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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工业大学是一所创建于 1955
年、以工程教育为主的省属高水平大
学，兵工行业特色鲜明，肩负着为制
造业培养具有实践创新能力的高级专
门人才的重要使命。和大多数工科院
校一样，在学生工程实践创新能力培
养过程中，面临着校内实景训练不
足、企业参与不充分的“双向受限”
困境。为此，西安工业大学遵循“以
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导向、持续改
进”的理念，构建并实施了以社会延
伸为核心的工程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模
式。

这种模式以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培养为主线，将校内静态的、时效性
受限的工程训练环节延伸到企业系统
的、动态的、不断更新的制造生产实
际过程中，打开了学生认识企业工程
创新需求的“窗口”；企业则通过与师
生的深度接触，了解学校对学生工程
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真实状态，并将
其对人才的需求反馈延伸至校内培养
环节。这种具有双向特征的社会延伸

模式，为工程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提
供了深度挖掘问题、能力需求导向、
校内外全方位交叉融合的全新途径。

新模式的核心要素，是围绕在第
6 学期实施的、长达 22 周的企业实
习，重构培养体系，特别是重构工程
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新体系具有
鲜明的“三阶段”和“个性化”特征。

第一阶段是基本知识储备阶段。
在此阶段，基础理论知识、必要的专
业知识和基本工程训练是重点，除了
通过验证性知识传授和工程训练做好
走向社会实训前的准备，还通过双向
选择参与教师科研工作，确定校内导
师以及接受发现科学问题的基本能力
训练。

第二阶段是工程实践的社会延伸
阶段，是模式创新的关键阶段。在此
阶段，通过校企共同对学生进行能力
评估，将学生选派到企业的产品设
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各环节，接
受多方位、浸入式的训练，在校企导
师共同指导下体验工程实际、发现知

识不足、总结创新能力需求，并对其
表现予以全过程的评价。

第三阶段是知识结构重塑阶段。
这一阶段的重塑，既包括理论知识结
构，更包括实践创新能力。依据在社
会延伸阶段总结的知识不足和创新能
力需求，对学生的理论知识结构进行
动态评估，重构多样化、个性化课程
体系，实现理论知识结构的重塑；依
据校企导师的现场评估，结合学生回
校后的总结，在企业支持下，重新构
建校内工程实践训练环境，结合科研
训练在这一阶段的深化，形成多层
次、实景化实践训练体系，实现实践
创新能力培养过程的重塑。知识结构
的动态化重塑，是双向性社会延伸对
工程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价值最大的作
用体现。

三个阶段均具有学生可以根据自
身和社会需求进行多样化选择的个性
化特征。

该模式自 1999 年开始探索至今，
已全面应用于全校全部 28 个工科专

业，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学 生 工 程 实 践 创 新 能 力 显 著 提

高。近三年，在校生参加大创训练项
目、发表科技论文、申报专利数量显
著提高，2015—2017 年学生参加科技
竞赛率分别为 49.8%、61%、82%；学
科竞赛获国家奖 480 人次，获省部级
奖 4500 余人次，获批各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项目 300 余项。工科各专业
学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95％以上。近
5 年有 1.7 万余名学生接受新模式的培
养，学生年均参与科技攻关、新产品
设计与项目开发等超过 300 项，为国
家及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
了持续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学生和企业满意度双双提高。第
三方调查数据表明，91%的毕业生对
学校实践教学环节的评价较高，对学
校教育教学的总体满意度为 96.9%。
70％以上的学生在毕业两年后就成长
为单位的技术骨干，许多毕业生短期
内脱颖而出，受到用人单位和社会好
评，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认为：西

安工业大学的毕业生“工程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突出，留得住、用得上”。

培养模式得到行业与地方认可。
学校先后实现陕西省政府部门与中国
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兵器装备集
团公司、国家国防科技工业部门的共
建，为社会延伸搭建了更为广阔的平
台，行业特色更加彰显。

社会资源得到广泛有效汇聚。学
校建立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地
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国际科技合作基
地、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以及教育
部门与省级重点实验室、省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等 36 个优质学科实验平
台。与英国泰勒霍普森公司、德国西
门子公司、美国国家仪器公司、中
兴、腾讯、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合作，
共建校内实践创新基地 23 个，产教融
合共建校外实习基地 72 个，获得产学
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60 余项。

工程教育改革实践成果丰硕。新
模式的实施有效促进了教育教学改
革，学校先后获得 171 项国家、省级

“本科教学工程”建设项目，获批省
级教改项目 30 余项，省级教学成果
奖 23 项，6 个工科专业列入国家“卓
越工程师教育培训计划”，8 个工科专
业列入省级“一流专业”建设计划。
按照新的知识结构与教学体系，出版
了 “ 工 程 基 础 训 练 ”“ 工 程 实 验 技
术”“工程学”三个类别的系列教材
120 余部。

