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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工科建设和新冠疫情肆疟背景下，生物学工科建设加快了综合型应用人才培养的步伐 . 实践教学作

为应用型人才培育的重要环节，已成为高校新工科建设的关键，为此，通过分析中南民族大学生物学工科实践教学
现状，结合国外先进的实践教学经验，从重视实践教学、更新实验教学内容、探索实践教学方式、加强校内外合作、
尝试组建精英班等方面提出了可行性建议，为民族高校生物学新工科认证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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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and the epidemic situation of COVID-19，

the training of talents with qualified practical skills in biology engineering has accelerate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ivating applied personnel，practical teaching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of biology engineering in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and combining with advanced foreign practical teaching experience，the feasibl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aspects such as emphasizing practical teaching，updating experimental teaching content，exploring

practice teaching method，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university and trying to set up elite classes，in
order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acquiring of new engineering certification for biology in universities for nation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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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要求把新理念、新结构、新模式、新方法

之重，因为实践教学是工科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和新质量等元素融入到工科建设中，旨在大力培养

生成的关键所在，也是我国高等工科教育的薄弱环

理工学院（MIT）成立之初，就确立了理论与实践相

种教学活动的总称，包括实验、实习、设计、工程测

工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及应用型人才 . 美国麻省

结合，且致力于研究以应用为本的理念 . 国家经济
［1］

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迫切呼唤新工科人

才 . 新冠疫情发生也为生物学新工科建设提供了
［2］

新的需求，探究改革生物学实践教学模式更是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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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3］. 顾明远指出：实践教学是相对于理论教学的各
绘、社会调查等［4］. 实践既验证理论，更是探索发现
新问题的途径，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重点 . 国

外一流工科院校注重实践教学，
“ 手脑并重”，把实
践与理论教学的模式始终贯穿于人才培育的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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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3］. 本文结合中南民族大学（以下简称：本校）

节，因为他们平时的课堂实验内容与现实企业生产

经验，探究适合新工科发展的实践教学模式 .

应在实习前，先从该企业的产品中选 1~2 个设计为

生物学工科实践教学实际，借鉴国外名校实践教学
近两年，本校为了加快新工科认证，在生物学

新工科实践教学方面加大投入：增加实践经费，加
强师资培训，购置实验设备，改革课程（理论与实
践）设置比例等，但与新工科认证的目标仍有差距：
（1）对实践教学体系重视不够，影响学生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
（2）实验实践教学内容单一、更新不及
时，制约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应用水平的发挥；
（3）大
型仪器设备、综合性实验平台等硬件建设滞后，限
制了学生实践创新的激情；
（4）实践师资力量的提

关联度不够，即实验课程的现实应用性弱 . 鉴于此，
课堂实验内容的一部分，让学生提前熟悉其实验
（小试）过程，然后通过实习实践（大生产）掌握该实

验的现实应用 . 以湖北华大瑞尔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的唯特菌康（猪、禽及水产专用型微生态制剂）为
例，此产品市场认可度很高 . 课程依此制剂配方（枯

草芽孢杆菌、粪肠球菌及地衣芽孢杆菌等），选择相
应的生物发酵工艺，设计成课堂实验，得到实验产
物 1，与在企业生产实习（大生产）得到的产品 2 进行

比较，鉴别其异同并分析原因，激发学生的实践热

升与培训欠缺，达不到实践要求应有的效果 . 以上

情和创新激情，锻炼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应

困境，本文依新工科“五新”范式，从转变理念、探索

业仪器分析室的仪器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精密

等因素严重地阻碍了新工科的认证进程 . 针对这些

用能力，增加实验实践的吸引力 . 又如：湖北东信药

新的教学模式与评价方法、借鉴新的培养方式等方

程度上都不及本校，但它完全能为企业所有的产品

面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

服务并符合药典相关检测标准，这体现了企业注重

1

气相色谱仪；
“ 藿香正气水”选用液相色谱仪测定产

对实践教学的重视
过去，
“ 重论文、轻设计、缺实践”，同时也忽视

对实践教育的评价；如今，必须转变观念，从弊端中
走出来，在教学中强化实践训练，提升设计能力，加
强创新意识和创业方法的培养，因为创新创业均来

的是实用性：
“ 金银花露”中芳樟醇的含量测定选用
品中的厚朴酚、和厚朴酚（厚朴）及陈皮苷（陈皮）的
含量，选用薄层扫描仪检测处方中其他几味中药主
要成分；对乙酰氨基酚酸则应用红外和紫外光谱仪
进行检测或含量测定 . 启发学生选用不同仪器的原

