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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实验教学素质教育
培养高校学生“公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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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实验教学实践，分析了高校实验课上大学生所表现出的综合素质教育欠缺的现状。以培养具备

公德心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出发点，提出了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加强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和科学素质培

养的一系列措施，对高校深入开展能力培养、素质教育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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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 quality education in experimental
teaching to cultivate sense of social

morality and all － around ability of under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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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lack of integrative qualities of current under-
graduates in the experiment class． For cultivating high quality talents with public morality and practice
ability，a series of methods were presented to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qualities and scientific qualities
of the undergraduates，and this could be used as reference for the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quality educa-
tion of the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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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提高大学生包

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身体素质和

心理素质等综合素质，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

也是社会飞速发展的迫切需要［1 － 2］。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中指出“我

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坚持以人为本，全

面实施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实现应当贯穿于

整个教学活动当中，尤其应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

渠道作用［3］。高校的实验室和实验教学作为教育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培养学

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场所和途径［4 － 5］。实

验教学对于实施素质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它

首先是提高大学生专业能力的重要渠道，并且通过

实验的设计、思考、操作、观察、总结等一系列训练过

程起到培养思想品德、提升个人修养和调节身心的

作用［6］。

1 高校学生实验课堂的表现及存在问题

进入实验室是大学生们开始理论联系实际的第

一步，实验室里的表现可以说是他们将来走上社会

开始职业生涯的演习。然而当今大学生在实验课上

却表现出一些不良现象，反映出大学生综合素质教

育上还存在欠缺。

1． 1 唯分选课，避难就易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高校采用了学分制教学管理模式，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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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单位来量化学生学习，并以此来衡量学生是否

达到取得学位标准。其中选课制是学分制的核心和

灵魂，给予学生在规定的课程范围内自主选择的自

由［7］。然而学生们在选课时由于缺乏对社会和自

身的认知，造成学习目标不明确积极性不高，选课往

往流于盲目［8］。特别是受社会一些急功近利、贪求

捷径的思想影响，部分学生选课时考虑的不是社会

对职业技能的需求及如何培养自己的能力，而是课

程的难易程度和学分高低的“性价比”。那些要求

宽松、过关容易的课程成了选课的香饽饽，对于那些

耗时长、难度大，不易得高分的实验课则是避之唯恐

不及，导致了不良学风和教风的形成。对于对动手

能力和实践能力要求较高的工科生来说，相当一部

分学生对专业的认识仅限于纸上谈兵，有的人到了

毕业还发出不知所学为何物，不知所学有何用的感

慨，既不利于他们适应社会开展工作，更对我国现代

化事业和国民经济发展有害无益。

1． 2 思想松懈，缺乏主动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用人单位希望学校培养出态度认真，作风严谨，积极

