮ 政府数据开放是大势所趋ꎬ将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推动力ꎮ 然而ꎬ
数据开放的主要难点和挑战是如何在保护个人隐私的情况下开放数据ꎮ 基于区块链的数据脱敏技
术能保证数据私密性ꎬ为隐私保护下的数据开放提供了解决方案ꎮ 数据脱敏技术主要是采用了哈
希处理等加密算法ꎮ 例如ꎬ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英格码系统(Ｅｎｉｇｍａ)ꎬ在不访问原始数据情况下运算
数据ꎬ可以对数据的私密性进行保护ꎬ杜绝数据共享中的信息安全问题ꎮ 例如ꎬ公司员工可放心地
开放可访问其工资信息的路径ꎬ并共同计算出群内平均工资ꎮ 每个参与者可得知其在该组中的相
对地位ꎬ但对其他成员的薪酬一无所知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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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数据 ＨＡＳＨ 脱敏处理示意图

３.数据存储:区块链是一种不可篡改的、全历史的、强背书的数据库存储技术ꎮ 区块链技术ꎬ通
过网络中所有节点共同参与计算ꎬ互相验证其信息的真伪以达成全网共识ꎬ可以说区块链技术是一
种特定数据库技术ꎮ 迄今为止ꎬ我们的大数据还处于非常基础的阶段ꎬ基于全网共识为基础的数据
可信的区块链数据ꎬ是不可篡改的、全历史的、也使数据的质量获得前所未有的强信任背书ꎬ也使数
据库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代ꎮ

４.数据分析:区块链确保数据安全性ꎮ 数据分析是实现数据价值的核心ꎮ 在进行数据分析时ꎬ
如何有效保护个人隐私和防止核心数据泄露ꎬ成为首要考虑的问题ꎮ 例如ꎬ随着指纹数据分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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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因数据检测与分析手段的普及ꎬ越来越多的人担心ꎬ一旦个人健康数据发生泄露ꎬ将可能导致
严重后果ꎮ 区块链技术可以通过多签名私钥、加密技术、安全多方计算技术来防止这类情况的出
现ꎮ 当数据被哈希后放置在区块链上ꎬ使用数字签名技术ꎬ就能够让那些获得授权的人们才可以对
数据进行访问ꎮ 通过私钥既保证数据私密性ꎬ又可以共享给授权研究机构ꎮ 数据统一存储在去中
心化的区块链上ꎬ在不访问原始数据情况下进行数据分析ꎬ既可以对数据的私密性进行保护ꎬ又可
以安全地提供给全球科研机构、医生共享ꎬ作为全人类的基础健康数据库ꎬ对未来解决突发疾病、疑
难疾病带来极大的便利ꎮ

四、区块链＋大数据应用于个人征信系统研究路线

基于大数据分析ꎬ采用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的方法ꎬ选用随机森林ꎬ判别分析法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的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和关系剖析ꎮ 采用遗传算法和 ＢＰ 神经网络组合模型ꎬ对其进行测试ꎮ 本次模
型构建采用 Ｒ 与 Ｐｙｔｈｏｎ 软件结合使用ꎮ 其中 Ｒ 主要用于数据描述性统计ꎬＰｙｔｈｏｎ 软件用于具体建
模过程ꎮ

技术上主要研究数据传输与安全ꎬ模型精准优化ꎬ数据价值的深度挖掘ꎮ
核心采用层级分析模型建立法ꎻＡＰＩ 接口ꎬ日志文件读取ꎻ安全中间件ꎻ混合云存储ꎬ高并发处

理ꎻ数据可视化ꎬ数据知识化技术ꎮ
实施路线包括数据建模ꎬ软件实施ꎬ数据挖掘三方面ꎬ如图 ４ 区块链＋大数据应用于个人征信系

统研究路线ꎬ后期做好信息安全、数据流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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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区块链＋大数据应用于个人征信系统研究路线

