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1月11日 星期一

06 主编：储召生 编辑：徐倩 设计：王星舟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643 邮箱:gaojiao5@edumail.com.cn高教周刊 改革探索·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三
维”教学模式，是指从空间、内
容、方法三个维度所构建的“空
间上——立体化”“内容上——
研究型”“方法上——互动式”的
有机整体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
中，有效整合三种教学模式的优
势，并将这三种综合运用于一体
化的教学过程中，从而有力提升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立体化教学模式，在课堂教
学、实践教学、网络教学和日常生
活教学等方面相互融合，进而提
升思政课教学的整体效果。课堂
教学方面，注重对学生形成科学
认识的引导，坚持立德树人，结合
新时代背景来创新话语体系，正
确把握好政治性和思想性之间的
关系，不断提升课堂教学的效
果。实践教学方面，与不同专业
学生的知识相契合，增强文化自
信的底气，培育家国情怀，坚决摒
弃和反对错误的思想观念，进而
自觉提升实践能力。网络教学方
面，充分运用相关学习平台，拓展
学生学习的空间，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在教师引导下发挥学生学
习的主体作用，增强学生的获得
感。在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注
重启发学生，与学生成长成才所
面临的实际问题相结合，积极推
进将思政课元素融入相关专业课
教学，逐步构建“大思政”格局。
同时，推进思政课考评方式的立
体化，在注重平时成绩和期末成
绩的考核时，也要通过调研报告、
主题演讲和小论文等形式来注重
实践成绩的考核。

研究型教学模式，注重培养
学生的探究意识以及批判精神，
并通过问题研讨式和小组研讨
式等形式，来引导学生发现问
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
题。教学内容方面，在设置问题
上注重选择一些学生困惑和密
切关注的问题，引发学生的思想
共鸣，进而激起学生深入思考和
分析，调动学生自觉回答问题的
积极性，提升学生学习的内在动
力。小组研讨式教学中，根据课
程内容中涉及的不同问题，来组
织学习小组，并由小组组长来分
配相关具体的学习任务，教师在
设置问题、查阅资料、分析问题
以及撰写解决问题的报告等方
面给予相应的指导。通过小组
的自评、互评以及教师的评价，
进而总结和提升相关研究成果，
并引导学生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深入认识和了解当代中国以及
世界的发展，从而提升学生探究
问题的能力。

互动式教学模式，主要体现
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知行互
动、内外互动等方面，仍需提升
互动的质量，进而解决“低头族”
问题和“坐后排”现象等现实的
教学问题。在师生互动过程中，

进一步扭转学生对思政课学习
观上所存在的忽视心态和应付
考试等错误观念，在课前可让学
生评析最近的社会热点话题以
及学生自身的经历分享等来增
强学生的参与度，授课过程中通
过案例分析以及相关故事的体
会和感悟等方面来增强与学生
的沟通交流，课后注重学生的获
得感是否有所增强以及思想观
念和价值观的变化等。生生互
动过程中，注重其学习课程知识
时，不断扩展其情感、价值以及
人格等方面的互动，引导他们正
确处理因性格和习惯等差异而
导致的冲突，进而向表现优秀的
学生学习。知行互动方面，在给
学生讲授科学的思想观念、理想
信念和价值观时，注重知行合
一，对所出现不一致的行为要进
行纠偏，从而真正促使思想观
念转化为实践行动。关于思想
政治理论教学的内外互动方
面，还要结合校园的环境，并
与相关的社团、学术沙龙、辩
论赛等活动结合起来，进而充
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从而
提升其教学的吸引力。