教育过程向社会延伸的工程实践
创新能力培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破解
了工程教育中普遍存在、亟须解决的
难题，是工程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大
胆探索，是提高学生工程实践能力、
促进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培养的可贵实
践。双向延伸的教育过程，深化了工
程教育改革，提升了学校办学的内生
动力；极大地激发了企业深度参与人
才培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培养
模式革新，西安工业大学探索出了一
条产教协同、科教结合的工程实践创
新能力培养的有效途径。

（西安工业大学党委书记 刘卫国）

西安工业大学

构建工程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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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多元帮扶体系 助力乡村教师课堂
——广西师范学院探索“三元五体”陪伴式乡村学校课堂教学支持体系

好的资源，如何推广？彭宁教授
指 着 墙 上 的 广 西 地 图 介 绍 说 ：“ 目
前，我们已经在小学和初中开展了
10 个学科的资源建设和项目实验 ，
广西已经有 33 个县参与到项目实验
中来，连片贫困县的覆盖率已经达
到全广西的 41%，有 178 所乡村学校
已经逐步进入到项目资源的共享。”
彭宁教授打开电脑，点击项目平台
页面介绍说：“其次，借助项目，促

进教师教育职前职后一体化，是从
源头提升乡村教师整体素质的有效
做法，我们学校已经有近 3000 名大
三以上的师范生，在平台注册，他
们可以从教育实习开始，就借助项
目 的 资 源 和 学 科 教学团队的指导，
提升教学实践能力，这也为我们的
师范生教育实践能力训练提供了极
好的素材和路径。”

笔者了解到，广西师范学院的

“三元五体”陪伴式乡村教师课堂改
进项目，目前不仅在广西南宁等 7 个
市的 33 个县开展实验，还扩展到了青
海省西宁市大通县一所中心校、两所
小学、五个教学点。下一步，教育行
政部门的主动介入会使共享形成更大
的平台。广西师范学院将继续肩负历
史使命，为广西乡村教育质量提升作
出应有的贡献。”

（奚振海 刘 雯）

作为八桂教师摇篮的广西师范学院，为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帮助
乡村孩子获得高质量教育，几年来致力聚集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利益相关
群体，助力改进乡村教师课堂，在广西30多个县区的乡村学校通过递进
式实验，共享城市优质教学资源，优化乡村教师培训后指导，创生了“三
元五体”陪伴式乡村教师教学模式。著名教育家评价说：“广西师范学院
的这种尝试，融入乡村教师的日常实践，有效缓解了乡村教师工学矛盾的
问题，为乡村学校开齐课程、提升教学质量，提供了新的路径。”这个项
目究竟做了些什么？

“解决乡村教育问题，关键在乡
村教师。乡村教师所处的工作场域
其实有比较明显的弱势，一是乡村
学校地处偏僻，工学矛盾突出，外
出学习机会偏少，乡村教师课堂实
施能力相对薄弱，学生学习方式相
对落后。二是缺乏常态指导，继续
教育缺乏乡村教学针对性，教学问
题难以诊断和解决。三是缺乏支持
乡 村 教 师 自 主 发 展 的 优 质 教 学 资
源。这些问题看起来都有解决的途
径，但却因为难以形成合力，推进
十分缓慢。”广西师范学院彭宁教授
娓娓道来：“作为师范院校，我们有
责任来凝聚相关的力量，建设乡村
教师课堂教学支持服务体系。整合
高师院校、城市名校、市县教研部
门 和 退 休 优 秀 教 师 团 队 ， 优 势 互
补，陪伴乡村教师改进教学，让改

进发生在乡村教师的日常工作中，
让乡村孩子享受有质量的教育。”

笔者了解到，广西师范学院从
2013 年起，就开始规划“五体”联
动的乡村教师课堂教学支持体系，一
是由优质中小学校的优秀教师提供示
范性资源；二是由高校学科教学专家
研读学科课程标准，分析教材，制定
课堂质量要求，线上线下指导乡村教
师提升教学能力；三是发挥退休优秀
教师力量，深入乡村学校开展现场诊
断；四是借助市县教研团队骨干，进
行乡村学校指导校本研修，核心就是
要引领乡村教师立足课堂教学实践，
践行并内化优秀的教学理念，通过全
程的陪伴和指导，支持乡村教师专业
发展。这个实践共同体的协同运行机
制，为乡村教师提供了持续性、常态
化、系统性的专业支持和引领。