(１)数据建模ꎬ前期通过市场调研以及成熟征信模型比对ꎬ通过层级分析法建立决策树模型ꎬ对
用户信用进行初步评估ꎮ 在收集大量数据后ꎬ通过对数据分析ꎬ引入逻辑回归模型进行模型的优化
完善ꎮ 后期利用数据的可视化ꎬ根据数据特征ꎬ挖掘深度价值ꎬ利用贝叶斯模型ꎬ实现精准评估ꎬ建
立多维度的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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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软件实施ꎬ划分为数据层与 Ｗｅｂ 展示层ꎮ 数据层方面ꎬ在进行初步的系统需求分析后ꎬ确
认技术架构ꎬ开始设计数据库结构表ꎮ 实现 ＡＰＩ 接口和日志信息分析两部分ꎬ以获取用户数据ꎬ接
下来设计安全中间件ꎬ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ꎬ并进行数据的安全ꎬ空值ꎬ噪点值处理ꎬ然后将自然
语言转化为机器语言存于数据表中ꎮ 根据模型特性ꎬ对不同指标进行值域分析ꎬ利用数据相关性实
现模型数据建立ꎬ并以数字形式获取结果ꎮ 最后建立第三方调用接口ꎬ供以展示使用ꎮ Ｗｅｂ 展示层
方面ꎬ在进行初步的分析后ꎬ确定需要展示的内容板块ꎬ以兼容稳定安全最优为基准ꎬ设计 Ｗｅｂ 架
构ꎮ 建立 Ｈｔｔｐ / Ｈｔｔｐｓ 安全中间件传输数据ꎬ然后以后台接口具有的不同特征ꎬ用图表ꎬ报告形式进
行解读ꎬ阐述数字背后价值ꎬ同时也为企业ꎬ用户提供在线查询与疑惑申报功能ꎮ 如图 ５ 信用评价
系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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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信用评价系统

(３)数据挖掘方面ꎬ数据挖掘的前提是具有大量的数据ꎬ目前是不具备的ꎮ 基本方式是通过数
据可视化软件或语言将数据进行可视化解读ꎬ以数据特征建立数据相关性ꎬ实现特征向量取值ꎬ从
而建立贝叶斯模型ꎮ

(４)“区块链＋大数据个人征信”业务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挑战ꎮ 信息在个人信息权中的概念与
数据等同ꎮ 从信息权的保护内容来看ꎬ虽然各个国家及地区的表述不同ꎬ但基本都涵盖了信息决
定、查询、更正、补充、封锁、删除以及保密权等ꎮ 而按照我国学界给出的立法建议稿中也基本包括
这些内容ꎬ规定了信息主体对于个人信息的同意权和决定权ꎬ而删除权、更正权等权益内容是决定
权的应有之义ꎬ非此无以为“决定”ꎮ 因而ꎬ我国个人信息权内容ꎬ应决定、保密、查询、更正、删除以
及个人信息安全等权利ꎮ

(５)数据流通:区块链保障数据相关权益ꎮ 对于个人或机构有价值的数据资产ꎬ可以利用区块
链对其进行注册ꎬ交易记录是全网认可的、透明的、可追溯的ꎬ明确了大数据资产来源、所有权、使用
权和流通路径ꎬ对数据资产交易具有很大价值ꎮ

一方面ꎬ区块链能够破除中介拷贝数据威胁ꎬ有利于建立可信任的数据资产交易环境ꎮ 数据是
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ꎬ与普通商品有着本质区别ꎬ主要是具有所有权不清晰、 “看过、复制即被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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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等特征ꎬ这也决定了使用传统商品中介的交易方式无法满足数据的共享、交换和交易ꎮ 因为中
介中心有条件、有能力复制和保存所有流经的数据ꎬ这对数据生产者极不公平ꎮ 这种威胁仅仅依靠
承诺是无法消除的ꎬ而这种威胁的存在也成为阻碍数据流通巨大障碍ꎮ 基于去中心化的区块链ꎬ能
够破除中介中心拷贝数据的威胁ꎬ保障数据拥有者的合法权益ꎮ