理是由以上制剂处方中药材主要成分的化学性质

源于实践 . 凤凰卫视拍摄的纪录片《常青藤零距离》

而定，如此实习实践，大大提高了学生理论联系实

生创新创业实践中形成了成熟的“一条龙”服务（实

2.1.2

中的斯坦福大学在这方面成绩斐然：该校在鼓励学
践创新成果—申请专利—创业开公司），在其驱动

下，学生实现梦想，学校占有股份，从某种程度上
说，美国国家经济的繁荣有赖于此 . 有报告显示：斯
坦福等名校近年来催化落地的创业公司达 4000 多

家，为社会提供工作岗位 110 万余个 . 可见，大学创

新创业实践对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作用显著 .
因此，理论与实践教学不是主从关系，而是相互依
存、相互转化的辨证统一关系 .

2

改革实验实践教学模式

2.1

依行业发展或需求更新实验内容

2.1.1

实验内容注重应用

际、优化仪器选择与规范操作的能力，真正做到了
学以致用 .

实验内容注重环保

生物实验过程中产生的“三废”对环境的负面

影响引起社会关注，推广无毒无害溶剂或不用溶剂
进行实验或仿真实验等是生物实验优化的首要条
件，争取零排放，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比如生物学核
酸电泳实验中，用 GoldView 替代溴化乙锭（EB）；叶

绿素提取分离实验中，采用毒性小的石油醚-二氯甲
烷层析系统替代剧毒致癌物苯的使用［5］；食品专业
“微量凯氏定氮法测蛋白质含量”实验中，消化产生

的有害气体 SO2，可以通过改进消化仪的冷凝水装
置对其进行吸收，这些措施大大降低了实验对环境
和实验人员的危害 .
2.1.3

实验内容紧跟时代

减少验证性实验，
增加创新性、
跨学科性、
综合设

课程内容多联系企业案例，强调实用性 . 以生

计性实验，及时将学科发展的新技术、新成果引入到

大多数学生而言有走马观花之嫌：理论与实践脱

19）肆疟人类，
社会急需
“招之能来，
来之能战”
的生物

物学课程实践——《工厂实习》来说，这门实践课对

实验课程的教学中.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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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应用人才，
这对生物学工科专业建设提出了更紧迫
的要求，实验课程应适应时代变化，选择与社会需求
及热点相关的实验内容，
开设与病毒鉴定及检测相关

的基础性实验项目，
如：
快速核酸提取方法、
DNA和RNA
测序、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核酸片段、动物血清抗

体的酶联免疫吸附（ELISA）检测等 . 此外，
利用计算机

模拟和仿真实验，
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抗病毒靶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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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往往来源于此 . 这种线上互动线下操作的实验课
程体系一定会激发学生实验热情，锻炼同学们的实

践思考和创新能力 . 同时这种网络化的教学方式也
大大提高了师生们讨论的自由度和参与度，碎片化
时间的利用率得到最大优化 .
2.2.2

倡导开放式实验教学模式

开放性（全天 24 小时开放）实验教学模式延深

物的设计原则，以及疫苗研发的主要流程 . 这样的实

了网上实验设计与讨论的自由性，为同学们提供线

于基于解决人类面临的挑战问题而不是追求利润的

学生通过开放实验模式的训练，综合素质可以得到

践更贴近时代需求，
因为 21 世纪最伟大的创新将来源
创新 .
［6］

2.1.4

下综合实验的平台，自主学习探究实验的操作空间 .
较全面的提升：
（1）线上查阅资料、设计最佳实验方

国外实验课程启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案；
（2）筛选实验方法，选择相关实验仪器；
（3）创建

国外的实践教学［7-9］给予的启发很多：
（1）国外

实验团队，协调团队分工合作；
（4）分析实验结果，

（如英国、德国）名校的大学没有固定的实验实践教
材，它们更倾向于将本学科最新最前沿的成果或进
展传授给学生，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介绍最新专业
［10］

