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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新建本科院校培养模式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结合环境科学专业学科特点，提出应用型

与创新型相结合的创新培养模式。旨在结合黄山学院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的现状。探索出适合新建本科院

校环境科学培养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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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以来．我国新建本科院校近200所，是

实现高等教育地方化、大众化的主力军。11-31为适应

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实施应用复合型本科教育、培

养应用型本科人才是新建本科院校战略发展需要。

但是，应用型本科教育属于新的高等教育类型，目

前尚处于探索阶段，与一般综合性大学对比，无论

从高校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方式与内容，还是

从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实习基地建设等内容

层面和实施层面还非常欠缺。M同时．不同的院校

由于建校历史、学科特点不同存在的问题既有共同

之处。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本文对新建应用型本

科院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进行简

要分析，结合黄山学院的特点，探索构建适应环境

科学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1 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需要解决理

念、方案和实施3个层面上的问题，即首先要明确

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并在此基础上优化和落实人才

培养方案。但在实际培养过程中，往往存在一定的

问题。首先．在培养理念上，新建本科院校培养的是

高素质应用型技术人才。但在培养过程中往往容易

与普通本科院校培养的学术型、研究型人才相混

淆。或与职业技术学院培养的职业技术人才相等

同。其次，在培养方案制订上．由于新建应用型本科

院校属于新生事物，没有可参考的模板，常常参考

综合性大学与其他院校的专业方案进行修订而成．

甚至有的院校新建专业由于缺乏师资。常常因入设

岗，根据教师制定方案，结果有的专业只是专业名

称相似，培养内容早已面目全非，培养出来的学生

往往存在知识结构不合理，能力、素质结构与培养

方案不一致的问题。再次，在方案实施过程中，新建

应用型本科院校由于实验室与实验条件有限．实验

往往流于形式，8一lO人一组，学生有的连试管、烧杯

等都没有盒过，实验已经结束．实验报告只是相互

抄一下应付了事，个别实验甚至只在黑板上‘做一

下’。实训、实习则更是走马观花，或只是方案中写

一下．从来不做，流于形式。毕业论文由于缺少经费

与实验室，往往穷于应付，甚至用综述代替论文。鲫

2人才培养模式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类型大致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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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和职业技术人才。人才类

型不同，其担负的任务也不同，其中，应用型专门人

才主要是将科学理论转化为可供生产、服务和管理

一线操作应用的技术，承担着为社会输出具有专业

知识的高级人才的任务。但由于是新建本科院校．

实际培养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原因为：

首先。理念认识上存在偏差，没有处理好与研究型

人才、职业技术人才培养模式的区别。有的院校以

研究型大学培养模式为标准，但其整体实力与水平

又相差较大。或者过于强调操作技能，将学生当作

技工来培养。导致专业知识过于薄弱，学生发展后

劲不足，～旦所学技术过时，将被市场很快淘汰。其

次，方案制定上有缺陷，没有处理好学生的知识与

能力、素质之间的关系。过于强调基础课教育，导致

专业课时过少，课时一压再压，有的干脆不开课，导

致学生对所学专业一知半解，专业概念模糊。再次．

教学计划实施不到位。往往避重就轻。没有处理好

实验、实训、实习等实践性课程中的学生操作与一

般本科实践课程主要以演示实验或验证性实验为

主的关系。有的是根据自身实验条件，有的就做一

点，没有就不做了，不考虑实验对于学生的重要性，

特别是有的新建专业，实验只是纸上谈兵，敷衍了

事。新建本科院校应该从转变教育观念、优化专业

结构、改革教学体系、加强实践教学等方面构建应

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3新建本科院校环境科学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实践

近年来黄山学院重视构建起应用型本科人才

培养模式，以学生为本，以就业为导献加大了创新
型、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实践性教学改革力度，从完

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学习方式人手。努力构筑适应

社会发展和创新需要的具有开放、动态和“应用型”

知识结构。这为我校开展“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复

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造了条件。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是由原来的生物系、资源

与环境系组建而成。新成立的学院在教学条件、师

资力量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与提高，在产学

研结合等方面特色鲜明。结合学校的办学定位，生

命与环境科学学院进行了新的培养计划修订工作，

环境科学专业也按要求对整个培养方案与教学体

系进行了～些修改与有益的探索。

3．1 调整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课程体系改革

与实践

环境科学本科是2004年申报成功并开始招

生'冈0开始由于条件限制与师资不足。环境科学本

科中开设了较多的基础课，如普通生态学、森林生

态学、土壤学、城市生态学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许多学生反映基础课程太多。没有突出以“应用”为