另一方面ꎬ区块链提供了可追溯路径ꎬ能有效破解数据确权难题ꎮ 区块链通过网络中多个参与
计算的节点来共同参与数据的计算和记录ꎬ并且互相验证其信息的有效ꎬ既可以进行信息防伪ꎬ又
提供了可追溯路径ꎮ 把各个区块的交易信息串起来ꎬ就形成了完整的交易明细清单ꎬ每笔交易来龙
去脉非常清晰、透明ꎮ

五、结束语

互联网＋金融创新需要有良好完善的制度来支持其可持续发展ꎬ而金融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和政
策需要在互联网金融创新过程中积累案例和丰富内容ꎮ 为此ꎬ我们尝试推动解决“银企信息不对
称”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ꎮ 目前已有相关城市的信易贷平台以信用为核心ꎬ基于区块
链技术ꎬ汇集工商、税务、环保、电力等数据ꎬ用来打通信用服务机构、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的连接ꎬ形
成破解民营和中小企业“信息不对称、信用不充分”等问题的有效路径ꎮ 希望能丰富现有的个人征
信系统的不足ꎬ并能给个人、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提供一个监管机制构建和执行的决策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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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虚拟化下的网络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探索

刘　 阳

摘　 要: 针对地方本科院校网络工程专业实践课教学资源紧张ꎬ实验室经费受限ꎬ硬件设备维护成本高ꎬ
使用效率低ꎬ实验效果不佳等问题ꎬ提出了将虚拟化技术的软件和平台引入实践教学的方案ꎬ并从服务

器虚拟化、桌面虚拟化和网络虚拟化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ꎮ 实践证明ꎬ基于虚拟化平台和软件的实

践教学能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ꎬ改善网络工程实验室课程的教学效果ꎬ体现了虚拟化技术在实践教学课

程中的先进性和优越性ꎮ
关键词: 网络工程ꎻ虚拟化技术ꎻ服务器虚拟化ꎻ网络虚拟化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２.０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４２００￣２０１８２０５(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４

一、引言

网络工程实践教学是网络工程专业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理论联系实
际的必由之路ꎮ 学生通过完成各类网络工程专业实验可以达到对理论知识和技术环节充分理解且
运用自如的效果ꎮ 但目前地方本科院校由于条件有限ꎬ在网络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环节中存在一些
问题是:一是实验室经费有限ꎬ无法购置高配设备ꎬ导致多数实验停留在验证阶段ꎬ无法进行深层次
的综合设计ꎮ 二是已有硬件设备陈旧ꎬ软件平台版本低ꎬ维护成本高ꎬ使用效率低ꎮ 三是实验设备
数量有限ꎬ无法满足大量学生多门网络工程专业课切实的实践需求ꎮ

经过各地高校不断研究和摸索ꎬ随着虚拟化技术日趋成熟ꎬ将虚拟化技术及相关软件和平台应
用于网络工程实践教学中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ꎮ

虚拟化在计算机方面通常是指计算元件在虚拟的基础上而不是真实的基础上运行ꎮ 通过引入
一个新的虚拟化层ꎬ对下管理真实的物理资源ꎬ对上提供虚拟的系统资源ꎬ从而实现了在扩大硬件
容量的同时ꎬ简化软件的重新配置过程ꎮ 对于用户端ꎬ虚拟化技术实现了软件跟硬件的分离ꎬ用户
不需要考虑后台的具体硬件实现ꎬ只需要在虚拟层环境上运行自己的系统和软件ꎮ 高校网络工程
专业在实验室建设和实践课程开设时引入虚拟化技术可以有效解决资源配置不足ꎬ设备管理效率
低下ꎬ实验类型单一、效果差等瓶颈问题ꎬ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课程的教学效果有明显提升ꎮ