主动的人才。而当代大学生中往往缺乏主动性，这

点在实验课堂上体现得尤其明显。现在尽管要求学

生实验课前必须预习，但大部分人只是把实验目的、
意义、步骤抄写一遍，很少真正动脑思考实验的原

理，课上按照讲义步步照搬，得到实验结果即算完成

任务。实验中如果出现问题大都习惯于立即求助教

师而不善于独立思考解决问题，涂改和抄袭数据也

时有发生。
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实验教学长期

不受重视并且存在模式单一、内容陈旧等弊病，实验

课堂大多还停留在教师授课，学生按照讲义操作的

被动教育模式上［9］。另一方面更根本的原因则是

由于对学生科研素质的培养和训练不够，思想上存

在惰性，重结果而忽视过程，不具备严谨的科学作风

和端正的学习态度。

1． 3 不重公德，自我中心

实验教学资源是公共教学资源，实验室是全体

师生的共同教学实践场所，每个人的行动都会对他

人造成影响。然而现在的大学生很多都是独生子

女，从小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在公共场

所往往较少考虑到个人行为对他人和集体造成的影

响，特别是使用公用仪器、试剂时表现更加明显。
如，使用公用天平时洒上药品不清理，测完数据立刻

走，结果每一次称量高峰结束时现场总是惨不忍睹，

精密的天平慢慢变得不再精密; 用完公用试剂后放

在自己顺手的地方而忘了归位，导致其他人找不着

公用试剂，大量的时间消耗在找东西而不是在做实

验上，造成实验低效: 打开烘箱时发现自己洗干净的

实验器材不知所踪，急用之时便也不打招呼便拿走

了烘箱里别人洗干净的实验器材。这些现象暴露出

我们的学生缺乏良好的实验习惯，为他人着想的意

识淡漠。
以上几大现象在大学实验室里司空见惯。究其

原因，是因为社会不良风气侵入校园，传统的责任意

识和理想信念受到了强烈冲击，导致高校学生责任

意识的淡化和人生价值观的偏斜［10］。如何充分利

用课堂教学，尤其是实验课这一理论结合实际的重

要阵地，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和综合素

质培养，是实验教学人员应当认真思考并着力解决

的重要课题。

2 改进实验教学，加强素质教育的途径

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背景历来重视对年轻一代

的社会责任感教育，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诸

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一系列

光辉灿烂的理想信念流传至今。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南开大学创始人严范孙先生和张伯苓先生将南

开精神概括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八个大字，并

作为南开学校的校训。张伯苓先生曾经这样阐释

“公能”校训的内涵和作用: 一以“公能”二字为依

归，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

之能力。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

牺牲之精神; 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

为公服务之能力［11］。
今天，“公能”理念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要

求我们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具备“公”的品质和

“能”的素质，包括公德意识、奉献精神以及理论联

系实际、学以致用、服务于社会的能力。落实到实验

教学过程中，即在向学生传授实验知识和技能的同

时，培养其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树立严谨的科学作

风、锻炼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体可

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尝试:

2． 1 结合特色，树立信念，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理

想信念教育

思想决定行动，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人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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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做任何事情，都是先有思想、后有行动。有正确的

思想才有正确的行动，有积极的思想才有积极的行

动。学生对选课出现偏差，归根结底是因为对专业

学科的陌生和对人生价值理解不足造成。实验课是

学生职业生涯的开启，为了对学生负责，对社会负

责，职业道德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必不可少。然而

当代大学生比较排斥说教式的思想教育方式，传统

的理论教育方法难以起到良好效果。作为学生实践

行动的指导者，实验教学人员可以从实践和职业的

角度引起他们的关注，引导其对社会进行感知和认

识，与他们真诚沟通，对于青年人应该怎样以实际行

动实现自己的价值进行深入思考。
为此，南开大学药学院每学期初举办“公能”学

堂系列讲座，邀请在药学领域做出杰出成就的校友

就药学专业的学习内容、职业发展和应用前景与同

学们作深入的交流。除了向同学们介绍详细的专业

情况外，这些教授学者们还与学生们交流和分享了

自己的人生经历，既包括遇到挫折时的迷茫，也有成

功时的喜悦。这种真诚的讲座方式在学生中引起了

热烈的反响，学生们积极踊跃地参与了交流，就内心

困惑的问题向老师请教。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使学生加深了专业的了解，也激励和鼓舞了学生投

