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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科教育是具有战略地位的教育，是纲举目张的

教育，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高校

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新要求，实施新举措，意义

重大；新工科建设，工科人才核心能力培养是关键，

苏州大学、哈佛工学院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从工业界

视角对面向专业认证的工程实践类课程教学模式进行

改革和实践，实现了对符合专业认证标准、满足工业

界需求的学生能力的有效培养；决定工科教师胜任力

重要的主成分是素质群和个人特质群，其次是能力群，

再次是知识群，胜任力的养成尤其应注重隐性的素质

和个人特质两个维度；产出导向的教育理念，对于构

建高校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在高等

教育“双一流”建设的契机下，地方大学应有建设一

流本科教育的目标追求。 

本期《高教资讯简辑》围绕以上问题，精选了相

关研究成果，谨供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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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改革开放 40 年来教育部首次召开 

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6 月 21 日，教育部在四川成都召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

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以本为本”，推进

“四个回归”，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

养能力，造就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教育部部长陈

宝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宝生指出，高教大计、本科为本，本科不牢、地动山

摇。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本质职能，本科教育是大学的根和本，

在高等教育中是具有战略地位的教育、是纲举目张的教育。

高等教育战线要树立“不抓本科教育的高校不是合格的高

校”、“不重视本科教育的校长不是合格的校长”、“不参与本

科教育的教授不是合格的教授”的理念，坚持“以本为本”，

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教育教学的基础地位、

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地位。   

陈宝生强调，要推进“四个回归”，把人才培养的质量

和效果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一是回归常识。要围

绕学生刻苦读书来办教育，引导学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

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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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二是回归本分。要引导教师热

爱教学、倾心教学、研究教学，潜心教书育人。坚持以师德

师风作为教师素质评价的第一标准，在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晋

升中实行本科教学工作考评一票否决制。三是回归初心。要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用知识体系教、价值体系育、创新体系

做，倾心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四是回归梦想。要推动办学

理念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倾力实现教育

报国、教育强国梦。 

  陈宝生强调，要推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不断取得

突破。一是内涵发展更深一些。要着力提升专业建设水平，

推进课程内容更新，推动课堂革命，建好质量文化。二是领

跑发展更快一些。要加强新工科建设，加强医学教育、农林

教育、文科教育创新发展，持续深化创新创业教育。三是公

平发展更实一些。要补齐区域发展短板，充分发挥高等教育

集群发展的“集聚-溢出效应”。四是变轨超车更坚定一些。

要推动优质资源开放共享，重塑教育教学形态，紧紧抓住信

息技术变革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推动实现高等教育质量的

“变轨超车”。五是创新发展更紧迫一些。要不断推动高等

教育的思想创新、理念创新、方法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创

建中国理念、中国标准、中国方法和中国模式，建设世界高

等教育新高地。 

来源： www.mo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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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洪波书记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 

工作会议上作精彩报告 

6 月 21 日，教育部主办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

工作会议在四川大学举行。会上，学校党委书记成洪波以《服

务区域产业发展需求 培养知行合一的实干型人才》为题，

介绍了东莞理工学院在人才培养上的创新做法。 

成洪波书记从三个方面介绍了具体做法。一是完善需求

导向机制、动态跟踪产业前沿信息、持续优化实干型人才培

养“需求-目标-标准-过程-评价-改进”的整体设计。二是

围绕智能制造产业链优化专业结构，加强内涵建设、建设新

兴学科专业集群、提升服务支撑产业能力。三是推进以特色

产业学院为代表的组织创新，打破传统学科界限，导入产业

先进技术体系、生产设备、培训模式，与企业共同规划专业

发展、开发项目化课程、组建教学科研团队、搭建实践教学

平台、创办技术创新机构，为学生毕业后从事技术服务、管

理或研发等提供个性化培养，做深做实产教协同育人。 

来源：www.dg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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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研究与实践 