二、服务器虚拟化技术的实践教学

服务器虚拟化通过区分资源的优先次序ꎬ随时随地将服务器资源分配给需要的工作负载来简
化管理和提高效率ꎬ从而减少为单个工作负载峰值而储备的资源ꎮ 通过服务器虚拟化ꎬ用户可以动
态启用虚拟机ꎮ 运行多个虚拟机可以充分发挥物理服务器的计算潜能ꎬ迅速应对突发的需求ꎮ 网
络工程专业下设的云计算、Ｌｉｎｕｘ 开发与应用、服务器架设与维护等专业课程都需要在 Ｌｉｎｕｘ 或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Ｓｅｒｖｅｒ 系列操作系统环境下完成实验ꎬ而且还有部分课程需要在多操作系统的环境下完成
实验ꎬ通过服务器虚拟化技术ꎬ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难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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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云计算课程为例ꎬ在虚拟化平台搭建部分ꎬ可以将六台虚拟化服务器搭建成为一个集群ꎬ将
集群划分成三个主机组ꎬ每两组同学使用一个主机组ꎬ进行实验练习和日常学习ꎮ 使用两台交换
机ꎬ其中 Ｓ５７２０￣５２ｐ１ 走管理业务平面ꎬ连接桌面云所在管理平面ꎬ为学生提供实验环境ꎬ而 Ｓ５７２０￣
５２ｐ２ 走 ＢＭＣ 平面ꎬ后端对接服务器管理端ꎬ前端对接设备管理服务器ꎬ使设备管理服务器能够连接
到服务器 ＢＭＣ 端ꎬ监控服务器的状态信息ꎮ 使用网线将 ＢＭＣ 和管理业务所连接的交换机 Ｓ５７２０￣
５２ｐ１ 和 Ｓ５７２０￣５２ｐ２ 连接起来ꎬ同时在交换机端进行 ＶＬＡＮ 隔离ꎮ 然后连通到学生桌面所在的服务
器外接交换机 Ｓ５７２０￣５２ｐ３ 上ꎬ使学生能够通过该网线连接虚拟化平台进行实验和学习ꎮ

三、桌面虚拟化技术的实践教学

在桌面云搭建部分ꎬ可以将三台桌面云服务器形成集群ꎬ在集群之上以虚拟机的形式部署桌面
云组件ꎬ然后组合生成桌面云平台ꎬ制作用户桌面ꎬ根据实验需求ꎬ制作出安装相应软件的完整复制
桌面ꎬ然后发放 ３６ 台学生使用桌面ꎬ多发 ５ 台做备份使用ꎬ２ 台教师桌面ꎬ１ 台备用ꎮ 使用一台交换
机走管理业务口ꎬ并且和虚拟化平台对接管理业务交换机连接ꎬ设备管理服务器对接管理业务交换
机连接ꎬ满足业务需求ꎬ其中管理业务视需求进行业务隔离ꎮ 图 １ 为云计算虚拟化拓扑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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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云计算虚拟化拓扑图

与此同时ꎬ安装学生客户端盒子到学生课桌上ꎬ包括鼠标、键盘、网线、电源线、显示屏等ꎮ 三台
桌面云服务器预留相同的资源导入 ＦＳＡ 安装包ꎬ安装 ＶＢＳ 进程ꎬ使用后端两光纤接口做聚合ꎬ然后
打通和分布式存储服务器的网络ꎮ 这里需要一个单独的网段ꎬ或者做 ＶＬＡＮ 隔离ꎬ然后对接分布式
存储服务器ꎮ

四、网络虚拟化技术的实践教学

网络工程专业下设的路由与交换技术、网络互连技术、信息安全等实践课程需要使用大量的网
络设备搭建网络环境ꎬ对路由器、二层交换机、三层交换机、防火墙、服务器以及无线设备的需求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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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ꎬ在多数情况下无法满足一人一组设备的实验要求ꎮ 网络虚拟化技术可以有效缓解这一矛盾ꎬ提
高学生的实验质量ꎬ起到充分锻炼学生实操能力的作用ꎮ

目前网络工程专业的主流网络虚拟化仿真软件有华为 ｅＮＳＰ、思科 Ｐａｃｋｅｔ Ｔｒａｃｅｒ 和 ＧＮＳ３ꎮ 以
路由与交换技术课程为例ꎬ采用华为 ｅＮＳＰ 虚拟化仿真软件ꎮ 该软件是在通用计算机平台上模拟华
为厂商的硬件设备ꎬ使得华为网络设备的操作系统 ＩＯＳ 能够在个人电脑环境下运行ꎬ图 ２ 为 ｅＮＳＰ
环境下企业网拓扑图ꎮ