技术、企业的真实案例、产品的营销方案等

，具有

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更易服务社会；
（2）侧重培养
通识型人才，因为相对狭窄的知识面必然制约人们
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团队通力协作能

总结实验成果，提出可行性改进意见 . 总之，开放实
验教学模式涵盖面广，既开放仪器资源，也面向各
专业学生开放，更面向跨学科的综合实验开放；既

是课程设计，也是毕业设计，更是大学生生物各项
竞赛实施的载体［11］.
2.3

随时代变化或变革创新实践形式

2020 年新冠疫情倒逼课程创新实践教学形式，

力，不同学科领域的团结协作对解决具有较大综合

刻不容缓，突出体现在工科生的工厂实习环节，为

性的原创性科研课题来说，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

转变传统的到岗实习为形式多样的脱岗模拟实习，

段；
（4）实践课程占比很高，有的理论与实验课比达

可借助快手、抖音、主播、音响视频、仿真实验等手

突出，理论课程多，挤占了学生实践时间，这显然与

集整理学生对实习单位、实习内容的要求和他们的

到 1∶3. 本校生物课程之间整合不足，实验内容重复
新工科培育新型应用人才的要求相悖 .
2.2

2.2.1

视学生兴趣或爱好探究教学方式

积极探索网络化的实验教学方式
因疫情学生“停课不停学”，网络在线教学成主

流：阿里钉钉、腾讯课堂、QQ、企业微信都参与在线

直播，为实现信息技术与实验教学深度融合提供契
机 . 没有网络化，实验教学肯定会僵化，新工科建设

也会虚化 . 生物学科应借鉴渥太华大学实践教学方
式：教师提前将相关实验（尤其是综合性实验、毕业

设计实验及跨学科的竞赛实验等）中涉及到的知识
点，实验仪器原理等信息以文档或短视频方式发到
［9］

段或工具来达到可视化、可及化实践效果 . 首先，收

实习期望，选择有代表性、可行性的工厂实习内容、
实习项目及实习流程作为实践载体 . 然后安排学生

分组、分时间段线上实践，此时在工厂端，由专业教
师或实践导师现场讲解工厂实习内容、原理、流程、
产品及相关注意事项等细节并制成工厂实习视频，
鼓励视频模仿“直播带货”方式在线与学生互动，随
问随答并现场操作演示，对参与实习同学采用激励
淘汰机制，激发学生在线实践兴趣 . 这种方式既灵

活又高效 . 最后，总结学生线上工厂实习心得及反
馈意见，进一步改进完善实践环节 . 一旦现场实习

条件允许，可以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线下工厂

网上供学生学习参考 ，学生检索查找相关信息，将

实习，使线上的模拟在现实中得以实操，定能达到

实验设计和检索的全过程制成小视频，借助网络或

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线上线下模式可为实践改革

虚拟技术展示个人实验设计或构思，实验设计相近
的学生组成实验小组，在课程讨论区与老师进行交
流探讨，共同完善实验方案；线下在实验室中进行
实践操作，验证设计实验内容，未得到预期的实验
结果时，师生共同分析并解决可能存在的问题，这
样的实验过程或许会有新的创意或突破，创新的思

提供有力支撑 .
2.4

应公平公正或科学评价实践考核

许多高校并没有将实践考核成绩纳入评价体

系，使实践考核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 有些高校对实

验水平、动手能力等方面的考核往往仅作为参考或
被忽略不计，仍采取传统的一考定乾坤的模式［12］.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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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生物学科虽将实验实践成绩纳入考核系统，但其
占比较低，而且实践评价环节也存在诸多不公因
素，达不到实践课程的最终教学目标 . 鉴于新工科

对新型人才的要求不同，美国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
会（ABET）对 21 世纪新的工程人才提出了 11 条评估

标准，促使本校在实践教学的考核方面应采取新的
举措：
（1）增加职业性评价方式，注重实践的现实应
用性，而不只是以实验项目、毕业设计及答辩的完

第 41 卷

强了团队间多学科融合能力与团队合作能力 . 校企

合作更贴近市场需求，培育契合社会需求的工科人
才 .2019 年 6 月教育部通知“引导行业、企业和学校
积极开展学徒培养”要求：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

