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9 月袁上海杉达学院迎来了 25 周年校庆遥

杏坛芬芳袁学子砥砺遥25 年的历史是赤子诚意办教育尧励精图治

求发展的激情岁月曰25 年的奋斗成就了杉达今天的硕果遥

学校坚持价值追求袁明确办学定位袁释放民办教育体制机制的

活力曰立足社会需要袁选择发展路径袁落实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措施曰

实践多元模式袁形成办学特色袁助力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曰遵循教

育规律袁塑造文化环境袁综合发挥人才培养全员力量遥学校通过了教

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袁教学质量稳步提高袁社会声誉不断提

升遥学校实施转型发展战略袁深入开展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袁

全面推进野多科性尧国际化尧高水平民办应用技术大学冶的建设遥

野君子务本袁本立而道生冶遥 学校转型发展的实践过程贯穿着教

育者对教育理念的领悟践行尧对教学思想的传承创新袁贯穿着对立

德树人的坚守尧对学科专业建设的探索遥一年又一年袁杉达的全体教

职员工同心同德袁专心致力于教育的根本袁凝聚出学校的精神与氛

围袁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考的篇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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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曳编辑部与校科技处尧教务处共同策划 25 周年校庆专刊袁呈现近年来

学校在教学尧科研尧社会服务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的学术成就袁展示学校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

学术实力和办学水平遥

希望本期校庆专刊为我校的学术基地添砖加瓦袁为学校的 25 岁生日献礼袁祝福学校在全体同仁

的共同努力下迸发青春能量尧谱写新的辉煌浴

上海杉达学院校长

叶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曳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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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院 上海市属高校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试点项目袁项目周期 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12 月袁共有上海杉达学院等 7 所高校参加袁每
年每校获得资助经费 25 万元遥

揖摘 要铱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不仅是高等学校内部治理模式改革的终极目标袁更是民办高校获取生存与发展

动力的重要途径遥 上海杉达学院坚持非营利性办学宗旨袁围绕建设一所多科性尧国际化和高水平民办应用技术大学

的办学目标袁深入开展内部治理模式改革袁基本建立了适应学校发展的规章制度体系袁圆满完成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的阶段任务遥
揖关键词铱 现代大学制度曰 内部治理模式曰 上海杉达学院

Abstract: To establish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is not only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reform of internal governance mode
in universities,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for private universities to obtain the impetus fo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Sanda University holds non-profit mission, focusing on building multi-disciplinary, internationalized and high-level pri鄄
vate applied technology university, and carries out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reform deeply, and establishes the basic
system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school development, and completes the stage task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u鄄
niversity system successfully.
Key Words: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internal governance model, Sand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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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2017
2014 年 9 月袁上海杉达学院渊以下简称学校冤被批

准成为 野上海市属高校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试点高校冶袁
承担为期三年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任务遥 上海市教委

选择 7 所市属高校作为试点袁 学校作为其中唯一的民

办高校袁全程参加了该项改革任务遥 在 2017 年 6 月召

开的项目总结会议上袁学校以野非营利民办高校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探索与追求冶 为题对项目实施的总体情况

做了总结汇报遥 与会专家认为学校坚持非营利性办学

理念袁坚持民办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袁为提升办学水平和

人才培养质量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袁 现代大学制度

建设任务取得了丰硕成果遥 试点项目的顺利完成是献

给 25 周年校庆的阶段性成果袁值得总结和展望遥
一尧学校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任务的背景

渝 意义

学校参加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与改革的试点工作袁
是在外部改革形势与内部改革压力的共同作用下所获

得的机遇遥
从外部来看袁 民办高校的外部改革形势已经非常

明确袁正值民办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野关键期冶遥 我国政

府已确立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定位袁 要通过实施

分类管理等体制机制改革举措袁 不断释放民办高校办

学活力[1]袁引导民办高校加强内涵建设袁强化民办高等

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推动作用和

积极影响遥
从内部来看袁 学校推动内部治理的紧迫感日益增

强袁正值自我改革提升水平的野关键期冶遥 办学二十多年

来袁学校清楚地认识到袁与人才尧资金和社会声誉一样袁
制度也是制约自身发展的关键要素遥 虽然学校治理结

构与治理模式日趋稳定和改善袁 但是存在的问题还不

少袁制约自身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仍然存在袁例
如规章制度设计缺乏系统性袁 由此引发制度建设过程

中的稳定性不够曰制度建设路径模仿公办高校袁缺乏对

自身特性和发展困境的深入分析曰 制度建设效果仍然

存在缺陷尧尚未自成体系袁亦不能满足自身发展需求袁
尤其是还没有形成支撑自我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系遥

渔 基础

野现代大学制度不是孤立的存在物冶[2]袁它必将与具

有特定办学体制和办学特色的学校结合袁 最终形成为

各具特点的现代大学制度遥 因此袁对于学校而言袁要思

考如何从实际出发袁 对照大学制度建设的既有规律和

要求袁建设一整套具有民办特点尧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

大学制度体系遥
从国际经验[2]的角度看袁大学的发展表现为大学服

务功能的发展与完备遥 无论是教学尧 科研还是社会服

务袁都是大学教育活动的拓展和提升袁相继表明了大学

存在于历史进程中的自治性和协作性内涵与特征遥 自

治与协作一体两面地存在于大学所有的自治活动中袁
制度建设也不例外遥 因此袁 大学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

设袁 需要大学独立于政府的权力管辖和市场的自治精

神袁以及以此为前提的与政府尧市场的有限协作遥
基于广泛而且深刻的自治性特点袁 民办高校推进

制度建设要考虑并建构自身与政府与市场等其它相关

主体的关系遥 换言之袁民办高校办学体制改革的所有行

动均要建立在民办高校尧 市场和政府组成的三角关系

框架中[3]遥 民办高校保持着相对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主

体地位袁有两个方面的影响遥 一方面可以作为构建内部

自治模式尧业务管理流程和人才培养质量监控的基础袁
民办高校应极其重视自我治理能力建设曰 另一方面也

可以作为构建外部共治模式尧 业务合作流程和合作共

建成果共享的前提袁 民办高校必须重视教育合作与交

流袁提升外部治理能力遥
学校是改革开放以后诞生的第一批民办高校袁自

觉承担了办学体制改革的重要使命遥 在国家发展尧教育

革新的大形势下袁学校自然要审时度势袁从实际出发袁
构建一整套内外部协同的尧 支持学校长远发展的现代

大学制度袁最重要的一点袁也是极具民办特点和特色的

制度体系遥
二尧学校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目标与任务

一般来说袁 高等学校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终

极目标袁是通过建构一整套有效的学校制度袁从而提升

学校的治理水平遥 制度的有效性袁源自于制度本身的规

范性尧执行过程尧人们的接受度和自我调整性等[4]袁总体

讲袁有效的制度应是符合一般制度规范的个性规则遥 不

同类型的高校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目标差异很大袁其
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具有不同的目标尧 过程和结

果袁表现出充分的个性化特征遥
就民办高校而言袁 必须立足于其机构属性和机构

类型来确定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工作的目标与任务遥 首

先袁就机构属性来说袁民办高校区别于公办高校袁具有

很强的自治性遥虽然自治性是高校先天的一种需求[5],但
是对于民办高校而言袁 建构符合现代大学制度要求的

自我治理模式却受到来自外部力量的野干扰冶遥 例如袁民

Li Guang, et al. Thinking and Practice of Building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in Sand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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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高校常常受到来自政府的权力约束遥 因此袁民办高校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首要任务是探索适合于自我发展

的内部治理模式和制度体系袁 主要包括确定内部治理

结构袁 以及相应的治理主体的权力分配和治理活动的

议事规则等遥 其次袁就办学类型而言袁将民办高校归类

于应用型高校已经成为共识遥 应用型的办学类型和定

位袁 决定了民办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要服从市场和行

业发展趋势的野影响冶袁应当构筑一整套应用型人才培

养和促进学校与市场双赢的制度体系袁 包括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教学模式和过程尧校企合作的资源投入尧责任

约束和利益分配等方面遥
具体到学校层面袁 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在于探索服

务地方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尧 对接国家教育发展战略

过程中袁不断聚焦学校办学目标袁持续推进体制机制改

革袁致力于创建一所野多科性尧国际化和高水平的民办

应用技术大学冶遥
学校以制度建设为抓手袁 以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和

创新办学体制机制为内容袁 以提高内部治理能力实现

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袁努力构建自主发展尧自我约束尧自
我规范的内部管理和监督机制曰 以此为基础营造新型

的学校尧政府尧社会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袁探索支持

学校发展的民办公助尧跨界融合和国际合作等新模式袁
创新和丰富上海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遥

三尧学校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实践

三年来袁 学校全面总结推进民办教育办学体制机

制改革与探索的经验与成效袁 客观总结和分析民办教

育发展存在的制度性瓶颈问题袁围绕野依法自主办学尧
两级增效管理尧社会民主监督尧跨界融合共赢尧民办公

助发展冶的总思路袁重点探索学校法人治理结构尧内部

治理机制建设尧 产教融合机制建设尧 人事管理制度建

设袁形成运行业务流程袁完成绩效分类考核袁形成学校

制度体系和友好运行环境袁 从而解决学校发展面临的

瓶颈问题袁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遥
渝 内部治理结构建设

内部治理模式是民办高校存在的基本要件袁 但其

并非是唯一的[6]遥 任何一所民办高校袁都要寻找适合自

身发展的内部治理模式遥 建设稳定的内部治理结构是

民办高校探索内部治理模式的有效前提遥 民办高校的

内部治理结构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6]袁选择适合自身发

展的内部治理结构成为学校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最重

要的前提遥 学校深入研究民办高等教育运行的基本规

律袁从实际出发袁探索出野五位一体冶的内部治理结构与

治理体系遥 所谓野五位一体冶是指董事会决策领导尧校长

负责尧党委政治核心保障尧教授治学尧教职工民主监督

等五个办学利益相关主体结合为一体的治理结构遥 多

年的实践证明袁学校探索的野五位一体冶治理结构符合

民办教育规律袁 有利于调动学校办学相关利益主体的

管理积极性袁共同为促进学校发展而努力遥
民办高校要维持内部治理模式的稳定袁 必须将办

学相关利益和责任主体及其相关关系写入学校章程[7]袁
并形成相应的制度体系遥 为此袁学校首先将野五位一体冶
的治理结构写入学校章程袁 将之内化为学校治理模式

的基本要素遥 其次袁为相应治理主体制定了规程文件袁
细化各治理主体的组织架构尧人员组成尧议事规则等内

容遥 因此袁学校形成了以叶学校章程曳为主体的治理制

度袁包括学术委员会规程尧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尧
党政领导分工以及党政领导办公会议的议事规则等遥

渔 党组织政治核心能力建设

党组织如何在民办高校办学过程中发挥政治核心

和政治保障作用袁不仅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注袁而且成为

民办高校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遥 学校建校之初袁创办者

就鲜明地提出院民办院校不能没有党的领导遥 在上海的

民办高校中袁学校最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袁校
长兼任党总支书记袁 开始探索民办大学如何发挥党组

织的政治核心保障作用的具体模式和路径遥 随着学校

规模的不断扩大袁学校的党总支扩大建成党委袁下设教

职工党总支和二级学院党总支遥 学校党组织不断健全袁
在学校工作中发挥了基本的政治堡垒作用遥

今天站在现代大学制度的高度上看袁 学校着力思

考党组织参与学校决策尧 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制度保

障和实现形式遥 在制度保障方面袁学校将党组织政治核

心能力建设写入章程袁 确保在学校各个层面建立党的

组织袁发挥党组织在政治方向把握尧教育事业凝聚尧群
众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核心作用遥 在实践操作方面袁学校

探索出党组织政治核心能力发挥的有效途径遥 第一是

是决策层面袁 学校党委书记直接受聘担任学校董事会

常务董事袁直接参与董事会的决策领导袁议决学校发展

的各种重大发展战略问题遥 第二是领导层面袁学校党委

和纪委通过校党政领导联席会议和学校党委会两个机

构发挥党委的政治领导作用袁 全面参与学校 野三重一

大冶事项的设计和落实过程遥 第三是执行层面袁学校党

委下属的各级党委机构和党组织都在各自职能范围内

李 广袁等 上海杉达学院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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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政治堡垒作用袁对学校文化建设尧思想教育和学科

专业建设等工作发挥了组织领导作用袁 号召并领导党

员个人在工作中自觉履行党员义务和职责袁 自觉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遥 在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形式上注

重通过各级各类平台袁 通过组织力量影响学校开展教

育事业工作袁 不仅保证了学校工作能够自觉加强党的

领导袁遵守党的路线尧方针和政策袁而且树立了党在学

校日常工作过程中的形象和影响袁 起到理想信念引导

和支持的作用遥
隅 学校规章制度体系建设

建立系统完整的规章制度体系也是大学推进现代

大学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遥 许多高校为了建立并

完善规章制度体系袁 采取了包括规章制度废改立等许

多推进措施遥 然而袁要建立学校规章制度体系需要解决

许多问题遥 首先是要对规章制度进行一个完整科学的

顶层设计袁包括界定和区分规章制度的类型和层次尧明
确规章制度的重点与难点尧 厘定规章制度之间的联系

与关系等遥 其次是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下袁具体建立规章

制度体系的实际过程袁也就是所谓的野废冶野改冶野立冶的
过程遥 最后是对成型的规章制度体系进行检视和完善遥

试点工作伊始袁 学校就按照计划推进了制度体系

的建设工作遥 经过三年的行动探索袁学校出台了叶上海

杉达学院规章制度建设与管理办法曳袁该办法将学校规

章制度梳理为三个层次尧九个类型袁使之更加符合现代

大学制度建设和学校办学定位的要求袁 明确了规章制

度野废冶野改冶野立冶野释冶的具体解释尧操作流程和注意事

项遥 三年中袁学校共废止规章制度 78 项袁保留 97 项袁修
改 45 项袁新建 77 项袁共梳理保留规章制度 2191 项袁初
步建立了比较齐全尧且具有民办特色的规章制度体系遥

予 应用型人才培养制度建设

大学以培养人才为使命袁 不同类型的大学培养不

同类型的人才遥 民办高校基于自身教学体系建设的类

型尧水平和层次袁大多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办学目标遥
民办高校应从人才培养定位出发袁 大力探索应用型人

才培养模式袁 并建立健全支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

教学制度袁 从而消除传统教学观念与教学制度对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野桎梏冶[8]遥 应用型人才培养制度主要包括

应用型学科专业建设制度尧实践教学制度尧校企合作制

度和学生创新创业制度等等遥
三年来袁学校循着学科专业尧课程教材尧教学评价

的思路推进应用型教学内涵的支撑制度建设工作遥 学

校对接国家和上海产业技术发展趋势袁 确立了学科专

业建设的根本思路野扶需尧扶特尧扶强冶袁力求建设满足

国家战略要求尧社会行业需求的学科专业体系曰为强化

学科专业特色与水平建设力度袁学校出台叶重点学科建

设管理办法曳袁鼓励各学科专业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水

平袁 培育和扶持更多专业成为市级本科应用型试点专

业袁推动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明显尧质量较高尧队伍较

强尧 成果较多的专业提升建设水平成为专业硕士学位

点遥 学校积极调整课程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袁鼓励教学

方法和评价制度改革袁 力求将课程教学与生产实践相

结合尧将实践教学与创新创业相结合尧将校企合作与教

学建设相结合袁 形成支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完整教学

制度体系遥
娱 教学管理模式改革

近年来袁 一些规模较大的民办高校都积极探索教

学管理模式改革袁以实现两级管理为抓手袁提升教学管

理与服务水平[9]遥 与公办高校不同袁虽然民办高校具有

机制灵活的优势袁 但是要真正实施二级管理则面临着

资源不足等根本问题遥 因此袁探索适合民办体制和资源

调节的两级管理模式是民办高校教学管理模式改革的

核心问题[10]遥
学校升本以后袁开始设立二级学院聚焦内涵建设袁

为发挥二级学院教学科研的积极性袁 学校就聚焦两级

管理模式实施一些改革措施袁并于 2008 年推出了两级

教学管理办法遥 随着学校规模扩大和办学目标提升袁两
级管理模式亟待深入遥 借助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试点袁学
校持续推进两级管理改革袁并取得阶段成果袁主要集中

在学术管理尧财务管理和人事管理等方面遥 在学术管理

方面袁出台了叶上海杉达学院学术委员会规程曳袁将学校

学术治理体系架构定位为 野以学术委员会为最高学术

权力机构袁以教学工作委员会尧学位评定委员会尧教师

及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委员会等为专门委员会袁 以二级

学院教授委员会为下属机构冶的完整架构遥 在财务管理

方面袁在健全日常财务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袁出台了叶上
海杉达学院关于财务分级授权的规定曳袁较好地解决了

民办高校财务管理的效率问题遥 在人事管理方面袁突出

绩效管理的原则袁尝试出台了叶上海杉达学院教职工考

核实施办法渊试行冤曳和叶上海杉达学院中层干部年度考

核实施办法渊试行冤曳袁解决学校行使机构考核和干部考

核职责尧二级部门行使人事考核职责的职责分工体系遥
在此基础上袁学校正在起草叶上海杉达学院两级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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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曳袁 并选择二级学院进行新的二级管理改革试点探

索袁努力解决学校扁平化管理面临的实际问题袁全面赋

予二级学院比较独立的人尧财尧物管理的职权和职责遥
总体上看袁学校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过程是在野与众

不同袁追求品质袁塑造未来冶的发展理念引领下袁围绕教

育教学活动的关键和重点领域进行系统的制度设计和

实施袁并不断调整和推进的长期过程遥
四尧学校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展望

学校作为全国最早设立的全日制民办高校袁 将现

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目标定位在民办特色与示范发展的

目标层面上遥 这一结论袁主要基于两个层次的思考院
思考一院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袁民办高等

教育如何再发展钥
民办教育如何再发展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察袁第一

是全国格局下袁 民办教育从补充角色已经到重要组成

部分袁 民办高等教育已经摆脱办学层次低下和办学质

量低下的桎梏袁民办高校也有规模尧有样式尧重内涵尧重
特色遥 第二是在全国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格局下袁民办

教育分类管理尧民办教育特色发展已经成为重要共识袁
也将成为以后民办教育政策法规试行的重要基础遥 在

重特色尧重质量的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时代中袁民办高等

教育将面临野新机遇冶遥 政策导向的明了尧政府扶持的加

大尧社会需求的强化袁都会让有准备的民办高校获得新

的发展野机遇期冶遥 因此袁民办高等教育必须要主动进行

体制机制改革袁为主动调整结构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曰民
办高校要积极破除持续发展面临的野瓶颈冶障碍袁勇于

探索袁先行先试袁释放体制机制红利遥
思考二院在二十五年的先行先试的基础上袁杉达自

身如何再发展钥
学校建校之初就承担了在办学体制上先行先试的

历史使命遥 时至今日袁学校进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袁当
继续坚持先行先试的改革精神袁 以迎接民办高等教育

发展的野新机遇冶遥 显然袁学校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袁面
临着许多体制机制的障碍袁 譬如内部治理模式有待明

晰尧绩效管理体制有待形成尧教学建设机制还需巩固尧
校企合作机制仍待深化和校园文化建设模式仍待聚焦

等遥 这些都是学校深化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试点工作中

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遥 学校将秉持野与众不同袁追求品

质袁塑造未来冶的发展理念袁深入探索非营利性民办高

校发展的体制机制袁通过事业凝聚尧环境改造尧回报社

会尧示范引领主导学校发展的步伐袁为建设多科性尧国
际化尧高水平的民办应用技术大学而努力遥

揖参考文献铱
[1] 陈桂生.中国民办教育问题[M].教育科学出版社袁2001院20.
[2] 别敦荣.现代大学制度的演变与特征[J].江苏高教袁2017袁5:1-8.
[3] 李广袁侯文永.制约我国民办高校发展的制度性因素分析[J].高教探索袁2008袁1院104-108.
[4] 杨雪冬.衡量制度有效性的五条标准[N].北京日报袁2014-03-10.
[5] 王洪才.大学治理院理想窑现实窑未来[J].高等教育研究袁2016袁37渊9冤院1-7.
[6] 苗庆红.民办高校治理结构的演变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袁2005袁9院28-30.
[7] 肖金明袁张强.大学章程的框架体系尧治理结构尧制度要素与生成机制要要要基于十所高校章程的文本比较[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袁2012袁1院39-48.
[8] 朱慧娟.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下教学管理制度的优化研究[J].中国电力教育袁2009袁15院40-41.
[9] 张娟袁徐文.民办高校两级管理模式改革初探要要要以西安思源学院为例[J].新丝路袁2016袁14院74,36.
[10] 郭亚茹袁郭建如.民办高校教学管理模式演变研究[J].民办教育研究袁2008袁4院52-58.

李 广袁等 上海杉达学院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思考与实践

11窑 窑



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
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 Research & Development

第 3 期圆 园1 7 年 9 月
晕燥援3Sep援 圆 园 1 7

作者简介院 陈瑛袁女袁上海杉达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袁教授遥 电子邮箱院ychen@sandau.edu.cn

揖摘 要铱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渊原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冤成立于 2003 年袁下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尧信
息管理与电子商务系尧计算机基础教学部遥 2014 年获批市教委电子商务中本贯通教育试点袁2016 年入围教育部野数
据中国百校工程冶袁2017 年加入市人社局野青年渊大学生冤训练营计划冶遥 现有 8 个综合实验实训平台和 20 余个专业

实验室遥 学院坚持野质量为本袁错位竞争袁办出特色袁服务社会冶袁成立野华钦学院冶袁加入野华为 ICT 学院冶野思科网院冶
和野ISTQB/CSTQB 大学校园计划冶袁与印孚瑟斯渊中国冤尧亚信科技尧普华永道渊中国冤尧泰克网络实验室等 20 余家知名

企业开展合作袁着力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和创新能力袁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遥
揖关键词铱 信息技术曰 数据工程曰 学科群曰 校企合作

Abstract: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渊Formerly named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冤
was founded in 2002, consisting of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鄄
agement and E -commerce, and Department of Computer Basic Education. In 2014, Shanghai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approved the pilot projec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discipline of E-com鄄
merce. In 2016, the school participated in 义Data Hundred UniversitiesProject in China义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In
2017, the school joined Youth 渊College Students冤 Training Camp Program by Shanghai Municipal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Bureau. The school has been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义Quality-oriented, Dislocation Competition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Services to the Society义 . There are 8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training platforms
and more than 20 specialized laboratories. The school has also established 义CLPS College义 , worked with 义HUAWEI
ICT College义 义CISCOInstitute义, and participated in 义ISTQB/CSTQB University Campus Project义. The school has cooper鄄

传承 发展 创新
要要要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学科建设 25 周年回顾与展望

陈 瑛
渊上海杉达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Inheritance，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要要要Review and Prospect of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t 25th Anniversary
Chen Ying

渊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anda University袁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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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杉达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原名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学院袁成立于 2003 年袁是杉达学院最早开展

本科教育的学院之一遥2011 年 9 月袁信息管理与电子商

务系并入学院后更名为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遥
现学院下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尧 信息管理与电

子商务系尧 计算机基础教学部曰 包含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尧电子商务尧软件工程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4 个专

业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渊数据工程冤尧电子商务渊商务数

据分析冤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渊金融信息系统冤3 个专

业方向遥
一尧回顾

自创建之日起袁学院秉持野质量为本袁错位竞争袁办
出特色袁服务社会冶的办学理念袁在学院师生共同努力

下袁基本形成了服务社会的培养目标袁强调实践的教学

内容及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1]遥 叶校企合作应用型软件

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曳获 2013 年上海

市教学成果一等奖袁叶电子商务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实

践曳获 2013 年校教学成果特等奖袁叶创新程序设计课程

实践教学模式袁提高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曳获 2013 年

校教学成果三等奖,叶依托上海 IT 企业集团优势袁 创建

计算机专业特色曳获 2009 年上海市教学成果三等奖遥
渝 创新培养模式袁提升教学质量

学院围绕行业发展与服务地方经济要求袁 深入探

讨和研究人才培养方案袁完善教学计划袁建立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袁借助社会资源实现人才培养模式多元化袁
完成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建设遥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专业成为校级重点建设专业袁 电子商务专业成为校

级特色建设专业遥 电子商务专业与上海振华职业学校

合作成功申报中本贯通电子商务教学改革试点遥 课程

建设成果见表 1遥

ated with more than 20 well-known enterprises, such as Infosys 渊China冤, AsiaInfo, PWC, Tech-Labetc. The focus of the
school is always on training students忆 ability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improving students忆 employ鄄
ment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ata engineering; subject groupings;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表 1 课程建设汇总表

级别 类别 课程名称 立项时间 状态

市级

重点课程 企业资源计划 2017 在建

重点课程 数据库原理及技术 2015 通过验收

重点课程 计算机网络 2013 通过验收

重点课程 多媒体技术 2011 通过验收

重点课程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2011 通过验收

重点课程 数据结构 2009 通过验收

重点课程 软件测试 2008 通过验收

校级

重点课程 电子商务运营实践 2017 在建

全英语课程 Software Engineering 2017 在建

在线课程 程序设计语言之金融 IT 批量控制基础 2017 在建

在线课程 金融 IT 概述--银行业务系统 2017 在建

精品课程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2016 在建

全英语课程 CCNA-II 2016 在建

重点课程 计算机信息安全 2015 通过验收

重点课程 网络营销 2013 通过验收

重点课程 数据库原理及技术 2013 通过验收

重点课程 企业资源规划 ERP 2013 通过验收

重点课程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渊C冤 2013 通过验收

陈 瑛 传承 发展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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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渊第一作者冤 SCI EI 核心期刊

2012 年及以前 5 0 0 3
2013-2014 年 28 0 6 18
2015-2016 年 29 1 14 13

2017 年 5 0 1 4

表 2 专职教师以杉达学院为第一作者单位发表的论文统计数

渔 加强师资建设袁提高业务水平

学院通过野引进来袁派出去冶等多种方式袁提高专职

教师能力袁提高师资团队教学尧科研水平遥 通过与知名

企业尧学术机构的交流互访袁逐渐形成以数据工程为核

心的交叉学科团队遥 师资队伍结构不断优化袁2016 年袁
成功入围教育部野数据中国百校工程冶[2]遥 师资队伍结构

见图 1袁论文发表情况见表 2遥

隅 借助政府支持袁改善教学环境

学院利用政府扶持资金完成了信息安全实验室尧
大数据实验室和 ERP 沙盘实验室等 5 个实验室的建

设袁完成了 ITO 软件服务外包尧商务智能尧数据处理等

校级实训平台建设袁 累计利用政府资金约 1400 余万

元袁 改善了教学条件与实验环境遥 目前学院已建成 20
个专业实验室遥 近三年新技术课程开设情况见表 3遥

予 坚持产教融合袁深化校企合作

坚持校企合作,积极拓展新的合作空间袁探索校企

合作专业共建新模式遥 先后与 Infosys渊中国冤等企业签

订合作协议袁建立校级产学合作基地 8 个袁聘请企业

技术主管和资深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授/副教授共计

11 名遥
成立野华钦学院冶袁探索校企合作专业共建新模式[3]袁

加入野华为 ICT 学院冶 野思科网院冶和野ISTQB/CSTQB 大

学计划冶袁与行业知名企业尧职业资格认证委员会等合

作袁探索校企合作尧校校合作专业建设新模式遥
通过校企合作尧产教融合袁与企业培训实现课程置

换和学分确认袁为学生实习就业提供帮助遥 近五年学生

就业情况见表 4袁2016 年毕业生期初薪资统计见图 2遥

图 1 专职教师结构发展对比

课程 学时 对象

数据分析 32 电子商务

商务智能 32 电子商务

信息采集 32 电子商务

云计算概论 32 计算机

数字图像处理基础 32 计算机

数据分析基础 32 计算机

Linux 操作系统 54 计算机

J2EE 项目实践 108 计算机

HTML 5 54 计算机

大数据概论 32 计算机

网络配置项目实训 108 计算机

JCL 作业控制语言 54 金融 IT
COBOL 54 金融 IT

DB2 数据库实训 54 金融 IT
VASM 文件管理 54 金融 IT

Cisco Networking Academy 54 全英语班

Data Analysis 54 全英语班

Python 54 全英语班

linux OS 54 全英语班

Software Testing 54 全英语班

表 3 近三年开设新技术与综合实践课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电子商务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2 届 95.2% 96.0% 95.1%
2013 届 97.3% 97.9% 96.4%
2014 届 99.4% 98.3% 100%
2015 届 99.3% 100% 98.0%
2016 届 100% 100% 98.25%

表 4 近五年学院各专业就业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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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发展

我校作为民办本科示范院校尧 应用技术大学 渊学
院冤联盟首批成员单位之一袁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阶

段袁校级层面和兄弟院系都对野互联网+冶技术寄予期

望袁 实施基于云计算尧 大数据应用的技术课程体系建

设袁 有利于推进学校各专业向更高应用型人才培养发

展战略遥 在新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袁我们必须围绕国家

战略袁服务上海地方经济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袁坚

娱 激发学生潜力袁促进学风建设

学院学风建设围绕加强学生职业发展指导袁 激发

学生学习潜能袁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展开遥
通过组织兴趣小组开展科技活动袁 鼓励学生参加各类

专业技术大赛袁 充分调动学生对专业学习的参与意识

和主动学习的动力袁促进了学院学风建设遥 在全国野篮
桥杯冶程序设计大赛尧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野创新尧创
意尧创业冶挑战赛等屡有斩获袁2017 年 8 月袁更是在全国

CCNET 大赛中获得全国一等奖遥 学生参加部分全国性

大赛获奖情况见表 5遥

图 2 2016 年毕业生期初薪资统计[4]

年份
国家级 上海市/华东区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优胜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2012 年 0 1 1 0 2 0 5
2013 年 0 0 2 0 2 3 5
2014 年 0 0 2 1 2 6 3
2015 年 0 0 4 0 1 3 6
2016 年 0 1 3 0 1 0 1
2017 年 1 0 3 2 2 3 3

表 5 参加全国野蓝桥杯冶野华为 ICT冶野CCNET思科杯冶大赛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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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学校野与众不同尧追求品质尧塑造未来冶的办学理念袁
依据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总体要求袁 努力打造具有

特色鲜明尧产教融合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专业群遥
渝 坚持建设高水平复合应用型专业群的发展理念

加强以计算机应用渊数据工程冤为核心开展重点学

科建设袁争取应用技术水平的突破与提升袁完善师资团

队建设遥 强化产教研融合和双证融合教学改革袁探索校

企深度合作的人才培养方案遥 拓展国际化教育途径袁建
立留学生全英语教学体系和国际化技术培训途径遥 实

现学院各专业对接社会发展尧高水平尧国际化尧特色鲜

明的应用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遥 高水平应用技术型专

业群建设模式图见图 3遥

渔 构建纵横交叉发展的信息技术学科群

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袁既要紧跟 IT 技术发展前

沿袁 又要充分了解企业对于当前人才技术结构能力的

要求袁在学院建成以野大数据技术冶为中心袁兼顾野纵冶
渊前沿技术发展冤野横冶渊企业技术要求冤交叉发展的信息

技术学科群遥 即院 以数据工程和大数据技术应用为核

心袁金融 IT 为切入点袁依托华为 ICT 学院和 ISTQB 国

际职业资格认证体系袁 开展以行业应用为特色的复合

应用型人才培养袁 开展各专业交叉复合的学科交叉融

合和协调发展遥 跨专业协同共建路线图见图 4遥

图 3 高水平应用技术型专业群建设理念

图 4 跨专业协同共建路线图渊校企合作尧职业资格认证及职业发展通道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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隅 构建跨专业合作共享的综合实践实训教学平台

按照野专业基础+行业应用+技术发展冶理念培养高水

平应用技术型人才遥 强化实践教学环节袁实现专业建设与

产业需求对接曰通过前置技术培训环节袁将教学过程与生

产过程对接曰将岗位能力培养嵌入实践教学体系袁实现课

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遥 通过多学科复合交叉袁设计以任

务渊项目冤为导向的实践教学体系袁在传统单一的知识验证

性实验为主的专业实验室基础上袁 构建多学科合作共享

的综合实践实训教学平台渊基地冤遥综合实验实训基地建设

规划见表 6袁递进式实验实训环境建设路线图见图 5遥

三尧机遇与挑战

国内外知名咨询公司预测院 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

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袁基于大数据分析尧云计算尧社交

网络尧 地理位置信息的应用服务促进了信息融合和产

业跨界结合袁不断引发现代服务业领域新业态的出现遥
2015 年全球信息技术行业增长率见表 7遥

国家野十三五冶规划明确指出院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

网袁实施野互联网+冶行动计划袁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

新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遥 到 2025 年袁网络化尧智能化尧
服务化尧协同化的野互联网+冶产业生态体系基本完善袁
野互联网+冶新经济形态初步形成遥推动大数据与云计算尧
物联网尧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袁探索

大数据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的新业态尧新模式袁深化大

数据在各行业的创新应用袁 构建政产学研用多方联动尧
协调发展尧安全可信的大数据产业生态体系[6-8]遥

上海野十三五冶期间将对接国家战略袁突出上海互

联网产业基础和优势袁 形成对长三角乃至全国的产业

辐射带动能力袁确立形成上海野互联网+冶发展新优势遥
将围绕大数据尧智能制造尧云计算等领域袁推动云计算

关键技术研发尧数据中心和云服务推广袁支持移动互联

网与传统商业形态融合创新袁 支持大数据技术面向行

业尧政府和最终用户的应用遥 将根据专业市场需求与学

校现状袁推动一批行业特色鲜明尧专业设置与职业岗位

表 6 综合实验实训基地建设规划

图 5 递进式实验实训环境建设路线图

行业 2015 比 2014年增长率渊%冤
云服务 36%
大数据 26%

金融研发设计服务外包 6.8%
企业级软件市场 5.5%

ICT渊信息与通信技术冤 3.8%
ITO渊软件服务外包冤 3.8%

金融 IT 3.6%
信息技术 2.4%

表 7 2015 年全球信息技术行业增长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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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密切的本科院校转型为应用型本科直至专业学位

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9尧10]遥
上海将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布局袁大力发

展 ICT 基础网络通信技术袁大数据和云计算应用袁软件

服务外包袁金融科技和电子商务行业服务袁智能制造等

新技术产业遥 预计到 2020 年袁上海市产业与信息化领

域大专以上专业技术人才比野十二五冶末增加 15%袁高
级工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重比野十二五冶

