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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人才培养视阈下的开放性实验室建设

潘丽红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惦床医学系，安徽安庆246052)

摘要：高职高专院校培养的学生更强调适应社会职业的需求。因而就必须强化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

实验室是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基地。开放性实验教学能够充分利用教学资

源，对于提高实验教学效果，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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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职院校多是由中等专科学校升转而成．实

验设备不足，技术人员不足和素质相对较低，教学中普

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现象，与培养实用创新人才的办

学宗旨形成强烈反差。在资金短缺、人员不足的情况

下，开放性实验教学显得尤为重要。实验室开放是指在

完成计划内教学任务的前提下。为了充分利用现有师

资、仪器设备、设施条件等资源。实验室在课外时间面

向学生开放。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实践机会。开放性

实验并不是简单地扩大开放对象、开放时间，而是将现

有的实验室教学模式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型实验教

学管理模式。啦它打破了常规的实验方式方法。对高职

高专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利用病原

生物与免疫学教研室现有条件，在<基础培养基的制

备)课程的教学中对开放性实验教学进行了尝试。

一、实验室开放的意义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实验具有以下特点：形态学实

验和理论验证性实验多而设计性实验少；孤立操作实

验多而综合性实验少；传统的实验多而新技术实验少。

多数实验项目的开设只局限于课程的教学大纲．缺乏

对学生进行综合实验能力的锻炼，不利于学生创新意

识的培养。开放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实验室对于培养学

生的综合素质和提高教学水平有重要作用。

(一)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现今的大学生理论知识丰富。掌握的理论知识水

平较高，但明显的不足就是实践动手能力较差，动口不

动手，这对其今后的发展将产生不利影响。做实验的准

备、实验的经过与实验结束后整理实验室、实验器具的

过程可以促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动手操作。有利

于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利用实验室，让

学生多实践、多动手、多操作，时间长了实践动手能力

就会提高，就会增添其学习兴趣，更加深刻的理解实验

原理和实验方法。促进学习成绩的提升。

(二)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

达的不竭动力。如果不能创新。不去创新，一个国家就

难于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开放性实验室为大学生禀赋

和潜能的充分开发创造了宽松而有利的环境，是培养

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保持其探索精神和创新思维

的重要场所。学生通过某一实验在验证某一理论或知

识点的同时，更能启发其对实验深层次的思考，产生发

散性思维。大学生在探索新创意、验证新想法的过程中

逐步增强了自身创新能力的培养，为将来的科学创新

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三)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

开放性实验不仅使学生巩固已学知识。又为学生

提供了提高和发展的机会。实验本身就是一种催人学、

收稿日期：201删一15
作者筒介：藩牙红(1968．)，安t安废人．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罄床医学系翻教授。2008年安重省南取高专院校专土带夹人。研克方向为囊原

生物与毒巢免麦。

万方数据



·112· 黄山学院学报 2010牟

促人学的方法。学生接到任务后，从找参考书到方案的

可行性分析论证和讨论。从设计到实验操作及数据的

统计分析．在整个过程中提高了检索文献资料和查找

参考书的能力，培养了收集有用信息及获取知识的能

力，大大提高了自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

对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大有帮助。

(四)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维能力

开放实验属于设计性、综合性实验。它与平时进行

的实验课有天壤之别。指导老师从实验开展的意义、实

验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哪些影响因素及如何避

免不利影响、有哪些可以探索尝试之处等方面指导学

生，这对学生科研思路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

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实验过程肯定不会一帆风

顺。甚至经常会遇到失败，学生在寻找失败原因、分析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在严密的实验过程中能锻炼与提

