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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走一条有浙大特色的本科人才培
养之路，打破过窄的专业边界，构建人才
生态系统。”两年前，在浙江大学管理学
院(下称“浙大管院”)一次关于本科人才
培养改革的会议上，院长魏江一语道出了
对该院未来发展的期待。彼时，浙大管院
本科人才培养改革刚刚启动。

两年后，以“宽专业、项目制、课程组”
为内核，打造“商学+”人才培养体系为
思路的一系列本科教学改革实践在浙大管
院开展得如火如荼，不断突破跨学科人才
培养边界，与“一横两纵”的本科教育项
目产生了奇妙化学反应，助推着一场“水
到渠成”的教育变革。 浙大管院财务与会计学系教师在授课浙大管院财务与会计学系教师在授课（（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提供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提供））

高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
承与创新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五大功能。为进一步发挥高
校优势，更好地履行高校服务社会的职能，2015 年以来，
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高校与各界一道参与了人
类历史上这场史无前例的重大行动。在此过程中，应用型
高校参与对口帮扶精准扶贫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对高
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学科专业建设和特色
发展有何作用？如何实现各方“双赢”或“多赢”？四川旅
游学院在参与对口帮扶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创新了扶贫机
制与模式，促进了学校的转型升级，效果显著。

2015 年，四川旅游学院高度重视对口帮扶精准扶贫工
作，专门成立了以党委书记、校长为双组长的扶贫工作领导小
组，校领导全部参与，分头组织多学科专业人员并多次带队
深入实地工作，将专业工作覆盖到大旅游产业的各个环节。

学校先后参与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和炉霍
县、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广安市武胜县、巴中市恩阳
区、广元市苍溪县等地的旅游精准扶贫工作。多位教师还
参与了四川省委组织部门、省人社部门组织的“旅游精准
扶贫专家行”等活动。在此过程中，学校逐步形成了具有
应用型高校特色的扶贫机制与模式，将旅游精准扶贫工作
与学科专业建设及凝练办学特色结合并纳入学校工作计
划。同时，学校抽调专业骨干力量到实地驻村工作，发挥
各学科专业优势，形成优质效能。学校通过参与对口帮扶
精准扶贫工作，一方面，有效地助推地方区域经济发展，
促进经济困难家庭增收；另一方面，学校教师队伍、干部
队伍、学生得到实战锻炼，学科及科研建设得到了发展，
形成了“双赢”乃至“多赢”的良好态势。学校参与旅游
精准扶贫工作具有三大特色。 校党委书记晏启鹏 （右） 在白玉县扶贫

第一大特色
扶贫工作覆盖大旅游产业的各个环节

旅游专业团队，绘制旅游资源分布图。
2015 年，学校领导带领专业团队对白玉县进行
资源调研，形成旅游资源分布图。在调查过程
中，学校旅游专业团队跑遍了该县大部分乡镇，
还曾自驾车翻越海拔 5000 多米的极高山，深入
该县环境闭塞的山岩乡，调查该地独特的戈巴
文化。事实证明，贫困地区旅游资源丰富，特
别适合通过发展旅游产业达到脱贫致富。学校

绘制的旅游资源分布图，对当地“选准突破口，
明确主路径”具有切实指导作用，当地领导们感
慨地说：“我县旅游发展的春天到来了！”

开展精准培训，与产业无缝对接。校、县
按照既定规划方案，组织各专业力量，对接大
旅游产业管理人员和一线从业人员，采用到校
培训或到县、乡、村培训等形式，针对不同层
次受训对象，开展精准培训。迄今已经培训白
玉县和炉霍县各级各类人员 1300 余人次，培
训内容包括旅游产业思维、旅游接待礼仪、旅
游景区标准化建设与管理、酒店与乡村民俗接
待服务、餐饮技能、财会业务、山地户外休闲
方面专业技能等。通过学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与当地产业发展无缝对接，快速提升
了当地产业经营管理和服务能力。

抽调精兵强将，做实产品和产
业。学校先后派出 6 人到帮扶乡、村
进行挂职，深入一线开展驻村工作。
与此同时，学校相继派出数十批专业
力量到当地开展具体工作，着力于为
旅 游 基 础 设 施, 如: 游 客 中 心 、 停 车
场、旅游厕所、自驾营地等建设提供
标准化、专业化指导，策划包装宣传
推广项目，设计开发旅游线路、项目
和特色文旅产品等，发挥做好一个
村、带动一个乡、影响整个县的功
能，力争形成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

