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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说说大大学学

研究在线

创业观察

教改现场

呼唤大学
教学研究的回归

■夏鲁惠

目前， “回归教学” 的呼声已经在大
学校园响起， 但如何“教”、 “学” 依然是
横亘在广大教师面前的一道坎。 教学研究
的回归 ,教师职业素养和教学能力的提高，
成为进一步加强教学工作的核心。

教学研究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的
一种认知实践活动， 是在教学工作的经验
感悟、 规律总结、 实践探索基础上， 对大
学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组织和设计
等方面进行研究和分析的过程。 教学研究
的内容和热点与高等教育教学发展面临的
问题紧密相连。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教学研
究的重点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
以学科为本向育人为本转变， 以课堂教学
为主向课内外结合转变， 以结果评价为主
向结果评价和过程评价相结合转变。 教学
研究的理性和实践性对教学工作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教学研究是一种特殊的教学反思。 一
些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 把自身的教学实
践作为认知对象， 通过对教学活动的批判
性思考， 将教学过程中隐含的本质性因素
外化为教学组织和设计、 教学方法和手段，
对其合理性和科学性进行总结， 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教学风格。 这种独特的教学风格
是在更高水平上对教师教学研究的要求。

教学研究是教师职业的隐形素养， 突
出体现在教学观念和设计上， 以及对教学
对象、 目标和内容的把握上。 大学教育离
不开教师丰富的专业知识。 因此， 教师结
合教学内容开展相关学术研究是为了更准
确地把专业理论的思维方法、 前沿动态、
发展趋势， 以及专业技术的创新和应用热
点全面介绍给学生， 并且引导学生开展有
关创新活动， 而不是以发表学术论文、 出
版学术专著为目的。

呼唤教学研究的回归， 就是进一步巩
固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 在部分高校， 对
教学研究工作的考核仅仅看立项课题的数
量和级别， 以及发表的核心期刊论文数量
等， 而不看教学研究在实际教学工作中的
效果。 这种把教学研究进行量化评价并贴
上学术研究标签的做法， 模糊了教学研究
本来的价值取向。 教学工作是高校的主要
任务， 通过开展教学研究， 提升教师的教
学素养和教学能力， 进而达到提高教学质
量的目的。

呼唤教学研究的回归， 就是呼唤教师
职业精神和奉献精神的回归。 “师者， 传
道、 授业、 解惑也。” 教书育人， 是教师的
本分， 是大学的中心工作。 然而， 大学存
在的重科研、 轻教学现象路人皆知， 有人
戏称为“教学是良心活， 科研是自留地”，
因为发表几篇论文是看得见的， 而精心设
计课堂教学、 认真批改作业、 指导学生学
习则是无形的。 因此要改变这一状况， 除
了完善教学管理制度外， 教师的职业精神
和奉献精神也是至关重要的。

呼唤教学研究的回归， 就是要把课堂
教学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课堂教学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低年级
学生的心理尚未成熟， 处于自我意识增强
与认知能力发展不协调阶段。 这个时候客
观上需要教师必要的“课堂灌输”。 现今，
学生的学习兴趣、 动机和行为已趋于多元
化， 如何发挥网络资源的优势， 调动起学
生个性化学习的积极性， 也是教学研究的
内容。

呼唤教学研究的回归， 就是重视教师
教学能力建设。 教师科研与教学能力是相
辅相成的。 现在有一种观点， 认为科研水
平高的教师一定能上好课。 尽管科研与教
学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但二者的目标毕竟
不同。 “科研是要搞懂对象， 教学是要让
对象搞懂。” 如今， 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呈现
高学历化， 但部分青年教师入职前没有接
受过系统的教师职业培训， 站上讲台讲课
不敢正视学生， 语言表达和课堂组织欠佳，
更谈不上与学生互动、 开展启发式教学了。
这使得课堂教学往往落入照本宣科、 课堂
“沉闷” 的境地。