特征的教学体系。在实践教学中．演示实验与验证

性实验较多，学生实际动手实验较少。为此。环境科

学本科专业采用了以强化实践教学．突出学生应用

能力、职业技能的培养与训练是应用型本科理论与

实践教学改革。2006年通过教研室讨论．学生座谈

等形式征求意见，对2007届环境科学专业课程培

养方案进行了修订。新方案突出应用性与复合性。

总学时由2980调整为2728．总学分由196调整为

175。压缩了必修课时，增加了选修课，提高了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如城市生态学、森林生态学等课程

改为选修课，土壤学改为环境土壤学，增加了环境

污染治理技术等以应用性为主的课程设置。同时强

调应用型环境科学本科专业的理论教学体系应突

出以能力为中心，强调先进性、实用性和各类课程

的相对独立性。应用性不仅反映在专业课上．要讲

透应用技术、实用技术、各类实务等。基础理论课必

须紧紧为学习专业技术课服务，根据专业技术课和

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要求来设定。

3．2密切与用人单位的联系。走产学研相结合道

路，改革实践教学模式

在安徽省教育厅的帮助与指导下，通过多年的

努力，黄山学院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先后与黄山

市、宣城市、巢湖市、淮南市、蚌埠市等签订了产学

研合作项目。通过项目同相关企业建立了联系和合

作。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组织环境科学高素质学

生，根据企业需要，参与企业发展规划、技术革新、

攻关等项活动的策划与实施．为企业提供科研服

务。同时也请企业领导或专家介入学校专业设置、

能力、素质结构建设。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改革与教

学模式方法确定。企业为环境科学学生提供实训、

实习基地，如黄山市污水处理厂、黄山市固废处理

处置中心等单位已成为环境科学专业实习实训基

地，t并及时提供企业及行业用人信息吸纳学生就

业。此钯，学院还鼓励环境科学专业学生参加由农

业部颁发的水监测工、大气监测工、绿化工等考核

工作，现已有04、05两届学生通过考核，拿到了由

农业部颁发的水监测工、大气监测工等证书。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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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将继续根据市场需求，鼓励环境科学专业的学生

参加相关部门。特别是环保部门颁发的职业技能鉴

定考核工作。总之，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与实践，新建

本科院校环境科学应用型复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基础已经具备。也为本项课题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必

要的条件。

3．3确保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进行毕业环节改革

与实践

在校科研处等支持下，本科实践教学开设了大

学生科研训练计划(SRTP项目)。通过学生自由申

请立项，择优给予一定的科研经费资助，由学生自

主独立完成项目。为本科生提供科研训练机会。使

学生尽早进入各专业科研领域，接触学科前沿，培

养学生创新和实践动手能力。通过SRTP项目的组

织实施。可以培养学生申请立项、结题、答辩和撰写

研究成果的科研训练全过程。学生兴趣非常高。通

过本项目的完成，学生创新意识增强。实践动手能

力提高较快，同时还能加强学生之间的合作交流，

培养团队协作精神，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总之，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可以较好地解

决知识经济社会对大量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的

需求．有利于改变本科教育单一化人才培养模式的

现状，从而解决高等教育多样化培养模式和发展目

标的问题。因此，我们以黄山学院生命与环境科学

学院为依托，在前期环境科学培养方案修改的基础

上。以构建。应用”为特征的环境科学复合人才理论

教学体系为突破口，以能力培养为主线。以项目参

与为主的环境科学实践教学培养模式为重点。结合

合肥学院、安徽工程科技学院等高校的教改经验．

提出新建本科院校环境科学应用型复合人才培养

新模式，以逐步形成一套适合我省新建本科院校环

境科学专业行之有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新模式．全

面打造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教育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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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raining Pattern of Compound Talents iII Environmental

Science in newly-built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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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llege of Lif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2．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Institute，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new application—-oriented training programs is currently a trend in local

institutions in China．In this paper，a new training pattern for undergraduate environmental science

institutions is discussed．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integrating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riented training programs within the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re briefly

summarized and analyzed．Huangshan University is currently seeking to combine life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ograms in order to develop a’new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 suitable for training a

new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ogram．

Key words：Newly-built Undergraduate College；Environmental Science；Applied—-complex；Talents—·

training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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