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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grasp the rules, highlight the key points and improve the integral level and quality of 

normal university’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e concrete measures include: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key breakthroughs and integral improvem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quirement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amental and applied research; To optimize and reorganize the research direction,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cipline, guarante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relative stability of discipline; 

To reinforce the talents team building, train academic leaders, optimize the construction of team, 

strengthen the academic communication; To optimize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process, create a 

harmonious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 for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and efficiency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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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规律 突出重点 提高高师院校学科建设整体水平 

陆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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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准确把握规律、突出重点环节，提高高师院校学科建设水平和质量效益,具体措施有：

正确处理好重点突破与整体提高、实现需求与长远发展、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基础研究与

应用研究的关系；抓好研究方向优化重组，突出学科特色、确保学科全面发展及研究方向相

对稳定；加强学科人才队伍建设，造就领军型学科带头人、优化学科队伍结构、强化学术交

流；优化管理机制和过程，创造和谐的学科建设环境与条件、提高学科建设管理水平与学科

建设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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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学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室、图书

及信息资料建设，教学改革与科研学术环境建设，学科专业体系建设等，涉及到院校内部众

多管理部门和外部环境。当前学科的发展已步入到多学科交叉、渗透、嫁接、综合的进程，

新兴、边缘学科不断出现，学科间交叉协同、互补共进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2. 提高高师院校学科建设整体水平的具体措施 

2.1. 加强学科建设，妥善处理好四组关系 

正确处理好重点突破与整体提高的关系。在学科建设中要坚持“突出重点、责众扶持、

分层建设”的原则，着力加强代表学科前沿方向、体现师范特色、能为师范院校争取较大荣

誉的重点“品牌”学科专业建设，通过实行重点倾斜、重点扶持、重点突破[1]，尽快取得成

绩、做出贡献。同时，还要从整体办学水平提高的需要出发，以重点建设学科的示范、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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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带动其他学科有一定的覆盖并为其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 

正确处理好实现需求与长远发展的关系。学科建设必须要以基础教育发展需要为基点，

遵循建设的普遍规律并考虑长远发展问题。在处理现实需求与长远发展的关系上，既要着眼

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教育人才，建设一批对高师院校意义重大的学科，为基础教育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又要立足形成综合化的学科环境，把握学科前沿，加强基

础、交叉和新兴学科建设，形成结构合理、具有前沿性和前瞻性的学科体系，努力增强学科

发展后劲，提高学科可持续发展能力。 

正确处理好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的关系。学科建设必须以科研项目特别是重大综合性项

目作为支撑。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学科建设原则[2]，把教学和科研作为学科建设的两翼，

既不畸重畸轻，更不偏废。要使学士、硕士、博士三个不同层次人才培养成相辅相成，连贯

统一，不仅要靠教学，也要靠科研的支撑，教学和科研应当在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上更加紧

密地结合起来，真正把高师院校办成“人才培养的基地、示范创新的基地”。 

正确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浓厚的基础研究氛围和强大的基础研究实力，

是一所高水平师范院校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学院在学科建设中应当对基础研究给予重点

扶持，瞄准重大基础研究展开工作[2]，从而促进高师院校学科整体实力和科研水平提升。 

2.2.加强学科建设，必须抓好研究方向优化重组 

结合实际，瞄准前沿，努力突出学科特色。高师院校的性质决定了高师院校的学科建设

必须主动适应基础教育发展的需要，适应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发展，注意突出高师应用人才培

养特色，突出不同层次人才培养特色，突出高师院校承训从师职业应用任务的特色。高师院

校的学科建设必须要与基础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在任教应用的边缘和交叉

中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在不同专业间的相互借鉴和渗透中寻找学科新的生长点，使学科研究

内容具有鲜明师范特色。 

发展优势，择重扶持，确保学科全面发展。及时把握本学科领域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发

展趋势，准确评价本学科点的水平与地位，找出差距，寻求本学科点最有利的发展空间，选

准自己最有实力的研究方向，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的优势[3]。面向多学科多专业的交叉与融合，

构建起系统、综合、集成的从教技能创新试验平台。通过抓学科重点方向、抓重大项目、抓

重点实验室建设，推动学科的全面发展，增强学科内在的凝聚力，形成学科优势。 

适应发展，拓宽口径，确保研究方向相对稳定。根据学科发展及人才培养的需要，相对

集中地设立研究方向，有重点地发展职业应用学科。要充分考虑其科学性、前沿性和稳定性，

调整、优化研究方向，使其为学术梯队和人才培养提供宽广而自由地创造新工作的空间。凡

是高师院校建设和发展急需的，即使有困难也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积极设立或拓宽；凡是高