立体化教学模式有助于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达到理论和
实践的统一以及政治性和生活
性的统一，从而提升其教学的
质量和效果；研究型教学模
式，具有开放性、过程性、交
互性以及探究性的特点，其主
要作用是有助于培养学生探索
精神和批判性思维，从而推动教
学相长；互动式教学模式，具
有价值导向性、差异化和实践
性的特点，其主要作用是有助
于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
使教师和学生以及学生和学生
之间互为一体，从而使课堂教
学达到活跃、高效和启发的效
果。在“三维”教学模式的实
践中，通过细化具体实施和操
作环节建立不同部门之间的联
动机制形成评估指标四个方面
来推进立体化、研究型和互动
式教学模式的有机统一。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立
体化教学模式上，通过具体的
制度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等方
面，来促使课堂教学、实践教
学、网络教学和日常生活教学
统一起来。针对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互动式教学模式中所存
在的主要问题，则结合具体的
教学过程和不同的教学方法等
方面，来推动互动式教学模式
的落实。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研究型教学模式，通过转
变教师教学观念、完善相关教
学的可操作性和学生的考核评
价方式等，来进一步提升研究
型教学模式的效果。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构建思政课三维立体化教学模式
李素霞 杨彦京

教改一线

“作为师范院校的毕业生，我们要立
足课堂，心系天下，遵道而行。我认为，教
育的道，首先是遵循人的身心发展规律，
然后是教育教学规律……”近日，“时代楷
模”、贵州省台江县民族中学校长陈立群
回母校浙江师范大学作报告，分享了自己
近40年“不为功利，不求功德，只为心愿”
的育人初心。

他用近40年的教师生涯，给现场师
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德育课。学校以时代
楷模为榜样，通过师德课程、师德践行、师
德宣传等方式，着力推进师生的师德养成
和育德能力塑造，努力培养心怀大爱、潜
心育人的新时代筑梦人。

师范生德育能力的养成

“大学外语课程要努力用世界语言讲
好中国故事，在课程中融入对当下热点的
关注，多讲弘扬时代正能量的内容。”11月
1日，一场跨学院、跨专业的课程思政教学
研讨会在外语学院举行。来自不同专业
的教师从所授课程出发，表达了各自对课
程思政的认识和实践体会。

2017年起，学校开始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推出了30堂思政理论示范课、10
门精品综合素养在线开放课、设立一批

“专业课程德育实践”重点建设项目等改
革计划，要求每门课都切实把德育置于
课程目标之首。“学校的‘新师范’建
设，是超越‘知识本位’的教师教育，
从各类课程的设计开始，充分挖掘德育
元素和德育功能，重点关注师范生德育
能力的养成，这也是培养未来‘四有’
好老师的首要途径。”教师教育学院院长
周跃良教授说。

教学研讨、课程重构、实践拓展、百门
思政微课展示，学校努力探索将思政之

“盐”融入教育之“汤”的妙方，打造从“思
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圈层效应。“我心
目中的教育家是淳朴、独立、勇敢、执着的
教育人，他把道德良知与人格教养贯穿在
教育行动中。”在金生鈜教授的“教育哲
学”课上，他反复传导着教育人是时代守

望者，必须坚守真善美的理念；地理环境
学院学生向田野出发，跨越1000多公里，
赴浙江11个美丽乡村调研，寻访习近平
总书记的乡村足迹，亲身体会浙江农村发
展的涅槃之路……

“作为师范院校，我们更需要绷紧‘育
人弦’，挑起‘思政担’，让课堂教学从单一
的专业维度，拓展至教师职业精神、主流
价值等多维度，潜移默化地浸润感染学
生，为青年学生打牢师德根基、点亮理想
之灯。”本科教学部主任林一钢说。

课程体系夯实师德之基

立足卓越教师培养，学校在人才培养
方案中非常强调师范生的“立德·育德”能
力养成，通过德育课程体系夯实师德之
基，借助“三习”（见习、实习、研习）考查育
德能力，着力培养乐教、适教、能教、善教
的未来教师。

学校开设了多门厚基础、宽口径的教
师师德课程，必修课“师德养成”，选修课

“教师职业道德”“师魂”等，每学期以滚动
方式开放选课，让师范生们可以随时修
读；自主编印了特色鲜明、简明可读的《教

师职业道德读本》；在教育实习中要求每
名师范生完成一份“德育案例”；分学院开
展“爱的教育”“行走的课堂”等师德主题
研讨活动……课堂内外结合、线上线下呼
应的师范生师德养成体系，让校园的师德
文化格外浓郁。