高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

(五)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责任意识

责任意识是大学生较为欠缺的一种素质。同时也

是影响其做人行事的基本素质。以前上实验课时，有些

学生总是漫不经心，并不总是严格按实验操作进行，自

以为是地寻找所谓“捷径”．有的甚至嫌麻烦连实验服

都不穿。开放性实验中学生的行为将直接影响实验的

效果。这就要求学生为使实验成功必须严格按步骤操

作，同时会让其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决定结果，往

往一不小心可能就要重来。再浪费一个周期的时间去

弥补。这对实验材料、时间和个人精力都是很大的浪

费。责任意识的培养有助于学生合理规划并终身受益。

(六)有利于培养大学生求真、坚韧的品质

实验最大的特点是用事实说话，把理论转化为实

践或在实践过程中得出新的理论．不允许有任何的作

假与伪造。实验的过程充满逻辑与原理，要求精细而严

密，大学生只有抱着求真务实的态度才能获得成功。同

时很多原因可能导致实验的失败。在不断的失败中不

断进行尝试，在尝试中获取成功，能够帮助大学生提高

意志力。

(七)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形成团队协作精神

在实验中为完成一项实验往往需要多人的分工合

作，例如需要具体操作的学生、记录数据的学生、验证

原理的学生等。学生们为了实现共同的目的进行分工、

协调、合作，在实验的过程中一起探讨、分析、思考，

在合作中发现他人的重要性、合作的重要性、团体的力

量，养成尊重他人、重视他人、学习他人的习惯，形成团

队协作精神。

二、实验室开放模式及实验内容的定位

传统教学模式注重理论教学，忽视实践教学，实验

教学多为验证性的，大多数学生在实验课上充当的是

实验记录员角色，创新意识和操作能力根本没有得到

锻炼。而开放性实验以设计性、综合性为主，学生通过

综合设计实验，从思考、失败、再思考中受到训练，从而

提高整体素质。所以实验室开放模式应形式多样，朔其

中以下两种类型最常见：

(一)教学实验项目开放型：指教学计划外的实验

教学项目，以反映新技术、新知识、注重培养创新能力

为目的，学生在相关管理部门组织下自行选择参与，进

一步加强基本实验技能训练。

(二)学生参与科研活动型：实验室定期发布教学

计划以外的综合型、设计型自选实验课题，鼓励学生进

行创新设计实验。学生在实验中必须独立完成课题的

方案设计、标本采集或材料准备，最终完成实验并撰写

实验报告。综合性实验只给出题目、原理。学生自己提

出实验步骤和方法。自行完成实验；对于设计性实验只

给出题目、要求、备选设备清单，其它由学生独立完成；

也可在相关管理部门组织下．根据实验室特点自行设

计实验项目，实验室提供相应的实验条件，指派教师进

行指导。

三、开放项目的设立和申请

实验室可以在每学期开学两周内公布本学期本实

验室开放的内容、时间、地点、学生申请时间和申请方

式等，由学生填写相关申请表。实验室对学生申请可先

行初筛后报学校。学校组织相关专家汇评后向学生公

布。报教务处备案。获准立项的项目负责人应及时与实

验室负责教师联系，填写相关进人实验室表格。办理手

续。

四、实验室开放的管理

(一)常规性管理

开放性实验室的管理是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环

节。四开放性实验室的管理难度远远大于传统教学模式

的实验室管理。学校远离市区，教师及实验指导老师的

责任和工作量骤增，探索性实验的不确定性增加，从而

也增加了学生做实验的危险性。所以要制订相应的实

验室开放实施细则。

实验室开放时间由各实验室在不影响正常实验教

学工作的前提下安排。

被录取参加开放实验项目的学生，应预先向实验

室报名登记，确定实验时间、地点，按时参加实验。因特

殊原因不能在预定时间内参加实验的，应提前办理请

假手续，另约时间补做；对无故缺席实验的。要进行批

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可取消其参加开放实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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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应根据学生人数的多少和实验内容做好实

验的准备工作，并配备一定数量的指导教师和实验技

术人员。在实验过程中，指导教师应注意加强对学生实

验素质与技能、创造性科学思维方法和严谨冶学态度

的培养，并做好开放情况的记录。

学生进入实验室前，应阅读与实验内容有关的文

献资料，确定实验方案，做好实验准备工作。对于准备

不充分的学生，指导教师和实验室工作人员可暂停其

参与本次实验。

学生进入实验室。必须严格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

章制度。损坏仪器设备的须按学校的有关规定处理。

实验项目完成后，学生应向实验室提交实验报告、

论文或实物等实验结果。指导教师要根据学生提交的

实验结果和实验态度等进行考核，确定成绩，在学期结

束前报教务处。

每个实验项目结束前．实验室应及时做好开放实

验的总结工作。将开放实验的进行情况按规定格式写

出书面总结，报教务处存档。

教务处将定期对实验室开放情况进行检查与考

核，其结果将作为学校今后对各实验室考核和审批实

验室建设项目的重要依据之一。

(二)加强实验室教师队伍建设

实验室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实验室教育

职能的发挥，学生在实验过程中会遇到各类疑难问题

或提出各类问题。这就要求实验室教师给予耐心和科

学的回答。同时，学生在实验的瞬间迸发出灵感火花。

这些开创性的思维会引发学生的好奇。实验室教师如

能及时给学生以指导，既可以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又

能激发起学生探求科学真理的精神。

(三)加强实验室课程建设

现阶段高职高专院校的实验室是按课程要求建设

的，所开设的实验也几乎停留在验证理论阶段，实验教

学效果也停留在对理论的加深理解上。学校应从培育

实用创新人才出发，避免实验的重复性、简单性，结合

各学科的专业背景设置具有连贯性、一致性、系统性的

实验课程体系。

(四)学校对开放实验室的良好政策

为了发挥开放实验室的良好作用，调动教师和学

生的积极性，学校应出台良好的政策进行支持。在学生

方面，为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开放实验，培养和提高学生

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开放实验可纳入学生实践教

学环节，学生参加开放实验的成绩经考核合格后取得

相应学分；设立实验室开放基金，特别资助具有创新

性、研究性的项目。在教师方面。为使教师的科研课题

能吸收学生参加，学校支持教师立项，给以～定的资金

支持；同时对于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在岗位津贴上也给

以相应的优惠政策；所指导学生的实验成果获得市级

及以上奖励的，指导教师也应另行给予奖励，并在岗位

聘任、职称评聘中作为工作业绩记录在册。

五、小结

通过开放实验，得出如下结论：课题的设计内容不

能太多、太大，应尽量切合本实验室的现有条件；课题

的预期完成时间不能太长，以半个月左右为宜，否则由

于学生学习任务重，时间上很难保证，势必会影响进

度；学校图书馆假期应尽量开放，以便学生能及时地查

阅所需资料。

学生们比较珍惜参与这种实验学习的机会。积极

性、主动性非常高，并且真心希望这种形式能长期地在

学生中间开展下去。随着开放性实验教学的大力推进．

宓将培养出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创新意识强和团队

合作精神俱佳的实用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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