良好格局。例如，白玉县的芫根、土豆、松
茸、獐子菌等山珍，在见惯不惊的当地人看
来，不知如何利用。学校食品与烹饪专业组织
力量，将芫根 （海拔 3500 米以上高寒山区出
产、食药功能独特） 开发研制出“芫根狮子
头”“拔丝芫根”等菜品，现已成为当地的名
菜；学校派驻白玉县麻绒村干部吴正生发动村
民，在艺术学院教师指导下，利用当地天然材
料，如：树枝经过特色整形、加工，做成自驾
营地驿站特色民俗文化灯饰，让人大开眼界，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在线频道曾进行采访和报
道；旅游文化产业学院教师团队接受四川省文
化和旅游部门的公益扶贫任务，联系大型花椒
产品生产企业，与凉山州盐源县青天铺村直接
对接，设计宣传产品 IP，解决了该村数百吨花椒
销售的大难题；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学生联合经
济管理学院物流专业学生跨专业组团，在教师
指导下，成立跨专业创新创业团队并成功入驻
大学生“双创孵化园”，专门针对川西地区农
牧土特产进行包装、策划、宣传、推广、销
售；运动与休闲学院师生通过实地勘察，成功
设计规划出白玉县察青松多国家级别白唇鹿自
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穿越环线等。由于学校专业
师生的参与，使当地旅游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少
走了很多弯路、快速见效。目前，白玉县麻绒
乡察青松多驿站、昌台自驾营地及河坡民族特
色手工艺一条街等项目已经完成及实施。原计

划 2019 年脱贫的定点扶贫村白玉县麻绒村，
2016 年就已达到脱贫标准。此外，学校另一个
定点扶贫村炉霍县易日村已于 2018 年如期脱
贫，学校驻村干部王也文正协助该村跨入土特
产品深加工、产业推进提升阶段。学校派驻白
玉县麻绒乡、河坡乡驻村干部经过不懈努力，已
经 带 领 村 级 合 作 社 开 发 相 关 产 品 并 获 得 了

“2019 四川省旅游商品大赛”金奖和“2019 中国
旅游商品大赛”铜奖。麻绒村麻贡嘎高原农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此次甘孜藏族自治州仅有的
一个获奖单位。旅游文化产业学院会展专业教
师策划的武胜县火锅节已经在当地启动了。旅
游专业教师参与指导炉霍县格萨尔文化广场景
区已成功创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第二大特色
应用型高校教师和专业人员的专业教

育功能在扶贫战场得到了充分发挥

应用型高校师资参与县域旅游精准扶贫具
有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的天然优势，在组织、培
训等方面，学校注重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当地
旅游产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相结合，解决群众
的实际问题，得到了当地群众的认可。2016 年
学校专业团队到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跃进村
开展餐饮技能培训时，当地群众对教师们背着

锅碗瓢盆来培训他们“做饭”感到不理解，甚至
说：“我们的饭，恐怕你们不会做啊！”对此教师
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经过培训，快速改
变了群众的观念，从“要我学”变成了“我要学”。
4年来，学校举办对口县乡村培训班10余次。学
校还组织了对口县域青少年夏令营等活动，以绣
花功夫开展教育扶贫，让大山里的孩子走出来学
习，这项活动得到了国内多家媒体的报道和社
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在文旅活动开展方面，学
校派驻白玉县普马村的李丹老师因其文艺特
长，多次被县政府部门抽调参与全县“五四”等
大型文化展演活动，成为该县的文艺活动项目
组织、策划骨干人才，受到县领导的高度评价。

第三大特色
结合旅游精准扶贫培养应用型人才

学生参与精准扶贫工作锻炼了实践及应用
能力。2017 年甘孜藏族自治州举办山地旅游节
期间，旅游和会展专业派出师生团队为稻城县
举办了导游讲解培训班，还承担并高质量完成
了到稻城县参会的国际国内 VIP 嘉宾的中英文
导游接待和礼仪服务，得到州县领导的高度赞
扬。2018 年，学校招收并定向培养来自四川省
三州一市 45 个深度贫困县的 49 名旅游管理专
业本科生，该班学生在首届中国青年创意设计
大赛中获得了三等奖。