每年，学校都会有300余支实践团
队，近万名指导老师和学生参加社会实践
活动，服务地涵盖浙江、江苏、福建、四川、
湖北、陕西等多个省份，人均实践时长
150多小时。“社会实践让学生们了解社
会、体味民情、丰富阅历，在送教支教的实
践路上，也不断修炼着学生的育德能力。”
团委副书记魏梦璐说。

学校研究生支教团21年接力跑，对
口帮扶广西龙州，帮助龙州提前5年通过
义务教育发展评估，实现教育脱贫，陪伴
龙州成为广西首个脱贫摘帽的国家扶贫
开发重点县，也见证了当地正将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梦想变为现实。在陈立群事
迹报告会上，胡馨文代表支教团员发言。

“支教是一次小我融入大我的追梦之旅。
我们要立足当下、扎实基础，把陈立群学
长的时代楷模精神融入师大精神，然后深
深地扎根于奋斗的土壤中。”

打造德育建设的学术高地

每年教师节，学校会组织新教师在
学校崇师广场孔子像前进行入职宣誓、
栽种银杏树，以此勉励新教师们以身许
校、以身许教。

“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真正的
‘德育科学’的概念，聚焦实践，辐射多学
科，构建新体系，扎实做好新时代德育研
究。”袁振国说。今年教师节，学校成立了
由首席专家袁振国教授领衔的田家炳德
育研究中心，致力于打造德育理论研究的
学术重镇和指导实践的工作平台。

除此之外，学校实施“五航”（启
航、引航、护航、远航、归航）行动，
并将此贯穿教师职业发展的全过程，既
注重仪式塑形，更注重文化铸魂，以多
途径多方式引导教师弘扬师道、涵养师
德、铸就师魂。

学校推行“全员教研”，打造以涵育两
代师德师能为价值追求的教研文化；实施

“尖峰”“致远”“砺新”三大计划，培育教学
名师、学术名家，打造“金课”……

坚守初心、为儿童文学事业奋斗不止
的94岁老校长、国际格林奖国内首位获
奖者蒋风；孜孜以求研制发明世界最亮极
紫外光源的中科院院士、浙师大杭州高等
研究院院长杨学明；将个人梦与中国梦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
团队”非洲研究院教师团队……在浙师
大，流传很多这样的师德故事。“从这些热
爱教育、热爱学生的老师身上，我读懂了
教育事业的神圣使命，要用心用情用功才
能当好一名老师。”美术学专业学生钱浩
楠说。

“教育情怀是师范教育的第一要义，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师德的教育是
失去灵魂的教育。新师范教育是更加重
视师德的教育，我们希望通过立体化、
常态化、全过程的师德养成教育，帮助
师范生‘立德·育德’，使立德树人成为
学校老师和未来教师的自觉行动。”浙师
大副校长李伟健说。

浙师大：为新师范教育拉直师德准绳
通讯员 朱慧 厉真

人才培养

高教动态

本报讯（曲茹 于珊珊） 11月3
日，由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教育电视
台及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第九
届全国大学生红色旅游创意策划大赛
总决赛在安徽省金寨县举办。大赛以

“祝福祖国母亲·传承红色基因”为
宗旨，从30个省份、236所学校的
630支团队中脱颖而出29支决赛队
伍。

此次决赛以“两源两地 将军故
里”为分主题，围绕金寨县的红色文
化资源设计制作红色旅游路线、红色
旅游创意策划产品或红色旅游创意营
销微视频。鼓励选手将红色旅游与
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历史文化旅

游、休闲度假旅游等旅游业态相结
合，设计出红色旅游与其他旅游项
目融合发展的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
方案，突出创新性、实践性和可操
作性。