呼唤教学研究的回归， 就是把教学改革
建立在教学研究的基础之上。 每当国家出台
一些教育教学改革政策时， 大家很快就会看
到一批论证、 解释政策合理性、 可行性的文
章， 接着就会看到一批介绍高校落实有关政
策的经验、 举措和成效的报道， 再接着就会
出现更多的基于教学改革立项项目的论文。
久而久之， 教学研究在人们头脑中变成了一
项仅存在口头上的或笔下的工作。 事实上，
只有建立在教学研究基础上的教学改革才是
行之有效的， 才具有针对性。 因此， 进一步
深化教学改革， 需要把主动权交给一线教
师。 高校在教学研究的基础上统筹制定具有
本校特色的教学改革方案并加以实施。 教育
主管部门对于一些好的教改经验， 可以通过
召开座谈会、 研讨会加以推广， 并且给予经
费上的支持。
（作者单位： 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

“众创空间”里的创业精彩
■通讯员 王芳 张青

“我的项目是支付方式合成系统，
致力于将现金、 支付宝、 微信等支付
方式集成一体， 方便商家和用户。 目
前软件已基本完善， 硬件正在筹备
中。” 大学生创业团队“秀出” 自己
的创业项目， 即可争夺入驻“众创空
间” 入场券。

近日， 江南大学与江苏省无锡市
南长区合作共建的“众创空间” 揭牌
成立， 首批6支创业团队正式入驻南
长区扬名科技创业中心。 近年来， 该
校深化创业工作模式改革， 为打造
“意识培养—能力提升—实践模拟—
项目孵化—专业服务” 五位一体的立
体联动型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做出了积
极探索。

校地合作 共建“众创空间”
抓住地方产业特色强调协同育

人。 近年来， 该校不断拓展合作范

围， 增强与政府、 园区和企业之间在
大学生创业教育工作方面的对接力
度。 学校在示范项目“园区助推型”
创业教育模式基础上， 进一步携手无
锡地方政府共建“众创空间”。

首批选拔出的ITC （代表智慧、
技术、 创造力） 大学生创业项目， 对
应南长区产业特色和地方政府发展要
求， 以创意设计、 文化传媒为主， 同
时涉及化工电商平台开发、 软件开发
等领域。 入驻项目建立循环导入制
度， 学校以食品、 生物、 化工、 设
计、 物联网等优势学科为支撑， 对接
地方特色产业,持续拓展创业项目。

木兆水项目原团队负责人之一叶
金辉， 是江南大学数字媒体学院的研
一学生， 他和小伙伴们使用毛毡材料
制作精美的工艺品， 具有“环保、 简
约、 清新” 的设计风格。 “入驻南长
区科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 能够享受
到一系列创业政策方面的优惠， 希望
在政府的扶持下， 自己的品牌能够茁

壮成长。” 目前他们的淘宝店已经运
营了7个月， 营业额达到了2万余元,
自己的产品还可在文创店、 博物馆进
行销售。

抓住痛点 拓展服务保障
该校以打造“ITC大学生创业

团” 为契机， 抓住初创企业发展的痛
点， 以创业团队的真实需求为导向拓
展服务空间， 实现从“保姆” 到“经
纪人” 的服务角色转变。

首个“众创空间” 场地由南长区
政府提供， 不但免去租金、 物业费和
水电费， 还邀请成功企业家来担当创
业导师， 提供注册落地全程帮办、 金
融资源服务等多种创业指导。

“资金是我们创业要翻越的一座
大山， 以往， 我们总是把目光投在无
须担保、 政府贴息的小额贷款。” 卓
色艺术团队成员张建说， “熟识了融
资的法律知识后， 我们会把思路拓展
到风险投资、 天使投资、 创业基金等

更多渠道。 “众创空间” 的团队很快
便迎来了长期的合作伙伴。

经纪人的角色针对大学生创业企
业成长期的痛点， 为团队提供可供灵
活选择的、 与时俱进的创业服务， 同
时引入校友、 投资人、 媒体等社会力
量。 从4月初入驻“众创空间” 至
今， 至少有3个团队在报纸上做过整
版的报道， 还有的团队在当地新闻频
道做过专访。