末提高 5%袁上海领军人才比野十二五冶末增加 10%遥 推

动建立集成电路尧车联网尧机器人尧卫星导航尧智能制

造尧云计算和大数据等野四新冶经济人才高地[11-13]遥 上海

软件从业人员规模见图 6遥
国家和地方的发展战略规划是学院发展的机遇袁

同时也是对教师的挑战袁唯有不断学习自我提升尧创新

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尧紧跟技术发展趋势袁才能推动学

科建设袁为社会培养高水平的应用技术人才遥
四尧致谢

借助上海杉达学院 25 周年校庆专刊袁感谢学院的

初创者和老前辈们袁他们严谨治学尧勤俭办学的作风是

永远的精神财富曰感谢学院历任领导和教职工们袁他们

的辛勤工作尧无私奉献为学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曰感
谢所有的合作伙伴袁 共同的志向使得大家先后聚集在

了杉达信息学院这一团队中袁 不断探索的校企合作模

式成为学院发展的宝贵财富曰 感谢曾经在学院求学的

同学们袁历届学生们所积累形成的勤奋踏实尧积极向上

的学风是学院的宝贵财富曰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学院

发展的 野杉达人冶袁 感谢所有关注学院发展的领导尧专
家尧家长和同仁们遥图 6 上海软件从业人员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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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自 2013 年上海杉达学院通过教育部本科高校合格评估以来袁艺术与设计学院在转型发展中袁着力

贯穿野全程实践尧交叉融合的实践教学冶野递进式多层次的实践教学冶野各专业实施小班化实践教学冶野专业课程项目

与竞赛制实践教学冶野产教融合双师型团队实践教学冶的应用型实践教学体系曰在培养设计学创新卓越人才方面成

果斐然院先后有 3 门课程获评上海市精品课程袁获批 2015 上海市高校重点教改项目 1 项袁获建上海市重点课程 5
门袁主编出版再版教材 12 部袁出版具有影响力的大型艺术精品专集 2 部袁国家出版社出版中美学生作品集 2 部袁师
生精品课程作品在国家级专刊出版 4 期/次袁教师发表论文 36 篇袁发表艺术与设计作品 30 余件袁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等各类奖项 28 项袁学生参加国内外学科竞赛展览获奖 160 余项遥
揖关键词铱 设计学曰 全程实践曰 交叉融合曰 递进式曰 项目与竞赛制曰 创新卓越人才

Abstract: Since Sanda University met the standard in the evaluation of universities arrang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has always endeavored to implement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featur鄄
ing practice teaching through the semesters, integrating interdisciplinary theories and practices; progressive multilayered
practice teaching; practice teaching in small classes in all the majors; competition based practice teaching with major
course projects and practice teaching in double-certificated teaching groups integrating production and teaching. Re鄄
mark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cultivating excellent innovation talents in design science. Three major cours鄄
es have been consecutively approved as Shanghai Excellent Courses. One academic project has been approved as Key
University Reform Project in Shanghai Municipality. Five courses have been approved as Shanghai Key Courses.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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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设计学科的发展背景与意义

21 世纪以来袁特别是在信息化尧大数据时代袁在促

进经济飞速发展尧构建创新型社会尧弘扬民族文化的大

背景下袁 设计学学科的内涵已从过去一般意义的视觉

传达设计尧环境设计尧产品设计尧服装与服饰设计尧数字

媒体艺术等专业扩展到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广阔领

域袁 社会对现代设计学学科专业的人才需求呈现出高

起点尧批量化的特点袁这直接推动我国艺术与设计教育

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历史阶段遥
据统计袁 目前我国开设艺术类设计学学科的各类

院校已逾数千所袁然而在培养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袁设
计学科各专业毕业生的设计实务能力还没有完全达到

标准袁 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出现断层是我们必须

面对的严峻现实遥 如何提高设计教育质量袁培养高质量

的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求的设计人才袁 已成为设计艺

术教育亟须研究的课题遥
上海杉达学院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开设艺术专

业袁1996 年成立艺术设计系袁设立环境艺术设计和视觉

传达设计专业袁并向本市招生曰2002 年教育部批准设立

艺术设计本科专业袁开始招收四年制本科生曰2006 年经

教育部批准获学士学位授予资格遥 2009 年增设产品造

型设计专业方向袁2010 年增设数字媒体设计方向遥2012
年根据教育部专业目录袁确立为一级学科设计学类袁二
级学科专业为环境设计尧视觉传达设计尧产品设计和服

装与服饰设计四个专业遥 2014 年根据学校应用型办学

的发展需要袁将原人文学院改为艺术与设计学院袁下设

视觉传达设计尧环境设计尧产品设计三个专业遥 2010 年

学校与上海纺织控股集团进行校企合作袁 设立上海杉

达学院时尚学院遥 根据学校校企合作的改革举措袁把上

海杉达学院时尚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设立在上海

国际时尚教育中心遥

进入 21 世纪以来袁设计学各专业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袁传统学科迅速融入了全球信息化轨道袁集艺术尧
科学尧经济和文化于一体袁形成集成性尧跨学科性的特

色袁为新兴的产业提供了人才与技术的有力支撑遥 上海

杉达学院设计学系列专业的创办与发展袁 紧随学校转

型发展的步伐袁已拥有一支以教授尧名师为学科带头人

的师资队伍袁以现代信息设计理念为主体袁与时俱进遥
现代设计教育立足于科学发展观袁面向现代化尧面向世

界尧面向未来曰从多角度尧多学科尧深层次培养和造就应

用型高等设计学专业人才遥 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国家

级尧市级各类设计竞赛尧展览袁近两年获得国家级和省

部级上百项奖励袁为学校赢得了荣誉袁同时也扩大了上

海杉达学院的知名度遥 艺术类历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均

在 98%以上遥
上海杉达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渊以下简称野我院冶冤

旨在面向社会现实需求袁 构建和完善设计学科各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袁 整合设计教育各要素袁 实现培养应用

型尧国际化尧高水平人才的目标袁探索解决当前设计教

育教学发展所存在问题的途径袁 发挥设计学本科教学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长远作用遥
二尧设计学应用型创新实践教学体系实施要点

自 2013 年学校通过教育部本科高校合格评估以

来袁 我院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向应用型本科转型发展

过程中袁围绕野构建应用型实践教学体系袁培养设计学

创新卓越人才冶这一命题袁这几年来设计学学科各专业

在教学实践方面的践行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遥
1. 野全程实践尧交叉融合冶的实践教学

野全程实践冶要要要是贯穿在设计学各专业本科四年

全过程中的教学实践袁 是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每一个

阶段环节尧 每一门专业课程全部以教学与实践相结合

的形式展开遥 野交叉融合冶要要要是实践教学内容对应岗

have been altogether 12 books edited and published or republished. Two influential large-scale albums of fine works of
art have been also published. Two collections of students忆 works from both China and the U.S have been published by
National Press. Works in the Excellent Course by teachers or students are published four times in national magazines.
Teachers in our school have altogether published 36 articles and more than 30 works of art. 28 awards have been con鄄
ferred to excellent instructors. Students have got more than 160 prizes in discipline competitions or exhibitions both in
China and broad.
Key Words: design science; practice through the semesters; integrating; progressive; project and competition; excellent
talents in inno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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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技能和设计工作的各实践阶段曰 实践教学项目体现

专业尧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遥
2. 递进式多层次的实践教学

根据不同专业尧 不同学习阶段安排不同层次的实

践教学遥 大一年级为设计野基础实践冶袁主要包括院设计

素描尧设计色彩尧设计构成尧计算机辅助设计基础等遥 如

设计素描袁环境设计专业的设计素描侧重空间表现曰视
觉传达设计专业的设计素描侧重创意表现曰 产品设计

专业则侧重产品造型表现遥 大二尧大三为课程与项目实

践袁各专业有各不相同的课程袁而这种课程实践袁是在

大一基础上的深化遥 譬如环境设计从大一的空间基础

训练袁进入到大二的空间虚拟渊室内空间尧建筑景观空

间等冤尧空间实体渊环境展示尧环境模型尧建筑模型等实

体冤遥 大四为岗位专项实践袁这阶段的实践教学包含专

业实践和毕业设计环节袁 在这一层面上的实践教学更

多地与社会接轨袁采取野让学生走出去尧将导师引进来冶
的方式袁是让设计实践教学项目化袁真题真做为主袁主
要结合社会实践项目而进行的实践教学遥 如视觉传达

设计专业在包装设计课程中引入上海市恒源公司产品

包装设计的项目任务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实战等遥
3. 各专业实施小班化实践教学

秉持行动导向的教学理念袁结合实际任务袁因人

渊不同专业层次冤尧因业渊共同选题不同创意冤尧因时渊各
自独立的进行阶段冤实行野一对一冶辅导设计实践教

学遥 艺术与设计各专业与生俱来的特性是技与艺的结

合袁理论与实践的密不可分袁是动手能力为主的和不

同于其他门类学科的实践教学遥 老师或师傅对学生的

教学尧指导尧辅导是手把手地进行袁示范性地表现袁启
发性地引导袁因此必须人数少而精尧班级小而精遥 如我

院新近举行的 野2017 国际创意设计营冶袁 跨专业集中

20 名学生袁组织野广富林遗址公园品牌设计冶的专题设

计袁分为 5 个设计小组袁不同小组不同创意袁由美国

CSUN 大学教授分组指导袁分工有序袁各司其职袁作品

各有千秋遥
4. 专业课程野项目与竞赛制冶实践教学

做到野专家尧赛事尧项目进课堂冶袁真题真做遥 如环境

设计专业不断将企业室内设计的实际项目引入专业课

程袁 让学生参与从前期考察调研尧 资料整理到设计竞

标尧设计制作的整个流程曰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联手企业

成功实施了野三师团冶合作计划袁举办了 2015 衡元杯

野植物纤维干燥剂包装设计比赛冶曰继而引入 2015尧2016

两届野启星设计奖冶文化用品包装设计等竞赛项目袁有
奖竞选学生设计方案袁 大大激发了学生创新尧 创意热

情袁产生了切实的社会及经济效益遥 结合野2017 世界环

境日冶主题袁环境设计专业野环境设施设计冶课程袁与上

海黎明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合作袁 充分利用该公司提

供的废旧物资袁导入了野废旧物资要产品设计要环境系

统关系冶这根链条袁植入了艺术设计理念袁变废为宝袁创
作了 43 件优秀作品遥

5. 产教融合的野双师型团队冶实践教学

环境设计专业与全国建筑装饰百强企业上海一建

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尧 上海中景地景园林景观设计有限

公司尧上海弈尚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等业内知名尧具
有甲级资质的设计企业袁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与上海刘

维亚大师原创设计策划公司尧上海跨境电商联盟尧饿了

么网尧美团网等袁产品设计专业与上海魏玛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尧 上海通冠市政设施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建立

了深度校企合作关系袁在就业尧专业实习尧实训基地双

师教学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遥 环境设计专业 渊2015耀
2016 年冤尧产品设计专业渊2017耀2018 年冤各专业每年派

遣一名专任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袁野双向结对冶遥 各专业

还聘请多名企业兼职教授尧讲师组成教学团队袁全程参

与课程的实践教学遥
三尧课内外尧国内外结合袁培养创新型卓越设计

人才

渝 在课内外培养创新型卓越设计人才方面成果

丰硕

近年来袁 艺术与设计学院在培养创新型卓越设计

人才方面成果丰硕遥
1. 学生的设计作品在国内外高水平的学科竞赛尧

展览中获奖

2013耀2017 年上半年来袁我院采取课内外尧国内外

结合的方式袁认真组织各专业参加国内外学科尧专业竞

赛尧展览袁获奖 160 余项袁其中多项为竞赛最高奖项遥 教

师也获得 21 项指导教师奖遥
如在 野2017 米兰设计周要要要中国高等院校设计学

科师生优秀作品展冶中袁我校荣获优秀组织奖曰艺术与

设计学院 8 名学生分别获得 野米兰学院奖冶渊最高奖冤2
项尧野优秀奖冶4 项和野入围奖冶2 项的佳绩遥 又如袁我院在

今年首次参加的野第二届耶汇创青春爷要要要上海大学生

文化创意作品展示活动冶中荣获 19 项作品大奖尧1 项学

校组织奖尧2 项个人组织奖和 4 项优秀指导教师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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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师在野培养创新型卓越设计人才冶方面成果

斐然

近年来袁我院教师在野课内外尧国内外结合培养创

新型卓越设计人才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遥 先后有 3 门课

程获评上海市精品课程渊2013 年席跃良野手绘效果图表

现技法冶尧2016 年王烨野景观设计冶尧2017 年万轩野包装

设计冶冤曰 获准 2015 年上海市高校重点教改项目 1 项曰
获建上海市重点课程 5 门尧校级重点课程 8 门尧校级重

大内涵建设项目 1 项遥 近年来袁专业教师主编尧出版尧再
版教材 12 部曰 出版具有影响力的大型艺术精品专集 2
部曰国家出版社出版中美学生作品集 2 部曰师生精品课

程作品在国家级专刊出版 4 期/次曰 发表教师论文 36
篇曰发表艺术与设计作品 30 余件曰完成和在研科研项

目 10 余项曰获指导教师奖等各类奖项 28 项遥
3. 交叉-融合尧由点到面跨界建设卓越课程

近年来袁 学院在跨界建设卓越课程方面取得重要

突破袁对相关学科专业采取野交叉-融合冶的体验遥 我院

设计学科坚持野大设计冶理念袁寻求突破专业壁垒的交

叉融合遥 以 2015 年野展示设计冶课程为例袁视觉传达设

计渊3 个班级冤与环境设计的野公共空间设计冶课程渊2 个

班级冤合作袁不同背景的学生组成若干团队袁对设计任

务进行实地调研尧灵感碰撞与合作遥
野2017 国际创意设计营冶由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渊10

名冤尧环境设计专业渊5 名冤尧产品设计专业渊5 名冤跨专业

集中了 20 名学生袁以野上海广富林遗址公园品牌设计冶
为共同设计专题袁 分别组成 5 个设计团队袁 在美国

CSUN 大学资深教师 Jung Hong 作为主讲教授的指导

下袁取得了跨专业尧跨文化野交叉-融合冶的合作成果遥 由

此推及到野专业基础课要核心课要选修课冶的跨专业卓

越人才的培养袁乃至跨学科融合遥
渔 开拓充满良好前景的国际教育教学交流

1. 野中美学生设计作品展冶和叶中美学生设计作

品集曳
我院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渊CSUN冤科博窑

艺术与传媒学院长期合作袁在联合办学尧学术交流方面

取得了突出成绩遥分别于 2014 年渊上海冤尧2016 年渊洛杉

矶冤联合举办了 2 届野中美学生优秀作品展览冶袁并由中

国电力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叶中美学生设计作品集曳渊一尧
二冤两部曰目前 2018 年野第三届中美学生优秀作品展

览冶暨叶中美学生设计作品集渊三冤曳正在筹备中袁该项目

成为中美两校高度融合的品牌项目而发扬光大遥 同时袁

这种合作与交流还通过互访讲学袁 结合攻关尧 共同科

教袁形成优势互补的国际教学交流渠道遥
2. 野国际创意设计工作营冶的连续开办

为致力于以先进的国际设计创意理念和具有原创

性尧本土精神的设计项目式的教学尧实验与训练袁有力

推进我院学科建设的 野国际化冶袁2015 年举办了首届国

际创意设计营遥 设计营由荷兰中欧文化交流促进基金

会主席尧著名设计师罗纳德渊Ronald冤教授主讲遥 在此次

创意设计营中袁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大三 20 名优秀学生

渊集中 56 学时冤 围绕学校整体形象设计进行学习和实

践袁 取得前瞻性成果遥 第二届国际创意设计营于 2017
年 5耀6 月间在我院举行袁视觉传达设计尧环境设计尧产
品设计 3 个专业跨专业的 20 名优秀学生参加袁以野上
海广富林遗址公园品牌设计冶为项目专题袁分别组成 5
个设计团队袁在美国 CSUN 大学资深教师 Jung Hong 任

主讲教授指导下取得圆满成功遥
3. 野中美三校教师艺术作品联展冶
2014 年 3 月由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渊北岭冤分校发起

主办的野上海杉达学院尧上海师范大学尧美国加州州立

大学北岭分校三校教师艺术作品联展冶袁在该校美术展

览中心展出遥 本次联展精选出各校 25 件作品袁是三校

艺术与设计教师较高水平的示范性汇合遥 联展袁在艺术

与设计教育的交流中跨出了坚实的一步袁 同时创造了

当代国际艺术与设计接轨的有利条件遥
4. 参加野米兰设计周-中国高等学校设计学科优秀

作品展冶
2016 年上半年袁 我院参加了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

协会组织的野米兰设计周-中国高等学校设计学科师生

优秀作品展冶袁我院 4 件作品获入围奖遥在野2017 米兰设

计周-中国高校设计学科师生优秀作品展冶该项设计学

科的国际展览中袁我院学生共获得 2 项野米兰学院奖冶
最高奖在内的 9 个奖项袁 在国际展览中取得了突破性

成果遥
四尧应用型实践教学体系研究成果的应用

渝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校企合作成果的应用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应用性强尧实践项目丰富灵活遥
本专业近年的工作成果主要围绕 2014 年院级校企合

作基地 2 家要要要上海宜希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尧 上海

蒲公英会议中心曰2015 年校级校企合作基地 3 家要要要
刘维亚原创大师工作室尧上海极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尧
上海衡元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遥 其中袁刘维亚大师被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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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企入校与实训基地建设

刘维亚大师为艺术实验中心一期建设野包装印刷冶
工作室提供包装切割机渊经纬科技冤尧包装打印机渊惠普

工业打印机冤的策划尧信息尧论证及落实到位工作遥
2015 年 1 月袁刘大师担任组长袁主持我院野扶持专

项资金项目叶艺术设计教学实训与创作中心曳合格验收

专家评审会袁并顺利通过验收遥
4. 课程建设与教学资源开发

优 刘维亚大师工作室参与的 野包装设计冶 教学

2013-2015 年每学期接纳 2-3 个班的学生进大师工作

室野包装设计-1冶课程袁并做关于包装材料尧包装结构尧
中外包装等内容的专题讲座曰于 2013耀2015 年每年 2耀3
次来学院袁进行课程教学尧创新创业计划研究和讲座遥

悠 上海极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参与野网页设计冶课
程遥 2015 年 4耀7 月袁 公司总经理季益卿全程参与了

F120813 班级野网页设计冶课程袁指导学生 27 人遥 2016
年 4耀6 月袁 公司将 Shanghai K11APP 设计真题项目带

入 F130811 班级的的野网页设计冶课程袁设计师参与指

导项目设计规范及终稿遥
忧 野衡元杯冶大学生包装创意设计大赛进入野包装

设计冶课程遥 2015 年 7 月袁与上海衡元高分子材料有限

公司达成了校企合作教学协议遥 即通过举办野衡元杯冶
大学生包装创意设计大赛袁 有奖征集衡元公司旗下产

品要要要野湿度魔方冶植物干燥剂的包装设计方案 6 套遥
淤 采用了野三师冶团队合作袁项目驱动的创新教学

方法院
姻 杉达教师团队要2 名专业教师渊副教授 1 名尧资

深讲师 1 名冤曰

姻 衡元公司团队要4 名营销尧技术导师渊公司总经

理 1 名尧市场总监 1 名尧技术专员 2 名冤曰
姻 设计公司团队要2 名设计师 渊衡元聘请第三方

广告公司总监尧设计师各 1 名冤遥
于 创新教学模式院
姻 真题导入渊AB 团队冤
姻 真题详解袁充分沟通渊AB 团队冤
姻 带学生去产品博览会做市场调研渊AB 团队冤
姻 包装设计案例教学渊ABC 团队冤
姻 包装设计方案阶段渊AB 团队冤
姻 包装实物制作渊A 团队冤
姻 包装实物展示渊A 团队冤
姻 包装作品评奖渊ABC 团队冤
姻 颁奖典礼袁师生专业交流渊AB 团队冤
通过野三师冶团队的创新实践教学袁从 28 套学生的

投稿方案中袁评选了 6 套获奖方案袁最终被衡元公司有

奖征集采纳使用袁带到产品展销会上公开展出遥
渔 环境设计专业校企合作成果的应用

2015 年袁 环境设计专业与上海中景地景园林规划

设计有限公司尧 上海弈尚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签订

了叶校级示范性产学合作教育基地协议曳袁建立了产学

研合作关系遥2016 年袁又与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装饰设计所确定了合作协议袁积极推进深度合作袁强化

校企合作平台建设遥 通过研究与探索袁初步实现了校企

优势互补尧资源共享袁促进了人才培育尧教学进步与产

业发展的野三赢冶遥
1. 野校企合作冶共建课程教学标准

环境设计专业结合企业具体设计项目袁 合理安排

为本专业的兼职教授遥 基于与上述 5 家企业的深度合

作袁本专业的校企合作成果主要如下院
1. 企业参与并指导专业规划与设置

刘维亚大师长期担任为本专业培养方案尧 教学计

划论证专家组组长袁 对专业培养方案的修订提出改进

意见曰

上海极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季益卿袁对互联

网环境下的专业人才就业尧大学生创业尧网页设计等核

心课程设置提供了最新的行业意见遥
2. 人才培养与创新创业

校企合作基地积极参与本专业学生的创新创业工

作袁部分项目见表 1遥

序号 级别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企业导师

1 上海市 上海衡元野湿度魔方冶植物干燥剂品牌推广 创新训练 沈跃华

2 上海市 上海联腾环保文具包装创意真题设计 创新训练 朱 婷

3 上海市 东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要要要画室培训工作室 创业实践 张 成

4 校级 Shanghai K11 App 界面创新真题设计 创新训练 季益卿

表 1 2016艺术与设计学院学生获批创新创业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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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装饰材料尧结构实践环节的教学组织袁强化对材料尧
结构的认知比重袁 增强学生设计及施工工艺的实践能

力遥 我们重新设计课程学习情境袁 共同编制项目任务

书袁强调以工作过程为主线确定课程结构袁以职业能力

为基础袁结合职业特征尧技能人才成长及认知规律确定

课程内容遥 通过制定和实施课程教学标准袁使得教学效

果满足学生职业生涯发展需求袁 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

科技进步的需要遥
2. 野校企合作冶改革课程教学方法

环境设计专业从教学能力目标出发袁 运用一体化

教学尧小组工作法袁从缩短学生学习与就业岗位的距离

出发袁运用模拟渊仿真冤教学法尧现场教学法尧情景教学

法袁运用问题探究法尧案例教学法尧目标教学法等现代

教育技术, 帮助学生加强设计及施工工艺能力的提升袁
使学生能够具备较强的室内外设计能力和熟练的装饰

技能袁熟悉从设计到施工的整个工艺流程袁主动走向工

程现场尧 材料市场等磨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 野大课

堂冶袁增强学生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遥
将企业的实际设计项目引入到专业课程中袁 帮助

学生顺利实现从学习到思考袁从设计到实践的过渡遥 将

行业发展的最新趋势和技术引入课堂袁2015 年与企业

合作开发新课程野BIM 系统入门冶袁使学生不出校门就

能接触到行业最新的技术培训遥
3. 野校企合作冶共建学术互动平台

我们努力建设学术互动平台袁 借助企业先进的经

营理念与前瞻的社会视角袁推动设计教学内容的改革遥
建立立体教学资源库袁为教学有效开展提供各类素材袁
如教材尧课件尧案例尧影视尧图片库等教学材料袁为创造

一流的教学效果提供保障遥
4. 野校企合作冶共建课程评价机制

建立企业尧学生尧学校三方野立体化冶的考核与评价

机制遥 将企业现实的设计项目引入到课程考核阶段袁突
出学生训练内容的社会性与实用性袁 切实转变传统观

念袁将素质教育观念融入考核与评价之中袁真正体现挖

掘潜能尧重视实践尧鼓励创新的考评原则遥

5. 野产教融合冶取得的阶段成果

优 市级教学质量工程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与企业合作完成 2013 年市级重点课程 野景观设

计冶建设工作并通过评审曰与企业联合申报并成功获批

了 2015 年市级重点教改项目野构建耶融合-交叉-开放爷
的应用型本科环境设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冶尧2015
年市级重点课程 野居住建筑室内设计冶尧2016 年度市级

精品课程 野景观设计冶尧2016 年度校级重大内涵科研项

目 野基于全程实践理念的设计学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研究冶遥
悠 学生实践能力提升

学生在 2014 年第七届全国美育成果展评尧首届野欧
坊杯冶上海市大学生室内设计大赛尧2015 年第五届野中
国营造冶 全国环境艺术设计双年展尧2015 年 CIID 全国

大学生室内设计竞赛尧2016 年大学生创意设计大赛尧
2016 年新人杯大学生室内设计大赛尧2016 年第四届中

国环境艺术野青年设计师冶作品双年展等多个重要学科

竞赛中屡屡获奖遥
忧 学生就业渠道面拓宽

建立人才需求互动平台袁 为学生提供了实践与就

业渠道袁为社会输送符合企业需求袁适应社会发展的创

新型人才袁得到了学院师生和设计机构的高度认可遥 实

习生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袁多家企业成为野回头客冶遥
设计学学科环境设计专业尧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尧产

品设计专业尧产品设计原数字媒体方向等所取得的阶段

成果袁为进一步开展以野学生为主体尧教师为主导冶的应

用型课堂教学组织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遥
在今后的课程体系改革以及学科建设中袁 我们将

在充分认识社会发展对设计学各专业艺术设计人才需

求状况的同时袁利用学校与企业尧学校与国外艺术设计

界多种不同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袁 抓住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的时代机遇袁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院校应

用型尧国际化尧高水平之路袁培养出更多适应现代化建

设需要的尧 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设计学

专业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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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杉达学院渊以下简称野我校冶冤日语系翻译专

业袁是目前全国唯一的本科层次的日语翻译专业袁在全

国林立的大学日语系中独树一帜遥
一尧专业的基本情况

我校日语系 1997 年开设外贸日语专科专业袁2003
年日语本科专业开始招生袁2006 年 6 月获准学士学位

授予资格 遥 2016 年毕业生就业率 100% 渊2015 年

99.26%袁2014 年 98.86%冤遥

揖摘 要铱 上海杉达学院日语系翻译专业是目前全国唯一的本科层次的日语翻译专业袁在全国林立的大学日
语系中独树一帜遥 日语翻译专业的核心课程袁由文学翻译尧商务翻译及口译三大板块构成遥 每位翻译专业的学生均
需接受这三方面的专业训练袁以期成为来之能战的有用之才遥 包括翻译专业在内袁日语系拥有一个强大的教师阵
容袁他们实力强尧业绩多袁因而拥有相当高的社会知名度遥 日语系始终坚持国际化办学的方向袁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袁
并努力创建产学研基地袁向应用型方向转型遥

揖关键词铱 翻译曰 课程设置曰 师资曰 国际化曰 产学研基地

Abstract: The major of Japanese translation in Japanese Department in Sanda University is the only one that is estab鄄
lished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hich has made the Japanese Department remarkable among the universities in China.
The major courses of the major of Japanese translation consist of three parts namely, Literary Translation, Business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Every student in this major must be trained in the above-mentioned three aspects so as to
become promising talents in this field. The Japanese Department has outstanding and excellent faculties who have always
been making progress, thus ensuring their great reputation in society. Japanese Department has been clinging to the edu鄄
cational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chieving accomplishments all the time. Great efforts will also be made to es鄄
tablish bases of production, learning and research and be transformed to an application-oriented department.
Key Words: translation; curriculum setting; faculty; internationalization; base of production, learning and research

上海杉达学院日语系翻译专业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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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精心筹备袁外语学院日语系于 2014 年申报翻

译专业袁当年即获得教育部批准袁于 2015 年 9 月正式

开设并招生袁现有 3 个年级共 5 个班级遥
日语系现有专职教师 25 名袁 并有日籍外教 4 名遥

其中袁高级职称占比 25%曰博士学历比例 33%曰拥有海

外学历渊硕士尧博士冤教育背景比例为 76%袁拥有海外学

习尧研究尧工作背景比例 83%遥 5 位正教授施小炜尧田建

国尧巴玺维尧蔡敦达尧胡志昂各自皆有多部译著尧专著尧
编著问世袁在文学翻译和商务翻译及日本语言尧文学尧
文化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遥

日语系在狠抓教学尧教书育人之余袁还狠抓科研袁
积极鼓励全系教师明确学术研究方向袁不断充电袁提高

自身的教学科研能力袁多做钻研袁多写论文袁借学术研

究提升教学水平遥 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援下袁日语系已出

版学术杂志叶日本语与日本文化曳渊以书代刊冤三辑袁并
已被日本国会图书馆及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收藏遥 我

们还将继续撰写出版袁借以强化日语系的科研氛围袁推
进学术研究的活性化袁提升学术及教学水准遥

结合教学尧科研实践袁日语系还在校领导的全面支

持下袁先后成立了日本文化研究所尧村上春树研究中心

和咨政研究中心袁抓学术研究袁促教学进步遥 其中袁村上

春树研究中心勇为人先袁成立之时袁为世界上第二家类

似科研机构袁并于 2016 年 4 月 8 日在复旦大学袁与世

界上第一家专以著名小说家村上春树为研究对象的科

研机构要要要淡江大学村上春树研究中心携手举办了一

次野海峡两岸村上春树研究主题圆桌座谈会冶袁吸引了

各地的文学爱好者与研究者袁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遥
二尧专业的课程设置

日语翻译专业的核心课程袁由文学翻译尧商务翻译

及口译三大板块构成遥 每位翻译专业的学生均需接受

这三方面的专业训练袁以期成为来之能战的有用之才遥
之所以将文学翻译列入三大板块袁 是因为文学翻

译乃是一切翻译的基础遥 通过文学作品的翻译训练袁可
以磨练对文字表达的敏锐感觉袁打造炼字锻句的能力袁
提升雕章作文的品位遥

日语翻译专业的文学翻译训练自三年级第一学期

开始袁持续 3 个学期袁共计 6 个学分遥同学们在著名学者

翻译家施小炜教授尧胡志昂教授的点拨下袁通过散文尧小
说尧诗歌等各种体裁作品的翻译实践袁掌握基本翻译技

巧袁养成良好的实践习惯袁并进一步强化提高翻译能力遥
同样袁商务翻译的课程也从三年级第一学期开始袁

连上 3 个学期袁学分也同样是 6 学分遥 该课程由著名翻

译家袁 同时也曾作为资深职业经理人拥有长期管理国

企和私企经验的田建国教授担任教学遥 通过单证尧信
函尧合同等商贸业务活动必不可缺的翻译训练袁让同学

们熟悉尧掌握必要的技能袁以期毕业后可以迅速适应各

种商务活动袁以利于将来就业遥
口译课也开设 3 个学期袁 自三年级上学期到四年

级上学期袁6 个学分遥 该课程分为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

两大类袁由上海同传界后起之秀尧拥有丰富口译经验的

本系青年讲师张铭老师授课袁从夯实基础开始袁循序渐

进逐步提高袁 让同学们从本科阶段就体验到口译的乐

趣袁学习各种口译技巧袁锤炼口译基础能力遥
除了上述这些实用性技能性课程之外袁 日语翻译

专业还开设计算机辅助翻译袁 导入业界最新的翻译方

法袁帮助同学们理解尧厘清业界最新动态与发展趋势遥
此外还开设翻译理论与翻译史尧 误译研究等理论类课

程袁帮助同学们站在理论的高度袁逻辑地尧理性地认识尧
理解尧指导翻译实践袁认清中日对译中易犯的错误及其

成因袁并在翻译实践中努力避免遥
我们感到非常荣幸的是袁除了本系教师之外袁我们

还邀请到了一些外校的名师来我系兼课袁 指导学生的

日语学习遥 任教于日语系翻译专业的就有上海图书馆

教授鲍延明先生和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周保雄先生袁两
位都是资深学者兼翻译家袁著述等身遥

三尧师资队伍建设

包括翻译专业在内袁日语系拥有一个强大的教师阵

容袁他们实力强尧业绩多袁因而拥有相当高的社会知名度遥
仅以前述 5名正教授为例袁迄今为止袁共计已发表论

文等 244篇袁出版著作 52 种尧译著 103种遥 这个数字袁与
国内任何一所高校的日语系相比袁恐怕都不落人后遥 此外

还有多位青年教师也有专著尧译著出版袁并发表论文多篇遥
其中袁 施小炜教授迄今为止业已出版中日文著作

20 种袁参与编著 2 种袁译著 37 种袁发表中日英文学术论

文等 135 篇遥
田建国教授已出版著作 3 部袁译著 27 部袁包括汉

译日和日译汉袁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等 47 篇遥
巴玺维教授已出版著作 3 种袁译著 4 部袁发表学术

论文等 17 篇遥
蔡敦达教授已出版著作 8 种袁译著 22 种袁发表论

文论文等 17 篇遥
胡志昂教授已出版著作 17 部袁译著 11 部袁发表论

文等 38 篇遥
口译方面袁 施小炜教授和蔡敦达教授均兼任为上

海市中尧高级日语口译证书的主考官遥
蔡敦达教授还长年担任口译资格考试出题组的副

Shi Xiaowei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jor of Japanese Translation in Japanese Department of Sanda Univeri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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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遥
田建国教授曾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口译超过 50

场袁其他口译超过 500 场袁单是近五年袁担任交传就已

超过了 20 场次遥
负责口译教学的张铭老师近五年间为各类国际会

谈尧国际会议担任同声传译已经超过了 50 场次袁并有

论文多篇问世遥
吴冬青博士曾长期留学日本袁在东京学习尧工作尧

生活了十余年袁 在日本名校国立一桥大学获得博士学

位遥他精通日语古文袁已出版日文学术专著 1 部袁译作 4
部渊包括古典名著 1 部冤袁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多篇袁受
到日本著名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遥

戴文捷博士留日多年袁在东京学习尧工作尧生活了

20 余载袁在日本名校国立一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遥她精

通日语古文袁 已出版日文学术专著 2 部袁 中文著作 1
部袁日本古典名著汉译 1 部袁高质量学术论文多篇遥

此外还有多位青年教师在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上

锲而不舍尧锐意进取袁取得了不俗的业绩遥 因篇幅所限袁
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遥

四尧学科建设

为适应语言学习环境的需求袁完善学科建设袁日语

系始终坚持国际化办学的方向袁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袁
这对日语系的语文尧翻译两个专业都十分有利袁具有良

好的影响遥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院
1. 保持高外教比遥 多年来袁日语系的日本外教始终

保持在 30%遥 虽然最近一年因为个人原因袁先后有 3 位

外教不得不辞职归国袁导致这个比例有所下降袁但日语

系正在努力恢复比例袁 为同学们提供学习外语的最佳

环境遥
2. 与京都外国语大学尧惠泉女学园大学尧筑紫女学

园大学等 3 所日本高校签订了交流协定袁 互相派遣交

换留学生遥
3. 自 2013 年起袁与东京经济大学等合作袁每年向

其推荐 5 名以上毕业生免试读研遥
4. 定期与日本高校举办学习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