与此同时，学校为了落实国家领导人“把
最美的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号召，引导全
体师生加快学校应用转型的步伐。目前，涌现
出了一批教学科研和实战能力强、服务社会效
果好的先进教师，先后有数十名教师进入省、
市级专家库，造就了一批“双师双能型”教师
队伍，已成为地方文旅产业发展的主力军。

总之，应用型高校在参与县域旅游精准扶
贫的过程中，逐渐体现出“后劲足、韧劲强”
的特点，所派干部和专业人才既懂专业又能实
战，因而工作成效不断凸显。四川旅游学院在
转型升级过程中，摸索出了参与县域旅游精准
扶贫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学校以精准扶贫为突
破口，发挥自身优势，凝练教师团队，走出了
一条特色发展、创新发展之路。
（晏启鹏 向玉成 华旦扎西 杜臻贤 杨杰）

参与精准扶贫 促进高校转型升级
——记四川旅游学院创新发展之路

校长卢一 （左二） 在凉山州扶贫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巧做课程“加减法”“一横两纵”创教育新生态

“一横”统筹
专业改革做“减法”

课程是高校教育的心脏，也是人
才培养和教学工作的基本依据。于
2017 年 9 月启动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对于浙大管院而言，是一次以

“一横两纵”为纲的专业统筹与“跨
界”。

“一横两纵”是浙大管院教改后的
培养思路，“一横”代表知识面，“两
纵”指专业基础和科技素养，培育学
生跨学科的能力。

事实上，这一概念的提出，源自
于当前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

“当前专业设置过于细分，但我们
需要的是宽口径培养。”浙大管院财务
与会计学系主任陈俊直言，当前社会
各行业、专业之间的交融越来越明
显，若一味以单一专业要求培养人
才，恐难以与社会接轨。

通识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脱
胎于通识教育的“一横”理念，推动
了浙大管院大刀阔斧的专业改革。不

仅将原来的 8 个专业调整为 3 个，去掉
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市场营销、
物流管理、旅游管理等热门专业，还
在合并同类项的基础上提炼萃取，最
终优化为工商管理、会计、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等 3 个本科专业学位项目。

作为浙大管院教改的结晶，3 个
专业的统筹，似乎在辗转挪腾间便突
破了各个学科的边界。

据陈俊介绍，改革后的会计专业
是整合了管理会计、财务会计、公司
金融、互联网金融等内容的“大会
计”学科。“我们着眼的是会计和财务
管理这两个专业方向融合的培养，培
养拥有全局观的人才，这也是‘一
横’思想的体现。”

浙大管院工商管理专业项目主任
王小毅是本次改革的参与者与亲历者
之一，也是“一横”理念的推动者。

他认为，工商管理应该是人才、
营销、市场、创新创业、运营管理和
财务等一系列内容的集合。“我们希望
学生能了解管理的基本职能以及更高
层次的知识体系，拓宽他们的知识面，
集中优势力量，育成大口径培养、多方
向出口的新型一流本科人才。”

天地之大，驰骋无疆。统筹调整
后的专业不仅为管院学子提供了广袤
的发展空间，也承担着学校的期待。

“浙大的本科生从某种意义上讲，
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对于这样的
好苗子，我们应把他们培养成具有创
新创业能力和领导力的高级管理人才
与领导者。我们有决心培养出‘去改
变国家和世界’的人才。”魏江如是
说。

“两纵”跨界
课程内涵做“加法”

如今，在浙大管院，每一名学生
都有机会接受多层次的本科教育，自
由地体会学科之间交流碰撞产生的无
穷魅力。但要达成魏江“培养创新创
业和领导力人才”的愿望，绝不仅是
统筹专业便可实现，仍需在专业基础
和科学素养上使力，做好“跨学科”
这篇文章。

2019 年 5 月，浙大管院基于备受
学生欢迎的会计学专业，在竺可桢学
院新开设了智能财务班，浙大管院副

院长汪蕾将其评价为“专业建设与人
才培养双结合的成果”。

“财务智能化是大势所趋，它要求
财务专家、财务分析师们掌握大数据
发掘和运用能力及人工智能相关的开
发和应用能力。”在汪蕾看来，智能财
务班虽然是将两个看似完全不相融合
的专业融合在一起，但从深层次而
言，培养的是学生跨学科的能力，也
是浙大管院深耕“两纵”理念的实践。