融入市场 优化孵化环境
从创业孵化、 加速培养到真正步

入市场，该校逐步形成了一条“创业教
育链”：校内“创业实验室”，为创业实
训提供载体；校地共建“众创空间”，帮
助初创企业迈入市场；“园区助推”联
动，使初创企业融入市场。

在“众创空间” 里， 创业团队成
长为真正的企业实体， 个体成长为企
业法人， 项目设计落实为市场产品，
学生从校园走向了市场。 江南大学校

长助理、 学生处处长崔宝同以为：
“与地方共建‘众创空间’， 有利于争
取有效社会资源， 扶持有一定基础的
创业团队进入开放式孵化空间与市场
直接接触， 从而为大学生创业打通

‘最后一公里’。” 大学生创业者也能
提前体验市场竞争环境， 实证检验创
业项目的可行性， 促进初创企业的长
远发展。

早在2011年， 该校就有了“休
学创业” 政策， 学生如果有创业需
要， 最多可休学两年， 每年还从大
二下半学期挑选30名学生进入创业
学院， 给予相关课程培训。 但是，
大学生“创客” 从创业项目到真正
走向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特别需
要“扶一把”。 据了解， 该校还将基
于学校的专业优势， 结合区域产业
特点， 分批扶持组建以物联网、 文
化创意、 生物医药等为主体的大学
生创业团， 逐步建设各具特色的

“众创空间”。

建立体制对创新的包容是当务之急
■储朝晖

实现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是一
个系统性的社会建构， 当下的短板或
急需是要在制度设计上包容创新。 近
来发生的若干事件引发社会对中国高
校及研究机构创新能力的质疑， 这些
质疑无论动机如何， 都是对中国大学
和研究机构能力提升的一种促进。 这
种促进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在很大程
度上又取决于高校和研究机构是否建
立了对创新的包容机制。

对创新的包容机制比
具体的创新更有价值

对于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健
全发展来说， 值得追问的一个带普
遍性的问题是， 什么造成了创新能
力不足这样的状况？ 其原因也不复
杂， 就在于现有大学和一些研究机
构采用类似行政机构的管理体制，
以服从为规则， 对创新不能包容，
甚至要千方百计排除各种创新， 对
损害创新的行为进行掩护、 辩护和
包装， 从而在外表上显得一个单位
很“团结”， 实质却是世俗水平的一
团和气。

这种排除创新的力量就在于在研
究过程中设置不能质疑的权力。 比如
最近一些学校传出动不动就要把某人
扫地出门， 甚至一些人在网上发起将
某某教授清除出去的非理性行动。 事
实上这些人正以自己所反对的方式反
对自己所反对的人， 以不能包容的口
气显示其不能质疑的底色。

对那些不能被别人质疑的人， 他
已经说过什么别人就不能质疑， 他下
了一种判断就不容许别人下另一种判
断， 这就阻碍了别人真实的创新言
行， 而那些不能被质疑的人自己并未
意识到这点， 还自以为永远正确。 类
似的现象在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并不鲜
见， 当某个选题被一个并不专业的领

导看中， 就得投入大量财力和人力攻
关， 过一段时间后才发现仅是对别人
研究的简单重复， 在这一过程中浪费
了大量财力人力和众多参与者的宝贵
时光； 一些学校制定的对教师和研究
人员繁琐重复的管理和考评程序， 让
大家花大量时间办各种简单重复的手
续， 整个过程缺少专业的质性判断，
阻止了人们去从事真正的创新， 分散
了人们从事真正创造的精力； 还有计
划课题、 形式化的量化管理， 考评只
在乎领导看法， 失去客观性和专业
性， 这些都是对创新的包容机制没有
形成的现实体现。

行政机构中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
导致腐败， 学术机构中不受质疑的权
力必然阻碍创新， 这是对古今中外组
织行为都适用的基本原理。 即便明显
是外行的管理与评价， 却不能够被质
疑， 谁质疑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
些都是阻止和排除创新的体制性存
在。 在这种体制下， 即便有少量的创
新， 也只会是成本很高的， 或是偶然
性的创新。 唯有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中
建立了包容创新的机制， 创新之花才
会遍地开放。