暑期夏令营等遥
5. 聘请东京惠泉女学园大学篠崎美生子教授 渊日

本近代文学会理事兼运营委员冤担任海外名师遥
6. 正在筹建野杉达日语系海外学习基地冶袁为每位

同学提供机会袁赴日本学习一个学期袁以提高日语综合

运用能力遥
7. 开展协作研究遥 施小炜教授与东京惠泉女学园

大学篠崎美生子展开合作研究袁成果叶芥川龙之介与上

海曳渊论文集冤已在日本出版曰田建国教授与日本 TBS 著

名媒体人尧俳句诗人进行合作研究袁成果叶日中俳句交

流曳渊专著冤也已在日本出版遥 这类活动今后还将继续并

争取扩大尧深入遥
8. 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遥 2014 年 12 月袁成功主办

了野村上春树与中国冶国际研讨会袁与日本尧美国尧韩国

和台湾地区的学者交流频繁袁 提高了我校在这些国家

和地区的知名度遥
通过迄今为止的种种努力袁 日语系的教育水平在

海外得到了一定的认可遥 自 2009 年起袁日语系开始向

东京经济大学大学院渊研究生院冤推荐我系毕业生袁最
初两届推荐生尚需与其他国家尧学校的学生一样袁必须

参加入学考试袁合格后方才录取遥 由于我系推荐的毕业

生各方面都非常优秀袁 是该校所有外国学生中成绩最

好的几位袁为母校尧为杉达日语系赢得了荣誉和信誉袁
自 2011 年第三批推荐生开始袁东京经济大学做出特别

规定院只要是杉达日语系推荐的毕业生袁一律免试袁直
升硕士一年级学习袁 并开放该校大学院所有 5 个研究

科袁无须考试袁直接升学遥
五尧专业发展

为响应学校转型的号召袁 包括翻译专业在内的日

语系两个专业一体同心袁努力创建产学研基地袁朝着应

用型方向尝试转型遥
日语系与意力素渊上海冤贸易有限公司等 7 家企业

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袁通过建立产学合作教育基地渊无
锡村田电子有限公司冤尧本科生实习基地(上海出口商品

企业协会旗下出口商品企业等)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渊跨
镜电子商务联盟成员公司冤尧代培基地渊无锡村田电子

有限公司冤袁共同编写教材渊江苏联金经贸有限公司冤袁
开发实用课程渊意力素渊上海冤贸易有限公司等冤尧野商务

日语仿真模拟实验室冶尧野计算机辅助翻译冶和野计算机

辅助速记冶 等专业设施 渊上海语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等冤袁产学研一体化建设的海外延伸要要要互建实习基地

等多种方式夯实专业的应用转型遥
日语系计划筹建中的海外学习基地袁 如获学校批

准袁即可于 2018 年春袁根据学生意愿袁派遣一定数量的

学生前往东京学习一学期语言袁为今后进一步深造袁打
好扎实的基础遥 我们争取做到今后能够让每一位有此

意愿的同学袁都能前往海外学习基地学习一个学期遥
日语系翻译专业还刚刚起步袁任重道远遥 尽管我们

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袁但未来的路途尚很漫长遥 路漫漫

其修远兮袁我们决意上下求索尧尽心尽责袁力争将翻译

专业打造成一个能够吸引青年尧贡献国家的明星专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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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of basic courses in all the majors in design science is an inevitable path to cultivate future de鄄
signers, the course design of which will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major teaching. The mea鄄
sure of curricula construction of excellent courses in higher education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 a significant project to
enhance teaching quality, exerting positive influences over the increase in teaching fund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鄄
ing. All the achievements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s will be elaborated in this essay, taking the Shanghai Excellent
Course 义Performance Techniques of Hand-drawn Renderings义 as an example. The experience of how to implement the
further construction of the course is accoun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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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推进我国高校教育创新袁 全面提升我国高

等教育的综合实力袁 教育部在全国高等学校中全面推

进精品课程建设遥 精品课程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

工作袁具备系统性尧综合性尧创新性的教学科研课题[1]遥
课程教学质量是高等教育的核心和生命线袁 精品课程

建设是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遥 十多年来袁各地高校不断更新教育理念袁以培养满

足国家和地方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袁 以提高

学生国际竞争能力为重点袁整合各类教学改革成果袁加
大教学过程中使用信息技术的力度袁 加强科研与教学

的紧密结合袁大力提倡和促进学生主动尧自主学习袁建
立了各门类尧专业的校尧省尧国家三级精品课程体系[2]遥

一尧野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冶 精品课程建设目标的

确立

在 2013 年度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的评选工作

中袁经学校推荐尧网上公示尧专家评审等程序袁上海市教

委研究决定袁授予包括笔者主持的野手绘效果图表现技

法冶在内的 97 门课程野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冶称号遥
野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冶成为上海杉达学院第一门市级

精品课程遥
1. 野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冶精品课程概述

野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冶是连接设计学科各专业的

专业基础和专业设计的桥梁袁 它通过手绘技法的真功

磨砺袁培养各专业社会需求的尧具有创新特色的尧应用

型专业人才所必须的高级设计技能遥
野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冶是一门集绘画艺术尧工程

技术为一体的综合性课程遥 野手绘表现冶不仅仅传递设

计语言袁同时它的每一根条线尧每一个色块尧每一个空

间的构成元素袁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设计师的专业素

质尧人文修养和审美能力[3]遥
2. 课程定位规范与精品化建设目标的实施

优 课程精品化定位规范

野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冶是在完成野设计构成冶野设
计素描冶野设计色彩冶野图形创意冶等课程学习的基础上袁
与野设计透视冶野设计制图冶等课程同时进行的遥 凭借对

专业知识的掌握袁针对不同的科目袁把设计思想用手绘

的形式表达出来遥 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的课程群包括院
野环境设计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冶野产品设计手绘效果

图表现技法冶野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原设计透视冶野POP
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冶野手绘装饰画效果图表现技法冶
野手绘动画原画效果图表现技法冶等遥

系列课程均为 64耀72 学时袁 本科教学在大学二年

级完成袁并贯穿尧应用于大三尧大四各专业主干课程的

手绘辅助设计遥
(2) 课程精品化建设目标

野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冶课程的基本要求袁就是不

折不扣的徒手表现曰它的专业表达目标是快捷尧简明尧
轻灵袁随时记录和表达设计灵感遥

本课程是理论课结合实践课穿插进行的袁理论尧实
践渊实验冤紧密结合袁具有区别于其他门类学科野理论冶
与野实践冶概念的特殊性规律遥 应遵循院临习研究优秀技

法要默写表现要再设计要创新设计要实战设计等阶段

规律袁从中体验设计表现的全过程遥
从事效果图设计表现的学生或专业人员袁 首先应

具有各专业门类一定的工程技术学养曰其次袁必须具备

一定的艺术修养和绘画基础曰第三袁必须娴熟地掌握手

绘效果图表现技巧遥 相对于纯绘画和纯工程技术绘图

而言袁手绘效果图技法更注重程式化法则袁更多地强调

共性而非纯粹个性表现袁 作画步骤也趋向理性化和公

式化遥 所以袁若不谙练各类效果图的基本原理和表现规

律袁即使具有相当的绘画能力或工程技术尧制图基础袁
也会一筹莫展遥

二尧野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冶的主要知识模块

如前所述袁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具有六个模块袁现
将主要的三个模块分述如下遥

1. 野环境设计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冶模块

野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冶是环境设计专业最重要的

专业基础课程之一遥 手绘效果图是在环境设计的过程

中袁除了方案设计图尧技术设计图和施工图等技术性图

纸之外袁以建筑装饰设计工程为依据袁通过手绘的技术

手段袁直观而形象地表达设计师的构思意图尧设计目标

的表现性绘画遥
优 环境设计手绘效果图的基本原理曰
悠 线描与硬笔黑白画表现技法曰
忧 彩色铅笔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曰
尤 马克笔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曰
由 钢笔淡彩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曰
邮 多种工具综合效果图表现技法遥
2. 野效果图表现技法原设计透视冶模块

设计透视课程是环境设计尧 产品设计数字设计等

专业的重要基础课遥 主要培养用二维投影的知识分析

三维空间形体袁用图示方法表达空间形体的能力袁透视

席跃良 精品课程 野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冶的教学实践与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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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是手绘效果图知识与技能的支撑骨架遥

优 透视的基本知识曰
悠 点尧直线和平面形的透视曰
忧 透视图的分类和视点的选定曰
尤 透视图的基本画法曰
由 透视图的辅助画法曰
邮 曲线尧曲面的透视曰
铀 透视图中的倒影和镜像遥
3. 野产品设计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冶模块

野产品设计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冶是产品类设计专

业的基础课遥 产品设计手绘效果图对产品设计的构思尧
造型承担重要作用遥 该课程培养学生对产品设计方案

意图的传达尧产品造型表现能力尧设计能力和不同材质

产品的认识能力袁 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开拓创新精

神袁为专业设计打下良好的基础遥
优 产品设计手绘效果图的基本原理曰
悠 产品的形态尧空间与材质表现曰
忧 产品手绘透视效果图表现技法曰
尤 马克笔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曰
由 产品水粉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曰
邮 彩铅尧色粉笔等工具综合表现遥
三尧课程教学采用的方法与手段

在艺术发展的长河中袁 任何一个门类的艺术与设

计形式随时都可能被一种新的方法和手段所取代袁唯
有野手绘技法冶长盛不衰遥 就课程教学而言袁野喷绘技法冶
以其野半机械化冶的表现手法成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到 90 年代初的宠儿曰90 年代初袁野计算机辅助设计冶在
我国艺术设计领域普及袁AVTOACADP10尧3DSTUDIO
等开始热门袁于是野喷绘技法冶便逐渐退出了设计教学

的舞台曰90 年代中期后袁 这类软件又落后了袁3DMax尧
Photoshop 也不断升级和更新袁 此类软件的革新对提高

现代设计的效果尧 质量尧 表现力都起到极大的促进作

用袁 但常常会因无定法而滞后于艺术与设计各类专业

的不断发展袁不得不升级或优胜劣汰曰唯独作为设计表

达形式之一的野手绘技法冶袁在艺术与设计教学领域中

一直延续它的生命和活力遥
1. 课程教学的方法

手绘技法教学袁注重一种艺术素质的砥砺袁培养学

生的思维方法和形象表达的能力遥
优 坚持手绘技法野三步走冶的方法

先期的基础素描尧色彩教学是从写生入手袁提升观

察尧认识问题的能力袁锻炼造型能力遥 而手绘效果图技

法袁既具有基础绘画的这一面袁更具有表现野技术冶的一

面袁偏重于技艺结合遥
技术的学习世代相传袁 许多大师的技艺多从传承

中发展遥 一如书法技艺临习起家袁中国画临摹起家袁然
后变法袁这是一种千百年来前贤学艺的精髓学习之法遥
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也起于临习袁 临摹经典作品的用

笔尧用线尧用色尧归纳尧提炼的方法袁灵活领会而熟能生

巧袁走出新路尧创造新的技法遥
临习之后的第二步就是野再设计冶要要要也叫移植改

变袁把既有作品尧现成的摄影尧现成的素材改变原有状

态袁 产生新的手绘形式袁 就像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那

样袁把达芬奇的叶蒙娜丽莎曳加上他自己的野八字胡须冶
和粗壮的大手袁产生了新的形象遥

第三步就是创新渊原创冤袁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图袁
创造野预想空间冶袁把自身的内涵尧修养尧积淀触类旁通

地抒发出来袁付之于室内尧室外尧景观尧产品尧角色等效

果图形式的表现之中袁 这就使效果图技法走向了全新

的艺术设计遥
悠 理论教学融训练现场于一体

我们现在的班级人数均在 30 人以上袁从艺术教学

的规律来讲袁确实有很大的难度遥 因此袁我们秉持行动

导向的教学理念袁 结合实际任务袁 因人 渊不同专业层

次冤尧因业渊共同选题不同创意冤尧因时渊各自独立的进行

阶段冤实行野一对一冶以动手能力为主的现场教学袁老师

对学生的教学包括野手把手冶的指导尧示范尧辅导遥 示范

性地表现尧启发性地引导袁最佳效果是人数少而精尧班
级小而精遥 学习方法是每一单元讲授综合理论尧每次作

业前共性示范尧作业中指导尧作业后评讲袁寓理论于示

范尧辅导尧讲评之中遥
忧 项目尧任务式的课题教学

每届课程在学生基本掌握表现技法的基础上袁每
班进行 1耀2 次项目尧任务的实战创作遥 2014耀2016 年的

期末考试袁都是采用项目命题创作袁如院崇明小岛别墅

室内设计尧上海新村别墅室内设计尧金秋杉达校园等一

类真题真做的原创性设计遥2015 年叶上海杉达学院艺术

与设计学院师生作品选曳15 件作品发表在国家级艺术

类核心期刊叶艺术教育曳杂志上袁并得以在野全国艺术院

校院渊校冤长高峰论坛冶上以宣传影片形式播放遥
2015 年通过野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冶主教材渊二版冤

出版的实例袁将本项目相关任务袁如书中插图案例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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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尧书稿的编排等袁放入本课程实践教学环节之中袁把
任务分配给学生袁积极发挥师生互动作用袁掌握第一手

学生需求信息袁改变野教冶与野学冶分家的现象遥
2. 课程教学采用的手段

优 现代教学技术手段的应用

我们充分学习尧运用现代技术袁灵活地使用现代手

段袁如改变原来的挂图示范为图形图像示范袁通过投影

仪尧录像机尧显示屏尧PPT尧影视图像等配合理论教学遥
淤 重视数字图像色彩的运用技术的培养袁 提高手

绘效果图的质量遥 学生在课堂上画效果图袁有时依靠手

绘技法难以修改袁 可让学生打开计算机中的 PS 软件袁
向同学们示范处理尧修正手绘图稿的瑕疵袁使之成为一

幅较完美的效果图遥 要求同学们在画完作业后袁再附加

交一份图像处理的 JEPG 文件袁手绘达不到的袁通过电

脑处理曰电脑不能完成的袁通过手绘解决袁使手绘尧电脑

相得益彰遥 这正是设计行业急需的专业图像处理技术遥
于 采用多媒体野白板冶功能袁进行效果图表现技法

的经典作品尧优秀作品观摩赏析尧学生作业讲评遥 白板

功能远远超过原来的投影屏幕袁还兼具录像功能袁通过

野大师冶软件袁可对教师讲课全程录像遥 多媒体技术对手

绘效果图技法教学产生巨大的影响遥
盂 利用计算机的手绘板进行手绘技法表现袁 与徒

手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异曲同工袁这正是野动画原画效

果图冶原野关键帧冶手绘技法的最佳选择途径之一遥 纸上

手绘与计算机无纸手绘密切配合袁 从中深切体验现代

表现手段的妙处遥
悠 充分发挥教材尧教案尧课件的作用

淤 采用自编的核心主教材

本课程 2008 年 9 月以来的主教材袁都是由笔者任

总主编的野全国高等院校艺术设计规划教材冶袁分别为

叶效果图表现技法曳和叶设计透视曳渊中国电力出版社出

版冤遥 该教材已成为在全国各大艺术设计院校中广受欢

迎尧好评的畅销教科书遥
于 配合课程大纲的修订袁 我们每期都分门别类地

编制课程的多媒体课件遥 采用最新图片尧视频及动画的

形式袁全面地介绍原理尧方法和绘制步骤曰演示不同表

现工具及其使用方法和表现效果曰 通过教师讲解尧示
范尧强化练习等遥 该课件综合应用多种绘图软件袁效果

良好遥
四尧精品课程再建设的目标和成果

野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冶于 2013 年获评上海市级

精品课程袁在不断的后续建设中袁取得了有目共睹的

成果遥
1. 野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冶的主要特色及创新点

淤 野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冶开设于 20 世纪 90 年代

末袁是上海杉达学院设计学科的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袁
具有一定的建设厚度和历史积淀曰该课程于 2010 年获

批上海市重点课程建设项目袁2012 年顺利通过验收曰
2013 年评定为上海市精品课程曰本课程是以叶环境设计

效果图表现技法曳为龙头的野课程群冶袁带动其他设计专

业的多门野手绘设计冶课程袁应用性强袁被视为培养设计

师野看家本领冶的课程袁特色鲜明遥
于 本课程的教材建设成果突出袁 由课程负责人和

主讲教师主编的精品课程主教材 2 部院叶环境设计-手
绘效果图表现技法曳和叶设计透视曳袁分别于 2015 年前

后修订再版曰此外袁还采用配套教材计 30 余部袁均为我

院教师主编的各类国家规划教材曰结合电子音像资料袁
形成了支撑精品课程建设的立体教材群遥

盂 充分结合第二课堂袁采取以赛带练尧项目结合课

题展开教学与实践形式袁 硕果累累院 学生作品屡获大

奖曰编入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作品集 3 部尧参加中美学生

交流展览 2 届渊2014尧2016 年冤曰在国家级艺术类核心期

刊发表 3 期次 30 余件作品曰学生的效果图作品作为案

例被编入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叶环境设计-手绘效果

图表现技法曳主教材二版计 50 余件曰学生发表在国家

级艺术类核心期刊叶艺术教育曳杂志上的作品 15 件袁在
2015 年 12 月野第十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渊校冤长高峰论

坛冶上袁主办方作为成就影片内容展映袁引起强烈反响遥
榆 本课程专任教师多名袁以我国著名美术家尧上海

市教学名师尧教授牵头袁老中青结合袁学缘尧学历尧梯队

结构优越袁教学方法手段灵活多样遥 课程负责人尧主讲

教师在精品课程建设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袁 主编正式出

版学生作品集 3 部曰 课程负责人建有中国美术家协会

著名美术家官方网站一个尧叶上海名师创作室要要要席跃

良作品选集曳 大型精品画册 1 部 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袁2013冤尧叶影响中国美术发展之水彩篇要要要席跃良水

彩艺术曳渊天津美术出版社袁2016冤曰 总主编国家级艺术

设计规划教材 2 套曰 在我国顶级刊物上发表作品论文

一批渊如论文叶解读当代解构主义曳袁叶中国艺术曳人民美

术出版总社袁2015曰叶野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冶 课程改革

与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曳袁国家艺术类核心期刊叶艺术教

育曳袁2013曰叶高校校园主入口区绿化景观营造浅析要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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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市为例曳袁叶大众文艺曳袁2016袁等冤遥

虞 艺术与设计学院以野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冶课程

建设为龙头袁带动了学院精品课程尧重点课程的建设袁
成果包括市精品课程野景观设计冶渊2016 负责人院王烨冤尧
野包装设计冶渊2017 负责人院万轩冤尧市重点课程野室内设

计冶渊2016 负责人院樊灵燕冤等遥
2. 野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冶再建设的主要目标和成果

野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冶课程获批市精品课程后袁
后续建设工作的目标和实施情况如下院

淤 修订完善课程大纲遥 修订完成 2014-2017 版培

养方案和教学计划袁野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冶 课程群的

教学大纲于 2014 年尧2017 年两度修订完善袁 体现各专

业的特点和知识模块的调整遥
于 结合政府扶持基金项目改善课程教学设施遥 在

2015 上海市教委示范性专项基金 野艺术设计实验中心

渊二期冤冶建设项目中袁手绘效果图技法教学场所工作室

的现代化教学条件取得升级曰制作和更新了一批课件袁
选购了一批绘画与设计大师的教学录像作品尧 短片进

行图像示范教学遥
盂 营造浓郁的课程艺术教学氛围要要要展示厅建

设遥 在 2015 年上海市教委示范性专项基金野艺术设计

实验中心渊二期冤冶建设项目中袁2017 年上半年完成了 5
号楼 2 楼展示长廊建设遥

榆 举办师生作品展览袁出版师生作品集遥 2013 年

出版了叶名师作品选集曳大型作品集 1 部曰举办中美学

生设计作品展 渊2014/2016冤2 届曰叶中美学生设计作品

集曳渊2014/2016冤2 部曰发表师生作品一批遥
虞 参与学校校园建设规划遥 已分期分批将师生的

优秀作品装点校院公共场所袁美化校园环境遥 如院学校

野谢堂冶2014 年的野装饰画效果图冶长期陈列袁吸引了多

批外国友人的关注曰在学校国际交流场所尧学校艺术中

心尧嘉善校区图书馆和 3 号教学楼尧金海校区 10 号办

公楼和 5 号教学楼尧 曹路镇相关敬老院等处陈列着本

课程的学生作品遥
愚 课程全程上网袁 不断更新电子教案和多媒体课

件遥随时更新网上资源遥几年内已将体现教学改革成果

的全部教学资源上网袁营造师生互动的平台遥学校 2013
年起建立了第一个精品课程专题网站渊野手绘效果图表

现技法冶精品课程网站冤曰艺术与设计学院也相应建立

网上资源院 课程负责人要要要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著名

美术家席跃良官方网站尧 我校艺术与设计学院与美国

加州州立大学科博窑艺术与传媒学院交流网站等遥
五尧精品课程教学实践与再建设的体会

1. 精品课程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高校精品课程建设是教育部 野高等学校教学质量

与教学改革工程冶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是进一步更新教育

理念袁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袁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

养水平的关键遥 建设精品课程要求高质量的课程改革尧
高素质的师资力量尧高标准的课程内容尧高效能的教学

模式等方面的高效结合袁为社会输送高质量的人才遥 建

设精品课程要求持续优化教学资源袁提高教学质量袁紧
随社会行业尧企业的人才需求及发展趋势遥 通过网络技

术和多媒体技术手段将优质课程内容尧教案共享,并且

及时进行师生交流沟通袁达到教学相长的共同目标袁并
能促进远程教育和国际交流[4]遥

2. 认真对待精品课程的组织与申报工作

精品课程建设的目的主要是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

量袁教育部尧上海市教委精品课程建设工程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检验和展示课程教学成果的机会袁 也使得课程

建设成果有可能让更多的学生受益遥 必须十分重视申

报工作袁认真对待每一个环节袁力争完美展现遥 我们必

须进一步总结本课程建设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袁 不断进

行课程的再建设袁不落伍袁再上新水平遥
3. 强化精品团队一流水准的再建设

精品课程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袁 是要求有一流水准

的主讲教师队伍遥 一门卓越课程的建立袁绝非一朝一夕

就能达成的遥 教学内容的锤炼优化尧教学方法手段的提

升尧教材的编写和完善袁无一不需经过时间的考验遥 因

此袁精品课程的成果决不是靠一个人努力所能奏效的袁
只有组成精品团队袁长期不懈地协同奋斗袁才能建成高

水平的精品课程遥 这要求教师真正能以教书育人为己

任袁具有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遥 同时袁担任这一建设任

务的带头人尧主讲教师的学识水准和工作能力袁对建设

的成果也起着决定性作用遥
4. 课程教学条件的建设必须与时俱进

首先袁学科专业在发展袁新知识尧新思想层出不穷袁
课程内容必须随之更新袁否则教学的生命力就会丧失遥
其次袁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袁教育技术也在不

断进步袁带来了教学方法与手段的革新甚至革命袁因循

守旧尧不思进取将影响课程的先进性遥 再者袁课程建设

效果与一定的社会需求尧教学对象息息相关袁课程建设

的内容和目标应随社会需求和教学对象的变化而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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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遥 精品课程只能说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相对优

秀的课程袁只有与时俱进袁才能永不落伍遥
5. 深化实践教学思想袁锤炼学习模式

手绘表现技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遥 课堂实

践教学通过以手绘工具袁包括马克笔尧彩色铅笔尧钢笔

淡彩尧色粉笔等工具材料为主的技能训练袁使学生能以

艺术与科学结合的表现方法袁 着力体会效果图的情感

品格袁运用艺术的审美法则袁建立和谐的形式观念袁从
而提高学生的造型表达能力和创意能力袁 运用科学原

理与形式美相结合的法则袁 培养学生对手绘效果图创

造性的表达能力曰通过归纳尧概括尧结合专业方向的表

现性训练袁确立学生手绘表现的定位思维袁加强效果图

技法表现及应用性设计的创造性能力遥
本课程的实践教学活动袁强调能力训练袁注重素质

培养袁发挥上海地域优势袁利用校内尧校外综合资源袁把
课程做精做强曰对本课程的学科思想尧性质尧目的尧任
务尧训练方向有明确的认识袁实践教学须由野传授冶向
野学习冶转变袁我们有条件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袁通过

课程建设袁有效推动人才培养过程实现由野传授型冶向
野学习型冶的转变袁夯实以学生为主体尧教师为主导的

野学习冶模式遥

6. 充分利用网络袁发挥教材的优势

必须充分结合新媒体尧 网络教学手段拓展课堂内

容的深度和广度遥 搭建专业课程网络教学平台并对外

开放袁课程网站开设教学课件尧教学视频尧在线辅导和

作品赏析尧学习论坛等项目袁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学生并

提供相互交流的平台遥
精品课程教材袁是系列化的优秀教材遥 精品课程

主讲教师应该不断总结第一线经验自行编写和及时

修订尧再版袁也可选用国家级优秀教材和国外高水平

原版教材遥 鼓励建设一体化设计尧多种媒体有机结合

的立体化教材袁打破野一本书冶概念袁不断扩展教材资

源库等建设遥
精品课程建设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袁其建设尧再建

设的最终目标是将课程变为精品遥 正确理解和把握精

品课程建设的目的尧内涵尧途径与措施,将对精品课程建

设做出重要的指导作用袁 这正是精品课程建设全过程

中一定要掌握的重点[4]遥 包括院教学队伍建设尧教学内容

建设尧教材建设尧实验建设尧机制建设以及教学方法和

手段建设袁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等遥 精品袁就是特色

鲜明袁就是要与众不同袁做到野人无我有袁人有我优袁人
优我精袁人精我特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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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课程是高校课程体系中的精华袁具有野一流教

学内容尧一流教学方法尧一流师资队伍尧一流教材尧一流

教学管理冶等特点遥 不同类型的高校对精品课程建设应

该有不同的目标定位和建设方法遥 本文结合 2016 年度

上海市精品课程野景观设计冶的建设过程袁从应用型本

科人才培养的特征出发袁 探讨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如何

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精品课程遥
一尧野景观设计冶精品课程建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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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基于景观设计课程教学特点和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特征袁归纳了市级精品课程叶景观设计曳的建

设指导思想袁从完善教学内容尧优化教学方法尧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尧构建野双师型冶教学团队尧加强实践教学环境建设

等五个方面介绍了课程的建设路径尧特色和取得的成效袁为同类院校相关专业精品课程建设提供参考遥
揖关键词铱 精品课程曰 景观设计曰 应用型本科高校曰 课程建设

Abstract: Based on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义Landscape Design义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pplication-orient鄄
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he guidelines of the excellent course construction are summarized in this essay. Construc鄄
tion path, features and achievements are introduced from the five aspects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op鄄
timizing teaching methods, practicing teaching innovation, constructing 义double-qualified义 faculty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environment,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xcellent courses of
relevant majors in simila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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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高校精品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要要要以 2016 年度上海市精品课程野景观设计冶为例

王 烨
渊上海杉达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ourse Construction in a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要要要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Excellent Course 义Landscape Design义 In 2016
Wang Ye

渊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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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顺应社会对园林景观尧 城市空间景观设计人才

的需求袁环境设计专业于 2005 年开设了叶景园广场设

计曳课程袁为 4 学分专业必修课袁课程建设的主要目标

是拓展学生的专业领域,使之初步掌握中小尺度空间景

观设计方法袁提高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和就业竞争力遥
2007 版教学计划修订时该课程更名为 野景观设

计冶袁学分增加至 8 学分袁分为野专属绿地景观设计冶和
野城市开放空间景观设计冶两个部分遥 课程内容有所扩

展袁设计课题的难度和深度有了显著提升袁更加突出了

应用型课程特色遥 2008 年本课程获批校级重点课程袁
2011 年结题并通过验收遥 2013 年本课程获批市级重点

课程袁2015 年结题验收合格遥 2016 年本课程获得上海

市精品课程称号遥
二尧野景观设计冶精品课程建设指导思想

渝 突出应用型专业特色

野景观设计冶系列课程是面向我校环境设计专业本

科学生开设的核心课程遥
环境设计专业主要指以建筑及其内外环境为主体

的空间设计遥 具体而言袁是指设计者在某一环境场所兴

建之前袁根据其使用性质尧所处背景尧相应标准以及人

们在物质功能尧 精神功能尧 审美功能三个层次上的要

求袁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和技术手段对建造计划尧施工过

程和使用过程中存在或可能发生的问题袁 做好全盘考

虑袁拟定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尧方案袁并用图纸尧模型尧
文件等形式表达出来的创作过程遥 由此可见袁环境设计

专业是基于艺术与科学整体观念的交叉型专业袁 呈现

极强的综合性尧交叉性和应用性遥 其核心课程的建设必

须要突出应用性特色袁 以地方经济发展对专业人才需

求为导向袁以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为核心袁推行校企合

作人才培养模式袁彰显专业及学校特色遥
渔 准确定位精品课程培养目标

应用型本科主要是面向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

应用型人才袁在定位我校野景观设计冶精品课程的培养

目标时袁重点考虑以下几个因素院
1援 精品课程培养目标必须与该课程在人才培养目

标中的地位以及作用相一致遥
野景观设计冶课程是环境设计专业课程体系中野景

观设计冶课程群中的核心袁是实践性很强尧涉及专业面

很广的课程袁是对实现人才目标举足轻重的课程遥 我校

环境设计专业的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是为景观尧室内尧
建筑设计机构培养设计师助理遥 因此课程培养目标应

聚焦在培养学生正确的设计思维方法尧综合分析尧设计

与表达能力袁以便将来更好地适应岗位能力需求遥
2援 精品课程的知识体系的基本特点及要求应与未

来就业岗位对该门课程的能力尧 知识结构的基本要求

结合起来袁确定该门课程的培养目标遥
企业对景观设计专业人员期望的能力和素养要求

按照强度占前十位的依次为院团队合作能力尧交流沟通

能力尧基础测绘和绘图能力尧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尧人
文艺术素养尧设计与表现能力尧学习能力尧环境美学尧创
新能力及环境分析能力遥

结合我校学生学习能力尧就业方向尧市场需求等现

实条件袁从知识尧能力尧素质三个层面设定野景观设计冶
课程教学的具体目标渊图 1冤遥

3援 精品课程的建设都不是孤立的袁 应从专业教学

计划角度统筹该课程与专业课程体系的关系遥
自 2012 版环境设计教学计划起袁历届教学计划中

都建立了以野景观设计冶课程为核心的课程群渊图 2冤袁
围绕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与要求袁在前导课程中增加了

野小型建筑设计冶尧野设计调研方法冶尧野设计思维与表

达冶三门课程袁为景观设计课的教学做了良好的铺垫袁
在本课程同步学期增加了野景观植物配置冶野环境设施

图 1 课程教学目标框架

图 2 以叶景观设计曳课程为核心的课程群

王 烨 应用型本科高校精品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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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冶等三门课袁配合主课教学袁深化了教学内容袁提
高了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和综合设计能力袁并在后续

的综合设计类课程中得以进一步提升遥 实践证明袁通
过课程群建设有效提高了野景观设计冶课程的教学效

果和建设水平遥
隅 厘清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1. 课程的重点

优 培养学生全面尧深入理解景观的内涵尧景观设计

的范围尧景观设计与其它相关学科尧专业的关系曰
悠 培养学生掌握现代景观设计的思维方法尧 基本

流程和设计方法曰
忧 培养学生掌握现代景观设计的表达方法袁 包括

图纸表达尧文字表述和口头表达等遥
2. 课程的难点

优 建立室外环境空间和设计尺度的概念袁 理解并

掌握室外环境空间的构成形式曰
按照教学计划的安排袁在野景观设计冶课程之前的

专业核心课程主要是叶室内设计曳袁从界面清晰可见尧尺
度微观的室内空间转换成边界模糊尧 尺度宏大的室外

空间是对学生空间感和想象力的极大挑战袁 因此如何

帮助学生尽快建立外部空间概念袁 理解外部空间的构

成形式袁 体会并把握室外环境设计的尺度感是本课程

教学的难点之一遥
悠 理解相关专业理论尧技术知识尧艺术形式与景观

设计的关联袁并有意识地培养综合设计思维能力遥
野景观设计冶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课程袁不仅涉及

建筑尧规划尧园林尧公共艺术等同类专业袁还涉及环境心

理行为学尧社会学尧生态学尧园艺尧工程等相关学科袁在
项目设计中需要设计者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袁 平衡各

种关系袁这就要求设计者具备将所学专业知识尧设计技

能融会贯通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灵活运用遥 因此如何

培养学生专业知识迁移能力和综合思维能力是本课程

教学的难点之二遥
予 把握精品课程内涵

野一流教学内容尧一流教学方法尧一流师资队伍尧一
流教材尧一流教学管理冶等特点准确地概括了精品课程

的标准和内涵遥 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而言袁其培养目标

是培养生产尧建设尧服务等第一线岗位直接从事解决实

际问题的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袁 其培养的人才既要有

一定的知识广度又要精于专业知识尧技能袁是通才基础

上的专才教育遥 其精品课程的建设应注重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袁改革实践教学模式袁建设双师型教学团队袁创
新评价体系袁在实践能力培养方面体现出野五个一流冶
的内涵遥

三尧野景观设计冶精品课程的建设内容

根据上述课程建设指导思想袁野景观设计冶 教学团

队从教学内容尧教学方法和手段尧实践教学改革尧师资

队伍建设尧 实践教学环境建设等方面对课程进行了全

方位建设袁取得了较好的成效遥
渝 完善教学内容袁突出重点

本课程分两个部分袁各为 4 学分袁所讲授的设计理

论和安排的设计实践课题聚焦在狭义的景观设计领

域袁即场地设计和建筑外部空间设计遥
野景观设计渊1. 专属绿地景观设计冤冶是第一部分袁

讲授景观设计的主要设计理论与方法尧 主要表达方法

以及景观设计与其他相关学科和工程技术之间的关

系遥 设计实践选择较小尺度庭院尧公共建筑外部环境等

专属绿地景观设计作为题目袁 训练学生灵活运用所学

知识完成小型专属绿地景观设计的方案设计遥
野景观设计渊2. 城市开放空间景观设计冤冶是第二部

分袁讲授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景观设计方法尧景观施工图

绘制的基本方法和规范遥 设计实践选择城市开放空间

为设计专题袁如城市广场尧城市开放绿地尧滨水区等袁要
求学生完成基地调查尧案例分析尧景观规划设计尧文案

写作尧景观扩初设计等全过程袁理论结合实践袁培养和

提高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尧设计表达能力袁使学生基本

掌握大中型城市开放空间设计的全过程和设计方案尧
扩初设计尧施工图表达方法遥

十年来教学团队对教学内容不断进行提炼尧更新尧
完善袁补充当前景观设计领域的最新知识和设计思潮袁
案例选择兼顾经典性和时效性遥 设计项目以实际设计

项目尧竞赛项目作为课题袁采用野真题真做冶野真题假做冶
等方式进行针对性训练遥 理论教学内容与实践教学内

容相互穿插袁有机结合袁促使学生学以致用袁实战能力

得到提高遥
渔 优化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1援 突破传统的课堂授课方式袁 构建与课程教学目