在这里，学生们不仅具备扎实的
人工智能、信息技术以及数据科学与
大数据技术的理论基础和应用能力，
而且将通晓国际会计商业语言、全球
战略财务管理及与资本管控和业务支
持相关的理论及应用知识。

风劲帆满海天阔，俯指波涛更从
容。若说智能财务班的增加是浙大管
院由内向外的拓展，那么“商学+”
概念落地，则是管院自上而下的改革。

“现代企业家不仅要学习掌握公司
战略管理、组织架构、财务管理等基
础学科的知识、工具，还应接受科技
甚至哲学、艺术、文化等方面知识。”
魏江是“商学+”概念的提出者，在
他看来，加号的后面，是专业的灵
魂，更是推动“两纵”发展的动力。

在此概念下，浙大管院的课程不
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商业管理教育教
学，而是融合大学各院系以及社会优
质教育资源的学科教育。

在智能财务班，是“商学+科技+
数学”，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是“商学+统计”，在工商管理专业是

“商学+人文”。
实际上，以上只是浙大管院“商

学 + ” 思 路 中 的 “ 冰 山 一 角 ”。“ 以
后，我们还将引入‘商学+艺术+哲
学+历史’，推动本科教育中的全人培
育。”魏江说，“商学+”的落地打通
了专业之间的体制机制障碍，也让

“两纵”理念在学院扎了根，今后跨学
科的路也将越走越宽。

全面育人
教育新生态的“水到渠成”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
革创新者胜。浙大管院不断突破跨学
科人才培养边界，培育“全人”，是一
次创新，更是一次“水到渠成”的教
育变革。

“时代在变，社会需求在变，学生
的兴趣也在变。”汪蕾
觉得，应对当前的社
会变革，主动转变培
养路径，是一种更为
主动的变革。

事实上，随着专
业、课程的改变，浙
大 管 院 的 “ 教 育 系
统”也迎来了良性嬗
变，首先便是管院的
课程更新体系。

“以社会需求为导
向的育人模式，带动
了课程的时更时新。”
据陈俊介绍，以往的
课程是 4 年进行一次

修 订 ， 但 如 今 每 年 都 会 进 行 更 新 。
“‘一横两纵’的理念，让我们更加
注重实际发展。对于课程而言，若企
业转型升级，那么相应的实践课程就
要进行调整。”

为了推动课程修正，浙大管院以
专业为基础成立了三大项目组，负责
课程制定、培养方案设定和教师新开
课审核。

“项目组的工作看似统筹全局，其
实也很琐碎。为了制定课程，我们要
去企业、用人单位进行调研，听取兄
弟院校、教师和学生的意见。虽然工
作量很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
课程制定、培养方案设定的科学性。”
浙大管院工商管理专业项目主任王小
毅如是说。

随着专业的统筹兼并及老课、“水
课”的淘汰，教师也开始投入到新课
程的研讨和设定中，搅动了师资队伍
的活水。

“原先学院新增了一门设计思维课
程，但苦于没有相关课程内容。后
来，课程组几位老师坐在一起研讨，
他们中有人有旅游规划设计经验，有
人做过创新设计，把这些知识点结合
在一起，设计思维课程的内容就浮出
了水面。”王小毅说，除了集众力打磨
课程，专业的统筹也推动教师自身能
力的提升，推动他们主动去适应、融
入新专业和新环境中，而这不仅仅是
个案。

“一流大学要有改变的勇气，更要
培育拥有改变世界雄心的学生。”魏江
说，拥有人文精神和科技洞见、掌握
商业规律和管理理论是浙大管院对学
生的要求，也是人才培养的原则。“管
理学院不是由专业、学科构成的，而
是由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智慧人格
构成的。重塑以‘商学+’为核心的人
才培养生态系统，才是为培养适应未
来高层次领导者提供最优质的土壤。”

（童笑雨）
工商管理专业项目组负责人王小毅与学生交流工商管理专业项目组负责人王小毅与学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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