五体合一，把乡村教师需要的支持拧成一股绳

2017 年 10 月 25
日，广西师范学院学
科专家到武鸣区罗波
小学举行陪伴式教学
模式研讨现场会。

三元同步，指的是同步课程和同
步资源，以及同步的指导。广西师范
学院通过与南宁市教育部门合作，先
后遴选了 15 所优质城市学校，以一校
一科一团队的方式，将示范课及其相关
的同步教学资源提前传送到项目平台，
重点为乡村教师同步示范“教”。乡村
教师们通过集体备课和研修，结合本班
实际情况开展自主教学实践，不断改进
教学。

一方面，在学科团队的指导下，
同步的示范性课程由名校名师逐日逐
节录制，保障了其资源的全程性和常
态化的示范，同步配套教学资源的整
体性又便于乡村教师选用；另一方
面，乡村教师们通过反思自己的教学
效果，上传自己的资源应用范例，开
展网络互动研修，这些互动生成性资
源因其示范性也成了乡村学校校本研
修的有效素材。

目前，这些逐日逐节的课程资源已
经覆盖了义务教育阶段的10个学科，超
过了4000件，这些资源有用吗？

“作为一名乡村新入职教师，我既
有学校里老师们的帮助，还有一个天
天‘陪伴’我的师傅，我可以通过模

仿开展教学，不会上的课，我会上
了；除了教学，我还能观摩到他们如
何对待和管理班级的学生，也为我管
理班级带来了示范。不能不说‘陪伴
式’教学模式是一种促进新教师快速
成长的有效路径。我因为参加项目实
验积极，教学成绩很明显，学校已经
提拔我做了科研主任，这是我这种新
老师想都没想到的⋯⋯”广西武鸣区
罗波乡中心校入职仅有一年半的韦雪
萍老师自豪地说。

隆安县宝塔实验小学数学学科黄
玉佩老师则笑着说：“我感觉我的教学
工作已经离不开陪伴式教学项目了！
平台上提供的上课的视频、教案、课
件和资源等都给我带来很大的便利。
特别是教学视频让我能在批改作业甚
至是炒菜的时候都能观看，让我在有
限的时间里既能领略名师的教学又能
把课备好，一举多得。”

数统学院李碧荣副教授介绍：“目
前，部分教师还要求学生利用自习课，
观看新课的内容，思考自己不明白的地
方，到第二天上课，重点解决学生难以
理解的问题。先学后教，翻转课堂的形
态也借助项目进入了乡村学校的课堂。”

三元同步，全程陪伴乡村教师改进课堂

建设“三元五体”陪伴式广西乡
村学校课堂教学支持体系，重点就是
着眼于乡村教师所处工作场域缺乏持
续指导的问题。广西师范学院在项目
实施之初，就规划创建了高师院校、
城市名校、市县教研部门、退休优秀
教师和乡村学校五体联动的实践共同
体。有效地解决了现有乡村教师培训
体系中缺乏后续指导的问题。

“乡村教师持续改进，要依托乡
村学校形成校本研修的常态化机制，
但如果仅仅是校内共研，遇到问题缺
乏及时有效的指导，是很多乡村教师
改进课堂中断的主要原因”，广西师
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王文蓉副院长特
别提到：“陪伴式教学模式，不仅仅
是有优秀教师的陪伴，更重要的是可
以让乡村教师针对教学各取所需，让
教师们在模仿的过程中有对比，学会
反思，在各层级相关人员的指导下，
促进自己对教学设计的融合、对知识
的内化，在探索中成长进步，实现精
准扶持乡村教师对课堂教学的改进。
广西师范学院在实施过程中，一方
面，学科专家团队着重培养项目县教
研团队的指导能力；另一方面，为

40 位退休的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颁发
了特聘指导教师证书，组织退休老教
师和县级团队到校开展巡回指导，驻
校听课，跟踪实验教师教学进展，随
教研组开展学科教研活动，对实验教
师进行个性化指导，帮助实验学校结
合双师资源开展校本教研。”

“我们这些老教师，有着深厚的
教育情怀，虽已退休，但参加这些巡
回指导，能为乡村教师改进课堂做些
事，让我们感受到自己被需要，看着
教师们进步，我们也特别自豪！”南
宁市常青义教中心的谢园园老师，是
一位初中退休语文教师，白发苍苍的
她非常自豪地说：“其实，有了这些
教学资源，乡村学校的校本研修也有
了研究的内容，大家一起讨论哪些可
以模仿，哪些需要修改，这是很好的
反思过程。”

隆安县南圩镇初级中学物理学科
陆老师说：“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从教
27 年了，可以说我对教师这个岗位
已经没有了以前的激情，但是当我看
到这些退休的老教师还在为教育事业
的发展而努力的时候，又激发了我的
斗志。”

持续指导，推动乡村教师解决教学个性化问题

成果分享，积极探索乡村教师改进新路径

广西师范学院、南宁市
教育部门与小学音乐和美术
新增指导学校进行资源建设
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