标和内容体系相匹配的教学模式尧教学方法遥
优 案例教学法

运用案例教学法目的是向学生讲解景观设计的

基本原理袁分析成功作品的设计思路尧设计手法和细

部处理技巧遥 在实施过程袁课程团队的教师们都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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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案例的选择袁根据所阐述的知识点选择恰当的案

例袁同时注意案例的代表性尧时效性和艺术性袁有效地

帮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了景观设计的方法和过程遥 课

程中根据不同阶段的重点内容袁组织学生实地参观考

察和调研相应的景观设计项目袁 让学生身临其境袁体
验空间的层次尧序列尧设计细节袁更好地建立外部空间

意识和尺度感遥
悠 项目教学法

该教学方法是本课程教学的主要方法之一袁 改变

先理论尧后实践的传统教学模式袁以设计任务为驱动袁
在开课第一周就将课程设计项目布置给学生袁 在之后

的课堂教学中将理论知识分解在设计过程的各个环节

中袁 使学生在实践的每一步都能主动运用相应的理论

知识和方法袁实现教尧学尧做一体化遥
引进企业设计师深度参与实践教学是使项目教学

法取得成效的重要举措遥 我们安排本校教师与设计师

结对上课袁课前对设计师介入课程的时间节点尧授课内

容尧授课形式尧与本校教师的协调等细节做深入沟通并

体现在进度安排中袁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遥
忧 启发式教学法

本课程的教学注重在师生互动过程中启发学生的

思维袁互动形式包括课堂提问尧小组讨论尧野一对一冶设
计辅导尧成果汇报尧公开集体评图等遥 教师不再是知识

的灌输者袁 而是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者遥 通过这些互

动袁帮助学生梳理思路袁引导他们深入思考袁亲自动手

修改草图袁鼓励设计风格的多元化袁使学生改变以往被

动式学习为主动参与式学习袁 在与教师交流中发现问

题尧解决问题袁同时锻炼了口头表达能力遥
2援 改革传统的考核方式袁建立客观尧多元尧适度量

化的学生设计成果评价体系遥
本课程为考核课程袁 考核的主体是学生在课程学

习过程中完成的设计作品遥 评价体系强调过程性尧实践

性和应用性遥 本课程考核成绩由以下部分构成院平时作

业成绩 40%+期末考核 60%遥平时作业的内容与课程设

计紧密相关袁包括抄绘作业尧调研报告尧案例解析和课

程设计历次草图方案等多种形式袁 与课程设计进度环

环相扣袁每个作业都针对不同的技能或设计任务遥 教师

对学生在完成设计任务过程中进行的信息收集尧 资料

整合尧调研分析尧案例研究尧创意草图尧互动研讨尧成果

展示等一系列环节都形成完整的记录袁 并纳入评价体

系袁从而对设计过程起到监控作用袁培养学生建立良好

的工作习惯尧正确的专业思维方式袁引导学生注重平时

学习和把握设计进度遥
期末考核方式包括课程设计作品公开答辩和作

品图纸评分遥 在评价课程设计最终作品时袁实行班级

公开评图尧年级优秀作品公开答辩等方式袁由教学团

队组织课程评价小组袁 评委除了指导教师 渊团队冤以
外袁邀请其他任课教师和企业导师评委参与袁提供空

间和平台让所有学生展示作品尧表达创意尧与评委互

动遥 这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弥补指导教师评

分的单一性袁提升评价的客观性和多元化袁同时激发

了学生的荣誉感袁营造专业学习氛围袁促进学生之间

的交流和相互学习遥
3援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袁迈向全时教育遥
本课程运用现代技术信息手段进行教学袁 多媒体

课件教学率达 100%遥 搭建课程专业教学网站袁上传丰

富的教学资源袁包括课程教学大纲尧教学日历尧授课教

案尧PPT 课件尧习题集等袁展示历届学生优秀作品遥 教师

还通过移动终端与学生建立课程群袁 与教学进度同步

推送参考书籍尧文章尧教程等袁推荐专业网站尧微信公众

号等资源袁与学生实时互动袁答疑解惑遥
本课程的最终设计作品均采用电子版方式存档袁

以便查阅和保存袁 同时也利于鼓励学生运用先进的专

业软件表现设计成果和在网上展示作品遥
隅 创新实践教学模式

应用性与实践性是景观设计课程教学的核心理

念袁学生在校不仅要学习理论知识袁更重要的是让学生

走进实训室袁走进社会教学基地袁亲身体验设计过程袁
野做中学冶野学中做冶遥

课程建设过程中袁不断改革创新实践教学体系袁构
建了 野大课题+小专题+团队授课冶 的设计实践教学模

式遥 实践教学以景观设计课题为载体袁将知识点融入每

个分解出的小专题任务袁从简单到复杂袁从局部到整体

有序安排符合学生认知和学习规律的教学内容和训练

项目袁着重培养和提高学生现场调研尧资料收集分析尧
方案设计尧讨论汇报和成果表达等实际工作能力袁为就

业打下良好基础遥 由本校教师尧设计总监尧高级工程师尧
效果图专家组成的教学团队袁 在开课前就进行充分的

交流和研究袁制定严密的教学计划和进度安排袁承担不

同阶段的理论教学尧设计案例教学尧工程经验分享尧软
件操作技巧培训等教学工作袁分工协作袁取得良好的教

学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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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中注重全方位加强学校与企业的联系遥

与上海弈尚建筑规划设计渊弈机构冤有限公司尧上海中

景地景园林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等产教融合教育示范基

地开展全方位校企合作袁除了聘请兼职教授尧资深设计

师参与课程教学尧课程建设外袁还请专家开设讲座尧指
导毕业设计尧带教实地考察尧指导专业实习遥 企业与行

业的紧密合作袁既开阔了学生的专业视野袁提升了专业

学习的兴趣和自信心袁 也使之明确了社会对景观设计

人才的需求层次和岗位标准袁 从而更好地开展自主学

习和制定职业规划遥
予 构建野双师型冶教学团队

优秀的师资团队是使精品课程在应用型本科院校

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的基石遥 本课程教学团队的 8 名

成员由本校专职教师和设计企业资深设计师组成袁是
一支结构合理尧 具有较高专业素养和教学科研能力的

梯队遥 另配有专职实验室技工 1 名袁 负责指导学生金

工尧木工实验和作品制作遥
在知识结构和学缘结构方面袁 教学团队成员的专

业背景涵盖建筑学尧园林设计尧环境设计尧产品设计尧艺
术学等专业袁所有成员均非本校毕业袁且大多毕业于设

计专业名校袁其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1 人尧同济大学 2
人尧中央美术学院 1 人尧西南大学 1 人尧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 1 人尧上海大学 2 人遥 知识结构合理袁对景观设计

这一综合性尧交叉性课程的教学极为有利遥
在年龄结构上 60 岁以上的 1 人袁40-45 岁的 2 人袁

30-39 岁的 4 人袁30 岁以下 1 人袁年龄结构合理袁中青

年骨干教师是课程教学的中坚力量遥
职称方面袁 本校专职教师中教授 1 人袁 副教授 1

人袁讲师 3 人袁助教 1 人曰 企业教师分别来自建筑设计尧
景观设计公司袁 均为具有多年实践经验和高级专业职

称的资深设计师袁是我校正式聘请的兼职教授遥 本课程

的授课对象为我校环境设计专业本科生袁 采用小班制

授课袁师生比合理遥
发挥野老中青尧传帮带冶的优良作风袁老教授毫无保

留地传授教学经验尧贡献自己的社会资源袁中青年教师

对待教学工作充满热情尧一丝不苟袁在课程准备期间大

家充分研讨教学内容尧教学组织形式尧课程进度袁精心

选择适合的设计课题并制定出详细的任务书袁 同时还

和企业设计师充分沟通袁制定合作教学计划袁以保证合

作顺利开展并取得预期效果遥
教学团队建设注重可持续性遥 鼓励青年教师参加

各类学术交流尧教学研讨尧专业培训尧企业挂职等活动

并提供经费支持遥 带领青年教师参加教学研究项目袁指
导青年教师及时总结教学科研成果与教学改革经验袁
积极申报市级尧校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和科研项目遥

娱 加强实践教学环境建设

本课程在校内的实践性教学环境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院
1. 由 2010 年尧2011 年上海市民办高等教育政府扶

持基金项目投资的野艺术设计实验中心渊一期冤冶袁设有

野数字媒体实验室 渊机房冤冶野专业制图室冶野环境艺术设

计工作室冶野综合设计工作室冶野环艺尧 产品模型设计实

训室冶等系列工作室袁配有专职技师袁参与实验室的管

理和日常护理袁满足了本课程教学和实训的基本要求遥
2. 2015 上海市民办示范校项目 野艺术设计实验中

心渊二期冤冶袁主要面向环境设计专业需求袁包含虚拟现

实尧照明设计尧装饰材料构造尧摄影与图像处理实验室袁
有效提升了专业实践教学层次遥

3. 上海杉达学院校区及附带的古李园是本课程开

展项目设计实践的模拟基地之一袁野景观设计渊1.专属绿

地景观设计冤冶野环境设施设计冶野设计调研方法冶以及景

观设计方向毕业设计教学选择这些场所作为项目真实

环境袁 使学生在实践中有更直观的空间感受和环境体

验袁有利于更好地完成设计任务遥
4. 在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方面袁2014 年底我校

与上海弈尚建筑规划设计渊弈机构冤有限公司和上海中

景地景园林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签约袁 两家公司成为我

校环境设计专业产教融合教育示范基地袁 同时聘请上

述两家公司的设计总监为我校兼职教授袁 直接参与课

程教学尧指导毕业设计尧带教实地考察和专业实习遥
四尧野景观设计冶精品课程建设成效

野景观设计冶精品课程建设围绕应用技术型人才的

培养目标袁 结合民办高校生源质量和学生专业知识结

构袁聚焦教学内容袁在课程群尧教学组织尧教材建设尧考
核体系尧 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等方面进行了

大量建设和改革实践活动袁 尤其是加强了实践性教学

环节的改革袁通过实验室建设和与企业深度合作袁着重

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尧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袁并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袁形成了课程特色遥
1援 教师教研尧教材建设成果

优 教改尧科研尧课程建设成果

课程建设过程中袁 课程负责人和教学团队成员共

Wang Y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ourse Construction in a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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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上海高校本科重点教学改革项目 1 项尧 上海市精

品课程 2 门尧上海市重点课程 3 门尧上海市教委科研创

新项目 1 项尧上海市教委优青项目尧民办高校骨干项目

8 项袁发表论文二十余篇遥
悠 教材建设成果

课程团队历来重视教材建设袁2008 年袁主编中国电

力出版社野环境艺术设计冶系列教材中的叶环境艺术设

计概论曳叶环境艺术设计原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曳叶设计

色彩曳袁参编叶室内设计原理曳叶设计构成曳叶展示设计曳袁
该系列教材 2008 年 8 月出版并投入使用至今袁2015 年

再版袁多次印刷袁深受欢迎遥 其中课程负责人王烨主编

的叶环境艺术设计概论曳荣获 2011 年上海普通高校优

秀教材奖遥
2011耀2012 年袁课程团队又主编出版了中国电力出

版社于 叶全国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设计教育丛书曳 一套

渊包括叶西方现代设计赏析曳尧叶园林景观赏析曳尧叶中外建

筑赏析曳尧叶实体模型制作与应用曳冤袁并投入教学使用遥
2援 学生培养成效

近年来学生在国家级景观设计专业竞赛中获得多

项大奖袁设计表现类作品被收入中国电力出版社叶手绘

效果图表现技法曳教材尧文化部国家级艺术类核心期刊

叶艺术教育曳中袁在 2013 年由上海杉达学院和美国加州

大学北岭分校联合举办的中美学生设计作品展上展

出袁并被收入同期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的叶中美学生

设计作品集曳袁在兄弟院校中产生一定的反响遥
学生在上海弈尚建筑规划设计 渊弈机构冤 有限公

司尧 上海中景地景园林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尧PCDI 拜登

国际设计集团尧 上海佩尔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等多家

景观设计类公司实习表现优秀袁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袁
多家单位主动与我校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遥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主要任务是面向地方经济和社

会发展袁培养应用型人才袁而对人才的培养要落实在每

门课程上遥 作为课程体系中的示范课程袁精品课程的建

设必须更好地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相结合袁 组建优

秀的双师型教学团队袁 紧密关注行业发展和对人才需

求的趋势袁在教学内容的制定上去繁存精尧与时俱进袁
在教学方法和实践教学体系方面不断改革创新袁 强化

校企合作袁营造尽可能真实尧与企业相同的实践环境袁
从而真正有效促成学生将理论知识向实际工作能力的

转换袁培养社会认可的应用型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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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野现代酒店管理概论冶是上海杉达学院旅游管理及酒店管理专业开设的专业必修课袁该课程经历了

二十多年的发展与沉淀袁2016 年成功申请成为上海市精品课程遥在此过程中袁该课程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教

学理念袁教学条件不断完善袁教学团队不断壮大袁同时袁结合学生的学习特点以及现有的教育教学环境袁在教学上进

行了有意义的尝试与探索袁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遥 未来该课程将继续丰富并完善相关教学资料袁提升教学效果袁提高

学生的专业学习热情遥
揖关键词铱 精品课程曰 现代酒店管理概论曰 概况曰 发展

Abstract: The course of 义Introduction to Modern Hospitality Management义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both the major of
Tourism Management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in Sanda University, which had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as a
Shanghai Excellent Course in 2016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忆 development and accumulation. In this process, this
course has gradually formed its teaching idea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eaching is improved and the faculty
is strengthened as well.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the students忆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xisting teaching
environment, this course has conducted some meaningful explorations on teaching aspects and also made some achieve鄄
ments. In the future, the relevant teaching materials will be further enriched, teaching effects will be improved, and the
students忆 learning enthusiasm will be greater.
Key Words: excellent course; introduction to modern hospitality management; current status; fu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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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野现代酒店管理概论冶课程的发展历程

上海杉达学院自 1994 年建立旅游管理专科专业

开始就开设了酒店管理概论课程袁 是上海起步较早的

高校之一遥 在 2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袁经历了起步尧快速

发展尧精品建设三个阶段遥
2003 年以前为起步阶段遥1994 年学校建立旅游管

理专科专业袁野现代旅游饭店管理冶是专业必修课程之

一遥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袁使学生掌握酒店经营管理的

基本原理尧一般方法并树立科学的管理理念袁为进一

步学习其他专业课和日后的实际管理工作奠定理论

基础遥
2003耀2010 年袁快速发展阶段遥 2003 年旅游管理

专业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升为本科专业袁 针对这一转

变袁学校立即进行了野现代旅游饭店管理冶作为本科课

程的建设和教学改革袁结合野三明治教学模式冶渊大一尧
大二理论学习袁 大三进行为期半年的专业认知实习袁
大四完成剩余课程尧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冤的特点袁一
方面加强了师资力量的培养袁从华东师范大学尧上海

财经大学及上海大学等多所野985冶尧野211冶高校招聘了

8 位分别具有旅游经济尧酒店尧文化等不同专业背景的

青年教师袁 另一方面安排青年教师到酒店进行见习袁
以适应酒店管理概论课程的教学需要遥 经过 6 年的积

累袁2009 年 7 月酒店管理本科专业成功设立袁 并且成

为学校重点发展的学科和教学改革的切入点袁结合专

业特色将课程名称定为野现代酒店管理概论冶袁其重要

性日益突出遥 另外袁逐步加强对教学实践环节的重视袁
利用学校教师活动中心 渊包括 60 多间标准客房袁餐
厅尧咖啡室及会议室等冤建设的契机袁打造了校内可用

于该课程的教学实践基地袁并建立了一批校外酒店实

习基地遥
2011-2015 年袁精品建设阶段遥 这五年袁不断更新

教学理念袁优化教学内容袁创新教学方式袁通过定期开

展教学研讨尧说课比赛尧承接酒店行业发展研究课题

等活动袁 促进了整个教师团队教学水平的逐步提高遥
2011 年野现代酒店管理概论冶课程成功申报为上海重

点课程袁进一步推动了教材建设的发展遥 2013 年由重

点课程建设团队主编的教材 叶现代酒店管理概论曳出
版袁获得本校及其他使用院校的好评袁该教材于 2015
年 3 月获得上海市优秀教材奖遥 同时袁作为专业教学

的补充袁大学三年级还定期聘请酒店行业的高级管理

人员以系列讲座渊共 8 场冤的形式袁针对学生关心的实

习问题尧职业发展及行业前沿与热点问题进行广泛的

探讨与交流袁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遥 2013 年酒店管

理专业电子实验室建成袁可用于酒店前台接待系统教

学遥 2015 年嘉善校区望月楼要要要酒店管理专业实验教

学中心开始建设袁 该实习基地包括酒店运行实训中

心尧食文化实训中心尧茶文化实训中心和酒文化实训

中心袁这都为不断提高本课程的教学效果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条件遥
二尧精品课程野现代酒店管理概论冶的发展概况

经过多年发展袁该课程在教学理念尧教学条件及教

学团队建设等方面都逐渐具有了相应的特色袁 促进了

课程的进一步发展遥
1. 务实而又兼具创新的教学理念

根据上海杉达学院野应用型尧国际化尧高水平冶的办

学定位尧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尧酒店行业的人才需求袁
形成了以下三个教学理念院

第一袁紧跟行业发展动态的发展理念遥 以课程教学

为主袁酒店行业高级管理人员讲座为辅袁紧跟行业发展

动态袁结合行业发展前沿与热点问题袁与时俱进袁修订

课程教学大纲袁调整和充实课程的基本结构遥 既要使学

生掌握酒店经营管理的基本概念尧基本原理尧基本职能

和基本方法袁又要了解学科发展的新理论尧新思想及酒

店实际运作流程遥
第二袁以学生成长为主体的人才培养理念遥 熟知酒

店行业的人才需求特点袁 紧紧围绕以学生成长为中心

的观点袁在教学过程中理论培养与实践能力两手抓袁充
分发挥望月楼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中的作用袁 有意识

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尧人文素质尧创新意识尧创业精神

和社会责任袁从而增强学生的就业与创业能力遥
第三袁以行业需求为导向的需求导向理念遥 结合酒

店业的发展态势和岗位需求袁 在课程教学中理论素养

的培养与实践技能的提高都与酒店实际岗位需求相契

合袁做到学有所用袁用有所长袁实现人才培养与行业需

求有效衔接的理想目标遥
2援 不断改进与完善的教学条件

优 教材的选用与建设

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袁 根据学校 3 年更换一次教

材的规定袁先后使用过 6 本教材袁但在使用这些教材的

过程中发现普遍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袁 因此萌

生了编写一本适用本校教学需求的教材的想法遥 2011
年野现代酒店管理概论冶被批准为上海市重点课程建设

唐秀丽 精品课程野现代酒店管理概论冶院概况与发展

41窑 窑



No.32017Tang Xiuli On the Excellent Course of 义Introduction to Modern Hospitality Management义 :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项目袁利用这一机会袁组织 6 位青年教师共同编写了教

材叶现代酒店管理概论曳[1]袁并于 2013 年 11 月在重庆大

学出版社出版袁已用于我校 2012 级尧2013 级尧2014 级尧
2015 级尧2016 级酒店管理专业和旅游管理专业教学

中袁同时还被广州大学尧辽宁科技大学等高校使用遥 该

教材 2017 年将修订再版遥
悠 引导并督促学生自主学习扩充性资料

一方面袁本专业拥有独立的资料阅览室袁虽然面积

不大袁但还是藏有很多与酒店管理尧旅游管理相关的书

籍尧报刊资料袁统计年鉴等袁每年不断增添采编遥 资料室

有专人负责袁常年开放袁为学生课内尧课外自主学习提

供了互动平台遥
另一方面袁 鼓励学生充分利用学院图书馆资源进

行自修学习袁扩大知识面遥 学校图书馆的纸质图书非常

丰富袁拥有旅游尧酒店方面的中外文纸质图书 7000 多

册袁长期订购的中外文期刊 40 多种袁为学生的自主学

习和研究性学习提供了有效的文献资料遥
忧 充分利用实践教学环境

可用于该课程的实践教学环境由两个部分组成院
一部分是校基础部望月楼袁该实验教学中心 2016

年 9 月建成投入教学使用遥 野望月楼冶实习基地拥有与

酒店运营管理密切相关的四大实训中心袁即酒店运行

实训中心尧食文化实训中心尧茶文化实训中心和酒文

化实训中心袁还拥有 83 间客房袁房型包括标准间尧大
床间尧各式套房等袁为野现代酒店管理概论冶课程提供

了绝佳的现场教学场地袁成为课堂与行业相结合的理

想平台遥
另一部分与本课程相关的实验性教学环境还有院

电子实验室尧40 家校外酒店实习基地等袁为课程学习提

供了较好的先期基础认知曰除此之外袁三年级上学期开

设具有专业特色的系列讲座袁三年级下学期专业实践袁
并根据行业特点适当延长专业实践周期袁 四年级下学

期全部安排本科生的毕业设计或实践袁 这些都为课程

学习提供了后续深入延伸遥 两者结合袁完美链接了理论

学习与实践技能遥
尤 持续建设中的网络教学环境

在网络教学方面袁开设了网络课程中心 [2]袁通过网

络平台实现资源共享袁教师和学生及时沟通遥 现已上网

和正在规划上网的内容有院课程介绍尧课程教学大纲尧
教学参考资料尧习题汇编尧案例汇编尧实习手册尧学生技

能操作尧多媒体课件尧教师主编教材及其有关章节尧课

程视频等遥 课程中心还设立了师生互动栏目袁学生可以

通过该栏目与老师进行交流袁并可以上传作业遥 教师也

可以通过该栏目进行答疑遥 课程中心网站具有良好的

与校外联网的功能袁 师生可以根据教与学的需要随时

随地上网搜索信息遥
3. 科学合理的教学队伍

本课程主讲教师 4 名袁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 3 名袁
博士研究生学历 1 名遥 正教授 1 名袁副教授 1 名袁高级

职称占 50%曰讲师 2 名袁占 50%遥 4 名教师长期与酒店

行业保持密切联系袁 理论结合实际袁 知识结构较为优

化袁尤其是朱承强教授为国家级酒店星级评定员袁行业

经验十分丰富遥 除课程组 4 位主讲教师之外袁还有 3 位

辅导老师承担相关课程教学遥3 位辅导教师主要承担与

该课程相关其他课程的教学袁 作为一个教研组共同开

展各种教学研讨活动遥
课程组 4 名主讲教师以中青年为主袁 教龄均在 9

年以上袁辅导教师平均年龄 33 岁袁教龄均在 6 年以上遥
教学团队中的 4 名主讲教师均来自野211冶尧野985冶高校

的旅游管理专业袁3 名辅导教师来自上海实力较强的其

他高等院校袁学缘结构合理遥
本专业每年级 4 个教学班袁人数为 120 人左右袁课

程教学的生师比较为合理遥 每个班级配置 1 名辅导员袁
管理学习尧生活和组织课外活动等遥 虽然课程组只有 4
位主讲教师袁但却具有一专多能的尧现代意义上的专业

素质遥4 名主讲教师不仅仅能上好野现代酒店管理概论冶
课程袁还兼任多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程袁很好地将基

础课与专业课内容融会贯通起来袁 不仅打破了基础课

程与专业课程互不相干的弊端袁 而且形成了一种既包

含管理和旅游学科的经典规律袁 又有酒店管理的专业

特色袁最终形成了野大管理冶尧野大旅游冶的酒店专业教研

新模式遥
三尧精品课程野现代酒店管理概论冶在教学上的尝

试与探索

为了更好地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袁 依托与其他基础

课程共建的公众号进行教学方式上的改进与创新遥
1援 调整教学大纲袁避免重复袁突出课程教学重点

在调整教学大纲之前袁 与其他相关课程的老师进

行了充分探讨袁探明课程之间的前后联系袁明确了课程

在教学内容上的相通之处及各自的侧重点遥 在此基础

上修订了本课程的教学大纲袁调整教学内容安排袁在避

免与其他课程重复的同时突出本课程的特点与重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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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案例内容 思考问题

酒店概述 旅游饭店星级评定制度
1. 酒店星级评定制度的形成过程遥
2. 你认为现有酒店星级评定制度中哪些方面还可进一步完善钥

酒店市场
营销管理

出招院为什么 OTA 客源合理转换那么重要钥 1. 酒店市场消费群体的管理如何与时俱进钥

酒店前厅与
客房服务

国外有哪些花样百出的第三方订房网站钥 1. 第三方订房网站存在哪些利弊之处钥
那些专为女性设置的酒店楼层 2. 客房产品还可以在哪些方面进行细分钥

酒店服务
质量管理

80%国外酒店都免费提供的野隐性服务冶袁国内酒店
能做到多少呢钥

1. 如何理解野服务是酒店发展的生命线冶钥
2. 与国外酒店服务相比袁国内酒店服务缺少了什么钥

酒店创新
管理

过去两周的酒店行业有哪些新品上线钥 1. 结合这些上线的酒店行业新品袁总结其中存在的规律遥
对于未来袁住酒店的和做酒店的想法有多少冲突钥 2. 如何更好地实现行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供给与需求平衡钥

酒店安全与
危机管理

酒店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大全 你认为在处理酒店突发与紧急事件中有哪些注意事项钥

如弱化对酒店管理的理论基础尧酒店服务质量的讲解袁
增加了对酒店核心业务部门内容的学时分配袁 引导学

生对酒店企业形成初步认知袁 为后续其他专业课程的

学习打下一定的基础遥
2. 充分利用共建的课程公众号袁丰富学习方式

利用共建的公众号野专业学习那点事儿冶定期向学

生推送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行业热点新闻和案例尧 行业

资讯以及学生自主阅读材料袁 将行业最新发展动态与

焦点问题第一时间推送给学生袁 不仅加强了学生的专

业学习与行业发展之间的联系袁 而且还让课程内容时

时有新点尧课课有亮点遥 同时通过在公众号布置课程作

业和案例讨论的方式来要求学生关注本公众号袁 有效

提升学生学习的灵活性和学习的宽度遥 当然在后续的

建设中会持续更新案例及行业相关信息[3]遥

表 1 通过公众号推送的典型案例渊部分冤

3援 合理规划实践教学模块袁 提高学生行业认知水

平与动手能力

主要分为两部分袁 一部分是分批次组织进入校外

实践基地袁如波特曼丽嘉酒店进行参观考察曰一部分是

分批次带领学生进入酒店管理专业实训中心望月楼开

展酒店服务技能观摩与实训袁主要内容为院一是在望月

楼客房观摩房间清洁与做床服务袁 二是在望月楼中餐

厅观摩并实际操作餐桌摆台服务遥 要求学生总结心得

体会袁形成书面报告遥
4. 设立 A尧B 角教学方式袁提升教学效果

由于本门课程在教学内容上与其他三门课程有一

定的重合性袁 尝试针对重合部分的内容实行 A尧B 角授

课袁充分利用其他教师的专业特长遥
在课程讲解过程中袁根据教学内容进行适当扩展袁

让其他专业教师进入本课程的课堂遥 例如袁由于酒店客

源市场与旅行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袁因此在野酒
店市场营销管理冶的讲解中袁组织学生观摩正在进行的

野旅行社管理概论冶课程实践袁并发动学生讨论和分析袁
从而对旅行社的相关内容有更深入地理解遥 这样一来

不仅修订了原先的教学内容袁 进行了讲解重点上的重

新安排袁而且对行业发展动向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袁从而

做到与后续课程的有效衔接遥
四尧结语

精品课程野现代酒店管理概论冶的建设期为三年袁
经过尝试与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袁 但是作为市

级精品课程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补充与完善遥
首先袁 我们将完成与课程相关的所有资料的制作袁

包括课程视频尧案例库尧习题册尧试题册尧实践手册等袁形
成一套完整的教学视频尧学习资料袁供旅游管理专业尧酒
店管理专业以及对该课程有兴趣的学生进行自主学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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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袁 充分利用并继续完善公众号在课程学习中

的作用袁展示课程教学内容袁拓宽学习通道袁形成一种

野泛在冶学习模式遥 同时打通课堂与课后尧理论与实践尧
行业与教学等之间的关联袁 有效地提升教学效果以及

学生的专业学习热情遥

最后袁利用课程建设契机袁继续运用并改进针对课

程部分内容的 AB 角授课模式袁发挥教师所长袁增强团

队凝聚力曰另外袁继续完善课程实践环节的内容袁借酒

店管理专业实训中心这一优势条件袁使之系统化尧模块

化尧可操作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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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本文介绍了上海杉达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依托校企合作探索与实践应用型软件服务外包

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内容袁包括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 IT 企业的需求袁制定人才培养目标曰构建适应软件服务外包

业需求袁相互融合的理论课程体系尧实践教学体系和素质教育体系曰探索校企结合的野2.5+1.5冶教学模式袁实现野培
训--实习--就业冶一条龙等遥 文章还简要介绍了所取得的成果遥

揖关键词铱 校企合作曰 软件服务外包曰 应用型人才培养

Abstract: The training model of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in software outsourcing service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enterprises is introduced in this essay, including the fixing of talent training target based on the social e鄄
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emands of IT enterpri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heory system of courses, hands-on
teaching system and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system adapting to the demands and integration of software outsourcing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eaching mode of 义two years and a half on campus and one year and a half in
enterprise义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enterprises, eventually realizing the aim of the coordinated process
of training-internship-employment. Also, all the achievements accomplished are briefly introduced.
Key Words: the coope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enterprises; software outsourcing service; training model of appli鄄
cation-oriented talents

校企合作应用型软件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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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初袁 上海市教委公布了 2013 年度上海市

教学成果奖获奖名单袁上海杉达学院计算机专业申报

的叶校企合作应用型软件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模式的探

索与实践曳获得一等奖袁这个奖项是计算机专业的全

体教师在信息学院渊原计算机学院冤老领导候文永教

授尧黄建文教授和陈楠生老师带领下袁整整十年勇于

探索尧努力实践的成果遥 在喜迎建校二十五周年的日

子里袁回顾过去袁展望未来袁将推动学科专业的进一步

发展遥
一尧项目背景

早在 2002 年袁作为全校首批开展本科教学专业之

一的计算机专业就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院全国有近千所

高校设有计算机专业袁由于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无法

适应 IT 行业快速发展的需求袁该专业曾经一度成为大

学生就业形势最严峻的专业之一遥 我校是一所民办新

建本科院校袁计算机专业新生的录取分数处于二本下

端袁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属于调剂志愿袁如何把我们

的学生培养成符合社会需求尧适应行业发展的有用之

才是事关整个专业生存的首要问题遥 时任计算机学院

渊后改为野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冶袁以下简称野学院冶冤副
院长兼总支书记的陈楠生老师首先提出我们应该走

出去袁深入到市场和用人企业了解他们的需求袁他的

想法得到了学院首任院长候文永教授和接任他的黄

建文教授的大力支持袁接连几个暑期袁陈楠生老师带

领包蕾等老师冒着酷暑调查走访了数十家 IT 企业遥在
大量调研的基础上袁明确了面向当时人才需求十分旺

盛的浦东和长三角地区软件服务外包企业袁培养企业

急需的应用型人才袁确保较高的教学质量袁实现较高

的毕业生就业率的办学思路遥学院先后与十余家 IT 企

业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袁从构建适应行业需求的理论

课程体系尧实践教学体系和素质教育体系入手袁力争

办出专业特色遥
二尧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

渝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 IT 企业的需求袁制定了突

出野地区特点尧行业特点尧应用特点冶的人才培养目标袁
形成了三个市场急需的专业方向

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袁 我们根据社会经济发

展和 IT 企业需求袁结合我校自身的特点袁制定了突出

地区特点尧行业特点尧应用特点的培养目标袁即服务于

上海和长三角地区袁 特别是服务于浦东地区的社会经

济发展袁为 IT 企业袁特别是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培养具

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遥
在此基础上袁 根据软件服务外包企业的人才需

求袁进一步把人才培养目标具体化袁形成了软件开发尧
软件测试 尧网络与嵌入式系统等三个市场急需的专业

方向遥
渔 构建了适应软件服务外包业需求尧 相互融合的

理论课程体系尧实践教学体系和素质教育体系

1. 与合作企业一起袁采用野置换尧更新尧创建冶等方

式袁构建野夯实基础尧注重发展冶的适应软件服务外包业

需求的理论课程体系

理论课程体系由野核心知识冶和野前沿技术冶两大模

块构成遥
核心知识模块依据教育部高教司 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曳规定的核心知识领域确定袁
由 8 门核心课程组成袁 其目的在于为学生今后的发展

奠定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袁 这也是新建本科院校与一

般高职高专的重要区别之一遥
前沿技术课程模块由校企合作共同建设袁 其目的

在于使学生能及时了解学科专业的最新发展动态袁掌
握业界主流技术遥 在建设过程中采用了野置换尧更新尧创
建冶等方式袁即院以企业培训课程置换学校教学计划中

的学分课程袁根据来自业界的有关最新技术动态尧行业

需求以及项目发展等信息袁 及时更新课程内容或进一

步创建新的课程遥
2. 根据软件服务外包业对学生应用能力的要求袁

从野内容尧过程尧方法尧考核冶等四个方面着手袁构建野以
综合型项目实践为主线冶的递进型实践教学体系

在教学内容上袁从单一型尧验证型的上机实验转

为综合型尧设计型的项目实践曰在教学过程上袁从按章

节尧按知识点组织过程转为以任务驱动为主线袁递进

的实践教学过程曰在教学方法上袁从传统的以演示模

仿为主的教学法转为注重互动尧 贴近实际的教学法曰
在教学考核上袁从集中的考核知识掌握情况的笔试转

为贯穿教学全过程尧渐进式尧以培养能力为主的考核

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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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托校企合作机制袁构建野分阶段尧阶梯式冶的素

质教育体系

在新生入学教育阶段袁融入职业素质教育袁介绍 IT
行业岗位需求袁 引导学生对于自身的发展做到明确方

向尧摆正定位尧错位竞争曰
在基础与专业学习阶段袁组织学生到企业参观袁了

解这些企业的文化和发展状况袁 进一步明确个人今后

的发展目标袁激发学习热情和自身的发展潜能袁强化团

队协作意识曰
在毕业阶段袁 邀请企业来校召开毕业生招聘宣讲

会袁通过培训尧实习尧就业一条龙的合作模式袁使素质教

育的成果落实到提高学生的就业率遥
隅 探索了校企结合的野2.5+1.5冶教学模式袁实现

野培训要实习要就业冶一条龙

为了达到为本地区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培养应用型

人才的目标袁 我们依靠校内专职教师与企业兼职教师

两支教师队伍袁探索了野2.5+1.5冶教学模式袁即院在大一尧
大二和大三上学期的两年半时间内袁 主要由校内专职

教师完成通识教育课程尧 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

程的教学遥 从大三下学期开始的一年半时间内袁通过企

业兼职教师来校开设专业方向培训课程袁 进行课程置

换曰安排学生到企业实习袁进行毕业设计曰在毕业设计

过程中实行学校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双师制袁 学生作

为企业项目组的成员袁深入了解项目袁提高实践应用能

力遥 按照野培训要实习要就业冶一条龙的合作模式袁我们

组织了本专业三十余名学生赴位于印度迈索尔的印孚

瑟斯全球培训中心进行系统的项目培训实习袁 在企业

专家指导下完成毕业设计袁撰写全英文毕业论文袁培训

结束后学生全部被企业录用遥
予 校企合作尧 产学结合有力地推动了本专业的内

涵建设

我们依托校企合作尧产学结合袁有力地推动了本专

业的内涵建设袁在师资队伍尧实验室和实训基地建设等

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果袁 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和专业