“作为评委，我为参赛大学生在
决赛现场表现出的文案规范性、策划
创新性与现场表现流畅性感到欣慰，
这是高校近年来红色思政教育、旅游
专业教育成果的有力彰显。”中国旅
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秘书长刘莉莉
说，“红色基因的传承过程，就是旅
游产品创新的过程，青年是文旅行业
的未来，教育是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
根本，我们愈发感受到到旅游教育重
任在肩。”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学生助力老区脱贫攻坚
本报讯（记者 徐倩）11月1日—3日，由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江苏省教育厅支持，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国药励展承办的“中国
高等教育博览会（2019·秋）”（以下简称高博
会）在南京举办。

作为高等教育领域内历史最久、规模最大、
影响力最强，集教学仪器设备展示与高等教育
改革发展成就展示为一体的国家级专业化品牌
展会，高博会紧扣“展览展示”“高端论坛”“成果
发布”“竞赛活动”“体育健康”五大板块，强化

“以展带会，以会强展”的工作思路，以“一个主
题、两个合作、四个服务”打造高等教育改革新
亮点，举办了30余场学术论坛及活动。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党组副
书记、副部长杜玉波介绍说：“本届高博会紧紧
围绕‘讴歌新中国70年辉煌成就，推进教育现

代化创新发展’这一主题，继续秉持‘服务高等
教育改革发展、服务高校人才培养、服务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服务教师专业发展’的‘四服
务’理念，坚持‘跨界升级、开拓更大发展空间，
合作提质、谋划更高质量共赢’的发展目标，
已经成为政府、高校、企业之间协同创新和
共谋发展的重要桥梁，成为世界认识我国高
等教育发展成就的重要窗口，成为名副其实
的高等教育国家名片。”

这次高博会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正式
发布了我国首个普通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指
数，并预发布新建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
数，以及全国普通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师
均指数，通过大数据分析更加完整、全面、
系统刻画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生态，助推高校
更加重视教师教学发展。

第54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在南京召开

在浙师大就读的台江民中学生向陈立群献花。 方以琮 摄

理论实践相结合
关注岗位胜任力

一直以来，国内口腔医学专业的人
才培养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
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优质的实践资
源不充足、口腔医学实践教学受医学伦
理学限制，以及缺乏有效的过程化控制
和客观评估体系，直接影响学生毕业后
的岗位胜任力。

为了突破这一人才培养瓶颈，2004
年学校依托地方资源共建口腔医学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提出了基于全面实践
训练和提升学生岗位胜任能力为目标
的创新实践人才培养“1—2—3—4—5”
模式。经过十几年的探索，模式不断完
善、成熟，越来越多的学生因此受益。

何为“1—2—3—4—5”模式？据
口腔医学院院长徐艳介绍：“1”是指

“1个目标”，即以创新实践人才培养
为目标。从一年级开始，通过虚拟口
腔医院、手部技能训练等途径，让学
生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不断
提升操作技能；“2”是指“2 个融
合”，即融理论教学于实践操作，将虚
拟仿真完全融合，构成渐进式的虚拟
仿真实践系统；“3”是指建成“虚拟
—仿真—实习”三大实践教学平台，

包括创建国内规模较大的口腔医学院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及网络共享平
台联盟、引进德国KAVO仿真头模操
作平台、形成轴心辐射式的口腔医学
临床实习基地，实现优质资源共享；

“4”是指通过基础性模拟模块、综合
性虚拟模块、拓展新虚拟模块及临床
实践虚拟模块构建实践教学课程体
系；“5”则代表着建立师生评价、毕
业生追踪、社会评价、专业认证、国
际认证“5方评价”系统。

“现在我们的学生从大一就开始上
操作课，”徐艳说，“这几年，超过
30%的学生参加过省、校级大学生创
新实践计划项目。”

医学艺术相融合
提升学生审美水平

做一名优秀的口腔医学专业毕业
生，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高超的
操作能力，还需要较高的审美情趣和审
美能力。“科学脑、人文心、艺术嘴”这9
个字贯穿学生培养的全过程。

“口腔医学是一门将医学专业知识
与艺术审美密切结合的学科，人们对
口腔医师美学创新能力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口腔医学院教学副院长严斌
说，学院于2017年开始尝试与南京艺