新工科人才培养新模式 

姜晓坤、朱泓、李志义在《高教发展与评估》上发表名

为《新工科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文章中指出，随着新经济的

兴起和新产业革命的到来，传统工程教育面临严峻挑战，为

主动应对这种挑战，新工科应运而生。人才培养模式是新工

科建设的基础。更新人才培养理念，重构培养目标和知识结

构，转变培养方式是新工科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本质内涵。新

工科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构建策略为：（1）应响应时代呼唤，

更新培养理念；抓住以学生为中心、反向设计、持续改进等

几个关键环节，实现从传统工科学科导向的培养理念向成果

导向转变。（2）推进范式转换，重构培养目标和素质结构；

在品格培养方面（见图 1），要回归“理性”；在知识培养方

面，应构筑起人才全方位复合型知识结构；在能力培养方面，

要同时注重技能和能力的培养。（3）遵照顶层设计，重建培

养方式；积极推进工科人才培养内外部环境协同；积极推进

教学与科研的融合；积极推进不同工程院系、学科、专业之

间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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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高教发展与评估》2018 年第 2 期 

 

“新工科”视域下工程人才关键能力的思考 

吴涛、刘楠、孙凯在《黑龙江高教研究》上发表名为《“新

工科”视域下工程人才关键能力的思考》的文章中指出，注

重培养学生支撑终身发展、适应时代要求的关键能力是深化

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新要求；培养工程人才关键能力是“新

工科”人才培养的最终落脚点。应从工程人才关键能力与经

济发展之间的适应、支撑、引领关系及工程人才关键能力与

工程人才自身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把握工程人

才关键能力的内涵。构建能够兼顾个体终身发展与国家战略

发展共同需要且具有普适性与联通性特征的工程人才关键

能力的具体内容，其包含专业精神、专业能力、可持续发展

能力等三个维度九项能力。工程人才关键能力必将在课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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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教学方式变革、教师发展、教育评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  

来源：《黑龙江高教研究》2018 年第 3 期 

 

新工科教育的融合创新与路径突破 

——苏州大学纳米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案例研究 

 

秦炜炜、王穗东在《高等教育研究》上发表名为《新工

科教育的融合创新与路径突破——苏州大学纳米科技创新

人才培养的案例研究》的文章中指出，新工科教育普遍面临

无既定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科研分离、课程体系单一和教育

资源国际化不足等问题。苏州大学纳米科学技术学院作为新

工科学院的典型代表，通过创建以研究性学习为载体的教学

科研深度融合机制，建立学段贯通、学科交叉融合的个性化

人才培养体系，建成多方协同的国际资源融合平台，构建形

成了纳米科技创新人才“三融合”培养模式（见图2）。其“学

科先行、专业后发再并行”的发展思路，超前把握学科增长

点、快速占据学科制高点的办学路径，全方位开放和深度自

主的办学机制对新工科教育的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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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纳米科技创新人才“三融合”培养模式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18 年第 2 期 

 

哈佛大学工学院发展战略及其对 

新工科建设的启示 

原帅、贺飞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上发表名为《哈佛

大学工学院发展战略及其对新工科的启示》的文章中指出，

哈佛大学自2007年重建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以来，采取了与

传统工程学科大相径庭的发展路径，以解决人类面临重大挑

战的前沿科学为重点发展方向（见表1），以机制保障为学科

交叉融合提供土壤，以空间优化调整助力研究、孵化、成果

转化一体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哈佛大学工学院发展路

径正体现了新工科建设思路，对我国高校加快建设发展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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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推动学科深度交叉融合，优化调整空间布局，服务科研

创新、成果转化等具有重要启示。 

 

             来源：《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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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学研究 

工业界视角下面向专业认证的 

工程实践类课程教学改革 

 

耿俊浩、田锡天、马炳和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上发

表名为《工业界视角下面向专业认证的工程实践类课程教学

改革》的文章中指出，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虽较清晰地反

映出工业界对工程人才实践能力的需求，但学生能力得到有

效锻炼依赖于对工程教育中间环节的精心设计。为提升面向

工业界需求的工程专业人才实践能力培养效果，从工业界视

角对专业认证过程中发现的工程实践类课程教学问题进行

剖析，结合工程教育内在规律和工业界通行做法，以经过剪

裁的复杂工程问题为实践课程教学内容，以定制集成产品开

发团队为课程实施组织方式，以面向团队的全视角考核法为

实践课程评价方法，形成贯穿内容—过程—评价整个教学过

程的实践课程改革措施（见图3），在专业教学中进行实践，

取得了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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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教学改革措施总体框架 

来源：《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8年第 2 期 

 

高校工科教师胜任力的研究 

——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刘兴凤、张安富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上发表名为《高