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遥
通过安排教师参加企业技术培训袁 及时了解业界

动态袁掌握最新技术曰组织教师参加全国及行业组织的

研讨袁与企业技术人员开展学术交流曰与印孚瑟斯技术

渊中国冤有限公司教育研究中心合作袁组织专业教师赴

印度迈索尔全球培训中心进行系统的项目研发与项目

管理培训等遥 通过这些举措袁教师在专业知识更新尧项
目开发管理经验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袁 教师的创新意

识尧实践能力尧团队精神取得了长足进步遥
依靠政府扶持资金袁建设了多个新的专业实验室袁

在建设过程中袁充分利用了来自业界的有关行业需求尧
项目发展等信息袁 听取了企业同行对实验室建设的意

见和建议遥 在实训基地的建设上袁 充分利用企业的资

源袁与企业签订协议袁互为教学基地和实训基地袁实现

了合作共建尧互利共赢袁为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应

用型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环境遥
三尧项目的成果

经过多年的积累袁 我们已与一批企业建立了稳

定的校企合作关系袁按照野质量为本袁错位竞争袁办出

特色袁服务社会冶的办学理念袁专业建设取得了较好

的成绩遥
2009 年叶依托上海 IT 企业集团优势袁创建计算机

专业特色曳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三等奖遥
本科教学质量得到了社会的较好评价遥 在由教育

部高等教育司委托袁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尧中国科教

评价网尧 武汉大学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联合发布的

叶2012 年新办本科院校专业评价分析报告曳中袁我院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被评为 4 星专业 渊排名前 5%耀
20%袁属优势专业冤遥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遥
2010耀2013 年袁在上海市教委主办的上海市大学生计算

机应用能力大赛以及教育部高校计算机教指委尧 中国

软件行业协会等组织主办的全国性大赛中袁 计算机专

业的学生获得全国总决赛和上海赛区各类奖项共 33
项袁学生的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95%以上遥

2014 年初 叶校企合作应用型软件服务外包人才培

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曳获得了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遥
四尧结语

时光荏苒袁获奖至今将近四年了遥 近几年来袁学院

在院长陈瑛教授的带领下袁 学科专业建设上了一个新

的台阶袁软件工程专业申报成功并开始招生袁学院的其

他几个专业也分别设置了新的专业方向遥 校企合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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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入袁2016 年 9 月袁教育部公布了野数据中国耶百校工

程爷产教融合创新项目冶评审结果袁我校跻身首批试点

院校名单曰2016 年 10 月袁 为培养复合型金融 IT 人才袁
我校与上海华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正式成立

野上海杉达学院华钦学院冶曰2017 年 3 月袁学院加入了华

为公司与教育部应用技术大学联盟合作项目袁成为野华
为 ICT 网院冶的成员遥 随着学院的发展袁学院青年教师

也迅速成长袁 近年来计算机专业有 4 名青年教师晋升

为副教授袁青年教师成为教学尧科研尧项目建设的骨干袁
挑起了学院各项工作的重担遥

在喜迎建校二十五周年的日子里袁回忆过去袁激励

我们继续向前袁展望未来袁令我们倍感责任重大遥 让我

们共同努力袁朝着建成 野多科型尧国际化尧高水平冶应用

技术大学的目标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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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我国法律教育模式重记忆尧轻思辨的现状亟待改变遥 提高学生应用和与其他学科复合解决问题的

实际能力袁是我国目前法律教育改革尧创新的核心所在遥 法律教育改革首先必须明确方向和内容袁必须从同一化模

式向差异化模式转变遥 据此袁上海杉达学院胜祥商学院法学系根据社会尧市场对法律人才的多种需求袁致力于对学

生知识尧能力尧素质结构特色的分类培养袁从课程建设尧教学内容尧考核模式尧科研推动尧跨平台跨地域合作等方面着

手袁建立起复合应用培养体系袁取得了初步的改革成果遥
揖关键词铱 法律教育曰 复合应用曰 创新创业

Abstract: Our country忆s legal education model should be changed. Improving students忆 ability to apply and combine
their knowledge with other disciplines to solve practical legal problems is the core of China忆s current legal education re鄄
form and innovation. Law education reform must first make clear the direction and content, and must change from the
same model to a different model.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with a variety of demands from the
society and market on talents of this field, The Legal Department is committed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students忆 knowl鄄
edge, abil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qualities, the class teaching construction, teaching contents, assessment mode,
scientific research, cross platform cooperation so as to establish the training mode of professional composite that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reform.
Key Words: legal education; composite applicati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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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法律教育体制的现状和弊端

法律教育具有通识教育的性质遥 这对法科生来说

尤为重要袁 因为法律职业要求从业者具有对经济尧政
治尧社会乃至世故人情的深刻理解袁部分部门法甚至需

要对心理尧 科技等方面的掌握遥 法律职业的特点与会

计尧金融尧理工科等专业有很大的不同袁通识教育是法

律教育的有机组成遥 教育部尧司法部 2011 年叶关于实施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训计划的若干意见曳明确规定袁深
化法律教育改革袁充分发挥法律教育的基础性尧先导性

作用袁是我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的主题遥
法律教育应重点考虑毕业生的职业需要袁 为职业

生涯打下基础袁这也是社会尧市场对法律教育的要求遥
但长期以来袁 我国高校对培养法律人才定位等问题还

是缺乏清晰的认识[1]袁提高学生应用和与其他学科复合

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袁才是我国目前法律教育改革尧创
新的核心所在遥

应该看到袁造成目前我国法律教育重记忆尧轻思辨

现状的 3 个主要原因是院法律传统应试教育的惯性曰大
部分知识分子因循守旧的思维模式和法律职业的行政

化遥 面对浩如烟海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袁法科生在相

当长的时期内一直以为法律学习的效果取决于记忆力

的好坏[2]遥 而且袁法科生在中小学受到的应试教育影响袁
进入大学后很难消除遥 如果杉达法律教育缺乏改革和

创新精神袁从本质上说袁就是在成批尧成届地制造法律

机器人遥
二尧法律教育改革的需求导向

1. 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

迄今为止袁 我国法律教育体系实际上并未完全成

型遥 各法科院校在讲课时袁主要采取讲义形式袁偏重背

诵条文尧标准答案以应试袁缺乏职业素养和技能的严格

训练遥 课程设置尧讲课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等与法律实务

和社会需求不够吻合袁与国际法律教育更是相去甚远遥
所以袁法律教育改革首先必须明确方向和内容袁必须从

同一化模式向差异化模式转变遥 根据社会尧市场对法律

人才的多种需求袁进行特色的分类培养遥
据此袁杉达法学的发展方向和内容应设定如下院
需要注重学生反思尧批判的理性培养遥
需要通过改革课程设置尧教材尧参考资料等一系列

配套措施袁建立合理的基础知识体系遥 除了核心课程之

外袁还要增设专业复合课程尧程序应用课程尧知识前沿

课程等遥

需要实施案例-判例教学法尧讨论教学法尧诊所教

学法袁聘请拥有实践经验的教师袁增加实务技能训练课

程的比率遥 诊所教学法在我国法律教育中尚属起步袁但
对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十分有效遥

2. 培养原则和框架

上海杉达学院自开设法学专业来袁2010-2016 年

间袁已培养了八届本科毕业生遥 应届毕业生中多人升学

考研渊同济大学尧上海海事大学尧上海社科院尧华东政法

大学尧澳门科技大学尧上海政法学院等冤尧出国读研遥 在

学科建设尧师资队伍尧科研水平尧培养质量等方面袁积累

了良好的社会声誉遥
杉达法学的培养原则是院应用发展尧形成特色遥 即

致力于对学生知识尧能力尧素质结构的全面尧综合培养袁
以求毕业生有能力服务于社会遥

根据上述培养原则袁杉达法学全新的培养框架是院
具有法律应用素养的商务尧社会尧管理人才袁能够从事

非法律职业的工作,如公务员尧企业管理者尧或其他一些

与法律职业没有直接关系的商务工作遥 总之袁无论是哪

一个层次的人才袁都不再是专业单一的人才遥
具体说袁就是面向上海和长三角地区袁培养有较好

的英语尧计算机水平袁了解国际经贸法律和实务袁具有

职业核心能力袁具备公司企业法律事务处理能力袁具备

刑事尧行政尧民事诉讼尧仲裁和调解方面的基本技能袁能
够从事法律服务的毕业生遥

这就要求学生具有行业通用能力袁 掌握口头和书

面表达的基本技巧曰具有一定的演讲尧辩论和专业写作

能力曰对事物具有判断能力尧思辨能力尧自学能力尧决策

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曰具有创新意识尧合作意识和开拓

意识遥
上海杉达学院地处浦东袁了解自贸区的监管模式尧

治理模式和法律适用尧 国民待遇条件下的负面控制以

及金融风险控制等袁都是杉达法科生就业的优势条件遥
简要地说袁法科生自由选择选修课程袁然后再按照

自己的职业规划袁选修其他专业课程遥 在这个复合应用

培养的框架中袁首先应强化应用性较强的课程袁如司法

考试课程遥 杉达法科生每年的司法考试通过率高于全

国高校的平均通过率袁而且这个百分比还在继续增长遥
3. 培养模式和措施

与此相适应袁在培养模式上袁杉达法学已经在复合

应用的课程设计尧内容尧教学方法及手段尧考核方式尧题
库建设尧实践教学尧教材等多方面实施改革遥渊参见图 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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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杉达法律复合应用体系

具体做法是院
优 2016 年 5 月袁上海杉达学院法学系发起举办了

野首届长三角高校法商复合应用智库论坛冶袁 邀请长三

角 7 所高校和企业界的代表共同研讨遥 在归纳各方现

有经验的基础上袁智库论坛提出了创新尧突破的复合应

用方向和全力适应社会就业尧 创业的高校培养新思路

和新方案遥 叶上海教育曳叶东方教育时报曳叶上海教育新闻

网曳等媒体都做了深度报道遥
智库论坛的高校代表原致同意袁暂时在教育部应

用技术大学渊学院冤联盟的平台上袁创立教育部尧市教

委认可的法律复合应用智库遥 该智库将结合法律教

育的复合应用模式和成果袁 继续开展相关的研究和

实施遥
作为该智库秘书处的首批创始成员袁 与会各单位

将推出相关电子刊物袁制订出成果认定的野协作守则冶袁
逐步在华东尧全国的高教界和就业尧创业市场上形成高

端影响力遥
悠 2016 年 1 月袁杉达野国际商务和法律复合应用

中心冶发起举办了野华东 8 高校法商复合应用研讨会冶袁
邀请了华东渊苏尧浙尧皖尧沪冤8 所高校的法学专家袁就教

育部尧国家发改委反复强调的高校 野法律复合应用冶 的

理论尧战略尧路径和模式进行深入讨论袁起草了叶联合宣

言曳遥 叶上海教育曳叶东方教育时报曳叶上海教育新闻网曳等
媒体都做了及时报道遥

忧 为创新复合应用人才培养模式袁杉达野国际商务

和法律复合应用中心冶 于 2015 年 11 月发起了与上海

第二工业大学和上海金融学院教师共同参与的 野浦东

金桥高校法律复合应用协作研讨会冶袁研讨如何协作培

养应用型尧复合型人才遥
尤 2014 年袁杉达野国际商务和法律复合应用中心冶

指导杉达传媒学院新闻专业学生团队开展专业复合应

用袁已形成成熟的跨专业复合应用和创业模式遥
由 2014 年袁法学系成功申报了 3 个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项目要要要叶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法律应用和

保护平台曳叶大学生法治教育微电影系列曳和叶大学生创

新创业失败案例综合研究所曳袁其中叶大学生法治教育

微电影系列曳成功申报市一级项目遥
邮 杉达法学已建立了专门的应用教学平台及实践

教学场所三处袁跨专业实训平台一处渊模拟法庭尧法律

咨询室尧法学创业和应用中心尧现代商务流程管理实训

室冤袁都配备了专门的指导教师[3]遥
4. 主要改革成果

优 发表了科研成果 叶高校法律复合应用研究曳叶再
论法律复合应用要要要原则尧框架和模式曳袁是法律复合

人才特色院
具有法律应用素养
的社会尧管理人才

授课模式院
反思尧批判理性培养

教学内容院
案例-判例尧讨论尧

诊所教学法

跨平台跨区域合作院
长三角尧跨校共建尧校

企合作

杉达法律复合应用体系
要要要特色和品牌

应用型科研院
创新尧数量+质量

课程安排院
专业复合尧程序应用尧知

识前沿尧职业规划

考核模式院
思辨与能力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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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体系的纲领性研究成果遥

悠 在复合应用教研的模式下袁 法科生司法考试通

过率 2016 年成倍飞跃袁达 22%遥 自杉达法学系成立以

来袁通过率从过去高于全国高校 17%的平均通过率袁到
大幅度超过平均通过率遥

忧 完成了高校法律复合应用的科研报告 叶政策研

究报告院高校法商复合应用体制研究曳遥

尤 杉达学院法科生考研人数比率尧通过率袁多年来

均占学校前茅遥
由 自学校开始设立科研成果奖起袁 法学系已连获

科研一等奖尧二等奖尧三等奖各 1 项袁教师获奖比率列

学校前茅遥
邮 据法学系尧麦可思公司统计袁2010-2016 年法科

生就业 3 年后市场满意度名列前茅渊参见表 1冤遥

序号 荣誉称号 授奖时间/部门 获奖者

1 第 17 届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C 类渊本科非
英语专业冤一等奖尧二等奖尧三等奖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
会和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

会
2015 年 5 月

法学系王琪尧伊娜获二等奖曰法学系周
铁鸣三等奖

2 野2015 上海高校大学生法治辩论赛冶获得
野优秀组织奖冶

上海市教委
2015 年 10 月

法学系

3 野2015 上海高校大学生法治辩论赛冶获得最
佳辩手称号遥

上海市教委
2015 年 10 月

法学系 2013 级李梦思

4 荣获上海市高校法治教育特色精品项目
上海市教委
2015 年 10 月

扬帆法律协会

5 荣获上海市高校法治教育特色项目
上海市教委
2015 年 10 月

8338 法律咨询室

6 2015野知网杯冶上海高校文献信息资源检索
大赛二等奖

上海市高校图书馆情报工作委员
会尧上海市高等学校情报工作委员

会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组
2012 年 12 月

姜 南

7 2016 年上海杉达学院青年教师竞赛二等奖 姜 南

8 新闻短片叶要赚钱袁先交费曳荣获第八届上
海大学生电视节短篇大赛提名奖

上海杉达学院复合应用和创业
8338 法律咨询室教师参与指导袁传媒

学院新闻专业杜玉青团队录制

表 1 杉达法学复合应用体系的部分成果渊获奖类冤

三尧对法律教育改革的展望

今年袁在普通高校转型愈加深化的形势下袁以通

识教育主体模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职业法律教育袁应
该能在素质教育尧职业教育和司法伦理教育之间找到

平衡遥
杉达法学将在现有的基础上袁进一步深化改革袁在

改革中创新袁在创新中深改遥
1. 措施一院法律教育应创新培养反思尧批判的理性

在传统教学中袁 缺乏批判性思维的教师容易过多

关注学生对学科尧专业知识的掌握和答案正确与否袁容
易导致学生只重结果不重过程袁 缺乏反思内在的思考

历程[4]遥 法律学科袁有标准答案袁但切忌盲目迷信它遥 要

鼓励学生自由尧批判性地思考和表达遥 只要言之有理袁
教师都应给予积极的评价遥

这就要求改革教学评价方式袁 将批判性思维能力

纳入考评体系遥
改变教学评价方式主要应改变对学生学习的评价

体系袁不能仅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尧对标准解答的内容

来考量学生的学习效果遥 因为它容易让师生的思维纳

入某种固定的模式中袁使学生的想象力尧形象思维等无

从生长遥 把批判性思维尧创造性思维遗忘在教育之外袁
与我们的法律教育目标相背[5]遥

2. 措施二院法律教育应创新实施案例-判例教学法

和诊所教学法

法律教育还需要丰富遥 有效的教学方法袁案例-判
例教学法和诊所教学法是目前我国高校法律教育的不

二之选[6]遥 通过即兴辩论尧小组讨论尧头脑风暴尧专题研

讨等探究式学习方法袁鼓励学生进行有益的怀疑尧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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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寻尧客观的验证[7]袁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材料和多元

的意见袁鼓励他们用质疑和批判思维袁逐渐取得思维的

敏锐性和逻辑的严密性遥 当然袁 学生还需有良好的口

才袁尤其是辩论能力遥 通过这些袁可以训练法律学生必

不可少的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严谨性遥
唯有系统地更新我们的教育观念袁 改革教育的目

标尧内容尧方法和评价体系袁才能逐步改造和形成法律

教育的批判性尧创新性文化生态袁从根本上促进学生批

判性思维的形成袁 为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基本的

环境和条件遥
3. 措施三院法律教育应创新改革考核方式袁应以思

辨与能力为考核中心

杉达法学拟采取书面答卷尧 撰写论文及口试等多

种考核形式遥 由于杉达法学以培养复合应用型法律职

业人才为目标袁在教学中贯穿讨论尧思辨等方式袁所以袁
我们可以采取撰写论文尧书面答卷尧口试等多种考核计

分方式[8]遥 其中袁口试是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现场回答尧
当堂测试袁 主要是检验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和

应用能力袁 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应变技巧和思辨能

力遥
4. 措施四院法律教育应跨校共建创新

杉达法学系已经和长三角地区 5-7 所高校达成

共识袁培养复合应用型法律人才要要要即毕业生应具有

全球化的视野袁具有精确把握法条尧深入了解社会现

实的能力袁能够在解决问题时体现思维的严密性和多

角度性袁能够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尧掌握新的学习与工

作方法遥
具体说袁就是更好地把道德素质尧专业素质尧身心

素质尧人文素质以及应用能力尧思辨能力尧创新能力的

培养和提高有机地结合起来遥 而要达到这个目标袁非集

各家高校专业之长不可袁 因为在高校普遍设立法学专

业的情况下袁各家都有自己的强弱方面袁要形成自己的

特色袁甚至品牌袁绝非易事遥 我们对学生提各种素质的

有机结合要求袁 教师自己也必须有强强结合的方向和

措施遥 否则袁要创新地形成法律教育的复合应用体系也

会是纸上谈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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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叶新闻评论实用教程曳
渊作者及审稿专家信息见附录冤业已付梓遥 这是上海杉

达学院传媒学院和上海教育报刊总社多年校企合作的

一个可喜结晶袁是传媒学院教学改革的一个转型标识袁

也是行业兼职教师融入高等教育的一项积极尝试遥
十多年前袁 该书第一作者戴成法老师应原复旦大

学新闻学院院长陈桂兰教授之邀到当时的杉达人文学

院讲授新闻评论课遥 教学过程中袁戴老师发现学生对所

揖摘 要铱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叶新闻评论实用教程曳是上海杉达学院在转型发展过程中编写的一本接地

气尧有实效的新教材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窦锋昌教授认为袁该教材具有实用性尧时代性尧系统性遥该书的出版袁为我校

传媒学院新闻评论教学提供了新鲜而实用的教学范本和训练依据遥
揖关键词铱 新闻评论曰 实用性曰 时代性曰 系统性

Abstract: 义A Practical Course of Journalism Review义 published by Higher Education Press is a new practical and effec鄄
tive text book edited in Sanda Uiversity when it i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progress. Professor Dou
Fengchang in School of Journalism in Fudan University claimed that this text book features practicability, systematicness
and contemporaneity.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new text book has provided new and practical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raining basis in the teaching of Journalism Review in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in Sanda University.
Key Words: journalism review; practical; contemporaneity; systematicness

一本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新教材
要要要推介叶新闻评论实用教程曳

陈亦冰
渊上海杉达学院 传媒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A New Course Integrating Production and Teaching in
University and Enterprise Cooperation

要要要An Introduction to the Text Book of 义A Practical Course of Journalism Review义
Chen Yibing

渊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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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教材中的许多评论案例反应一般袁 但对老师添加的

不少最新案例与教学内容饶有兴趣遥 经了解袁原来是教

材中的一些案例时过境迁袁 与学生所能认知的现实生

活也相隔甚远遥 于是袁 戴老师便萌生了自编教材的想

法遥 后来袁虽因左腿受伤中止了兼职教学工作袁但戴成

法老师编写教材的想法没有改变袁 并在自己所从事的

新闻本职工作中有意识地积累素材袁 同时尝试给不同

媒体撰写新闻评论和专栏评论遥
两年前袁戴成法老师应上海杉达学院传媒学院之邀

再上讲台袁重拾新闻评论课程教鞭袁并选择了国内目前

比较通用的一本叶新闻评论教程曳遥综观当下出版的同类

教材袁这应该算是一本较好的教材遥 然而袁备课过程中袁
却发现教材内容理论研究色彩较浓袁实践指导意识不够

突出袁所用案例同样不大野接地气冶遥如果照本宣科袁不仅

难以提升教学效果袁而且难以实现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

力的教学目标袁 更难以满足当前新旧媒体融合背景下袁
社会舆论引导对评论人才的实际要求遥 因此袁不得不调

整教材体例和教学内容袁并以自编教案为主进行教学遥
新闻评论学是一门内容相对枯燥的课程袁 如果案

例针对性弱尧理论脱离实际尧教学偏离实践袁则学生很

难通过学习这门课程写出有思想尧有深度尧有文采尧合
法度的新闻评论作品遥 因此袁 必须贴近学生的学习实

际尧生活经历和认知水平袁使教学案例野接地气冶袁将理

性知识感性化袁使课堂教学实训化袁在有限的教学时长

中袁让学生多写多练多讨论袁使学生相对快速尧充分尧有
效地掌握新闻评论的写作要领和相应技巧袁 从而提高

实践创新和评论写作能力遥
鉴于此袁这本教材坚持案例驱动尧内容务实尧课堂

实训的编写原则袁 在教学内容安排上袁 以大量案例分

析尧课堂内外实训尧有序习作体验增强学生对新闻评论

写作规律的感性认识袁 以课余分组讨论尧 课堂集体交

流尧 作业统一指导强化学生对新闻评论写作技巧的理

性认识遥 案例不仅选用了当下主流媒体的重大时评袁而
且精选了两位作者最近见于报刊的各类新闻评论作

品袁还适当选用了本校学生的优秀评论习作袁引起了学

生的极大兴趣遥 教师分享行业经验激发学生对新闻评

论积极学习的自觉意识袁 同时参考了一些专家学者的

最新研究成果袁净化掉理论脱离实际的成分遥 经过几轮

教学磨合袁 学生的选题价值判断能力和评论写作驾驭

能力均有所提高袁教学进展顺利袁学生反映良好遥 学院

领导因此决定正式编写出版这本叶新闻评论实用教程曳
这本教材的编写和审定得到了新闻界尧 出版界有

关专家以及传媒学院许多师生的支持和帮助袁 给了作

者很大的鼓励遥 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窦锋昌教授的外

审点评及上海杉达学院教务处的立项助推袁 则是最终

促成这本教材顺利出版的重要动因遥
在窦锋昌教授给高教出版社的书稿评价报告中袁

他这样评价院
野看过叶新闻评论实用教程曳这本书袁有三点明显的

感受遥
第一袁实用性遥 该书的名称中有野实用冶二字袁与其

他已出版的新闻评论类教材相比袁 这也是这本书最大

的特色遥 新闻评论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袁学习这门

课程的学生大部分也是以评论写作和赏析为主要的学

习目标遥 因此袁该书突出实用性是非常必要的遥 从内容

上来看袁 这本书整个的谋篇布局都是在着眼于新闻评

论的实操袁里面有大量的评论实训案例和范本袁这些都

是实用性的最佳体现遥
第二袁时代性遥 新闻评论类教材袁不同的出版社以

前已经出过多个版本袁但是因为年代的原因袁一部分教

材的内容已经显得老化袁跟当下的新闻评论实践脱节袁
特别是如今已经进入了新媒体时代袁 新闻评论的生产

也极大地从原来的专业化改变为社会化袁 新闻评论的

作者极大地多元化袁 这些新的媒体环境很大程度上在

影响着新闻评论的写作遥 这本书设置了专门一章来谈

野网络新闻评论冶袁在其他章节中袁也不乏网络评论的内

容袁使该书的时代性得以彰显遥
第三袁系统性遥 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袁其应

对性尧操作性强袁要把新闻评论写成一部完整的书和教

材不容易袁 但我们看到这本书从理论性比较强的新闻

评论的本质尧作用尧分类到应用性比较强的选题尧立意尧
论证袁所有内容形成了一个系统的体系遥

总之袁我认为这本书非常具有出版价值遥 冶
叶新闻评论实用教程曳终于问世了遥 自此袁传媒学院

两个专业的新闻评论课以及学生的新闻评论训练营袁
有了新鲜而实用的教学范本和训练依据遥

我们更期待上海杉达学院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袁
能不断涌现这样接地气尧有实效的新教材遥

陈亦冰 一本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新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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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成法简介

先后在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尧 江苏省常州师范学

校渊现常州工学院冤尧江苏省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

院尧中国纺织工业部渊现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冤机关刊物

叶纺织教育曳杂志社尧常州日报社渊含常州晚报冤尧旅游时

报社尧 上海教育报刊总社等单位工作袁 从事中高等教

育尧新闻工作 34 年遥 曾任叶常州晚报曳副刊部主任尧叶常
州晚报曳编委尧叶旅游时报曳总编辑尧社长助理尧上海教育

报刊总社高招周刊主编曰2015 年担任高等教育出版社

新编辑导师曰2016 年被上海杉达学院聘为传媒学院兼

职教授袁讲授叶新闻评论曳叶媒介批评曳等课程遥
专业技术职称院主任编辑遥

作者陈亦冰简介

从事新闻出版工作 37 年袁 曾任 叶中国教育报曳记
者尧上海记者站站长曰上海教育报刊社副总编尧叶上海教

育报曳常务副主编曰上海教育报刊总社党委副书记尧纪
委书记尧副社长遥

退休后受聘担任中国教育报特约评论员尧 上海教

育杂志特约评论员尧 上海老年大学专家委员会特聘专

家曰 还当选为中国老教授协会编审委员会副会长兼副

秘书长尧全国校报校刊工作委员会主任遥
2015 年 1 月起出任上海杉达学院传媒学院执行院

长尧院长尧名誉院长遥
专业技术职称院主任记者尧编审遥

审稿专家窦锋昌简介

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遥 曾任叶南风窗曳杂志

社社长尧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编委尧广东省数字出版专家库

专家遥研究重心涉及新闻采编实务尧全媒体新闻生产尧媒体

融合发展尧媒介伦理与法规等领域袁并主持野上海传统媒体

与新媒体融合发展问题研究冶等多项省部级课题研究遥

附录

叶新闻评论实用教程曳作者及审稿专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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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中旬袁 笔者作为上海杉达学院时尚学

院副院长袁 带领 9 名师生访问了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

那大学袁开展为期 8 天的专业交流和野非遗冶文化传播

活动遥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地处中欧南部袁巴尔干半岛西

北袁是中欧通往亚得里亚海的门户袁处于各种欧洲文明

的边缘地带遥 作为前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国袁独立后的

斯洛文尼亚随着转型的深入袁经济迅速发展袁被欧盟称

为野中东欧经济转轨最成功的国家冶袁是中国野一带一

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
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 Research &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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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院 程宏袁男袁上海杉达学院时尚学院副院长袁副教授遥 电子邮箱院hongcheng @sandau.edu.cn

揖摘 要铱 文章以艺术设计专业的国际合作课程为例袁阐述野课程思政冶可以充分挖掘学科自身特色和优势袁
提炼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范式袁通过具体化尧生动化的有效教学载体袁在野润物细无声冶的知识学习中

融入理想信念层面的精神指引袁实现专业授课中知识的传授与价值引导的有机统一遥
揖关键词铱 艺术设计曰 课程思政曰 国际交流

Abstract: This essay is to illustrate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structions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features and ad鄄
vantages of this discipline to discover the cultural elements and value paradigm with an exemplary approach in course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the major of art design. By means of specific and vivid efficient teaching
carrier, moral guidance of ideals and believes will be introduced before students are aware of it so as to realize the inte鄄
gration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moral guidance in the instructions of majors courses.
Key Words: art desig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structions;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艺术设计教学中的课程思政
要要要以时尚学院国际交流合作课程为例

程 宏
渊上海杉达学院 时尚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structions in Art and Design Teaching
要要要An Exemplary Approach in Course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School of Fashion
Cheng Hong

渊School of Fashion,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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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冶推进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遥

此次国际交流合作包括由上海欧美同学会资助

的尧由上海杉达学院分会主办的民间外交项目野斯洛文

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孔子学院孔子月交流活动院 廊下

土布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冶袁因此整个交流活动包括

workshop 训练营尧 廊下服饰海外展尧 民间交流三个部

分袁内容丰富袁收获巨大院专业合作促进了学科发展袁同
时弘扬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和友谊袁 更可贵的是将

知识尧能力尧价值塑造有效融合在活动过程中袁也是课

程思政的一个成功案例遥
一尧艺术设计课程思政的先天优势

野课程思政冶不是特定的一门尧一类具体教学科目

或某一教育活动袁而是一个泛化的概念袁即学校育人的

所有教学科目和教育活动袁都渗透和贯穿着思政教育袁
其特点是课程为载体袁思政教育是灵魂遥 思政教育与人

类 2000 多年来一直秉承的野真善美冶是完全对应的遥 美

国多元智能理论的创建者加德纳认为院尽管现代尧后现

代和信息化时代物质与功利价值观风行袁 但是一旦对

人性进行严肃的哲学思考袁野与耶真爷相关的认识论袁与
耶美爷相关的美学袁与耶善爷相关的伦理学冶袁依然是不能

放弃的坚定主张遥 尤其是美和审美之于人类的特殊价

值袁野坦白地说袁与其他两项美德相比袁耶美爷算不上是生

死攸关的重要问题冶袁野然而耶美爷的体验仍然是我们活

着袁并且想要继续活着袁与他人分享生命中的快乐的主

要原因冶袁野缺少耶美爷的生活袁将会是十分空虚而寂寞

的冶遥 蔡元培先生 20 世纪 20 年代倡导美育时也提出美

与德野相辅而行袁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冶遥
爱美之心袁人皆有之遥 艺术设计是美育的重要内容

和组成部分袁是创造美和传播美的袁艺术类课程所特有

的审美性尧直观性尧体验性尧趣味性袁对学生的吸引力更

大袁学生的参与度也更高袁更容易润物无声地将正确的

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传达给学生遥 因此袁艺术设计课程

在课程思政中具有其专业特色的学科优势遥
workshop 是时尚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 7 名学

生与卢布尔雅那大学服装设计专业学生一对一结对袁
在双方教师指导下袁围绕野中斯两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与

创新冶主题袁进行专题作品创作袁并要求完成方案设计

和成衣制作遥
对于学生们来说袁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遥 中斯两国

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让大家兴奋而好奇袁学生

们就方案设计中的创意尧灵感尧图案尧廓形尧结构尧质地尧

面料尧工艺尧效果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袁收获颇丰遥
温玲同学说院野虽然老师已经提前告诉我们要准备

好讨论的材料袁但是当我的搭档渊大一学生冤拿出了厚

得跟新华字典一样的资料图片集时袁 我就已经在为自

己粗浅的想法羞愧遥 在这本厚重的本子上有她收集的

跟这次 workshop 有关的资料袁以及一些自己的想法遥而
这厚厚的一本仅仅是为我们的野灵感来源冶部分提供素

材遥 相比之下袁我准备的那简单的几张图片和几个英文

单词袁根本就不值一提遥 冶
也有同学说袁 想想平时老师苦口婆心的让我们做

作品集袁注重设计过程袁大家都不以为然袁现在想想袁我
们平时做的仅仅是为了应付了事的野作业冶而已袁根本

不是真正的野设计冶遥
野从头脑风暴到主题确定袁我和我的队友查阅了书

籍袁搜集了图片袁拆解了文字袁感受了异域文化遥 这样的

课堂形式让我思维更加开阔袁灵感不断涌现袁这种体验

简直太棒了浴 冶大二学生杨振峰说遥
讨论尧实验尧修改尧返工袁创作交流紧张而充实袁最初

的想法不断被修改袁甚至推翻袁双方在讨论与合作中不

断接受和理解对方的文化和思维袁创意无限延伸遥 大家

在尝试中改变袁实践中操练袁挫折中成长袁尽一切努力融

合中斯两国传统与现代文化袁表达各自的创意想法遥
准备工作的扎实充分尧构思讨论的严谨创新尧设计

深化的精益求精尧 制作完成的一丝不苟噎噎这些都是

艺术设计课程的固有特点遥 提炼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文

化基因和价值范式袁 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具体化尧生动化的有效教学载体袁在野润物细无声冶的专

业知识学习中融入专注与坚持尧 爱岗与敬业的理想信

念层面的精神指引袁让学生用自己的专业智慧袁一针一

线锦绣出一件件优秀的作品遥
二尧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蕴

丝绸之路作为人文社会的交往平台袁熔铸古今袁纵
横万里遥 多民族尧多种族尧多宗教尧多文化在此交汇融

合袁在长期交往过程中袁各个国家之间野团结互信尧平等

互利尧包容互鉴尧合作共赢冶袁不同种族尧不同信仰尧不同

文化背景的国家可以共享和平袁共同发展遥
2013 年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野一带一路冶倡议袁

传达了全球治理的新理念遥 古丝绸之路彰显了欧亚曾

经的辉煌袁是历史留给当代的宝贵财富遥 如今的野一带

一路冶展示着野共同梦想冶野共同繁荣冶和野东方智慧冶遥
我们携野廊下织梦冶土布服饰设计大赛优秀作品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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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国家博物馆进行展览交

流袁 开辟了时尚领域的新丝路遥 同时还展出了这次

workshop 的作品以及上海杉达学院时尚学院 2017 届

毕业优秀作品和卢布尔雅那大学学生优秀作品共 50
余件遥 斯洛文尼亚国家博物馆内珍藏了很多考古文物袁
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意义遥布展的展厅中也存放着 19耀
20 世纪当地著名画家的名作袁 土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之一在此展览袁与名画相映成趣遥
土布新丝路袁不仅契合野一带一路冶发展思想袁从时

