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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independent college which overall transformation refor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probes into the connotation elements of the overall transformation reform of the 

independent college, and analyzes the requirements, difficulties and resource constraint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curriculu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lated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to 

the teaching system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s well as the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method 

based on mobile interconnection technology. 

 

 

向应用型整体转型中的独立学院人才培养若干问题的思考 

邓捷1, a  

1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金堂，成都，四川，中国 

a659623482@qq.com 

关键词: 转型; 实践教学; 创新创业教育; 考核方式 

中文摘要. 本文以向应用型整体转型中的独立学院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独立学院整体转型改

革的内涵要素；分析了课程实训实践教学的开展面临的要求、难点和资源限制问题。提出了

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体系中的相关问题及应对措施以及基于移动互联技术的多维

度考核方式。 

1．引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2010年至2016年，民办高等教育（普通本专

科）毕业生人数达到9437815人，截止到2016年在校生人数达到8428149人。招生数在2016年

由小幅下降，但从整体的绝对数看，依然保持着较高的招生数量。随着2016年修订并于2017

年9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后文简称“民促法”）的发布，

民办院校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教育规模也将进一步加大。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对民办

高等教育的教育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 

几年来，独立学院虽然在筹资体制和管理体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教学内容和教

学方法上几乎没有变化[1]。独立学院的转型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与挑战，主要表现在教

育思想观念（学术是尊贵的，技术是次等的）、独立学院对母体学校的依附性、独立学院自

身的造血与发展功能较弱、独立学院的办学条件受到很大制约等方面[2]。随着独立学院整体

改革浪潮的到来，迫切需要理清转型改革的内涵及转型改革实践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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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学院整体转型改革的内涵 

内涵发展对经过规模扩张阶段的独立学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是独立学院人才培养、

质量提升的新挑战[3]。转型学院整体转型改革内涵涵盖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的内容。 

硬件方面包括实训实验条件和校企合作的“完”与“善”。实训实验条件的“完”要求

各专业借助转型改革的契机，结合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特色的要求，加快推进缺失的实训实

验教学中心的建设规划和建设落实；“善”要求各专业进一步完善已建实训实验平台的功能，

从而适应改革转型带来的对实训实验教学的新要求。校企合作的“完”要求各专业必须加快

本专业校企合作途径的开发；“善”要求各专业对已经建立的校企合作关系进行深层次的合

作模式的开发，如联合培养、订单班、短期企业实习等模式。 

软件方面包括师资培养和人才培养方案的“革”与“新”。师资培养的“革”要求各专

业教师培养要彻底摒弃不符合改革转型发展要求的教师培养模式，“新”要求师资培养必须

符合未来教学需求，开发和推进双师型教师培养新模式。 

3．课程实训实践教学面临新挑战 

3.1  新要求 

教育部于2014年发布的《关于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培养生产

服务一线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为主要任务”；2018年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

质量国家标准》。这给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方向上的指引，而人才培养的落脚点是课程教学，

使得课程教学必须要符合此项要求。如何通过课程教学设计改革来达到培养“一线的高层次

技术技能人才”的目的，是摆在转型核心要素也是最灵活最具创造力最具主观能动性要素——

教师面前的一大难题。 

3.2  实训实践条件限制 

要适应整体转型改革带来的人才培养目标全方位变化，课程教学必须在巩固理论知识的

基础上，多视角深层次开发课程实训实践教学模块，充分挖掘课程所涉及专业技术技能模块，

结合实训条件，制定完备的课程实训实践教学内容。 

3.3  实训实践教学内容开发难度大 

进行课程实训实践教学模块的构建要求教师对该课程具有一定高度、深度、广度的认识，

能够灵活统筹课程内容，清晰课程所涉及的职业岗位以及职业岗位中的具体要求。鉴于新教

师的数量还比较庞大，教学经历和经验还较为欠缺，课程实训实践教学模块的构建可以循序

渐进，而并非一步到位。在循序渐进的构建过程中，重点关注实训实践教学模块的适用性、

可行性以及与现场的贴合程度。 

4．创新创业教育融入课程教学体系的诸多难点及应对措施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2020年）》确定到2020年“基本形成学