消除了质疑就消除了
创新的起点

大学和研究机构是社会持续进步
的动力， 动力的源头即在创新， 创新
的源头在于质疑， 在于许可各种质疑
自然生成和自由表达。 这些年不少大
学由于普遍存在对创新的体制性不包
容， 以致降低了对创新的认知和辨别
能力， 一方面不知何谓抄袭， 何谓创
新； 一方面又虚荣地羡慕创新， 于是
就避免不了把抄袭当作创新。 由于缺
少对创新的包容机制， 就在阻止真实
创新的同时， 对专业人士一眼就能看
穿的非创新内容进行包装， 于是就有
了“创新” 词汇的铺天盖地却难得一
见创新行为的怪现象。

制度上包容创新的初始条件就是
撤去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不能质疑的绝
对权力， 让每个人天性中的质疑得以
自然生长和充分表达， 师生之间也能
质疑与问难， 学校内部不存在不能质
疑的人， 不存在不能质疑的事。 人的
天性中就有创新的潜能， 在不受外力
阻碍时就能自然表露出来， 若能获得
适当的环境就能成长发展起来。 创新
的起点是质疑， 陶行知曾写诗道：

“发明千千万， 起点是一问”， 人常言
“宗教始于信仰,科学始于怀疑”， 消
除了质疑， 后续的创新就不可能生长
起来。

制度上包容创新的过程支撑是需
要建立任何人都不能例外的对他人的
尊重， 尤其是有一定权力的人不能不
尊重他人， 不能不尊重其他研究和教
学人员的劳动、 见解和基本人格， 不
能不尊重他人的专业积累， 不能指望
他人的专业积累在自己的名下结穗
子。 而是要容忍差异， 甚至容忍与自
己意见相反的人， 不用俗见衡量他人
的创新之举， 不能用功利大小衡量创
新的价值， 也不用个人喜好去为尚未
确认的创新戴高帽子。

制度上包容创新的终端出口则是
规范、 精准的专业评价。 没有经过规
范、 精准的专业评价， 就不能轻妄地
给某一件事下创新的判断。

有了容纳质疑、 尊重差异和专业
评价， 才能疏通一个研究机构和大学
的创新通道。

长期以来， 作为行政机构附属
和复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 由于其
中存在过多的不能质疑的非专业权
力， 从而使得众多创新胎死腹中；
由于一些人掌握了权力就急于自立
门户， 不顾自己学术见识深浅地采
取任务模式指使他人， 高强度多任
务的模式对创新能力造成严重损害，
使少量残存的创新难以生根发芽；
再加上评价的不专业， 使极少数接
近完成的零星创新泯然于平常之中，

反倒让那些无节操的人以各种课题
负责人、 单位领导人的名义“借
鉴”、 收割他人的创新成果。

在现实中， 包括一些握有学术
重权的人在内的不少人， 不以此种
违背学术道德的事为耻， 反而暗中
钻营， 伺机获得一杯羹。 正是这样
的体制环境和有此种心理的人共同
存在并相互利用， 才导致中国大学
和研究机构的创新所需要冲破的阻
力层大大加厚， 众多人在这种环境
中失去了创新的欲望， 创新意识和
能力逐渐退化， 这是中国优秀原创
产品严重匮乏的根源所在。

用实证回应质疑是维
护创新的恰当方式

任由质疑为质疑， 并不一定就能
走向创新。 简单、 武断地消除质疑，
或不允许质疑也不能走向创新。

若想实现创新， 应对质疑的就不
是行政指令、 封锁、 打压、 删除或武
断否认， 而是实证。 实证是从质疑到
创新的艰难却有效的过程。 实证就是
对质疑的事通过观察、 实验和调查各
种途径搜集证据， 或摆出事实进行证
实或证伪的过程， 然后再依据实证的
结果去行动。