尚设计专业角度来说袁则是要求我们拓展思想袁以全球

化的文化自觉思想为基石袁实现设计自觉遥 虽然野民族

的才是世界的冶袁但从弘扬发展的角度来看袁只有做到

野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冶袁才能得到世界的认同尧欣赏和接

受袁这也是土布文化传承的新思路遥
布展工作按照事先的分组和分工袁先给模特套上展

览作品袁搬到事先划片的指定展区袁摆造型尧加配饰尧调
角度袁然后与博物馆的电工技师沟通袁调整射灯的角度袁
营造最好的视觉氛围袁 最后进行拍照录像和资料收集遥
在整个布展过程中袁各个工作团队相互合作袁有条不紊遥
这是我们平时的工作成果体现院 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袁
我们一直向同学灌输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袁并强调要在所

有的课程教学和各种设计竞赛活动中贯穿执行袁使同学

明白要要要完成一项设计任务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袁是需要

多人和团队合作才能完成的系统工程袁 而真诚的态度尧
良好的沟通尧无私的奉献则是团队合作的基础遥

展览活动出席嘉宾和观众 200 余人袁 中方嘉宾包

括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大使馆政务参赞伍冬梅女士尧商
务参赞袁克华先生尧武官杨光先生尧卢布尔雅那大学孔

子学院中方院长谢都全先生以及笔者等袁 外方嘉宾包

括卢布尔雅那大学校长 Matej Zupan 先生尧卢布尔雅那

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 Danijela 女士尧卢布尔雅那大学

自然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Petra 女士尧卢布尔雅那大学

经济学院副院长 Vesna Zabkar 女士等遥 杉达的同学用

英语向嘉宾和观众介绍作品的设计思想尧创作灵感尧风
格特色尧工艺结构尧面料再造等内容袁并与业内人士进

行交流和讨论遥 我为我们的学生感到骄傲院语言有短板

但不怯场袁观念有分歧却充满自信袁平等友善袁与各界

的沟通交流落落大方遥 我想这就是文化自信袁是文明古

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底气浴
三尧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对于国际交流和合作袁 著名文化学者费孝通先生

关于文化自觉的观点是最可借鉴的袁 那就是 野各美其

美袁美人之美袁美美与共袁天下大同冶遥 我们坦诚交流尧虚
心借鉴尧自信学习尧和谐共处袁四海之内皆兄弟袁友谊之

花也随民间交流在一带一路盛开遥
Domen Jere袁 现就职于卢布尔雅那大学孔子学院袁

是他带我们认识了斯洛文尼亚遥作为此行的全程陪同人

员袁Domen 展现了斯洛文尼亚人的热情与好客袁 我们跟

随他开始一点点了解这个国家袁 因此称他为 Domen 兄

弟遥正如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大使馆的政务参赞伍冬梅女

士所说的院 中斯两国的友谊不仅是国家层面的事情袁更
是需要通过民间交流来加强和促进遥我们每个学生都是

友谊的使者袁都和自己的 partner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遥
刘嘉琦院野我的 partner 叫 Mark袁从第一天见面开始

我们就有了很好的互动与交流遥 他是一个很有特长的

男生袁拥有专业的摄影水平遥 我们通过发散性思维将传

统的中国文字与斯洛维尼亚文字进行拆解和重组袁将
其展现在衣服的图案上遥 在我不擅长的方面袁他也非常

耐心地帮助我袁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遥 我感受得

到他对设计创作的激情与热爱尧努力和认真遥 冶
王熙蕾院野几天的设计制作袁 体验了很多不一样的

设计思维和制作技巧遥 Anita 是研究生袁思维方式比我

成熟很多袁 她善于将我们天马星空的设计灵感进行整

合袁最终得出总的设计方案袁并且在过程中运用到了很

多新的设计方式遥 虽然我们的很多理念一遍一遍被推

翻袁但最终的效果我们非常满意遥 整个过程中我们相互

征求意见袁相互学习袁合作非常默契遥能和 Anita 成为朋

友袁甚是欢喜遥 冶
杨振峰院野紧张忙碌的交流学习袁让我明白了不同文

化背景的交流能够创造出更美的作品遥虽然可能语言不

是那么流畅袁但搭档 Eva 具有很好的专业功底和合作精

神袁这就可以成功化解一些难题遥 我们去咖啡店互相倾

听对方国家的传统文化袁一起收集灵感来源遥 成衣制作

时袁互相帮忙打版尧剪裁尧缝纫遥展示交流环节袁两人一个

当模特袁一个拍照袁尽最大能力展示出作品的特色遥 冶
既随性又认真是斯洛文尼亚学生给我们印象最深

的一点袁不管是做设计还是课后闲聊袁简单直白却又不

失想象力遥 在设计过程中袁他们自信尧成熟袁能把学习和

生活在各自不冲突的状态下结合好袁 把学习变成生活

里有趣的一部分遥 也许语言不是很通畅袁但真正心与心

的交流却无需过多的语言遥 更何况我们心灵之间有一

座桥梁要要要我们都爱美浴 我们是美的创作者和传播者浴

程 宏 艺术设计教学中的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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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袁使我们相互尊重尧相互理解尧相互欣赏遥

在与外国朋友交流接触中袁同学们感触很深院到了

国外袁祖国仿佛就变得更具体尧生动了袁自己的爱国情

怀仿佛也更加浓烈遥
朱晶斯院野我的搭档 Gasper 是个设计能力尧 工艺水

平都非常棒的男生遥 做事非常认真耐心袁并富有钻研精

神袁他兴致勃勃地听我讲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每个细节袁
阴阳尧五行尧八卦袁还有汉服唐装噎噎我觉得我们中国

的传统文化太有魅力了浴 只可惜最后由于时间紧迫袁一
直没能抽出时间把葡萄扣尧纽扣结的打法教给他遥 冶

徐童院野我的 partner 是 Kaja袁是个美丽而温柔的姑

娘袁在一次讨论中她告诉我她非常喜欢日本的和服袁于
是我就与她说起了中国古代服饰的演变和发展过程袁
告诉她日本和服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 3 世纪左右袁大
和时代袁 倭王曾三次派遣使节前往中国袁 带回大批汉

织尧吴织以及擅长纺织尧缝纫技术的工匠袁而东渡扶桑

的中国移民中也大多是文人和手工艺者袁 他们将中国

的服饰风格传入日本袁和服源于中国的汉服唐装遥 同时

还介绍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尧 郑和下西洋尧 丝绸之路

噎噎我当时就想要让外国朋友更多地了解中国袁 丰富

多彩的优秀中国文化不仅使 Kaja 惊奇向往袁 也感动到

了我自己袁我为祖国如此可爱伟大而骄傲浴 冶
常见的思政袁特别依赖野说理冶这一单通道传递信

息袁而美育则可以通过视觉尧听觉尧嗅觉尧触觉尧味觉等

五官可感的丰富野形象冶袁喜怒哀乐等丰富的野情感冶体

验袁动手动脚动嗓等丰富的野行为冶表现袁即通过野感性冶
形象尧野情感冶体验尧野行为冶训练袁通过对野美冶的感受等

多条通道来传递信息遥 苏联学者鲍列夫说院野美是未来

的伦理学袁将全世界变为美的王国袁这意味着将世界崇

高化尧人化遥 冶我们笃信院野美学是未来的教育学冶袁一个

民族不论遇到什么严重的挫折袁 只要这个民族还是爱

美的袁就是有前途的遥 我们爱国袁是因为我们感受到这

些具象的美院祖国的山河是美的浴 祖国的文化是美的浴
祖国的人民是美的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

出院野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袁 把思想政治工

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袁实现全程育人尧全方位育人袁
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遥 冶高校为了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袁落实野用好课堂教

学这个主渠道冶的要求袁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

新要求袁充分挖掘思政课程尧综合素质类课程尧专业课

程等三类课程的育人价值袁推行野课程思政冶这一教育

新理念遥
野课程思政冶需要对专业课程进行设计创新袁专业

课程要立足学科的特殊视野尧理论和方法袁创新专业课

程话语体系袁 实现专业授课中知识传授与价值引导的

有机统一袁达到野以文化人尧以文育人冶的隐形野课程思

政冶目的遥 不论哪一个专业学科袁都可以充分挖掘自身

特色和优势袁深度发挥课堂主渠道功能袁真正做到习近

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野守好一段渠尧种好责任田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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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尔雅那大学的工作室环境布置既专业又温馨

同学们收集的资料和创意手稿

Natasa 老师在指导同学使用幻灯机对设计方案进行修改和拓展

在讨论与合作中不断接受和理解对方的文化和思维袁创意无限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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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衣作品制作中

完成最后的作品制作

完成布展工作渊局部院WORKSHOP作品部分冤

出席嘉宾

斯洛文尼亚国家博物馆展览现场

Cheng Ho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structions in Art and Design Teaching

62窑 窑



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
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 Research & Development

第 3 期圆园 1 7 年 9 月
晕燥援3Sep援 圆 园 1 7

作者简介院 孟海樱袁女袁上海杉达学院胜祥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副主任袁讲师遥 电子邮箱院hymeng66@qq.com

揖摘 要铱 在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袁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袁中外合作办学是教育

国际化的重要模式之一遥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虽然起步晚袁但不失为民办高校突破当前自身办学困境尧实现后发

跨越式发展的一条有利途径遥 文章从数量与区域分布尧学科设置与证书授予尧外方合作高校国别渊地区冤和招生规模

等几方面梳理了民办本科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情况袁介绍了上海杉达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实践袁提出民办高校

发展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应注重内涵建设袁对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合理引进并有效利用袁积极争取办学认证袁加快民

办高校教育国际化进程遥
揖关键词铱 民办本科院校曰 中外合作办学曰 高等教育国际化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China in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trend of China忆s higher
educ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odels of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Even though the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starts late, it is a good way for private universities to break through their own difficulties and
realize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The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by the private universities is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quantity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academic setting and certificate awarding, the overseas
country cooperating universities and scale of enrollment, etc. The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ly-run program of Sanda
University is also introduced. The private universities should focus on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i鄄
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ntroduce and effectively utilize the overseas high-quality education re鄄
sources, actively strive for accreditation, speed up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run by the private universities.
Key Words: private universities;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民办本科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和上海杉达学院的实践

孟海樱
渊上海杉达学院 胜祥商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and the Practice

of Sanda University

Meng Haiying
渊Shengxiang School of Business,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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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袁 教育国际化已成为全球

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遥 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渊2010-2020 年冤曳强调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任务

为院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遥 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尧 促发

展遥 开展多层次尧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袁提高我国

教育国际化水平遥 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

经验袁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袁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

位尧影响力和竞争力遥 冶我国各类高等院校以各种形式

参与教育国际化袁 在各种教育国际化形式中 渊出国留

学尧来华留学尧中外合作办学以及对外交流与合作冤袁中
外合作办学是重要的模式之一遥 中外合作办学是野外国

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

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的活动遥 [1]冶引进国外

优质教育资源对丰富教育资源供给尧 高素质国际化人

才培养尧 教育教学体制机制改革和高校国际化发展等

方面均有明显助推作用遥 截至 2017 年 8 月袁中国教育

部共批准设立了 91 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 1188 个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袁分布于除宁夏尧青海和西藏外的各省

和直辖市[2]遥
民办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遥 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袁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

2631 所袁 其中民办高校 735 所袁 占全国高校总数的

27.9%袁其中民办本科院校 417 所袁占全部民办高校比

例 56.7%[3]遥 民办本科院校积极探索教育国际化袁与国

外高校尝试多层次尧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袁提高教

育的国际化水平遥 特别是本科以上层次民办院校中外

合作办学拓宽了学校的教学眼界袁丰富了教学资源袁有

效地提高了我国民办高校人才的质量袁 提升了民办院

校的综合办学水平遥 然而袁相比于公办院校袁民办高校

中外合作办学起步晚袁数量少袁层次较低袁这些都影响

着我国高等民办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和教育国际化的长

远发展遥 因此袁 把握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现

状袁探究其发展中的问题袁继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

议袁 对于推动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遥
一尧民办本科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概况

渝 数量与区域分布情况

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的数据显

示袁截至 2017 年 5 月袁共有 28 所民办本科院校参与中

外合作办学袁设立或举办的机构尧项目共计 37 个[1]遥 其

中 1 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是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怀卡托

大学联合学院袁1 个硕士项目是北京城市学院与英国华

威大学合作举办项目管理硕士学位教育项目袁 其余均

为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遥
如表 1 所示袁 来自全国 13 个省份的 28 所民办本

科高校参与中外合作办学袁 仅占全部民办本科院校的

6.7%袁并且这 28 所高校区域分布并不均衡袁合作办学

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长三角

地区和珠三角地区袁 其中浙江 5 所袁 江苏和广东各 4
所袁上海 3 所袁河南尧湖北和辽宁各有 2 所袁其他省份各

1 所遥浙江的民办本科高校以举办 7 个项目和 1 个机构

位居首位袁上海尧江苏和广东紧随其后袁各举办 5 个项

目袁此外湖北 3 个袁河南尧黑龙江和辽宁各 2 个袁北京尧
湖南尧山东尧江西和海南各 1 个遥

省份 北京 上海 浙江 江苏 广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黑龙江 辽宁 山东 江西 海南 合计

机构 1 1
项目
层次

硕士 1 1
本科 5 7 5 5 2 3 1 2 2 1 1 1 35

民办高校数 1 3 5 4 4 2 2 1 1 2 1 1 1 28

表 1 民办本科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区域分布情况

渔 学科设置与证书授予情况

37 个民办本科院校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

目共涉及 25 个专业袁主要涉及经管尧艺术设计尧机械尧教
育尧计算机尧英语尧护理等 10 个学科袁如表 2 所示遥 虽然

学科领域涵盖范围比较广泛袁 但还是过于集中在经管尧
艺术设计等传统学科专业遥 学科专业设置结构不平衡袁
传统学科专业设置过多袁 一些满足区域发展现实需求尧
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兴学科专业还是鲜有涉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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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叶学位证书和学位授予信息管理办法曳规
定院野学位证书是学位获得者达到相应学术水平的证

明袁由学位授予单位制作并颁发给学位获得者遥冶表 3
显示袁 目前唯一的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硕士项目

是外方授予硕士学位证书袁 民办本科层次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和 25 个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合作

双方均授予学位遥 另有 10 个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只授予中方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遥 此外袁凡是授

予外方学位袁一般要求赴国外学习 1 年遥 中外学历学

位授予中袁 较为看重合作双方的学历认证和行业资

格认证袁 一般要求合作双方均授予学位或对资历进

行认证遥

专业 经管类 艺术设计类 计算机类 机械类 教育类 语言渊英语冤 建筑 电气 护理 纺织 合计

数目 14 6 5 3 2 2 2 2 2 1 391

表 2 民办本科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分布

1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怀卡托大学联合学院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有三个学科专业袁此处分别统计遥

授予方式 只有中方 只有外方 两方均有 合计

合作机构 1 1
硕士 1 1
本科 10 25 35

表 3 民办本科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学位授予情况

隅 外方合作高校国别情况

民办本科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外方合作高校主要

来自发达国家遥表 4 列出了外方合作高校的国别遥从表

中可以看出袁 民办本科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外方合作

高校所属国别以美国为主袁 美国高校与我国民办本科

院校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共 23 个袁占全部合作总

数的 62%曰 英国高校与我国民办本科院校举办的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共 5 个袁占全部合作总数的 13.5%曰另有

德国和新西兰高校各与我国民办本科院校举办 2 个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袁其余的外方高校来自加拿大尧丹麦尧
韩国等遥 民办本科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浙江大学

城市学院怀卡托大学联合学院的外方合作高校所属国

别为新西兰曰 一个硕士层次合作办学项目的外方合作

高校来自英国遥

美国 英国 德国 新西兰 加拿大 丹麦 韩国 合计

硕士 1 1
本科 23 5 2 2 1 1 1 35

表 4 民办本科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外方合作高校国别

中外合作办学是合作双方优质教育资源的融合与

利用遥 然而民办院校办学水平相对较低袁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信息不全面尧沟通困难等原因袁合作的外方高校也

多为一些名气不大或二三流的院校袁 优质教育资源融

合与利用质量不高袁 中外双方还没有形成长效的优质

教育资源融合与利用机制遥
予 招生时间及招生规模情况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袁 现有的民办本科高校中

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的招生时间最早从 2002 年开

始袁但主要集中在近 5 年遥 图 1 是各个办学机构和项目

的招生时间情况遥 从招生规模上来看袁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或项目每年招生一期袁 最少招生数 35 人袁 最多 120
人遥19 个项目的每年招生人数为 100 人袁占全部合作办

学机构和项目的 49%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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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袁可供学生

选择的海外教育机会不断增多袁相较于公办院校袁民办

高校学费相对较高袁 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收费又远高

于普通专业袁对学生家庭经济能力要求较高袁这也间接

影响了民办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生源和学生总体

素质袁导致学生英语水平可能偏低袁在后续教学过程中

带来较多问题遥
二尧上海杉达学院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

渝 野国际经济与贸易冶专业本科中美合作项目基本

情况

2002 年袁经上海市教委批准,上海杉达学院与美国

瑞德大学渊Rider University冤合作开办了野国际经济与贸

易冶专业本科中美合作项目袁办学性质为中美合作尧非
独立设置尧高等学历教育渊本科冤袁学制四年遥

该项目以野加强基础尧拓宽专业尧注重应用尧培养能

力冶为教育模式袁兼顾中方学科专业体系要求和瑞德大

学的专业课程要求袁中美双方在师资尧课程尧教材尧教学

等方面深层次合作袁引进国外师资尧国外教学计划和教

材尧国外先进教学方法袁核心课程全英文教学袁培养有

国际视野尧掌握先进学科知识和现代技能尧能适应国际

化进程需要尧适应区域经济建设需要袁具备跨文化合作

与交流能力的综合型人才遥 自 2002 年秋季开始袁该项

目招收 15 批学生袁总人数为 996 名遥 截止到 2017 年 6
月袁参加该项目赴美留学的人数已 306 人袁签证成功率

为 100%遥通过该项目出国留学的学生中袁282 人获得两

校本科学位袁257 人获得瑞德大学硕士学位遥 毕业生总

体英语能力较突出袁视野较开阔袁就业状况良好袁另也

有很多学生赴境外留学袁攻读硕士学位遥
渔 打通入学到就业学习通道

中美合作项目合作双方在项目初创伊始袁 就力图

为学生打通本科要硕士要企业实习要就业的学习通

道遥 学生通过全国统一高考袁统一招生袁统一录取袁进入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渊中美合作班冤就读袁按照独立的培

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进行教学教育活动遥 学生在前五学

期内学习通识教育课程袁加强英语能力袁逐步接受专业

基础课和部分专业课的教育遥 第六学期起袁符合美方要

求的同学集体签证赴美学习袁完成剩余课程的学习遥 第

八学期袁学生完成中方要求的毕业实践和毕业论文遥 学

生学完规定的课程与学分袁成绩合格袁满足要求袁分别

获得上海杉达学院的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袁 以及

图 1 现有民办本科院校中外合作办学首批招生年份

招生人数 35 50 60 70 80 90 100 120 180 合计

项目数 1 2 5 1 2 2 19 3 1 36
机构专业数 2 1 3

表 5 民办本科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招生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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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瑞德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遥 学生在美期间成绩优

异袁符合美方录取标准的袁美方录取其攻读硕士学位遥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袁 美方协助学生安排其在美实习单

位遥 瑞德大学所在的新泽西州企业众多袁距离纽约也较

近袁也为学生提供了较多的实习机会遥 学业完成后袁学
生获得瑞德大学硕士学位遥 而在美国公司实习的经历袁
帮助学生回国后在就业市场上获得较强的竞争力袁还
有学生直接在实习的美国公司中国分公司就业遥

隅 外国教育资源引进

在满足国内学科规范和专业要求的前提下袁 引进

国外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规格袁 确定双方认定的核心

课程袁指定全英文授课课程袁使用原版英文教材袁通过

教材引进促进课程内容与国际接轨袁 并在此基础上通

过消化尧吸收和改进袁开发和建设既有国际视野尧符合

国际规范袁又适合国内需要的教材及相关教学资源遥 目

前中美合作项目全英文授课的课程有院工商导论渊英冤尧
微观经济学渊英冤尧宏观经济学渊英冤尧国际经济学渊英冤尧
会计学概论渊英冤尧管理会计渊英冤尧金融管理渊英冤尧生产

与运作管理渊英冤尧战略管理渊英冤尧管理信息系统渊英冤尧
市场营销学渊英冤尧组织行为学渊英冤尧社会与法律环境

渊英冤尧全球供应链管理概论渊英冤等遥 全英文教学核心课

程中的 5耀7 门课程由美方师资任教袁目前为止袁瑞德大

学已先后派出约 30 人次来我校承担教学任务袁先后承

担过管理会计渊英冤尧金融管理渊英冤尧生产与运作管理

渊英冤尧战略管理渊英冤尧组织行为学渊英冤尧法律与社会环

境渊英冤尧管理信息系统渊英冤等课程的教学任务遥
予 师资配备及全英文教学团队建设

根据中美合作项目培养方案要求袁 特别是全英文

课程的引进与建设规划袁 我校在师资招聘过程中注重

引进学术能力尧外语语言应用能力尧教学能力俱佳的师

资袁 同时依托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加强全英文和双语教

学师资的培养遥 在瑞德教师来我校任教期间袁组织安排

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袁与瑞德教师形成课程师资梯队袁
通过助教制度加强教学沟通袁在学习尧消化尧吸收国外

课程与教材的基础上袁增强青年教师的双语教学能力袁
形成合理的教学梯队袁培养和充实全英文教学师资袁也
为合作办学成果的传播和应用奠定基础袁 成为学校教

育国际化和留学生教育的主要推动力量遥 项目所在国

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顺利通过上海市全英文示范专业验

收袁 先后有 7 门相关课程获批上海市全英文示范课立

项建设袁一批年轻教师在校级和市级教学竞赛中获奖袁

为专业建设与学生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遥 中美合作项

目所在的国际经济贸易系也借助项目的全英文教学团

队设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全英语实验班袁 提高办学

层次遥
三尧提升民办高校本科中外合作办学的建议

渝 优化结构袁提升质量袁加强内涵建设

面对近年来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袁 学生的选择不断

增加袁 民办高校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应该坚持走以

质量提升尧特色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内涵式发展之路遥 在

招生规模尧专业设置尧合作对象选择方面袁做到合理布

局袁优先发展紧缺专业和新兴专业遥 拓展专业领域袁不
能仅限于理学尧工学尧经济学和管理学袁还应兼顾现代

农业尧制造业尧服务业等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曰学习并借

鉴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地区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袁以野一带

一路冶倡议作为发展的机遇和平台袁谋求与更多沿线高

校尧知名企业的合作办学[4]遥
渔 明确办学定位,慎重选择合作方

合作方的选择方面袁 绝大多数的民办本科高校以

服务地方经济为己任袁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的袁其核

心是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袁 因此要求其办学定位与地

方经济相衔接袁专业设置与地方产业发展需求相一致袁
人才培养目标与行业发展需求相吻合袁 人才培养层次

与就业需求相匹配遥 这就要求办学的合作方袁一方面拥

有优质的教学资源袁具有高水平与先进性曰另一方面在

人才培养的理念尧办学特色尧教学模式上尽可能接近本

校的特征遥 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信息不全面尧沟通困难

等原因袁往往导致选择失误袁导致合作项目的不理想甚

至失败遥 一方面需要政府能够提供相关信息袁帮助民办

高校寻找合作伙伴袁引进优质资源曰另一方面也可以发

动一些社会机构袁提供相应信息[5]曰民办高校自身也应

该走出去袁比如拜访海外高校袁积极参加国际教育工作

者协会 渊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oreign Student Affairs,
NAFSA冤国际教育展袁与潜在合作方直接交流袁寻找合

作机会遥 引进优质专业尧优质学科袁真正提升民办本科

院校的办学层次遥
隅 整合双方教育资源袁取长补短

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引进与有效利用袁是
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核心袁是提高中外合作办学

水平和质量的关键遥 [6]冶因此袁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

的发展袁必须加强对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合理引进与

有效利用遥 中外合作办学强调的是双方合作袁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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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的全盘接收遥 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叶中外合作办学

评估方案渊试行冤曳袁构建了中外合作办学评估指标体

系袁重点提出了野四个 1/3冶的指标袁即引进的外方课程

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一以上袁引进

的外方专业核心课程应当占中外合作办学核心课程

的三分之一以上袁外国教育机构教师人数占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全部教师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袁外国教育机

构担负的专业课程教学时数应当占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总教学时数的三分之一以上遥 这也意味着在中外合

作办学过程中袁应科学合理地整合双方资源袁结合学

生需求袁取长补短遥 在日常教学中袁也要求双方任课教

师加强沟通袁 减少文化差异对教学效果的消极影响遥
在保证扎实基础尧知识全面的教育前提下袁充分利用

外方先进的应用技术教育理念和教学管理体制培养

学生的国际意识和专业特色[7]遥
予 争取中外合作办学认证

中外合作办学引进了国外优质教育资源袁 促进了

我国办学机构的能力建设袁 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多样

性教育的需求袁但在发展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袁因此中

外合作办学需要有效的监管和质量保障遥 中外合作办

学单位可以寻求几种国际化的质量保障院 一是参加外

方合作方所在国或地区的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的认证或

审核袁 如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按照英国高等教

育质量保障署渊The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袁QAA冤 的模式建立了内部质量保障体系袁并
接受 QAA 的定期审核曰二是参加行业领域非常知名的

国际质量认证机构的评估或认证[8]袁截止 2016 年 2 月袁
中国大陆已有 13 所学术机构通过美国国际精英商学

院联合会渊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袁AACSB冤的认证[9]遥 上海市教育评估协会从

2006 年起对上海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开展认证遥
这是由第三方对中外合作办学开展认证遥 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袁 协会共完成了 21 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

的认证[10]遥无论何种形式的认证袁对规范办学行为袁提高

办学质量袁 提升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知名度等方面都有

重要的促进作用遥 因此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也

应该积极尝试袁争取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认证遥
娱 野引进冶与野输出冶并重

教育国际化的可持续性在于教学资源不只是 野单
向流动冶袁而是野双向互动冶遥 作为教育国际化重要模式

之一的中外合作办学袁 不仅需要积极引进国外优质的

高等教育资源袁还应该努力推进野以学习及引进为主的

单向性输入冶的转型袁通过发掘内部蕴藏的丰富优质的

国际教育资源袁实现野引进冶和野输出冶之间的双向互动[11]遥
民办高校也应该主动走出国门袁 做到中外反向合作办

学袁坚持野引进来冶与野走出去冶并重袁加快推进民办高校

教育国际化的进程遥
2015 年 3 月 28 日袁国家发展改革委尧外交部尧商务

部联合发布的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曳提出了五大合作重点袁其中

包括野开展合作办学冶遥 民办高校自身办学体制机制较

为灵活袁与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渊地区冤进行合作办学

大有发展空间[12]遥 民办高校可以抢抓机遇袁以野一带一

路冶发展为契机袁发挥自身优势探索具有自身特色尧适
合自己的中外合作办学新模式遥

四尧结语

中外合作办学已成为 野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

分冶遥 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对民办本科高校的发展更有

着特殊的意义遥 民办高校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的根本目

的在于袁 引进国外优质的课程和师资以及教育教学理

念尧模式和方法袁弥补自身教育资源质量较低的不足袁
适应经济社会对外开放和全球化发展的要求袁 培养大

批具有国际视野尧通晓国际规则尧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

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12] 遥同时袁民办高校开展中外合

作办学是突破当前自身办学困境尧 实现后发跨越式发

展的一条有利途径遥 民办高校在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

过程中袁应该优化结构袁加强内涵建设遥 慎重选择合作

方袁整合双方教育资源袁取长补短袁力争国内国外课程

的有机嫁接,逐步实现课程和师资的本土化遥 同时积极

争取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认证袁规范办学行为袁提高

办学质量遥 最后力争野引进冶和野输出冶并重袁探索适合自

己的中外办学新模式袁加快教育国际化进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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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加快推进医疗卫生健康信息化系统建设袁对于有效落实野医改冶措施袁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效

率袁降低医药费用袁促进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健康服务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遥 本项目通过一系列相关

领域学术调研和社会调查袁探索如何将大数据技术应用到基层医疗卫生健康信息领域中遥 在了解当前医疗卫生健

康信息化系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袁关注大数据基本概念尧核心技术袁特别是在医疗卫生健康行业的应用潜

力遥 把大数据技术与基层社会医疗卫生健康信息系统相结合袁同时梳理大数据尧医疗卫生健康信息系统和云计算的

关系袁并建立整合性信息系统架构和功能模块遥 通过这些信息技术在应用型大学里的研发袁可以加强对青年教师信

息科学技技能深造袁提高教师的科研教学能力袁促进大学的学科发展和课程建设袁开阔跨学科之间的合作袁以及创

新创业的实践遥
揖关键词铱 高校科研教学曰 大数据曰 医疗卫生健康曰 信息系统曰 云计算曰 系统架构

Abstract: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and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the effec鄄
tive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care reform measures, improvement of healthcare servic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reduction
of medical costs. This project through a series of academic and social studies intends to explore how to apply the big
data to primary healthcare information system. In addition, the project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and future develop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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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共卫生健康大数据信息系统研究背景

医疗卫生健康是关系亿万人民的重大民生问题遥
加强国民卫生健康和医疗服务是我国走向世界强国的

必要途径遥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

平主席的重要报告中袁 明确指出人民的健康是民族昌

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遥 完善健康事业的核心理念

就是野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冶[1]遥 众所

周知袁 医疗体制内的主要核心内容包括健全现代医院

管理制度尧加强基层医疗卫生健康的各类服务系统袁以
及医务人员的思想素质和职业专业队伍建设袁 特别是

面向社会基层的公共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和完善袁这
是国家十三五规划需要落实的一个重要方面[2]遥

2012 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所发布的 叶中
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曳白皮书[3]指出袁公共卫生健康事业

是我国的重大战略决策袁 是促进国人的全面发展的必

然要求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袁对日常生活的要求

普遍提升袁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袁实现野病有所医冶袁是我

国政府和人们共同追求的理想袁是中国梦的精髓之一遥
而信息系统在医疗卫生健康事业中起到非常重要的技

术支撑作用遥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为贯彻落实

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曳
渊以下简称叶意见曳冤袁特别强调建设适应卫生改革与发

展需求的信息化体系袁提高卫生服务与管理水平遥 在国

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的卫生信息化建设指导

性意见[4]中明确指出袁以公共卫生尧医疗尧医保尧药品尧财
务监管信息化建设为着力点袁整合资源袁加强信息标准

化和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袁 逐步实现医疗卫生健康

信息的统一化尧高效化尧互联互通互享化遥
为了解公共医疗卫生健康大数据信息管理系统的

需求袁我们对现有的公共医疗卫生健康信息系统背景尧
系统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系统需求做系统性解析遥 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解剖基层卫生信息系统核心需求功

能袁根据这些需求功能袁设计其体系架构和子功能系统

的模块解析遥 根据基层公共健康信息大数据的特征袁给
出相关基本概念尧关键技术和系统架构遥
1.1 公共医疗卫生健康信息系统

当前医疗与健康事业正朝着两个方向并驾齐驱遥
其一是以生命科学技术所主导的智能技术在智慧医疗

护理方面的技术转化和应用实践遥 其二是以信息技术

为主导的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预防遥 前者采用被动的

措施医治人类疾病袁 而后者从主动防预的角度提高人

类体能素质和生活质量袁 比如智慧性卫生健康教育和

预先护理等措施遥 近些年来袁世界各国均根据各自不同

经济实力开展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医疗与卫生健康事

业袁特别围绕智慧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工作遥
在我国袁从野十二五冶规划开始实施卫生信息化建

设工程规划编制工作袁 确定我国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发

展地位袁建设国家尧省和地市三级卫生信息平台袁这里

包括加强公共卫生尧医疗服务尧基本药物制度尧综合管

理等项业务应用遥 比如袁建设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数据

库袁采用专用网络建设等遥 卫生部拟分三个阶段来逐步

推进各项工作的实施遥 比如健康档案尧电子病历和公共

服务信息平台为基础的区域卫生信息化试点建设工

作袁以及试行标准和规范遥
然而袁 我国卫生信息化建设和智慧医疗方面与国

外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遥 比如我国卫生信息化建

设缺乏顶层设计与规划袁标准和规范应用滞后袁导致信

息不能互联互通的主要原因是信息资源共享程度较

低袁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数据资源库建设滞

后袁难以适应当前的实际数据的采集和登录遥 另外袁应
用型技术人才的缺乏袁特别是既有医疗卫生健康知识袁
又愿意从事底层信息技术操作和掌握信息系统第二次

ment of healthcare information system. Particularly, attentions are made to master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big data appli鄄
cations in potential health industry sectors. Data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community-oriented health information sys鄄
tem, are developed to combine data, remotely redistributed everywhere. It is of necessity to bridge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together. A hand-on training of healthcare big data in this project helps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and teaching
ability for junior faculty members. In addition, the project promotes to develop new curriculums which have more tech鄄
nical contents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hence raising the institutional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academic research; big data; medical and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s; cloud computing;
systems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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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应用性技术人才的缺乏袁 使得卫生信息化难以

发挥对医疗卫生健康行业的技术支撑作用遥
1.2 医疗卫生系统信息化建设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关于我国医疗卫生系统信息化建设的主要特点和

驱动力可以用以下四个急需解决的方面去理解遥
1.2.1 医疗信息管理系统模式的转化

我国医院信息管理系统 渊Hospital Information Sys鄄
tem袁HIS冤建设已初具规模遥 信息系统从单机局部网络

系统发展到中大规模尧 多地医院信息系统相连接的阶

段遥 大多数医院已经与信息企业合作袁相继建立起医院

运作范围内的信息系统遥 许多企业也相继开发商品化

的尧面向特定客户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袁并在各地的医

院加以商业推广应用遥
在信息系统应用层面上看袁这些系统基本采用客户

端-服务器通过互联网相连接的分布式信息系统架构袁
以小规模医疗数据存储系统逐渐建设为大规模医疗卫

生健康信息管理系统遥客户端一般采用微软的 Windows
操作系统袁 并配有相应人机图像界面的用户使用环境遥
在医院信息系统服务器后台端普遍采用以 SQL 语言的