身专业学习的热情。在接下来的选课阶段，学生们

大多认真地根据专业需要选择了专业实验课，逃避

做实验的情况大大减少。

2． 2 严格要求，以身作则，加强科学素质训练

实验教师和工作人员是学生们在实验室学习和

实践过程中学习知识、寻求指导的直接来源，其言传

身教对学生有重要影响。一支思想作风好、业务水

平高的实验队伍对于实验室建设和实验教学具有重

要意义［12］。
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教师必须以身作则，以严

肃认真、周密细致的态度对待实验的每一步，给学生

树立良好的榜样，培养他们严谨的科学作风。教师

除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也必不可

少。教育就是培养习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

要反复训练。现在有的实验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在

给学生上实验课的时候，由于经验、性格等原因或是

碍于面子，对学生亲切有余，要求不足。尤其是当学

生不爱惜公物或不遵守次序时，由于不涉及知识性

错误，且次数很多比较琐碎，有时便会畏惧麻烦，往

往轻描淡写地忽略过去。久而久之导致课堂形成不

良风气，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公共意识。因此作为教

师首先要端正态度，明确不仅是在教授知识，同时还

肩负着教育品行的责任。在实验课过程中加强巡

视，仔细观察，对于学生的错误行为习惯及时指出，

并视其严重程度体现在学生平时实验成绩中，以引

起同学的重视。
在学习内容方面，实验教师根据实验的特点对

课程内容进行了深入挖掘，对授课形式和考核方式

进行创新，以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合作意识的

目的，锻炼学生的思考能力、动手能力、组织能力和

表达能力。如，改变了每次由教师照本宣科讲课学

生依葫芦画瓢完成任务的形式，变为要求一组学生

代替教师负责课前讲解，有条件的可以做 PPT 演

示，教师则根据讲解情况进行补充指导和评分。这

就要求进行讲解的学生必须对整个实验有全面地理

解，还要查阅相关资料，对实验可能出现的现象进行

预见和分析。变被动为主动，不但锻炼了学生的动

手能力，还锻炼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且丰富了

实验课堂，加强了师生互动，使实验课程的能力训练

成果有了一个开放的实现方式。同时，学生必须相

互协作合理分工才能较好地完成讲解任务，这种相

互协作互相帮助的过程，也为培养大学生的团队协

作精神提供了机会。

2． 3 奖惩结合，创新形式，培养公共服务意识和团

队协作精神

要培养出具有高素质的学生，有必要在实验教

学方法和实验室管理模式上进行探索创新［13］。过

去的实验室是学生用，老师管。学生对实验室管理

缺乏概念，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
针对这个问题，南开大学药学实验教学中心在

实验教学中采用实验室大家用大家管的方式，将使

用实验室的学生划分若干组，分别负责公用仪器区、
公用试剂区、公共实验台、实验室卫生等。负责公用

仪器的学生在自己做实验的同时，还要维持使用仪

器的次序，提醒大家使用完及时清理，如果仪器因使

用不当出现故障，要立即向教师汇报并说明情况。
负责试剂的学生则监督公用试剂的摆放，保证大家

的正常使用，当看到其他同学用完试剂不归位或者

浪费试剂应立即提醒，一旦试剂找不到或试剂不够

用，要负责解决。这样的分组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

轮换，使学生有机会在各个方面为他人进行服务，培

养学生的责任心。各组的管理情况由研究生助教或

实验员记录，管理成果的好坏在期末进行公布，计入

实验成绩，在学校评优评奖学金时以适当比例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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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系统，以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采用这种方式

以后，学生们自我管理意识加强，慢慢养成了良好的

实验习惯。同时实验课秩序也有了明显改善，实验

效率得到提高。
此外，实验报告的书写不拘泥于形式，改变学生

长篇大论地抄写实验原理和实验步骤的习惯，鼓励

其在保持严谨科学态度的基础上多记述实验现象，

对实验结果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对在课后认真思

考并提出问题的同学予以加分鼓励。如此，大大地

激发了学生对科学的兴趣，锻炼了学生的文字表达

能力。同时鼓励个性发挥，避免过去同一组学生由

于合作而互相依赖，分数不相区别，从而影响学生学

习积极性的弊端。

3 结语

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高等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教育学生健康成长是

高校一切工作的核心［14］。树修成才，玉琢成器。高

校实验教师应认真思考，充分发挥实验课堂这一重

要阵地的教育指导功能，整合高校内的教学资源，着

力将当代大学生培养成为“公能”兼备的高素质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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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提出要更新人才培养观念，树立多样化

人才观念，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基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纲要》中提出:

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 注重知行统一。坚持教

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 注重因材施教。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

的优势潜能。
《实验室科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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