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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教育理念强调三大教育
思想：个体的发展是主体与客体不断
地相互作用、逐渐构造的结果；人的
高级心理机能不是从内部自发产生
的，心智发展只能形成于协同活动和
人际交往；实践活动是构建个体高级
心理机能的基本途径。坚持建构主义
教育理念，南方粮油作物协同创新中
心的人才培养改革专项主要实施了一
系列改革举措。

（1） 纵向延伸的拔尖创新型人才
培养改革措施。拔尖创新型农业人才
培养应聚焦夯实科技创新功底实现知
识结构和能力体系的纵向延伸，必须
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和实践教学体系改
革，构建以科技创新能力培养为主线
的 “ 作 物 学 + 生 物 学 + 现 代 信 息 技
术”精深型课程体系，针对作物栽培
与耕作学、作物遗传育种、种子科学
与工程 3 个二级学科，分别增开生物
信息学、组学 （包括基因组学、蛋白
组学、代谢组学、表型组学等）、现
代生物技术、智慧农业等课程，实现
按作物学二级学科科研能力训练为主
线的专业知识、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
的纵向延伸，构建精深型知识结构和
能力体系。

（2） 横向拓展的复合应用型人才
培养改革措施。复合应用型农业人才
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结构，为此，南
方粮油作物协同创新中心人才培养计
划实施两大改革举措：①本科阶段的
双学士教育培养模式。面向农村区域
发展专业的春耘现代农业实验班，毕
业时可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为了横
向拓展复合应用型人才的知识结构和
职业能力，开展农学辅修学位教育培
养，实施“管理学+农学”双学士教
育培养模式改革。②硕士阶段的跨学
科教育培养模式。对于硕士层次的高
素质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遴选培养
对象时按照“管理学—农学”“农学

—管理学”“农学—工学”跨学科对
接专业硕士培养，实现本科阶段与硕
士研究生阶段的跨学科错位对接培
养，强化知识结构和能力体系的横向
拓展。

（3） 强化因材施教的导师制改
革。隆平创新实验班实行全程导师
制，春耘现代农业实验班实行双导师
制 （校内导师+企业导师），硕士研
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实行“首席导师+
导师团队制”，导师在南方粮油作物
协同创新中心的创新团队和示范基地
中聘任高水平教学科研人员与管理精
英担任，协同导师六大职责：生活辅
导、学业指导、心理疏导、创新指
导、论文指导、就业创业指导，强化
导师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
的榜样示范和言传身教。

（4）强化师生互动的教学方法改
革。南方粮油作物协同创新中心的人
才培养改革项目实施了以下改革举
措：一是实行小班化教学，教学班授课
人数控制在 15—30 人，增加学生与教
师的互动频度；二是探索国际化教学
改革，通过与国外知名高校交流培养、
聘请海外专家授课和担任研究生导师
团队成员、选派学生到“一带一路”相
关国家进行农业考察等，拓展学生国
际化视野，提高学生国际交流能力，强
化国际化培养；三是加强教学手段改
革，以“作物栽培学”国家精品资源
共享课建设为引领，加强网络课程资
源建设，广泛开展微课、私播课、慕
课建设，构建作物学主干课程的网络
课程资源体系，为全面开展混合式教
学、翻转课堂教学改革奠定资源基
础；四是依托网络课程资源和作物学
一级学科资源建设成果，积极开展教
学方法改革，探索讨论式教学、辩论
式教学、探索性教学改革，提高学生
的教学过程参与度，实现学生从被动
式学习到主动式学习的转变。

（5） 强化过程体验和任务驱动的
自主学习机制改革。为了强化全学程
的实践教学和创新创业体验活动，南
方粮油作物协同创新中心人才培养改
革项目主要开展以下改革实践：一是
在本科阶段教育开展第四学年全程实
践体验，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对象进
入导师科研团队进行科研实践，复合
应用型人才培养对象进入现代农业企
业进行分阶段顶岗实习，研究生阶段
教育作为导师团队成员全程开展科研
实践和农业科技创新活动，强化学生
的实践体验；二是鼓励学生申报国家
级别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湖南
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与创新性实验计
划项目、湖南农业大学创新性实验计
划项目和南方粮油作物协同创新增设
大学生研究性学习项目，实现研究性
学习项目的全覆盖，通过强化任务驱
动式学习，使学生在研究性学习过程
中全面提高综合素质；三是依托特色
化激励机制激发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
主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构建由混
合式教学改革、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六边”综
合实习、研究性学习、探索性学习、