实证的方法早期主要用于自然科
学 研 究 ， 法 国 哲 学 家 孔 多 塞
（1743-1794）、圣西门（1760-1825）、
孔德（1798-1857）倡导将自然科学实
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
主张从经验入手， 采用程序化、 操作
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 使社会现象的
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 虽
然这种提倡至今已近两百年， 但中国
大学和研究机构里还十分缺乏实证方
法的理解和运用， 不仅在学校管理、
评价， 社会现象的研究中严重缺乏这
种方法的运用， 还导致这些领域几乎
与创新难以接触。 即便在自然学科，
实证的方法也没有得到深入普遍的运

用。
用实证的方法回应质疑， 质疑

方、 被质疑方或者涉及质疑的多方需
要站在平等的基础上进入实证过程，
不能以行政级别高低、 学术资历深
浅、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 出资人或被
资助者， 或其他各种理由将质证双方
或多方置于不平等的位置。 最终的判
断依据是证据和逻辑， 没有完整确实
的证据， 不符合逻辑就应该毫不犹豫
地被否定， 不应留下中间地带和灰色
空间， 不宜在权力或利益的驱使下设
置缓冲空间。 这样的实证过程不断地
发现新的现象、 新的规律， 就必然是
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观察当下高校和研究机构， 能够
用实证的方式来回应质疑的还很少，
不少人还缺少这种理念， 也不熟悉这
种方式和途径， 从而导致真实的创新
在这种环境下难以发生。 而大学和研
究机构要担当起万众创新的领跑者责
任， 就必须不断努力， 逐渐朝着建立
经得起质疑， 也经得起实证的管理、
评价机制的方向努力。

用实证回应质疑远比采用简单
否定或删除的方式要“费力” 得多，
也会让一些当事人感到“为难”； 然
而， 它对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发展后
效要优良得多。 简单否定或删除质
疑只会导致对抗或内部的冷战； 用
实证的方式则可以通向多方形成共
识、 和解， 不断证伪并抛弃那些落
后的东西， 进而营造更有利于创新
的学术氛围， 推动一个学校和研究
机构的良性发展。

创造质疑与实证相互回应的空
间， 彻底消除无意识的抄袭、 模仿，
迎来真实的万众创新的当务之急就
是彻底检视现有的大学管理与评价
体制， 消除学术机构中不受质疑的
权力对创新的阻碍， 更多采用实证
的方式回应质疑， 拓展对创新的包
容空间， 让真创新生长起来去甄别、
战胜伪创新。

青年教师专题培训在井冈山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堃） 近日，
华中农业大学在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
命传统教育基地举行了青年教师社会
实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专题培训
班。

该校37名青年教师参加了为期4
天的专题培训。 学员们秉持井冈山
精神， 积极参加“三湾改编”、 重温

入党誓词、 与红军后代座谈、 在井冈
山革命博物馆现场教学等活动。

该校生科院殷平教授等学员纷纷
表示：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和科研工作
者， 这样的现场体验式教学很生动、
很有感染力， 对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工
作都有指导意义， 要将井冈山精神带
回学校， 带到课堂， 传递给学生。

校园动态

中国妇研会广增高校女教师

本报讯（通讯员 苏寄宛） 日前，
中国妇女研究会召开第四届会员大会,
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
群团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就党的群团
工作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
研讨,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
的政治性、 先进性和群众性的目标和
要求。

中国妇女研究会充分依托高校

女教师人才优势， 广泛吸收和增加高
校女教师加入研究会， 以期增强研究
会对群团工作和女性问题研究的力
度， 从而在增强研究会积极贯彻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和解决现实问题上下功
夫有实效。 这也必将会在推动高校女
教师人才队伍建设上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对实现新形势下高校的和谐稳
定和发展大有裨益。

今年暑期， 苏州大学“欣长征·彩虹行” 贵州支教团队连续第十年来到贵州省遵义市土溪镇连山完小，
发起“声音图书馆” 爱心公益活动。 在课堂播放由爱心志愿者朗读的古诗词和名句音频， 纠正普通话发音，
同时大学生志愿者也将山里孩子的稚嫩梦想、 青涩歌声录制存入“声音图书馆”， 通过各大网络平台传递给
大山外的爱心人士。 丁姗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