师院校建设不需要的，即使有条件、有优势，也不能盲目拓宽。 

2.3. 加强学科建设，必须加强学科人才队伍建设 

加速培养造就一批领军型学科带头人。确立领军人才、拔尖人才和骨干人才培养目标，

实施人才“攀登计划”，加强“传帮带”和学科带头人的“交接班”工作。抓好选拔和培养，

特别要注重对青年学术带头人这一后备力量的培养，善于把那些学术水平较高、学术思想活

跃、治学严谨、组织能力强的中青年教师选拔出来、委以重任，在实践中摔打磨练[4]；完善

激励体制，鼓励中青年教师到名校攻读博士学位，开阔学术视野，提高学术水平；筹集专项

经费或设立专项基金，资助中青年教师进行自主性、基础性创新研究。 

加速优化学科队伍结构。合理的学科队伍应该有不同知识层次和年龄层次的人员组成，

其中既要有年龄较大的教授（学科带头人）、博士学位人员或表现突出的硕士学位人员、不

同学科专业的硕士学位人员、本科毕业人员等。学术队伍结构成长的逐步合理化，是在长期

的教学科研实践中完成的。学科队伍的成员应该是由教学科研任务联合到一起的，教学科研

的发展会逐渐显现学科间的内在联系，应根据学科的内在联系，按照教师从事科学研究的实

际情况，组建科学合理的学术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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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术研究和交流，努力提升学术声誉。首先要鼓励学术创新，紧盯学术前沿，敢于

挑战学术权威，用敏锐的眼光和吃苦精神进行学术创新。其次要加大经费资助，筹措经费重

点资助教师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在国际国内重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举办高层次的学

术活动等。再次要强化政策导向，强调学术质量第一的观念。最后要增进学术氛围。积极采

取人才“输入”和“输出”并举[4]的学术交流办法，坚持把增进与其他重点高师院校的学术

交流作为优化办学育人模式、拓宽教学科研视野、提升学术声誉的良好途径。创造条件请进

来，发挥重点学科的窗口作用；鼓励支持走出去，制定学术交流机制；丰富内部学术活动，

定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 

2.4. 加强学科建设，必须优化管理机制和过程 

坚持“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创造和谐的学科建设环境。高效的组织管理、强有力的

思想政治教育以及科学规范的制度建设等，是抓好学科建设的基础。学科建设的好与坏，与

学科建设的组织和领导密不可分，处理好学科建设过程中的学术管理与行政领导的关系是关

系到学科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绝大多数学科的负责人都不是院、系、教研室的行政负责人，

没有行政职务，但在学科建设中又居于管理、协调、组织的主导地位，对学科建设的作用非

常大。因此，要努力营造一种尊师重教、尊优重贤的校内环境，突出教师在学校各项工作中

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教师在学科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加大经费投入，积极改善学科建设条件。学科管理运行的好坏、学科建设实绩如何，与

经费投入具有很大关系。应摒弃传统的过分强调学校投入观念，树立以学科自我发展为主、

学校投入为辅的理念，调动学科带头人和全体学科成员的积极性，通过申请基金、争取横向

项目或成果转让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不断增强学科内部的“造血功能”。 

加强组织和制度建设，提高学科建设管理水平。高师院校在组织学科建设与管理运行中，

应当充分发挥校、院（系）两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作用，以两级学位委员会为主体，吸收相

关管理人员参加，组成校、院（系）两级学科建设管理机构，组织协调本级范围内学科建设

具体事宜。在此基础上建立“三个机制”：一是学科建设自我管理机制，充分发挥专家教授

的主体作用和行政领导的组织保障作用，提高科学的自我完善、自主发展能力；二是学科建

设过程管理机制，加强对学科建设方案的论证，对建设内容和建设进度实施节点控制，保证

学科建设按计划稳步推进；三是学科建设目标管理机制，制定学科建设质量评估指标体系，

完善考评激励措施，提高学科建设质量水平[5]。 

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提高学科建设效益。学科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培养高层次人才。人

才培养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既是建设水平的主要标志，又是建设效益的最直接体现。

面临新世纪新阶段高层次人才培养需要，高师院校的研究生教育必须紧跟国家研究生教育的

改革步伐，从招生、培养、学位论文、学位答辩、学位授予以及人才培养质量评估等方面入

手，加大研究力度，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推进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新方法、新路子，以适应教育

现代化建设和人才培养需求[6]。 

3. 结论 

一所高师院校的办学层次与实力，是由其学科人才队伍的整体水平与综合能力体现的；

一个学科能否持续发展则是有其学科队伍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决定的。没有高水平的学科

队伍，就不可能有高水平的学科。院校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学科队伍水平的竞争。学科队

伍建设是学科建设的核心，也是学科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科学管理是学科建设效益的重要

保障。学科建设涉及到高师院校建设的方方面面，必须采用科学管理的方法，抓住学科建设

的主要环节，健全管理机制，优化管理过程，努力提高学科建设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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