创新教育显性成果激励机制等构成的
体系化自主学习机制，全面提升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

南方粮油作物协同创新中心人才
培养计划项目自 2014 年实施以来，
广泛吸纳国内外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和
实践经验，在教育教学理念、人才培
养机制、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过
程等领域积极创新、勇于改革，同时
在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和人才
培养激励机制等方面给予保障，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当然，十年树木，百
年树人，人才培养的实际效果有待实
践检验和社会认同。当今中国高等教
育领域的改革势在必行，因循守旧不
可能改变中国高等农业教育面貌，南
方粮油作物协同创新中心秉承“积极
联合国内外创新力量，有效聚集创新
要素和资源，构建协同创新的新模
式，形成协同创新的新优势”的建设
宗旨，整合特色化教育教学资源，争
取在人才培养领域作出积极贡献。

（湖南农业大学 官春云院士，
本文系国家教育部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专项任务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
编号：17JDGC005）

基于建构主义教育理念的人才培养过程改革实践

创新植物生产类人才培养机制
——湖南农业大学/南方粮油作物协同创新中心的实践探索

2013年，国家教育部门、国家农业部门、国家林业部门印发《关于实施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意见》，正式启动“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
养计划”，湖南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是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项目。2014年，湖南农业大学牵头申报的“南方粮油作物协同创新中心”
被教育部门、财政部门认定为第二批区域发展类“2011协同创新中心”。2014年开始，南方粮油作物协同创新中心主动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
有机对接“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和“2011计划”，设置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积极探索面向现代农业的卓越农业人才培养模式和实施策略。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针对当前
高等农业教育的现状和问题，根据南
方粮油作物现代化生产的实际需要，
制定了南方粮油作物协同创新中心人
才培养计划，实施五类卓越农业人才
培养改革：第一类是依托农学专业开
办隆平创新实验班，实施本科层次的
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第二类是依托
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开办春耘现代农业
实验班，实施本科层次的复合应用型
人才培养；第三类是在作物栽培与耕
作学、作物遗传育种、种子科学与技

术、土壤学、植物营养学、植物病理学、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农业机械化工程
8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的学术型硕士研
究生中选拔培养对象，实施硕士层次的
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第四类是在作
物、种业、植物保护、作物信息科学、农
业工程、农村与区域发展 6 个专业的
专业硕士研究生中选拔培养对象，实
施硕士层次的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
第五类是在作物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
博士研究生中遴选培养对象，实施博
士层次的高端创新人才培养。

植物生产类人才培养改革的顶层设计

人职匹配理论认为，个体差异是
普遍存在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
性特征和心理特质，表现为特定的职
业发展优势区，如果能够将个体的职
业发展优势区与特定职业岗位的职业
能力、心理特质要求实现合理匹配，
可以更有效地促进个体职业发展，实
现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利用。霍兰
德人格类型理论将个体职业人格分为
传统型、实际型、探索型、艺术型、
企业型、社会型六大类，不同类型的
人格特质具有不同的职业发展潜力或
职业发展优势区，其中探索型、艺术
型人格适合从事创造性工作，企业
型、社会型适合从事管理类工作，常
规型、实际型适合从事操作性工作。
南方粮油作物协同创新中心人才培养
计划的改革实践，通过实行差异化进
入/退出机制和培养对象遴选机制，探
索基于人职匹配理论的分类培养。

（一）本科阶段的进入/退出机
制

实现差异化培养与职业发展的人
职匹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南方
粮油作物协同创新中心面向农学专业
开办隆平创新实验班，探索拔尖创新
型农业人才培养；面向农村区域发展
专业开办春耘现代农业实验班，探索
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通过构建差异
化进入/退出机制，在这方面开展了一
些探索和实践。