术学院合作，聘请专业教师讲授摄
影、雕塑、绘画等艺术美学课程；
2018年首设“口腔艺术美学理论与实
践”必修课，构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
医艺融合创新课程和多元化融合教
材，不断提升医学人才培养质量。

在钻刻课上，学生们完成了一件
件刻有脸谱和汉字的鸡蛋艺术品，教
师现场对作品打分。“让学生们在生鸡
蛋上钻刻，是为了训练他们口腔治疗的
精细化和专业化。这不仅对刻功有要
求，还要有美学素养。”口腔医学院基础
医学系主任刘来奎介绍说，与一般钻
刻不同，这种钻刻全程在镜像训练装
置中完成，是学校专利。“通过镜像装
置训练学生的镜像操作感，对提升就

业后的岗位胜任力有重要作用。”
口腔医学院还开设了十字绣、剪

纸和石膏牙雕刻等与口腔临床相关的
美学实践课程。周薇娜是口腔医学院
的青年教师，也曾是学院的学生。她
说，自己很羡慕现在的学生，因为她
上大三时才接触口腔治疗实践操作，
现在学院将实训课程提前并与艺术教
学相结合，对学生以后的专业发展有
很大好处。

“我们大二就接触了南艺教师开设
的艺术美学课程，这对提升口腔医学生
的审美能力大有帮助。在口腔治疗中，
牙齿笑线的位置、假牙色泽的对比，都
需要美学素养的支撑。此外，学校还构
建了国内首个口腔医学教育虚拟仿真

资源网络共享平台，可以反复进行逼真
的虚拟操作。”学院学生吴桐介绍。

教学教研相促进
育人模式成果丰硕

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学校的创新
人才实践培养模式得到了中国工程院
院士及全国口腔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
的高度评价，为全国同行提供了可
借鉴的经验。

2012年，专业通过教育部门
口腔医学专业认证，50余所国内
外高校前来学习交流。成果主要完
成人王林教授受邀参与制定了《中
国口腔医学本科教育教学标准》
《口腔医学本科各科临床实习标
准》等，并被推选为国家教育部门
高等学校口腔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学院培养的毕业生，无论是学术
水平还是实践创新能力均明显增强。
近几年，先后有学生获得国际牙科协
会Travel Award大奖、全国口腔生物
医学优秀研究奖等。第三方调查数据
显示，学生考研录取率达50%、就业
率达98%，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均很满
意，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超国家口腔
执医通过率近10%。

对人才培养的孜孜以求也锻造出
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近年来，学
院教师先后获得各级教学成果奖 11
项，教改奖30余项，发表高水平教学
论文31篇，取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
权3项，并获得全国口腔青年教师授
课和临床技能展示一等奖、教育部门
高校教师医药微课比赛一等奖等。

日前，南医大口腔医学院以胜任
力为导向创新实践教学模式获得了国
家级别教学成果二等奖，对学院师生
来说是莫大鼓励。对于未来，口腔医
学院书记陈春燕说：“我们将大力建设
创新课程教师团队，激活口腔医学师
资新动能，释放口腔医学人才新活
力，不断完善并推广具有南医大口腔
医学院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南京医科大学

在创新实践中高质量育人
前不久，由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主编的江苏省高校重点教材《口腔临床

核心技能视频图谱教程》正式出版，这是全国首部以口腔临床技能操作为专题的
多媒体融合教材。教材创造性地使用了视频等多媒体方式，生动、直观地向学生
展现了临床操作全过程，避免了以往临床示范时学生无法看清楚的弊端。教材
使用后，得到师生的一致“点赞”。部分兄弟院校也前来“取经”，把教材给自己的
学生使用。

教材的成功编纂是近年来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探索以胜任力为导向创
新实践教学模式，培养应用型口腔医学人才的一个实例。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
口腔健康需求不断提高，这对口腔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
此，该学院创新人才培养路径，不断探索实践教学的有效模式，取得了良好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