线性大型数据库遥在医院区域内部和外围网络建设中普

遍使用结构化网络布线 渊比如采用以太网和快速以太

网冤袁同时采用高性能的网络数据交换技术遥
虽然近年来袁 我国医疗卫生健康信息化进程有了

飞跃发展袁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袁我国医院信息化建设总

体上还有待提升遥 这里有客观的因素袁 也有主观的偏

见遥 比如医院信息化建设容易受到本位性管理模式和

地区性文化的影响袁 相当数量的 HIS 系统建设停留在

只以硬件配套为满足尧以经济管理为主线尧只面向某一

医院或单位内部的信息管理层面袁换句话说袁只侧重于

技术集中型尧 管理本位型的个体医院信息管理系统

渊Hospit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袁HMIS冤 建设

和使用遥 病人数据信息局限于医院内部袁而且数据信息

的存储格式尧数据结构和传递方式大都不规范袁难以进

行数据的融合和跨平台的数据分析遥 国际发展趋势表

明袁医院信息系统已从侧重患者的挂号尧个人信息尧医
疗费用和保险业务等信息管理的层次逐渐发展面向个

人渊正常健康人尧患者尧幼儿尧妇女尧老年人等冤的电子健

康信息管理系统渊Personal Healthcare Information Man鄄
agement System袁PHIMT冤袁 其中包括传统的电子病历

渊Electric Patient Records, EPR冤尧医学影像系统渊Picture
Achie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PACS冤[5尧6]尧病理检

查报告尧病例诊断尧门诊和住院信息尧急救何护理尧个人

健康参数记录等遥
1.2.2 数据结构转换和国际化标准

在传统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中袁 存储了大量的病

人电子病例结构性数据 渊如常用的表格性数据或基于

SQL 关系型数据库数据冤遥 然而袁也有大量的医疗健康

信息属于非结构性数据袁如病理切片图像和诊断报告尧
放射诊断影像数据尧癌症治疗渊放疗或化疗中的设计方

案文本冤数据尧心电图等遥 这些数据在整个个人医疗健

康数据信息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遥
我国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对各类数据均有一定程度

上的处理和管理袁使得所采集的数据更为标准化遥 随着

国际医学行业数字化的发展袁 我国的数据结构和数据

兼容性有了大大的提高袁 许多医院也渐渐建立国际化

的医院信息系统袁 比如各家医院均具备大型医疗诊断

设备渊特别医学影像设备冤袁在这些设备上自主开发软

件系统均采纳国际标准的影像信息系统渊Radiology In鄄
formation System袁RIS冤尧PACS 系统袁以及国际化的影像

数据格式渊DICOM冤[5尧6]遥 这些标准普及使用袁便于医疗数

据的收集尧整合尧处理和分析遥 但与美日等国相比袁差距

显而易见遥 医疗非结构性数据文本与结构性病人病历

数据的整合尧分类尧传输还有待于大量探索性研发和实

践遥 比如如何根据我国的国情建立如同美国医院信息

管理协会渊HIMSS冤[7]之类的组织袁联络贯通全国医疗信

息系统的规范和医院系统之间的协同袁 致力于医院之

间的信息化接口的标准化和医院信息系统与医疗设备

兼容技术的标准化遥 另一方面袁我们缺少对于类似与集

成医疗环境 渊医疗系统环境的集成规范袁 如 The Inte鄄
grated Healthcare Environment冤[8]遥 这种规范有助于对整

体医疗信息系统的集成技术的理解和实施[9尧10]遥
1.2.3 远程医疗领域的需求

远程医疗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遥 我国的远程医

疗近几年发展迅速袁 一些著名医学院校和医院纷纷建

立了远程会诊中心遥 目前我国主要的远程医疗网络有

国家卫生部金卫医疗网尧 中国医学基金会互连网络和

军队远程医学网络遥 中国医学基金会组建了中国远程

医疗会诊骨干网袁联合近几十家部省属重点医学院尧重
点医院校附属医院和省市县各级医院袁 建设拥有上万

名医学专家医师提供网上医疗会诊尧咨询服务尧健康服

务的平台遥 虽然不少企业开始投资开发远程医疗系统

产品和项目袁 远程医疗技术的研究和实际服务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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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待解决的挑战性问题遥
1.2.4 智能医疗和智慧医院的驱动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袁 人们开始设计并实施

面向个人的智能化医疗卫生健康服务项目袁 其中包括

智能远程健康护理渊Intelligent Remote Nursing冤和医治

的监控渊Intelligent Remote Monitoring冤尧智能远程门诊

渊Intelligent Remote Clinic Services冤尧智能病理检查和报

告 渊Intelligent Remote Pathological Test and Report冤尧智
能普检和专科特检 渊Intelligent Remote Screening冤尧智能

诊断渊Intelligent Remote Diagnostics冤尧智能医治渊Intelli鄄
gent Remote Therapy冤尧 智能手术 渊Intelligent Remote
Surgery冤尧 智能决策 渊Intelligent Remote Medical or
Healthcare Decision Making冤尧智能急救渊Intelligent Re鄄
mote ICR and Emergency Treatment and Alerting冤尧智能

健康 渊Intelligent Remote Healthcare Design and Con鄄
sulting冤尧 智能教育 渊Intelligent Remote Medical and
Healthcare Education冤尧智能保险业务 渊Intelligent Re鄄
mote Insurance and Financial Business Management冤等遥
具有多功能的尧 基于跨平台和医疗机构的企业性医疗

卫生健康信息体系的开发和应用具有划时代社会民生

意义遥
1.3 公共卫生健康大数据信息系统需求

大数据是一种现代的计算技术袁主要用于处理尧分
析和挖掘海量的尧增长迅速的尧时效性高的尧具有多种

载体形式的数据遥 其宗旨是在这些海量数据中袁获取蕴

涵富有信息价值的信息遥
全 球 知 名 咨 询 公 司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渊MGI冤在 2011 年 5 月发表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野大
数据冶的概念袁已引起各国政府尧学术界尧企业界和各行

业的高度重视遥 该报告指出袁大数据已经渗透到每一个

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袁逐渐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曰而人

们对于海量数据的运用将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和

消费者获利浪潮的到来遥 如今数据已经成为可以与物

质资产及人力资本相提并论的重要生产要素遥 中国工

程院在向国务院提交的咨询报告 叶前瞻性医学信息产

业曳中也将野医学大数据分析冶列为建议政府高度重视

的五项产业之一遥
公共健康数据数量增长迅速袁 不仅包含临床文本

及影像资料袁也包括流行病学资料袁甚至社会和环境资

料袁其载体形式多种多样遥 这些海量数据中蕴涵着许多

尚不为人知的规律遥 若能从中及时挖掘发现这些规律

并形成新的知识袁必将有利于预防疾病尧降低医疗成本

和提高公民生活质量遥 当前袁国家卫生部明确指出卫生

信息化建设是深化野医改冶的重要任务袁也是支撑我国

医学科研与卫生政策研究的基础遥 上海市政府也把野加
速推进卫生信息化建设冶 作为推进上海市医改的五项

基础工作之一遥 但是袁即使在卫生信息化相对先进的地

区袁 也存在着因缺乏顶层系统设计与规划而导致信息

资源共享程度较低和规范应用滞后的弱点袁 更无从进

一步挖掘蕴涵在数据中的尚未被发现及掌握的规律和

新知识遥据 MGI 分析袁通过分析既有海量数据来实现新

价值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是缺乏相关的专门人才遥 我

国医疗卫生健康领域内的这一矛盾更加尖锐院 过多的

注意力集中在信息系统基础设施的建设袁 而忽视了对

已采集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挖掘其中新价值的重要意

义遥 大批量数据有待于我们处理尧分析和挖掘遥 目前需

要的不单单是技术袁 更需要懂得医疗卫生健康的专业

人才具有坚实扎实基本功的信息技术袁 特别是应对不

同复杂数据的技术开发能力和计算设计和结果分析的

能力遥
2 基层医疗卫生健康信息系统介绍和社会需求分析

基层医疗卫生健康主要体现在社区和下级医疗设

施和系统遥 这是我国医疗卫生健康的薄弱环节袁特别是

社区卫生健康和护理服务遥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准的提高袁 加上政府对社区卫生健康和护理事业

的重视和大力度支持袁 我国社区卫生健康和护理服务

有了显著提高遥 我们对基层卫生信息做了系统性的调

研和概括性的总结遥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院淤社区

医疗卫生健康信息系统概述袁 于医疗卫生健康信息系

统的需求分析遥 这些调研和总结对我们如何理解和贯

彻根据国家卫生部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9
年发出的 叶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指

南曳渊试行冤[11]中所规范信息平台的框架和模块有着指导

性意义遥
2.1 社区医疗卫生健康信息系统概述

社区卫生服务在国外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这个

概念引入我国不过 20 年的时间遥 一方面袁随着社会的

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袁 人们对健康服务有了更

多的需求曰另一方面袁随着我国医疗体制的改革袁政府

对社区卫生服务也越来越重视遥 因此袁近年来社区卫生

服务在我国得到了保障性发展遥
社区卫生服务是在政府领导尧社区参与尧上级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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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指导下袁以基层卫生机构为主体袁合理使用卫生资

源袁以人的健康为中心袁家庭为单位袁社区为范围袁需求

为导向袁以妇女尧儿童尧老年人尧慢性病患者尧残疾人为

重点袁以解决社区主要卫生问题尧满足社区基本卫生服

务需求为目的袁集预防尧医疗尧保健尧康复尧健康教育尧计
划生育技术指导为一体袁提供有效尧经济尧方便尧综合尧
连续的基层卫生服务[11]遥社区卫生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

以下几点遥
2.1.1 预防服务遥预防服务包括传染病尧非传染病和突发

事件的预防尧医疗服务遥 除在医院开展门诊和住院服务

外袁更重要的是根据社区居民的需求袁开展家庭治疗尧
家庭康复尧临终关怀等医疗服务遥
2.1.2 康复服务遥对社区慢性病患者进行医院尧社区和家

庭康复工作遥
2.1.3 保健服务遥对社区居民进行保健合同制管理袁定期

进行健康保健服务遥
2.1.4 健康教育服务遥健康教育是实施传染病尧非传染病

和突发事件预防的重要手段遥
2.1.5 计划生育技术指导遥 对社区内育龄人群的计划生

育和优生优育进行指导遥
社区医疗卫生健康信息系统旨在为居民提供基本

卫生服务袁以居民健康档案信息为核心袁实施全科诊疗

保健袁强调预防为主袁防治结合袁将预防保健落实到社

区尧家庭和个人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卫生服务需

求袁提高居民健康水平遥 社区卫生服务信息系统实现以

人的健康为中心尧家庭为单位尧社区为范围尧需求为导

向袁以妇女尧儿童尧老年人尧传染病患者尧糖尿病患者尧重
性精神病患者尧高血压病患者尧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

为服务对象袁 为社区居民提供完善的档案信息和随访

服务遥
社区卫生信息系统集预防尧医疗尧保健尧康复尧健康

教育尧计划生育功能为一体,有效地解决社区主要卫生

问题袁缓解居民看病难尧看病贵的普遍现象袁加强居民

自身健康关注意识袁减少发病遥
社区卫生信息系统是按照国家最新的法律法规尧

政策和标准的要求袁采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尧网络通信

技术等现代化手段设计研发的计算机应用软件遥 以健

康信息为核心尧管理信息为纽带尧分析决策系统信息为

主导的全面信息化进程袁有助于实现资源整合尧流程优

化袁降低运行成本袁提高服务质量尧工作效率和管理水

平袁从而保证了各个卫生站之间信息的统一及互通袁可

以进行资源的统一配置袁 对区域内卫生站的建设及发

展有很大帮助遥
2.2 医疗卫生健康信息系统的需求分析

2.2.1 居民用户需求

随着经济的发展袁 城乡居民迫切需要享受更高品

质的医疗卫生服务袁及时获取有效的医药保健信息袁提
高生活质量遥 这种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遥

可及的卫生服务:通过提高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质

量和服务效率袁降低医疗成本袁有效缓解看病难尧看病

贵的状况遥 通过区域卫生信息平台袁医院开展专家门诊

预约尧远程咨询会诊尧转诊尧转检尧慢性病跟踪监控等服

务袁使居民就医更方便遥 建立区域性健康档案袁实现健

康信息共享袁改变城乡居民的就医观念袁逐步实现小病

在社区袁大病在医院遥
优质的卫生服务:居民在接受诊疗时可以让就诊医

生查阅自己的健康档案及诊疗信息,使就诊医生更好地

为自己服务袁并可以通过治疗安全警示尧药物过敏警示

等有效减少医疗事故袁 并可对不必要的检验/检查进行

提示袁逐步缓解看病贵的问题遥
连续的健康信息:按照标准收集整理各卫生机构的

健康信息袁 建立居民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健康档案,群
众可以查询自己的健康资料袁 或使用全区域统一的标

识在各医疗机构中进行就诊袁享受便捷的尧全方位的疾

病诊治尧医疗咨询尧健康教育尧医疗保健等健康服务袁从
而进行自我医疗管理尧 制定自我疾病防范及维护自己

的健康档案信息遥
全程的健康管理:各医疗机构可运用卫生信息平台

为居民提供主动的尧人性化的健康服务袁一方面为城乡

居民提供方便尧快捷尧全面尧科学的健康服务和保障曰另
一方面将有助于增强居民的健康保健意识袁 极大地提

高居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遥
2.2.2 社区卫生机构用户需求

为居民提供更优质的预防尧保健尧健康教育尧计划

生育尧医疗尧康复的社区卫生服务袁社区全科医生在进

行社区卫生服务时可以调阅到管辖居民的所有诊疗信

息渊急诊尧门诊尧住院尧健康等信息冤及健康档案信息遥 全

科医生作为社区居民的家庭医生袁 在远程医疗和会诊

时可以调阅居民的所有诊疗信息及健康档案信息袁可
以通过查询尧 分析特定时间与特定范围内人群的健康

或疾病状况袁确定社区的主要卫生问题尧优先考虑的问

题尧危险因素袁为制定社区卫生规划尧合理分配利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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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资源尧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群健康尧实施有效管理尧进
行科学评价提供依据遥

社区医生可以将公共卫生各业务条线渊疾病控制尧
卫生监督尧妇幼保健尧精神卫生冤需要的数据通过平台

上传到公共卫生系统袁并且获得公共卫生下发的数据袁
完成相应的社区服务袁避免数据的重复录入遥
2.2.3 医疗机构用户需求

医生可以调阅到当前患者的历次诊疗信息及当前

患者相关家属的健康信息袁 能够查询个人健康档案与

患者在其他医院的就诊资料遥
在进行远程会诊时袁所有专家都可以调阅到患者

的检查报告尧医学影像袁全市范围内的患者检验单袁检
查报告可以共享遥 此外袁医院希望减少信息重复录入袁
可从电子病历中自动获取并提交疾病控制尧 妇幼保

健尧精神卫生等公共卫生业务单位或部门需要的数据

和信息遥
2.2.4 疾控机构用户需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希望实时地从各医院尧 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渊站冤获取疾病个案信息袁智能分析出区域

群体疫情信息袁 医疗机构联网完善传染病的上报流程

和模式袁提高上报效率和质量袁实现传染病尧慢性病尧精
神病等疾病的实时监控和预警报告遥

卫生监督机构希望建立起管理对象档案袁 通过管

理对象档案实现不同机构尧不同业务之间的信息共享袁
通过管理对象档案和居民健康档案的关联袁 实现将个

人的健康管理和人群管理统一起来遥
2.2.5 妇幼机构用户需求

妇幼保健院希望得到更丰富的信息袁提供更优质尧
更全面的妇幼保健服务遥 妇幼保健院各业务工作量大袁
需建立与其他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的横向网络体系袁
完成妇幼保健信息与其他信息系统数据的共享与交换,
实现妇幼保健业务与医疗业务的数据一处录入多处利

用袁实现妇幼保健行政管理业务的全面整合遥
2.2.6 卫生行政部门及相关机构中的用户需求

区域卫生信息系统建成后可以为政府提供应急指

挥的信息支撑系统,提高决策水平和效率袁为民办实事遥
建立一个涵盖区域全民诊疗信息尧预防保健信息尧

公共卫生信息等全面的卫生数据中心袁 利用平台采集

到的海量数据可以实现对业务尧管理有效的数据支持袁
同时由于对区域在运行系统中的数据有了跟踪能力袁
及时关注袁避免了管理上的被动遥

2.2.7 其他卫生相关单位与部门

医保尧药监尧计生尧公安尧民政等相关部门希望加强

沟通袁密切配合袁提高业务能力袁增强服务功能袁通过区

域卫生信息平台袁 实现卫生机构和相关机构信息的互

联互通遥 设计和建设社区医疗卫生健康信息系统架构

必须参考 叶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指

南曳渊试行冤[11]遥
3 基层医疗卫生健康信息系统架构和子系统的功能模

块解析

根据基层医疗卫生与健康信息用户的需求袁 结合

国家卫生部尧上海市的信息化发展目标袁以及上海卫生

计划委员会的战略发展规划袁 我们可以设计相应的信

息系统的总模块结构尧系统平台架构分析袁信息数据流

等系统功能设计袁通过基层卫生信息系统尧系统工程的

理念对功能性模块进行分析遥 这些功能设计具体实施

对于基层医疗卫生与健康信息在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

性改革和推进起到重要的作用[7]遥
基层医疗卫生与健康有六项基础服务内容院淤预

防服务院预防服务包括传染病尧非传染病和突发事件

的预防遥 于医疗服务院除医院门诊和住院服务袁更重要

的是开展家庭治疗尧家庭康复尧临终关怀等医疗服务遥
盂康复服务院对慢性病患者进行医院尧社区和家庭康

复工作遥 榆保健服务院对社区居民进行保健合同制管

理袁定期进行健康保健服务遥 虞健康教育服务遥 愚计划

生育技术指导遥
根据这些服务袁 一个完善的信息系统应包括以下

九个模块院全科诊疗尧健康档案尧疾病管理尧妇女保健尧
儿童保健尧老年人保健尧预防免疫尧健康教育和后台管

理等遥 这些模块实际上是整个基层医疗卫生与健康信

息系统的子系统遥 详细介绍和图表展示模块架构可参

考文献[11尧12]遥
3.1 全科诊疗信息子模块

该模块包括门诊信息尧医院急诊信息尧住院治疗信

息和个人求医信息遥这些信息的共享性相当强遥病人的

信息数据可以在不同地点尧不同科室之间共享遥 其中病

人的信息录入及医生的诊断说明都需要将数据信息归

入文本档案遥 比如通过对就诊患者的基本资料填写与

数据库内的信息相关联袁 有助于实现诊断自动建档假

设袁以及对患者的初步智能诊断遥 在诊断过程中所采用

的医疗检查袁将给出不同格式的数据袁比如 CT 影像数

据尧病例分析报告等遥 当医生针对病情所开出的处方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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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繁多袁开处方包括患者资料尧西药处方尧中药处方和

检查检验治疗袁每张处方只能开一种类型袁医生开处方

过程中可进行处方模板的保存和调用遥 在双向转诊方

面袁医生在诊断过程中对需要转诊的患者开具转诊单袁
登记转诊患者袁也可以查看尧接收转入单袁实现双向转

诊遥 在处方管理方面袁医生可查看自己开具的处方袁也
可作废处方袁 所有的医疗人员的操作行为将产生新的

数据遥 在医疗任务中袁信息系统可以提醒对医生随访任

务和接种任务进行提醒遥 在手术过程中袁医疗人员可以

利用原有的资料对手术进行指导袁 这些均需要大量的

数据和新产生的数据袁进行处理和挖掘遥
3.2 健康信息档案模块

在该模块中袁 系统需要对每个人进行健康数据的

登记袁 不断新增数据尧 实现查询包括个人和家庭的档

案遥 在建档的同时袁对需要转诊的患者进行登记和开具

转诊单遥 新增体检数据信息中包括一般体检和特殊体

检遥 对于职业性尧地区性尧环境特殊性袁人们会对重点人

群疾病进行归档袁其中包括自动归档尧手动归档尧归档

关键字等遥
3.3 疾病信息管理模块

该子系统种通常包括 7 种信息遥 传染病信息尧慢性

病管理尧糖尿病尧重症精神病尧高血压信息管理遥
传染病管理包括查询患者基本情况袁新增尧查看传

染病报告卡袁将患者从传染病资料库中删除遥
糖尿病尧重症精神病尧高血压管理包括查询患者

基本情况袁新增尧查看随访表袁将患者从疾病资料库中

删除遥
疾病随访预警机例是通过设置预警天数袁 查询下

次随访日期将到期的患者信息袁 方便医生为居民提供

及时的随访袁防止漏访遥
重点人群统计袁 包括对传染病患者尧 糖尿病患

者尧重性精神病患者尧高血压患者尧慢性病患者的人

数统计遥
这些模块方面的信息管理需要我们对疾病医疗和

防疫有充分的认识和对相应数据的了解和管理遥
3.4 老年人保健信息模块

查询保健情况院 通过检索条件定位查询老年人的

详细信息及保健情况遥 添加尧编辑随访表院实现对老年

人随访服务记录的及时添加和修改遥 疾病分类添加院根
据老年人的患病类型分类添加到相应的疾病资料库中

进行管理维护遥 随访预警院通过预警天数查询下次随访

日期将到期的老年人信息遥
3.5 妇女保健信息模块

健康评价新增和查询院根据姓名尧档案号尧年龄段

实现对妇女健康评价表的新增和查询功能遥 孕产妇保

健院包括孕产妇信息查询袁以及新增第 1 次产前随访尧
第 2~5 次产前随访尧产后随访和产后 42 天随访遥 预产

期报警院 通过设置预警天数用报表显示符合条件的孕

产妇信息袁方便医生提供及时随访遥
3.6 儿童保健信息模块

0~6 岁儿童保健院包括儿童保健状况的查询袁以及

新增新生儿家庭访视尧1 岁以内儿童随访尧1~2 岁儿童

随访和 3~6 岁儿童随访遥 儿童统计院通过报表的形式对

社区儿童人数及基本信息进行统计遥
3.7 健康教育信息模块

实现社区健康教育活动记录表的新增和编辑修

改袁 并可以通过主题关键字及所属社区查询定位到相

关的健康教育活动记录遥
3.8 预防免疫信息模块

查询尧登记儿童接种院实现 0~6 岁儿童的接种查询

和登记袁对野已接种冶和野未接种冶的儿童进行分类管理袁
野待接种冶区域设置接种 10 天到期预警遥 查询尧登记预

防接种院与儿童接种功能类似袁但实现的是对 6 岁以上

居民的接种查询和登记遥 接种报警院通过设置预警天数

用报表显示符合查询条件的居民信息遥
4 基层公共健康信息大数据基本概念尧关键技术和系统

架构

医疗卫生健康信息系统是一个综合性信息获取尧
处理尧管理尧分析的信息系统袁在系统的技术层面上讲袁
它与其他的信息系统的核心是一样的遥 然而由于其应

用的角度而言袁它必须考虑到其特殊的运作环境遥 在以

往的医疗卫生健康信息系统的设计和配置中袁 这种系

统架构设计充分地体现国家和地区层面对医疗卫生健

康体系的认识和实践遥 随着医疗卫生健康信息数据的

剧增袁特别是我国人口众多的特殊情况袁这种数据完全

属于大数据范畴遥 因此袁我们在分析常用的医疗卫生健

康信息系统架构设计和功能模块设计的基础上[11尧12]袁开
展对于大数据的研究和探索袁 特别专注于大数据技术

在医疗卫生健康信息领域的应用[13原15]遥
4.1 医疗卫生健康大数据定义和特征

大数据是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提高而

发展起来的新兴技术遥当前还没有严格的定义遥普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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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数据是用于处理当前主流数据技术或工具无法处

理的尧数据量巨大的信息量的技术[15原19]遥
与传统的尧分析独立样本空间的数据集渊data set冤

相比袁 大数据技术的本质是将庞大的数据以分布的形

式存储在不同的文本存储系统中袁在处理这些数据时袁
把这些大数据分配成不同的尧小型的数据进行处理袁然
后集合在一起袁 由此获取传统数据处理方式无法处理

的尧有价值的信息袁以及数据之间的关系性遥 大数据的

技术上可在合理时间内分析处理的数据集大小单位为

艾字节渊exabytes冤袁甚至更大的数据量遥
大数据的核心技术包含在合理尧及时的时间内达

到获取尧管理尧处理尧整合成决策的信息遥 大数据一般

在大型计算机上进行处理袁所采用的计算模式基本上

是传统的分布式计算遥 它的特色在于对海量数据进行

分布式数据挖掘袁 其计算平台往往是依托云计算架

构袁其中包括分布式数据库尧分布式存储尧虚拟化技

术遥 这样可以充分调用计算资源遥 它主要涉及的技术

和解决方案包括院非结构数据的建模尧大规模并行处

理渊MPP冤数据库尧数据挖掘系统尧分布式文件存储和调

用系统尧分布式数据库尧云计算平台尧互联网和可扩展

的存储系统遥
大数据具有以下四个特点院Volume尧Variety尧Value尧

Velocity,或称作 4V 特点[15原19]遥
Volume 指数据量巨大袁 通常需要用数十到数百个

TB 或 PB 级别来表示遥 比如医院电子病历数据量巨大遥
一个由几所城市级医院所组成的小规模区域医疗系

统袁每天的门诊和住院病人的人数可达到数万人以上袁
每人每次的病历尧各类检验数据尧病理和影像数据非常

容易地达到几个 GB, 每天的总数据都可达到几个甚至

数十个 TB遥 每天一个中大城市的病人病历和诊断尧医
疗数据可达到 EB遥

Velocity 是指产生数据或更新数据袁以及处理数据

的速度快袁描述的是数据被创建和移动的速度遥 整个大

数据的技术实施过程是一个快速的动态过程遥 该特征

特别反映在信息处理和挖掘的时效性上袁 有别于不依

赖于时间的传统数据统计遥 比如病人化验人次数的增

加袁化验数据更新和增加速度之快袁所需迅速处理的需

求之大袁充分反映大数据这一特性遥
Variety 是指数据类型多样遥 传统的数据类型往往

是结构化的数据袁比如关系数据遥 而大数据所涉及的数

据形式可以是结构化数据渊Structured Data冤,也可以是

非结构化数据 渊None-Structured Data冤遥 包括图像尧文
字尧日志尧视频等等不同类型的数据遥 医疗卫生数据的

类型一直是多样的遥 病人的门诊尧体检尧急诊尧住院尧手
术尧医疗尧保健尧护理中的数据一般都是内容复杂尧结构

异构尧格式多变尧标准多样的遥 比如病人的数据包含以

文本文字为主的病历和病理报告尧诊断报告尧健康调查

报告尧影像和图像尧视频为基础的诊断影像资料渊反射

影像片尧X 光影像片尧断层尧钼靶尧核子共振尧超声视频

和数码信号尧各类心电图等冤遥 再加上网络线上的数据

和日志等袁形成异构的数据集群遥
Value 是指价值密度低遥 大量的数据中只蕴含着少

量的有价值信息遥 要从大量数据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

息来指导今后的决策是大数据的意义所在遥 在大量的

病人电子病历上尧各类诊断报告里尧各种医疗数据中袁
各项健康指标中挖掘出极为有价值的医疗和卫生信

息遥 比如袁 美国的 IBM 公司与几家单位合作袁 并采用

IBM 公司所研发的野沃森冶超级计算机袁帮助一个从事

医疗保健公司确定有特殊病情的病人选择医疗方案遥
便于协助医生和护士袁 通过数百万页的医学研究报告

资料中袁 以最快速的查询到最佳的诊断和病人的治疗

方案遥 为了帮助该台野沃森冶超级计算机了解更多关于

医学领域的资料和知识袁IBM 与一家癌症中心合作袁通
过大数据来野培训冶沃森超级计算机如何获取处理大量

的与癌症有关的研究资源和病例研究决策遥
4.2 大数据的技术挑战

大数据四个特征给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也带来新的

挑战遥 这些挑战包括院淤大数据的存储曰于大数据的计

算系统架构和配置曰盂相应计算的模式曰榆大数据的处

理渊包括采集尧预处理冤以及分析和挖掘遥
4.2.1 医疗卫生大数据存储

与日俱增的医疗卫生健康大数据是动态的遥 以何

种形式来存储这种大数据是一个关键问题遥 解决这个

问题需要考察所在单位和系统现存的医疗卫生健康数

据存储方式袁 便于渐进地转化为具有大数据存储功能

的库存模式遥 以病人病历数据为例袁多家医院的电子病

历数据往往集中存储在某一个医院内袁 或者分布在不

同的医院内遥 这里涉及到医院的管理尧病人隐私和医院

利益等敏感问题袁 涉及到医院管理人员的理念和政府

的政策问题遥 这种分布式的数据存储袁从本位主义角度

来考虑有其局部利益袁 以及单位的合理性和信息保护

性袁但限制了大数据的共享袁削弱大数据存储的企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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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准化袁减弱技术的先进性遥 随着信息安全技术的成

熟尧特别是基于分布式和虚拟技术的云存储渊云计算应

用模式之一冤基础设施的完善袁人们可以依托专业性强

的云存储服务企业来实现大数据的存储袁 在数据安全

和各个医疗卫生健康机构和医院权益得到保证的基本

条件下袁 各家医院和卫生服务机构可以将病人的电子

病历数据存储到一个共享的或者局限性共享的云存储

服务平台上袁 实现医疗卫生健康的数据部分共享但又

保护人信息安全和隐私权益遥
4.2.2 医疗卫生大数据的计算系统架构和配置

大规模计算的系统架构一般来说有两种袁 一是集

中式计算架构系统袁另一是分布式计算架构系统遥 两种

架构系统各有其优缺点遥 集中式计算系统具有数据交

换速度高袁由于共享内存使得计算效率高等特点袁同时

技术和运行相对稳定尧便于管理和维护等特点遥 其明显

的弱势是计算容量限制性强尧可扩展性差尧计算资源的

调配能力弱等遥 而分布式计算系统恰恰弥补集中式计

算架构系统的不足袁 它可以将许多计算机处理器集成

在一起袁形成一种分布式内存的计算系统袁而且把计算

单元不断扩展袁组成多核多处理器的系统遥 不管哪种传

统的计算系统无法满足大规模大数据处理遥 人们开始

采用集群计算系统的方式袁 把分布在各地的不同的计

算系统及其资源整合在一体袁形成规模巨大的多机群遥
在管理层次上袁采用网格计算的技术尧在商业运作上采

用效能计算的模式袁在集成规模上采用虚拟技术袁再加

上互联网的高性能数据交换技术袁 和集群计算机的有

效系统管理袁形成一种云计算的计算平台遥
基于云存储的分布式大数据存储系统和云计算

的高性能计算资源调配系统袁形成整个大数据的基础

设施和计算平台袁为大数据技术的实现和应用提供技

术保证遥 一般来说袁人们按大数据的应用背景和环境

来设计和配置计算机系统的架构和所需系统设备和

运作软件遥
人们可以采用企业化分布式云存储的方式袁 将大

数据按某种权限和安全措施存储为一体袁 然后通过高

性能的网络连接袁 在更大规模的分布式高性能计算系

统进行大数据的处理和挖掘遥 比如袁在医疗卫生健康大

数据系统中袁人们可以采用以上的基本架构袁将分布在

基层尧各地区各级医院的大数据袁通过高速互联网连接

成一体袁成为一体化医疗卫生健康大数据信息系统遥 具

体来说袁 各个医院诊所和卫生站将各类医疗卫生健康

数据传至当地的集群式计算平台进行数据的预处理袁
然后将预处理过的数据传递到大规模的高性能计算平

台上进行数据的处理和挖掘袁 并及时反馈到基层或用

户端处遥
大数据处理系统完全根据大数据的量值规模尧时

效性高低尧数据类型尧信息挖掘的方案袁运作经费和效

益来设计系统的架构和组成袁 进行设备的配置和安装

调试袁以及基于持续性发展的系统维护和更新遥
4.2.3 医疗卫生大数据的计算模式

除了设计大数据计算系统的架构和系统配置之

外袁人们必须根据具体行业大数据的特点袁对基于云计

算的大数据计算平台进行计算资源的配置:
4.2.3.1 采用何种云存储系统模式袁 存储设备的性能配

置和购置袁计算节点选择尧数据传递的接口和数据交换

的性能需求袁以及交换设备的配置袁网络路径和设备袁
软件的选择与购置袁系统输入和输出袁数据分析结果的

存储袁数据的容错和数据的整合技术等等遥
4.2.3.2 数据处理挖掘的建模和算法遥 根据具体的应用

数据的特点袁建立数据处理尧分析尧和挖掘的计算模型袁
其中包括分布式存储数据的调配尧输入/输出尧分布式数

据的传递尧 计算任务的分配和整合 渊比如 MapReduce/
Hadoop冤尧数据域分解和平行计算的算法等等遥
4.2.3.3 程序设计和计算的实施遥 根据数据处理挖掘的

建模和算法袁设计计算程序的流程(Flow-chart 或 NS-
图)袁选择适当的编程语言袁建立编程环境并完成编程实

践袁调试程序和运算结果遥
4.2.3.4 分析结果和实现信息决策

4.2.4 大数据的处理渊包括采集尧预处理冤尧分析和挖掘

在大数据技术中袁最为核心的部分袁并非人们所热

爱和跟踪的大数据存储和分布式计算袁 而是对于数据

进行高时效的数据采集尧处理尧分析尧挖掘尧以及对未来

的智能性决策遥
数据的采集并非盲目的收集数据袁 一定具有其特

征和范围袁特别是应用的潜力遥 在收集数据阶段袁人们

必须牢牢控制所采集的数据的真实性尧可靠性尧可应用

型袁必须对所选的数据进行信息分析遥 并且在收集大量

数据的基础上进行过滤性选择袁有针对性选择遥 同时必

须考虑数据的结构袁 便于选择数据存储所用的设施设

备袁其中包括常规的相关联数据库渊SQL冤和非关联数据

库渊NonSQL冤技术袁以及数据仓库技术遥
在获取大量数据之后袁首先必须进行数据的处理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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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数据格式的兼容和整合袁预处理和特殊处理袁
这些处理为后期的大数据处理奠定了基础遥

在对数据进行必要的选择和处理之后袁有必要对数

据进行可统计性分析遥这就需要相当规模的统计计算特

别是超级计算遥与常规的统计计算和高性能计算的区别

在于袁其存储数据往往是分布式的袁除了增强计算系统

的 I/O袁特别是并行 I/O 之外袁必须采用一些特殊的计算

模型袁比如利用分布式技术来对存储于其内的集中的海

量数据进行遥 这是大数据处理计算模型的核心袁而非大

数据技术的核心遥 这就需要人们对以 Haddop/MapRe鄄
duce 的计算模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16]遥