（1） 新 生 入 学 时 的 培 养 对 象 遴
选。大多数本科新生入学时并没有明
确的方向和目标，在本科新生中遴选
培养对象时应多方面综合考察：①个
人申请。本人意愿是激发学习动力的
重要因素，申请进入隆平创新实验班
学习的学生，必须具有继续深造的意
愿，职业发展方向定位为农业科技创
新人才；申请进入春耘现代农业实验
班学习的学生，职业发展方向定位为
农业创业者、农业企业家或农村行政
管理人员。②职业倾向测试。对申请
者进行职业倾向测试，采用 scl-90 量
表、UPI 量表测量职业人格，在农学
专业的申请者中遴选探索型、艺术型
人格作为隆平创新实验班培养对象候
选人，在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的申请者
中遴选企业型、社会型人格作为春耘
现代农业实验班培养对象候选人。③

面试综合考察。在前两个环节的基础
上，组织由学科专家、职业发展专
家、心理咨询专家进行面试综合考
察，综合评价申请者的人格特质、心
理潜能、发展潜力等，进行培养对象
综合抉择。

（2） 动态考察机制。新生入学时
遴选的培养对象可能出现偏差，同时
也存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实际表现
和个人意愿发生变化等因素，必须实
施培养过程中的动态考察，具体办法
是以学年为单位进行动态考察。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退出实验班异动到原
专业班级继续修业：①个人职业发展
意愿发生方向变化者；②本人不愿意
继续留在实验班学习的学生；③专家
组组织班主任、辅导员、任课教师等
进行综合评价，认为不适应在实验班
继续学习者。与此同时，对实验班同
专业同年级其他教学班的学生，经本
人申请、职业倾向测试、面试综合考
察，可增补至相应实验班学习。

（二）研究生教育阶段的培养
对象遴选机制

（1） 硕士层次的拔尖创新型人才
培养对象遴选。面向作物栽培与耕作
学、作物遗传育种、种子科学与技
术、土壤学、植物营养学、植物病理
学、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农业机械
化工程 8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的学术型
硕士研究生遴选培养对象，采用本人
申请、职业倾向测试、面试综合考察
方式遴选，重点考察创新意识、创新
思维、创新能力和创新业绩。

（2） 硕士层次复合应用型人才培
养对象遴选。面向作物、种业、植物
保护、农业工程、作物信息科学、农
村与区域发展 6 个专业的专业硕士研
究生遴选培养对象，采用本人申请、
职业倾向测试、面试综合考察方式遴
选，重点考察社会实践经历、管理实
践经历、人际交流能力和综合协调能
力。

（3） 博士层次高端创新人才培养
对象遴选。面向作物学一级学科博士
点的博士研究生，重点考察创新业绩
及其研究方向与南方粮油作物协同创
新中心任务对接情况，原则上要求申
请者累计发表 SCI 源刊论文的影响因
子达到 5.0 以上。

基于人职匹配理论的分类培养机制

教育生态链理论认为，个体的
教 育 过 程 是 一 个 有 序 的 教 育 生 态
链，这个生态链上的环节间必须协
同、统一和递进化。卓越农业人才
培养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精英
教育，培养过程必须充分体现教育
生态链有序化和学习进阶层级化培
养 过 程 ， 建 构 科 学 的 连 续 培 养 模
式，探索新时代高端农业人才培养
的长效机制。为此，拔尖创新型农
业人才实行本—硕—博连续培养模
式，本科阶段的拔尖创新型人才培
养对接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进而攻
读博士学位，为社会培养高端创新
农业人才和农业科技领军人才；复
合应用型人才实行本—硕连续培养

模式，本科层次的复合应用型人才
培养对接专业硕士，培养懂生产、
会经营、善管理、能发展的高端复
合应用型人才。

（1） 拔尖创新型农业人才培养
的连续培养机制。面向农学专业开
办 的 隆 平 创 新 实 验 班 ， 实 行 “3 +
X”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本—
硕—博连续培养机制。具体实施方
法：本科阶段的前三学年按教学计
划完成课程学习任务，第四学年分
流为“3+1”“3+3”“3+3+3”三种执
行模式。执行“3+1”模式的培养对
象为本科毕业后自主考研、出国留
学或就业，第四学年进入导师科研
团队进行科技创新实践，完成学士