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落实双导师团队建
设重点任务，推广学校教师和企业师傅共同承担教
育教学任务的双导师制度 . 本校生物学新工科发展
应抓住当前机遇，与研究或生产病毒疫苗、生物制

成情况考核评价学生的实践能力；
（2）增加过程性

药、食品安全检测、快速检测试剂（盒）等相关企业

评价权重，提高对实验仪器的选择与规范操作、独

加深加宽合作，共同面对生产或研究过程中出现的

立完成实验和思考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团队协助提
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评价的比例，因为
能力的培养本身就是过程的积累；
（3）增加企业性
评价内容，体现社会评价标准的价值倾向，契合岗
.

［13］

位实际和社会市场需求
2.5

问题、解决困难，服务社会，造福人类 . 增加学生专
业认同感，提升实践能力培养的成就感 . 目前，以上

合作形式有待进一步加强，须倡导借鉴国外的由政
府调控、高校和企业共同培育大学生的实践教育模
式［15-16］，使国家、企业参与度更高，因为解决工科实

重师资培训或提升优化实验队伍

践教学不仅是学校一家之事，更是社会相关部门通

高水平的实验教师团队是培养符合行业需求

工科人才的有力保障，是新工科认证的必备要素 .
加拿大、美国的高校对实践教师的要求相当高：前

者在聘任教师时，除了学历、研究成果以外，与工程
相关的专业教师一定要有企业工作经历和项目研

力合作之事 .
2.7

尝试新工科精英班培育模式

为积极推进生物学专业新工科论证建设，效仿

2020 年国家“强基计划”
（主要目的是选拔培养有志

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

究基础，为了跟上行业时代步伐，他们还被要求每

学科拔尖的学生）做法，建议本校生物学工科尝试

后者不仅要求应用型院校教师对所授技术课程有

物育种小班教学实践证明：小班学生在理论水平、

3 年必须重返业界实践，了解业界最新的发展动态；
一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或相关领域 5 年以上的实际经

.

［8-9］

验，还要求他们具备独立研判和担任顾问的能力

本校实验教学团队往往是由实验技术人员与专业
教师组成，学历参差不齐，指导实验的教师多为毫
无企业实践经历的博士生，整体实践能力较弱，指
导学生实践能力亟待提升 . 为适应新工科发展，借

鉴国外高校实践教学经验，可邀请业内名师、专家、
企业家和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师参与实践教
学，同时加大力度送出实验教学人员，参加行业培
训和进修，完善其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结构，建
［14］

立校企业合作平台，以此实现打造“双师双能”型

或组建“理论和实践兼修”型实践教师队伍，提升实
验教学团队的综合能力 .
2.6

倡导创新实践团队和校企合作的特色实践教
学格局

生物学专业因学科的特殊性，必须与实践应用

相伴而行 . 国外高校工科实践培育经验和国内新工

科建设探究均充分肯定了创新实践团队和校企合
作是工科学生实践能力提升必不可少的重要的环

节 . 创新实践团队在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也加

精英班教学，突出实践与应用环节的培育 . 本校生

实验动手能力、竞赛得奖率、考研上线率及重点学
校研究生录取比例等方面均优于普通班 . 所以创建
新工科精英小班教学的尝试是可行的，所谓“精英

小班教学”，是指在大一新生入学时，经各方面筛选
择优录取 20 人组建小班，在其培养过程中，注重基

础课程的开设并由教授来讲授，适当减少演示性、
验证性实验，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 平时要求学

生多参与生物学科的科研、学术讲座，积极参加竞
赛项目、创新创业的实训练习，侧重学生综合素质
的培养 . 在其实践教学中，引入实践项目研究，组建

老师+学生+企业工程老师团队模式，借鉴德国亚琛
工业大学的实践教学方式［17］，锻炼学生在生产实践
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其创新意识的树
立提供实践基础 . 走一条类似于“钱班”
（钱学森力

［18］
学班）
或 Olin College of Engineering（欧林工学院）

的办学经验［6］之路，为探究新工科实践教学模式提
供实践和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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