校工科教师胜任力的研究——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的文章，

通过对参与“卓越计划”试点高校的学生和教师进行访谈和

问卷调查，将高校工科教师胜任力归纳为四个特征群（见表

2），即素质、能力、知识和个人特质。在对工科教师胜任力

架构进行主成分分析后得知：决定工科教师胜任力重要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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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是素质群和个人特质群，其次是能力群，再次是知识群，

胜任力的养成尤其应注重隐性的素质和个人特质两个维度；

“卓越计划”下工科教师的胜任力结构具有发展度(胜任力

测评)、协调度(胜任力各维度的均衡)和持续度(胜任力的持

续提升)三个明显特征。与工科教师工程素质的内涵相比，

“素质”和“个人特质”勾勒出工科教师岗位胜任力潜在和

隐性的部分，包括冰山模型(或洋葱模型)水下部分(或洋葱

内层)隐性的胜任力，如自我概念、特质、动机、态度、价

值观等较难观察和改变却决定优秀绩效的部分；“知识”和

“能力”则覆盖了冰山模型的水面以上或洋葱模型的外层显

性的胜任力，即易于观察却容易改变的部分。 

表2  高校工科教师胜任力要素 

 

来源：《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8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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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多元开放式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研究 

——基于产出导向教育理念的探索 

华尔天、高云、吴向明在《中国高教研究》发表名为《构

建多元开放式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研究——基于产出导

向教育理念的探索》的文章中指出，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质

量管理已逐步由外在压力变为内在需求，由刚性管理转向柔性

治理，由问责走向合作，高校逐步意识到以“自我评估”为主

要特征的内部质量保障的重要性。我国高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

体系仍存在诸多问题：一是保障体系建构主体单一，学生参与

过少，缺乏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二是保障内容方面缺乏对

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果等的评估；三是缺乏自身价值观的引

领，改进措施滞后，持续改进机制缺乏； 四是质量管理结构

过度集中于学校层面，院系在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方面缺乏主

动意识。文章以产出导向教育理念（Outcomes–Based Education，

OBE）的核心要义（以学生为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为

价值引领，借鉴全面质量管理和戴明环理论，构建本科教学质

量保障体系，并从“目标保障、资源与过程保障、产出质量保

障、持续改进”四个角度探究其运行机制，以期对现有的本科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进行优化。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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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工科理念推动地方高校建设一流本科教育 

 

古天龙、魏银霞在《中国大学教学》上发表名为《以新工

科理念推动地方高校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文章中指出，新经

济形态催生新工科，新工科是一种教育理念，是大学人才培养

的新方向，是新兴工科的设置与传统工科的改造工程。新工科

具有面向未来和整合性两个特征。在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

的契机下，地方大学应有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目标追求。桂林

电子科技大学以建设电子信息特色鲜明的国内一流本科教育

为使命，推进“电子信息+”新工科改革，在专业新结构、课

程新体系、实践新平台上做出了初步的探索：通过交叉融合，

打造本科专业的新型结构；把握核心，构建跨学科的课程新体

系；对接产业，打造实验实践教育新平台。这对于促进地方高

校加快一流本科教育建设，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借

鉴意义。 

来源：《中国大学教学》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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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马宏伟副校长参加第十三届海峡两岸（粤台） 

高等教育论坛并作主题报告 

 

第十三届海峡两岸（粤台）高等教育论坛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在台北成功举办，共有约 160 名代表参加了本届论坛，我

校马宏伟副校长与高教所姚宇华博士应邀参加。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大学分类发展，办出一流水平的理论

和策略”。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朱超华以“广东高教大众化进

程和高校分类发展构想”为题做了主旨演讲。他总结了广东高

教大众化发展的主要特点：一是以政府统筹为手段，促进各级

各类教育协调发展；二是以大学园区（城）建设为重点，发挥

高校集约效应；三是以高职教育与民办教育为两翼，促进教育

多元发展；四是以“创新强校工程”及“冲补强工程”为抓手，

提高整体办学水平。同时介绍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地位和作用。

他指出，广东现代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离不开高水平高

等教育的支撑，广东应打造若干个高校集群。不仅要打造研究

型的“双一流”，还要打造应用型、职业型的两“双一流”的

高校尖兵集群，造就世界级的科学中心、科技中心。 

在主题报告环节，马宏伟副校长作了以《多模式特色产业

学院推进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为题的主旨报告，对学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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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学院为载体推进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等方面的情况进

行了介绍，报告受到与会专家代表的广泛关注。 

来源：www.gdhed.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