ｅＮＳＰ 仿真软件可以在物理机硬件资源充足的条件下同时运行个人终端、交换机、路由器、防火
墙、服务器、无线设备等多台网络设备的操作系统ꎬ配以简易直观的拓扑规划界面和 ＣＬＩ 命令行ꎬ以
帮助学生实现大规模网络系统的规划、设计、部署、分析和诊断ꎮ 同时该软件集成了 Ｗｉｒｅｓｈａｒｋ 抓包
软件ꎬ学生能在完成实验的过程中ꎬ捕获和分析网络中的各类数据包ꎬ查询数据包中各字段的值ꎬ便
于及时发现问题ꎬ也能进一步巩固网络协议理论知识ꎮ 对比于采用物理机进行实验ꎬ该模式能开设
的实验个数多ꎬ并且效率高、费用低ꎬ学生的积极性高ꎬ实验效果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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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ｅＮＳＰ 环境下企业网拓扑图

五、结语

虚拟化技术具备提高资源的利用率ꎬ丰富实验类型ꎬ拓展实验教学空间ꎬ提升学生上实验课的
积极性ꎬ充分锻炼学生动手能力ꎬ投入低、产出高等优势ꎮ 在网络工程实验室建设与实践实训课程
开设过程中ꎬ应积极引入成熟度高的虚拟化平台和软件ꎬ以提高学生手动能力为目标ꎬ遵循“虚实结
合”的原则ꎬ提升实践教学效果ꎮ 这也是推进网络工程实践教学改革和提高实验课教学质量的必由
之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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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学院学报》（季刊）是由武汉学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内部资料，宗旨在于繁

荣教育科研，开展学术争鸣，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本刊结合武汉学院相关学科的科研

优势，主要开设有大学教育、教学探索、经济管理、信息工程、新闻传播、法学论坛、

文学艺术等栏目，刊发的文章强调学术创见和理论深度，聚焦学科前沿问题、热点问

题，关注国家、省部级课题研究成果。热忱欢迎校内外作者踊跃投稿！

        1. 稿件要求：文章应有题名、作者姓名、工作单位、摘要与关键词、正文、参考文

献等，格式应达到论文写作规范要求。每篇稿件字数控制在5000~9000字，并将电子文

本发送到学报邮箱（E-mail：9067@whxy.edu.cn或whxyxb@163.com），信件主题为投

稿，以免系统误作为垃圾邮件处理。本刊只收首发稿，作者应保证无署名争议、无泄密

情况。

        2. 题名与作者：题名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属科研项目的论文，请在篇首页左下角

脚注“基金项目”名称、编号或批文号。“作者简介”后标注作者姓名、出生年份、工

作单位、职称及学历、主要研究方向，以及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和通信地址、邮编信息

等。

        3. 摘要与关键词：中文摘要控制在300字以内，关键词3~5个。摘要是对文章主要观

点的客观介绍，应是用高度概括的语言写出，可独立成篇的小短文。撰写摘要务请不要

介绍撰写文章的“伟大意义”，或介绍文章的结构安排，或者出现“本文”“本文介绍

了”“文章认为”“笔者认为”等评论性语言。

        4. 英文翻译：由作者提供论文题名、摘要与关键词等内容的英文翻译，书写格式要

符合本刊规范，注意英文语态、时态、人称及层次结构应与原文一致，务请不要随意采

用网络程序翻译的中文题名、摘要和关键词。

        5. 正文标题：论文标题内容应简洁、明了，论文框架结构逻辑有序。层次不宜过

多，层次序号为一、（一）、1、（1），按文章结构层次关系依次选择。其中，一、

（一）两级标题独立成行。

        6. 参考文献：选用主要、已发表的文献，根据其在文章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编号

和标注，按照社会科学论文标准格式要求书写。

       投稿信箱：9067@whxy.edu.cn；whxyxb@163.com

       联系电话：027-81299558

                           15972059038（沈老师）                                  

       邮寄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黄家湖大道333号(430212)

       

 《武汉学院学报》编辑部 

2020年6月

武汉学院学报欢迎您的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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