学位论文；执行“3+3”模式的培养
对象需取得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
生资格，第四学年对接学术型硕士
研究生培养，实施硕士层次的拔尖
创新型人才培养；执行“3+3+3”模
式的培养对象必须取得免试攻读硕
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第四学年对接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第六学年
取得硕—博连读资格 （未达到硕—
博连读要求者并入“3+3”执行模
式），培养博士层次的高端创新农业
人才。

（2） 复合应用型农业人才培养的
连续培养机制。面向农村区域发展
专业开办的春耘现代农业实验班，
培养懂生产、会经营、善管理、能

发展的现代农业企业管理人才，采
用“2+1+X”人才培养模式，前两
年主要完成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
课学习任务，第三学年在完成专业
主干课学习任务的同时全程参加南
方粮油作物协同创新中心集成示范
平台的综合实训，第四学年分流为

“2+1+1”和“2+1+3”两种执行模
式。执行“2+1+1”模式的培养对
象，第四学年进入中心示范基地或
现代农业企业进行分阶段轮岗的顶
岗实习；执行“2+1+3”模式的培养
对象，必须取得免试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资格，第四学年对接专业硕
士研究生培养，实施硕士层次的复
合应用型人才培养。

基于教育生态链理论的连续培养机制

教育教学资源系统是一个高度开
放的社会资源系统，具有多样化的生
态位，教育实施者通过组织受教育者
合理利用多维教育资源生态位，构建
协同培养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效
果。南方粮油作物协同创新中心人才
培养计划项目，坚持以机制体制改革
为核心，充分利用高等学校、科研院
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多样化、
多渠道的教育教学资源，构建高效运
作的协同培养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

（1） 整合学科资源和创新平台，
夯实人才培养资源基础。整合湖南农
业大学的国家重点学科作物栽培学与
耕作学、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杂
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水稻国家工
程实验室 （长沙） 和其他参与单位的
国家重点学科和科技创新平台，形成

了面向南方粮油作物现代化生产的科
技创新团队和示范团队，集聚了一批
高端人才，实现了科研资源的有效共
享，为人才培养计划项目提供了丰富
的优质资源。在实施过程中，依托南
方粮油作物协同创新中心各创新团队
的高端人才和研发骨干，构建了高
水平的教学团队，为各层次的人才
培养计划项目提供了高水平师资队
伍和导师资源；依托多渠道的创新
平台和研发任务，为各层次的人才
培养计划项目提供了对接南方粮油
作物现代化生产的培养条件和选题
资源。

（2） 依 托 创 新 团 队 和 研 发 任
务，构建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特
色平台。南方粮油作物协同创新中
心的三大创新平台和 11 个创新团队
为拔尖创新型农业人才培养提供了

特色平台，每个创新团队均有明确
的研发方向和一批重大研发任务，
各层次的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对接
创新团队及其研发任务，开展创新
能力训练并形成创新教育成果。本
科层次的隆平创新实验班学生第二
学年开始进入团队参加科研实践，
第三学年对接导师的研发任务开展

“六边”综合实习，第四学年全程参
加科研实践并根据所承担的实验项
目完成毕业论文。学术型硕士研究
生和博士研究生入学即对接相应的
创新团队成为团队成员，全学程参
加团队的研发项目，形成自己的创
新教育显性成果，完成高水平的学
位论文。

（3） 依托示范基地和企业资源，
构建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色平
台。南方粮油作物协同创新中心在南

方稻区各省建成了一批示范基地，为
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了特色化的
实训基地，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
司、现代农业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现代农业企业集研发、生产、营
销、管理等功能于一体，更是复合应
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资源。本科层次
的春耘现代农业实验班学生，第三学
年进入中心集成示范平台的示范基地
开展“六边”综合实习，第四学年进
入现代农业企业开展分阶段轮岗的顶
岗实习，全面提高综合职业技能。作
为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专业硕士，
第一学年对接中心集成示范平台的示
范基地开展广泛的调研，第二学年进
入现代农业企业进行多岗位锻炼的管
理实践，并对接中心研发任务完成学
位论文。

基于教育资源生态位理论的协同培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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