习型社会”。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的

主体是人，对于此主体，教师需要考虑其特征是什么，如何培养，培养的要求是什么，如何

引导主体持续性学习（意识培养的重要性）；客体是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学习型社会

要求人具有学习的意识，有了学习的意识才有可能进行创新创业尝试。 

高校教育影响着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在高校教育突出专业教育的基础上，国家层面进一

步明确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高校教育的教育板块当中。《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号明确提出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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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融合，调整专业课程设置，挖掘和充实各类专业课程的创新教育资源，在传授专业知识

过程中加强创新创业教育。 

4.1  教师在专业课程中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具有较大的难度 

师资队伍的素质直接决定着独立学院的办学质量和社会影响力以及知名度，更是提升独

立学院内涵建设水平的重要保证[4]。作为体现师资队伍素质水平要素之一的教师创新创业教

育水平则直接影响着专业课程中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可能性及质量。在实践中存在以下三个

方面的问题： 

1.教师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不足 

专业教师并没有接受完善的、体系化的创新创业教育培训，因此对如何开展创新创业教

育没有构思基础。并且在专业领域进行创新，本身存在技术上的难题，这给教师专业能力提

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2.无成型教学模式可借鉴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专业教学和创新创业教学是各自独立的，没有进行针对性的协同

开展。因此没有可借鉴的成型的专业教学与创新创业教学协同开展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的

开发技术仍然欠缺。 

3.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与创新创业教育的协同问题 

由于专业课程教学和创新创业教育在教学特征上具有明显的结构化差异，使得专业课程

教学内容与创新创业教学内容在教学统筹协调上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4.2  教师在专业课程中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应对措施 

1.教师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作为创新创业型教师，应深入研究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形成规律，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

创造型人格，研究健全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能因材施教，培养高水平的应用型、创新型人

才[6]。在学院层面开展针对教师的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设计的培训，开展多种形式的创新创业

教育教学讨论会，讨论会必须跨学科跨部门，这有利于参与各方进行全方位的思维碰撞，为

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模式的开发提供思维基础。与此同时，教师必须紧跟专业所涉及的技术和

社会需求的前沿。 

2.学生创新创业融合培育路径 

专业知识应用创新为专业技术应用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撑和背景技术，专业技术应用创新

中的实物研发和专利技术为学生提供了创业的机会。专业知识应用创新和专业技术应用创新

以学科竞赛为实践途径，形成科技论文和专利（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的实

践成果。 

3.课程教学内容的创新构建 

在专业课程教学内容构建上，分模块、分层次、分深度融入创新创业教学内容，具体可

从创新创业意识教育、创新创业整合教育两个方面展开融合构建。其中创新创业意识教育可

在先期在课程中展开，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

见》国办发〔2015〕36号的要求“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激发创新创业灵感。

运用大数据技术，掌握不同学生学习需求和规律，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教育

资源。”开展创新创业意识教育。 

5．考核方式的多维度开发 

高校课程传统考核存在考试制度、考试内容、考试形式和考试成绩评定上的弊端[5]。《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号提出“改

革考试考核内容和方式，注重考查学生运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索非标准答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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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破除‘高分低能’积弊。”为顺应这一要求，可从学院层面提出1+N考核方式改革。1+N

考核方式指1次综合考试，N次模块过程化考核。该考核方式改革促使教师必须摒弃上课+期

末考试的教学模式，真正实施课程模块化教学。基于信息网络技术的移动互联教学平台的不

断应用和改进，对有效实施多维度课程考核提供了可行的途径。教学技术的进化及考核方式

的变化，使得线上+线下的一体化教学成为高等教育教学的重要形式。 

6．结束语 

课程教学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学院整体转型的目标是否能够顺利达成。作为课程教学

的承担者——教师，需要深刻把握转型改革的特征要求，并将其严格的落实到课程教学设计

当中；课程教学设计必须符合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标准，必须凸显专业技术技能实训实践教学

特征，必须满足创新创业教育的内在需要；课程考核方式在教学新技术的更新换代过程中愈

加多样化。只有这样，课程教学设计才能够达到学院整体转型改革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标

准和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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