如前所述袁大数据技术的宗旨是对数据进行智能

性挖掘袁获取从未了解的信息袁决策或调正性价比高

的运行模式袁提供智能性服务的依据遥 数据挖掘的难

度远超出单纯的数据分布式计算袁它必须根据实际的

应用领域袁提炼信息袁满足高级数据分析的需求遥 它必

须由行业的专家和数据工程师一起完成数据的建模

和分析遥
在医疗卫生健康应用领域中袁 这种大数据的挖掘

才是整个信息技术的前端袁 可以获取未来医疗事业的

改革袁才会对整个社会带来颠覆性利益遥

4.3 基于云计算的集群式大数据处理系统架构

在进行多次系统架构设计的尝试基础上袁 我们把

系统的架构定位于由三个子系统组成的大数据计算平

台院基于云计算的数据存储子系统尧基于云计算的高性

能分布式计算集群子系统尧 以及其他计算服务器集群

子系统渊图 1冤遥 在数据存储子系统中袁我们主要采用基

于磁盘阵列 渊Redundant Arrays of Independent Disks袁
RAID冤的数据存储袁同时采用不同的数据库软件来支持

数据的存储袁 数据存储子系统与其他的计算设施的连

接采用以太网高性能数据交换器遥 在高性能计算子系

统主要运行主节点的计算任务分配和计算节点上的具

体计算遥 高性能计算集群中的数据交换采用 InfiniBand
的智能性快速交换遥 该交换器不参与外部数据的交换遥
主要目的是提高计算效率袁加强计算效能袁处理批量数

据遥 辅助性服务器计算子系统用于参加不同类型的计

算袁其中包括网络服务器尧网络数据共享尧网络安全网

关尧网络数据传递尧外围数据的采集尧数据的特殊处理尧
数据的预处理尧数据的可视化尧数据的和系统的备份尧
辅助性 GPU 处理器尧实验性平台等等功能遥

图 1 大数据处理系统架构

图 2 医疗卫生健康大数据处理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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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2017
自 Hadoop 技术的两项核心技术 MapReduce 和

HDFS 提出并公布其开源实现后袁由于具有在低成本的

硬件平台上实现高性能数据处理的强大优势袁 迅速被

企业和组织采用遥 随着 Hadoop 技术的逐渐流行袁更多

围绕 Hadoop 框架的拓展技术和工具也逐渐出现袁例如

HBase尧Pig尧Hive 等遥 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系统技术架构

和统一的技术标准遥 刘军等在总结许多应用范例基础

上袁探索了一种基于 Hadoop 为计算核心的尧云计算技

术为计算设施的大数据处理系统的架构袁如图 2 所示遥
这种架构具有其普遍性遥 这种架构顾及到分布式计算

系统的特点袁如同网格计算系统架构一样袁采用了分层

的技术架构形式袁 并将目前主要被采用的具体技术映

射到对应的层面袁 同时可以适应未来的技术发展遥 例

如袁在数据存储层袁除了目前已被广泛采用的 HBase 和

HCatalog 技术外袁 还可以引入其他已有或未来的

NoSQL 技术遥 下面自下而上地对基于云计算的海量数

据处理架构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进行介绍遥
4.3.1 数据集成层

数据架构的最下方是系统需要处理的数据来源袁
包括私有的应用数据尧存放在数据库中的数据尧被分析

系统运行产生的日志数据等遥 这些数据具有结构多样尧
类型多变的特点袁既有结构化的数据袁也有非结构化尧
半结构化的数据袁既有文本格式的日志数据袁也有富媒

体格式的网页数据遥 在这些数据中袁有些数据是可以直

接存储在 HDFS 中袁例如格式化的日志文件袁还有些数

据是可以被 MapReduce 程序解析后直接处理的遥 但是

当要处理传统企业应用保存在数据库中的数据时袁例
如经营分析系统产生的历史数据袁 由于这些数据不是

存储在 HDFS 中袁 因此 MapReduce 程序在处理时就需

要通过外部 API 的形式访问这些数据遥 这种方式既不

灵活也不高效袁因此 Hadoop 框架引入了一个数据集成

层遥 数据集成层中的组件的作用袁是在外部数据源和文

件存储层或数据存储层之间进行适配袁 以实现双向的

数据高效导入导出遥 数据集成层组件的典型实例就是

Sqoop 工具遥 利用 sqoop 工具袁一方面可以将存储于关

系型数据库中的数据导入 Hadoop 组件中以利于

MapReduce 程序或 Hive 工具进行后续处理袁 甚至直接

导入 HBase 中袁 另一方面还可以支持将处理后的结果

导出到关系型数据库中遥
文件存储层院 文件存储层是利用分布式文件系统

技术袁 将底层数量众多且分布在不同位置的通过网络

连接的各种存储设备组织在一起袁 通过统一的接口向

上层应用提供对象级文件访问服务能力遥 文件存储层

为上层应用屏蔽了存储设备类型尧型号尧接口协议尧分
布位置等技术细节袁并提供了数据备份尧故障容忍尧状
态监测尧 安全机制等多种保障可靠的文件访问服务的

管理性功能遥 同时袁利用分布式并行技术袁云计算海量

数据处理环境下的文件存储层还支持对海量大文件进

行高效的并行访问遥 在整体架构中袁文件存储层向下与

数据源和数据集成层连接访问具体的存储资源袁 向上

为编程模型层和数据存储层提供文件访问服务遥 HDFS
是文件存储层的一个典型组件遥
4.3.2 数据存储层

数据存储层的功能是提供分布式尧 可扩展的大量

数据表的存储和管理能力遥 与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不

同袁 基于云计算的海量数据处理架构中的数据存储层

组件并不要求具有完整的 SQL 支持能力袁 也不要求数

据采用关系型数据模型进行存储遥 它更强调的是在较

低成本的条件下实现海量数据表的管理能力袁 可以支

持在大规模数据量的情况下完成快速的数据读写操

作袁 并且可以随着数据量的快速增长通过简单的硬件

扩容实现存储能力的线性增长遥 目前 Hadoop 已为数据

存储层提供了两项技术基础袁HBase 和 HCatalog遥HBase
实现了一个面向列的分布式数据库存储系统遥 HCatalog
是一个数据表和存储管理组件袁 可以支持 Pig尧Hive尧
MapReduce 等上层应用间进行数据共享操作编辑程模

型层院编程模型层中的组件的作用袁是为大规模数据处

理提供一个抽象的并行计算编程模型袁 以及为此模型

提供可实施的编程环境和运行环境遥 编程模型层是整

个处理架构的核心部分袁 它的运行效率决定了整个数

据处理过程的效率遥 目前在基于云计算的海量数据处

理领域袁MapReduce 模型可以说是占据了统治地位遥 虽

然 MapReduce 的基础思想并不具有颠覆性袁 但是其简

洁高效的特性与计算机集群及高速网络结合后袁 具备

了处理海量数据的高效生产力袁 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袁并成为 Hadoop 技术的核心遥 MapReduce 组件在整

个架构中担当了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遥 一方面程序员

可以使用 MapReduce 编程模型直接构建数据处理程

序袁 另一方面上层的拓展工具例如 Hive 等也利用了

MapReduce 的计算能力进行数据访问和分析遥
4.3.3 数据分析层

对大多数数据分析人员袁 掌握复杂的并行计算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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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能力是一个成本很高的过程遥 他们应该更关注数据

分析的核心问题袁 例如建立数据模型尧 挖掘商业价值

等遥 数据分析层中的组件袁就是提供一些高级的分析工

具给数据分析人员袁以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遥Hadoop 体

系中的 Pig 和 Hive 是这样一类的工具遥 Pig 提供了一个

在 MapReduce 基础之上抽象出的更高层次的数据处理

能力袁 包括一个数据处理语言及其运行环境遥 而 Hive
则可以将结构化的数据映射为一张数据表袁 为数据分

析人员提供完整的 SQL 查询功能袁 并将查询语言转换

为MapReduce 任务执行遥
4.3.4 平台管理层

平台管理层中的组件是确保整个数据处理平台平

稳安全运行的保障遥 跟其他系统中的管理组件相同袁平
台管理层中的组件提供了包括配置管理尧运行监控尧故
障管理尧性能优化尧安全管理等在内的全套功能遥 由于

基于 Hadoop 技术目前还处于发展期袁因此针对 Hadoop
平台管理的成熟组件还不算太丰富袁 更多地是利用已

有的一些开源组件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遥 面向 Hadoop
集 群 的 开 源 项 目 主 要 有 ZooKeeper 和 Ambari遥
ZooKeeper 主要提供配置管理及组件协调功能袁Ambari
则提供了一个用于安装尧 管理和监控 Hadoop 集群的

Web 界面工具遥
在具有四个层面的架构的基础上袁 人们可以根据

不同应用环境和应用特点进行适当的修正和局部性改

动遥 也可以参考这种系统架构袁推演出相似或者不同的

系统架构遥 比如研发者可以在层面与层面之间增加所

需的中间件软件曰在数据收集层面之下袁完整更底层的

基础设施层面袁 比如网络的连接技术袁计算硬件设备和

资源遥 同时在每一个层面上还可以横向扩展具有特殊

服务的存储模型和计算模型遥 如在数据分析层面上添

加平行计算或超级计算模型遥 在分析层面上可以进一

步细化袁分成数据分析模型和数据挖掘模型遥 还可以在

该层面上添加用户自我开发的模型和模块等等遥 具体

的系统架构必须根据不同的应用背景来完成遥
5 结论

本论文从介绍我国公共医疗卫生健康信息系统的

基本原理尧尧背景尧特点和发展趋势出发尧对该系统的社

会和行业需求作系统性解析袁 以国家卫生部卫生健康

信息平台建设的指南为依据袁 对于系统架构进行功能

性子系统的模块解析袁 在这些功能基础上提出基层公

共健康信息大数据基本概念尧关键技术和系统架构遥 特

别强调医疗卫生健康大数据的存储尧 计算系统架构和

配置尧计算模式袁以及大数据的处理分析和挖掘的基本

方法袁 最后给出基于云计算的集群式大数据处理系统

架构设计和四个功能性层的介绍和特征遥 此论文对于

建设我国基层医疗卫生健康信息系统和大数据系统有

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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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金融的信用风险管理研究是 2013 年上海

市教委重大内涵项目 野基于供应链金融视角的中小企

业融资策略研究冶的研究内容之一遥 本文介绍其研究的

进展和成果遥
全国四分之三的城镇就业岗位是由中小企业提供

的[1]袁中小企业的发展是我国扩大内需的关键袁但是中

小企业一般都面临着担保品不足和信息透明度差等问

题袁与商业银行授信贷款的要求有所差距袁所以中小企

业在我国一般很难获得融资遥
供应链金融业务中多数融资模式都有核心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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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本文通过对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影响因素分析袁构建了供应链金融业务的信用风险评估体系袁采用

主成分分析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分别在供应链金融和传统商业银行两种信用风险的评估指标体系下进行了实证研

究遥 通过对风险评估结果的对比袁得出前者对融资企业违约风险的判断较为准确遥 最后对我国商业银行如何评估尧
防范和控制供应链金融的信用风险提出了相关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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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system of supply chain financial business. An empirical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using main components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turn analysis respectively in supply chain financial credit risk index system and traditional com鄄
mercial bank credit risk index system. Comparing the assessment results of the risks, we find the former one has made
more accurate judgment on default risks of financing enterprises. Relevant proposals are finally put forward on commer鄄
cial banks忆 assessing,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credit risks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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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尧物流企业的监控等袁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小企

业担保品不足和信息透明度差等问题袁 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遥
但是我国商业银行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时间比

起国外相对较短袁 供应链金融的信用风险管理比较落

后袁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袁主要体现在院供应链金融信用

风险评估不够真实和准确尧 商业银行缺乏对供应链金

融业务有效的监控尧 商业银行的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

管理意识淡薄等袁 这些问题很可能会在开展供应链金

融业务时形成相应的信用风险隐患遥
本文在继承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袁 针对商业银行开

展供应链金融业务时存在的信用风险问题袁 在信用风

险的评估和管理两个方面分别提出了相关的建议遥
一尧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框架

供应链融资信用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对该项业务中

的融资企业提出融资时袁 而融资企业没有办法偿还该

项贷款的本金和利息时而导致商业银行面临可能遭受

损失的可能性[2]遥
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袁一个指标体系的构建应该能

够精确反映出评估对象的特征和实际状况袁评估内容

应该涵盖能够对评估对象造成影响的一切因素[3]遥 所

以袁对于构建供应链金融的信用风险评估体系袁需要

考量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院淤 影响中小融资企业的信

用水平的评估指标曰于 针对供应链融资项目的信用风

险评价指标曰盂 针对供应链中核心企业的信用状况评

估指标曰榆 针对供应链金融融资行业环境的风险评估

指标遥
渝 融资企业自身的状况

融资企业的资质主要包括企业的基本素质尧 营运

能力尧盈利能力尧发展前景尧偿债能力和信用记录等遥
企业的基本素质包括企业的管理状况尧 企业员工

的素质和企业的规模遥 企业的基本素质较高说明企业

的偿债能力较高袁信用较好[4]曰营运能力的高低主要是

看企业对资金的使用效率曰 盈利能力是指企业在发展

过程中获取利润的能力曰 发展前景是企业未来能否不

断发展壮大的关键曰 偿债能力是最能体现企业的信用

状况的袁 企业的偿债能力较高不仅说明企业的经营风

险较低袁也说明了企业利用负债的运营能力较高[5]曰企
业过往的信用记录较好袁企业违约的风险较低遥

综上所述袁通过融资企业的基本素质尧营运能力

等指标可以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反映企业的资信

情况遥
渔 核心企业的资质

对于核心企业资质的考量主要是企业规模尧 盈利

能力尧偿债能力和信用记录四个方面遥 因为在供应链金

融融资项目中提供担保的企业规模较大袁 商业银行面

临的信用风险就越小袁 所以将企业规模放入考量范畴

便是理所应当遥 另外袁核心企业的基本素质都较高袁在
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都得到保证的时候袁 银行的还款

来源便有了保证袁 不过此处主要考量的是核心企业的

短期偿债能力袁 因为供应链金融业务主要是针对流动

资产开发的项目遥
隅 融资项下的资产资质和供应链运营情况

供应链运营状况考量的是供应链关系的稳定性袁
主要考量的是供应链中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强

度尧合作质量和合作年限以及融资企业的地位等遥 因为

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合作的年限越久袁 合作的质量越

高袁则契约的违约风险就越低袁商业银行所面临的信用

风险就越小遥
予 供应链金融融资的行业环境评估

行业环境会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袁 本文主

要选取了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等因素来评估企业的偿

债能力遥
二尧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评估指标的选取

我们首选申请人资质尧核心企业资质尧供应链稳定

性和行业状况四个一级指标遥 并在各一级指标下选取

了二级指标袁二级指标下选取了三级指标遥 本文数据选

取了汽车行业中在上海开设公司或者在上海有分公司

的 49 家中小企业袁这些企业以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整车制造企业为核心袁 形成上海市汽车行业供应

链遥 对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和鉴别力分析袁并考虑实际

运用情况对指标进行调整袁 最后得出了供应链金融信

用风险评估体系如表 1 所示遥
本文对王新红尧陈燕杰和仲伟周[6](2009),范柏乃 [7]

(2003)袁李芳[8](2008)等文献中的指标通过简化和改进袁
并根据上文相关性和鉴别力分析筛选袁最终形成传统

的中小融资企业信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如表 2 所示遥
三尧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的实证分析

渝 样本选取

本文数据选取自在上海开设公司或者在上海有

分公司的汽车行业的 49 家中小企业袁 这些企业以上

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整车制造企业为核心袁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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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行业状况

宏观环境
宏观经济状况
法律政策环境

行业成长性
行业发展阶段
行业竞争性

区域因素
当地政府支持力度

市场化程度

融资企业状况

企业基本素质
管理者素质
员工素质
企业规模

盈利能力
销售利润率

净资产收益率

偿债能力
速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

营运能力
应收账款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率

信用记录 以往的履约情况

核心企业状况

盈利能力
销售利润率

净资产收益率

偿债能力
速动比率

现金流量利息保障倍数
资产负债率

信用记录 对外担保情况

供应链关系状况

合作强度 互动频率

合作质量
承诺

管理者私人关系
员工私人关系

合作久度 合作时间

融资企业地位
产品价格优势
产品替代性

表 1 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融资企业状况

企业基本素质
管理者素质
员工素质
企业规模

盈利能力
销售利润率

净资产收益率

偿债能力
速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

营运能力
应收账款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率

信用记录 以往的履约情况

行业状况

宏观经济状况
法律政策环境
行业发展阶段
行业竞争性

当地政府支持力度
市场化程度

宏观环境

行业成长性

区域因素

表 2 传统的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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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汽车行业供应链遥 主要是从 Qin叶中国企业财务

信息分析库-秦曳 数据库和 WIND 数据库搜集相关企

业的财务数据袁然后通过问卷调查搜集定性指标的相

关数据袁问卷调查对象主要是相关企业的财务经理和

销售经理等遥 问卷发出了 225 份袁回复的有 156 份袁能
够进行分析的问卷有 122 份袁对搜集到的数据进行处

理袁得出了这 49 家企业跨度为 5 年渊2010要2014冤的
相关信用数据遥

渔 LOGSTIC 模型的一般假设

假定中小融资企业守约概率服从 Logistic 分布袁并
根据影响其信用风险的相关因素和财务指标渊Xk袁k=n冤
作为自变量建立模型[9]遥预测企业的守约概率为 P袁然后

根据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设立分界点 P*袁比较 P 与 P*
的大小袁当 P逸P* 时袁令 Y=1袁说明企业的守约率较高袁
风险较低袁可以通过其贷款申请曰当 P臆P* 时袁令 Y=0袁
说明企业的守约率较低袁风险较高袁应该拒绝其贷款申

请遥 并令 X=渊X0尧X1尧噎噎尧Xn冤T 为一个 N 维随机变量袁X
为用来测算企业是否可能违约的特征变量袁茁=渊茁0尧茁1尧
噎尧茁n冤T 是自变量 X 的系数袁茁0 为常数遥

Logistic 模型的函数形式见式渊3-1冤尧渊3-2冤尧渊3-3冤遥

1 P逸P*渊信用度较高冤
Y=

0 P臆P*渊信用度较低冤 渊3-1冤

P=1/渊1+e-W冤 渊3-2冤
W=茁0+茁1X1+茁2X2+噎噎.+茁nXn=茁0+茁tXt 渊3-3冤
隅 LOGSTIC 模型模型的分析及数据处理

上文中指出了本文的实证财务数据是选取自以上

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整车制造企业为核心的上海

汽车行业供应链遥 但本文数据时间跨度短袁且又是对同

一行业尧同一地区的企业搜集的数据袁所以我们需要将

法律政策环境尧行业发展阶段尧行业竞争性尧当地政府

支持力度和市场化程度 6 个指标进行删除袁 选用剩余

的 25 个指标作为本文实证分析的主要指标遥
1. 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的 Logistic 分析

本文选取的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指标涉及 25 个袁
每个指标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信用风险的大

小袁如果指标之间具有相关性袁那么统计数据在一定程

度上具有重叠性遥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袁我们需要

对所选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10尧11]遥
本文中的指标有 25 个袁为了最大限度的获得合理

的经济解释袁 本文需要对 25 个指标做一次主成分分

析袁 然后运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来改变信息量在

不同主成分上的分布遥 基于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到

80%的标准袁 前 11 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达到了

80.104%袁 所以本文选取 F1尧F2噎F11 作为最终指标进

行分析遥

成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宏观经济状况 .093 .978 -.148 -.023 -.068 -.038 .047 .007 .009 -.008 -.024
管理者素质 .611 -.214 -.164 .045 -.010 -.077 -.049 .012 .222 .414 -.238
员工素质 .655 -.128 -.153 -.159 .120 .035 .362 -.006 .102 .145 -.259
企业规模 .408 -.025 .442 .246 -.122 -.057 -.166 .039 .283 -.311 .037

销售利润率 .094 .096 .032 .296 .556 .299 .149 .202 -.567 -.051 -.117
净资产收益率 ROE(平均) .120 -.122 -.138 .444 .250 -.437 .382 .407 .249 -.106 .176

速动比率 -.141 -.101 -.559 .589 -.253 -.019 -.259 -.106 -.131 .052 -.051
资产负债率 .175 .094 .639 -.543 .139 .137 .084 .069 .070 -.005 .111

应收账款周转率 .373 .134 .593 .294 -.041 .078 .147 .000 -.022 .190 -.150
存货周转率 .488 .125 .539 .399 -.212 .064 -.132 -.069 -.021 .059 -.013

成份矩阵 a

表 3 主成分渊初始因子冤载荷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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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总资产周转率 .491 .242 .625 .261 -.105 -.009 -.086 .043 -.076 .035 .022

以往的履约情况 .690 -.063 -.237 -.002 .120 -.032 .055 .058 .172 .080 -.097
现金流量利息保障倍数 .094 -.051 -.172 .262 -.128 .584 .495 -.397 .175 .002 .270
核心企业销售利润率 .055 .368 .003 .110 .681 -.036 -.315 -.210 .145 .306 .292

核心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渊平均冤 .098 .962 -.134 .015 .139 -.042 -.047 -.072 .056 .055 .038
核心企业速动比率 -.076 -.748 .153 -.013 -.153 -.089 .042 .095 -.218 .307 .314

核心企业资产负债率 .085 .912 -.154 -.033 -.188 -.042 .109 .007 -.025 -.079 -.090
核心企业对外担保情况 -.044 -.627 .055 .104 .428 .110 -.174 -.266 .221 -.276 -.253

互动频率 .759 -.054 -.125 -.078 .106 -.026 -.054 -.018 -.231 -.154 .034
承诺 .710 -.061 -.225 -.123 -.107 -.061 -.083 .061 -.055 .070 .202

管理者私人关系 .704 -.104 -.185 -.111 -.104 -.025 -.013 -.097 -.134 .013 -.063
员工私人关系 .724 -.050 -.154 .014 .055 -.112 .073 -.034 -.054 -.267 .253

合作时间 .737 -.176 -.106 -.105 -.045 .042 -.071 .032 -.076 -.073 -.111
产品价格优势 .749 -.036 -.171 -.121 -.030 .088 -.211 -.108 -.043 -.089 .174
产品替代性 .051 .046 -.251 .014 -.054 .646 -.267 .589 .236 .018 .052

提取方法 :主成份遥
a. 已提取了 11 个成份遥

成份矩阵 a

成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宏观经济状况 .006 .967 .053 .009 .092 -.019 .007 -.006 .012 -.027 -.222
管理者素质 .495 -.130 .147 -.121 .102 .039 -.141 -.049 .067 .630 -.003
员工素质 .567 .016 -.011 .195 -.123 .121 .099 .161 -.057 .553 .066
企业规模 .213 -.021 .630 .098 -.051 .182 -.224 -.045 .080 -.154 .279

销售利润率 .043 .037 .077 -.016 .106 .063 .935 .019 .060 -.034 .040
净资产收益率 ROE渊平均冤 .051 -.065 .024 -.123 .029 .938 .061 -.015 -.030 .074 -.005

速动比率 -.013 -.032 -.082 -.915 -.006 -.017 -.006 .053 .066 -.039 -.019
资产负债率 .034 -.024 .225 .851 .047 -.158 -.024 -.048 .021 -.042 -.035

应收账款周转率 .021 .034 .740 .175 -.014 .014 .165 .082 -.083 .241 -.062
存货周转率 .189 .027 .856 -.027 .024 -.065 .000 .042 -.017 .016 -.032

总资产周转率 .185 .115 .828 .171 .048 -.005 .074 -.071 -.039 -.027 -.097
现金流量利息保障倍数 .058 -.009 .020 -.096 -.028 -.013 .020 .977 .059 .028 .015

以往的履约情况 .638 .059 .057 -.003 .065 .184 -.014 .033 .089 .367 .091
核心企业销售利润率 -.005 .229 .020 .051 .939 .032 .116 -.032 -.019 .020 .075

核心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渊平均冤 .006 .923 .051 .016 .336 -.011 .041 -.010 -.004 -.017 -.139

表 4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渊续上表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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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能通过未经旋转的初始因子载荷矩阵来计

算主成分系数[12]遥主成分系数矩阵的值是由初始因子载

荷矩阵中的数据与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值开平方根相

除得到的[13]遥然后利用得出的系数与标准化后的数据相

乘袁便可以得到主成分表达式袁从而计算得出相应的主

成分的数值遥
为了计算方便袁本文将 25 个自变量袁从上往下分

别设为 x1尧x2噎x24尧x25遥 所以主成分的表达式分别为院
F1 =0.04sx1 +0.263sx2 +0.282sx3 +0.176sx4 +0.04sx5 +

0.052sx6-0.061sx7+0.075sx8+0.161sx9+0.21sx10+0.212sx11+
0.04sx12+0.297sx13+0.024sx14+0.042sx15-0.033sx16+0.037sx17-
0.019sx18 +0.327sx19 +0.306sx20 +0.303sx21 +0.312sx22 +
0.318sx23+0.323sx24+0.022sx25

噎
F11=-0.029sx1-0.284sx2-0.309sx3+0.044sx4-0.140sx5+

0.21sx6-0.061sx7+0.132sx8-0.179sx9-0.016sx10+0.026sx11+
0.322sx12 -0.116sx13 +0.348sx14 +0.045sx15 +0.375sx16 -
0 . 107sx17-0 . 302sx18+0 . 041sx19+0 . 241sx20 -0 . 075sx21 +
0 . 302sx22-0.132sx23+0.208sx24+0.062sx25渊3-4冤

其中式 3-4 中的 sxi渊i=1袁2噎.25冤表示标准化后的

指标变量袁其中 sxi 前的系数是由初始载荷矩阵中的数

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值开平方根得到的袁 例如

sx1 前面的系数是由 0.093/SQRT渊5.388冤得到袁以此类

推遥通过公式 3-4 和指标变量数据可以得出主成分变量

的标准化观测数据遥

通过表 4 可以看出院
F1 主要体现了变量以往的履约情况尧互动频率尧承

诺尧管理者私人关系尧员工私人关系尧合作时间和产品

价格优势六个指标的信息情况遥 代表的是融资企业的

基本素质和供应链关系的稳定性遥
F2 主要体现了变量宏观经济状况尧 核心企业净资

产收益率 ROE渊平均冤尧核心企业速动比率尧核心企业资

产负债率四个指标的信息情况遥 代表的是供应链所处

的宏观环境袁核心企业的盈利能力袁核心企业的资信水

平和核心企业的偿债能力遥
F3 主要体现了变量企业规模尧应收账款周转率尧存

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四个指标的信息情况遥 代表

的是融资企业的基本素质和营运能力遥
F4 主要体现了变量速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两个指

标的信息情况遥 代表的是融资企业的偿债能力遥
F10 主要体现了变量管理者素质和员工素质两个

指标的信息情况遥 代表的是融资企业的基本素质遥
F5尧F6尧F7尧F8尧F9 和 F11 分别体现了变量核心企

业销售利润率尧净资产收益率 ROE渊平均冤尧销售利润

率尧现金流量利息保障倍数尧产品替代性和核心企业对

外担保情况的信息情况遥 分别代表了核心企业的盈利

能力尧融资企业的盈利能力尧核心企业的偿债能力尧融
资企业的地位和核心企业的信用记录遥

2. Logistic 回归结果及分析

运用 SPSS对上文得出的 11个主成分进行回归模型

成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核心企业速动比率 .003 -.859 -.008 -.011 -.036 .024 -.044 .001 -.077 -.021 -.352

核心企业资产负债率 .013 .933 .050 -.015 -.080 -.033 -.011 .010 -.019 -.034 -.213
核心企业对外担保情况 .001 -.510 -.066 -.033 .110 -.011 .068 .030 -.044 .056 .779

互动频率 .798 .024 .114 .044 .002 .006 .183 -.051 -.050 -.007 .043
承诺 .761 -.013 .056 -.012 .053 .038 -.103 -.012 .079 .066 -.201

管理者私人关系 .730 -.003 .084 -.038 -.092 -.094 .001 .014 -.070 .176 -.033
员工私人关系 .774 .039 .108 .034 .016 .244 .016 .106 -.079 -.139 .034

合作时间 .737 -.068 .144 .031 -.124 -.051 .039 -.051 .068 .164 .082
产品价格优势 .806 .027 .115 .006 .114 -.117 -.073 .055 .092 -.047 .024
产品替代性 .054 .048 -.068 -.046 -.017 -.030 .057 .059 .972 .022 -.019

渊续上表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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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袁采用向前逐步选择法渊LR冤遥 分析结果如表 5所示遥
由表 5 可以看出袁 选出第五步的回归结果袁F1尧F2尧

F3尧F4 和 F7被留在了模型之中袁各个主成分的系数由 B
列给出袁各主成分及常数系数的 P 值均小于 0.05袁所以袁
F1尧F2尧F3尧F4 和 F7 对预测中小企业的融资行为是否违

约影响显著遥 即供应链关系的稳定性尧融资企业的基本

素质曰供应链所处的宏观环境袁核心企业的盈利能力袁核
心企业的资信水平尧核心企业的偿债能力曰融资企业的

营运能力曰融资企业的偿债能力及融资企业的盈利能力

等因素对中小企业融资行为是否违约都具有显著影响遥
将回归结果代入公式 3-3 可得袁
W =1.445 +0.539F1 -0.247F2 +2.773F3 +3.226F4 +

0.829F7 渊3-5冤
将公式 3-5 代入公式 3-2 可得袁
P= 1/渊1+e-渊1.445+0.539F1-0.247F2+2.773F3+3.226F4+0.829F7冤 渊3-6冤
公式 3-6 中的 P 便表示了中小融资企业贷款违约

概率袁 将融资企业的相关数据代入就可以预测融资企

业的信用风险大小遥 P 值越接近 1袁则融资企业发生违

约事件的概率越小袁则融资企业的资质较好曰反之袁P 值

越接近 0袁则融资企业发生违约事件的概率越大袁则融

资企业的资质较差遥
3援 Logistic 模型准确性

从表 6 可以看出 Logit 模型在供应链金融业务时袁
对违约企业的判定准确率为 91.4%袁对履约企业的判断

准确率为 95.7%袁总体判断准确率为 94.5%袁所以可以

断定模型具有较高的违约判断准确率遥
四尧传统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评估结果和分析

按照传统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评估指标袁 先对其

进行主成分分析袁得到主成分值后袁用方差最大化正交

旋转法袁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袁进而找到各主成

分的经济解释遥 然后将主成分作为自变量代入 Logit 回
归模型袁运用向前渊LR冤回归的方法用 SPSS 进行回归分

析袁对融资企业的违约概率进行计算袁进而对商业银行

的信用风险进行评估遥 得出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遥

从表 7 可以看出袁 在用传统的商业银行评估指标

体系进行回归分析时袁 对违约企业的判定准确率为

65.5%袁对履约企业的判断准确率为 86.0%袁总体判断

准确率为 81.1%遥
综上所述袁 采用传统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评估体

系对融资企业的信用风险评估明显不如采用供应链金

融信用风险评估体系进行评估遥

方程中的变量

B S.E, Wals df Sig. Exp 渊B冤

步骤 5e

F1 .539 .477 48.643 1 .000 1.714
F2 -.247 .125 3.892 1 .049 .782
F3 2.773 .763 8.741 1 .000 2.782
F4 3.226 .861 26.383 1 .020 .693
F7 .829 .522 28.262 1 .006 .177

常量 1.445 .690 18.015 1 .000 4.243

表 5 回归系数估计值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表

已观测

已预测

Y 百分比校正

0 1

步骤 5 Y 0 53 5 91.4
1 8 179 95.7

总计百分比 94.5

表 6 Logit 模型对样本总体的判定结果表

分类表 a

已观测

已预测

1 百分比校正

0 1

步骤 3 1 0 38 20 65.5
1 26 160 86.0

总计百分比 81.1
a. 切割值为 .500

表 7 回归系数估计值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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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尧完善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管理的建议

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的管理过程袁 主要包含了信

用风险的识别尧评估和控制三个步骤[14]遥 本文主要从以

下两个方面对商业银行开展的供应链金融风险管理提

出建议遥
渝 改善供应链金融业务信用风险评估方面的建议

1援 运用比较全面的信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供应链金融的业务特点决定了中小企业的融资信

用风险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财务经营状况袁 还与核心

企业的资信水平以及供应链关系的稳定性有巨大的关

联遥 因此实证检验在加入核心企业资信水平和供应链

关系稳定性后袁预测准确率较大幅度提升袁改善了传统

的评估方法不够真实的问题袁 同时说明了全面考量信

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重要性遥
2. 使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供应链金融业务关联方较多袁 考虑因素也较为复

杂袁 单用定量分析并不能将我们需要考量的因素全部

表现出来遥 此时袁我们便需要定性分析的帮助袁本文中

的信用风险评估指标便是定性和定量指标的结合遥 实

证结果也显示袁 在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后袁评估结果能比较好地显示融资企业的违约风险遥 所

以袁商业银行在以后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时袁需要将两

种分析方法结合起来使用袁 从而避免评估结果不够真

实的问题遥
3援 建立中小企业相关的信用管理系统

我国银行开展的供应链金融融资业务主要是针对

中小融资企业融资难问题展开的袁 对中小融资企业的

信用风险评估需要大量中小融资企业相关数据的支

持遥 但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开展该项业务的时间较短袁
相关的中小企业信用风险数据更是不足袁 从而严重制

约了我国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用风险进行量化分

析与应用的进程遥 因此袁我国的相关金融机构应尽快建

立起中小企业的信用数据库袁 并对于经常违约的中小

企业划入黑名单袁进而驱逐出市场袁不仅可以为供应链

金融业务的顺利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袁 还有利于商业

银行更好地进行风险控制遥
渔 提高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管理水平的

建议

1援 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的规避

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的规避是指商业银行在开展

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时候袁 需要对该行业的供应链发展

状况进行详细研究袁对发展不成熟尧不适合开展供应链

金融业务的行业采取规避的态度袁 从而规避供应链金

融的信用风险遥
此外袁商业银行对供应链进行评估的时候袁除去行

业特性外袁 还要考虑该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与上下游

企业的业务关系是否仅仅是纯粹的市场交易活动袁核
心企业是否愿意为该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承担 野担保

人冶的角色等遥 对供应链有充分的了解袁才能建立适当

的准入体系遥 但我国供应链金融业务仍处于初步发展

阶段袁大量中小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达不到要求袁商业银

行便需要与社会上的中介机构合作构建信用制度袁升
级信息管理系统袁 从而规避因信息透明度不高而造成

的道德风险遥
2援 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的补偿

风险补偿是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时使用的主要风

险控制方法[15]遥 传统商业银行对于风险补偿的做法是:
对于风险较小尧业内知名度较高的企业给予贷款优待袁
而业内知名度较低尧 信誉水平不高的中小企业常常承

担着较高的利率遥
为了降低供应链金融业务中的融资企业的信用风

险袁 商业银行需要改善自己对融资企业贷款相关信息

量严重缺乏的劣势处境遥 比如袁商业银行可以将关注点

投注到供应链的运营状况和授信资产的价值上来袁这
样便扭转了对中小企业经营状况信息了解不足的尴尬

处境遥 供应链的运营状况会受到宏观环境和行业发展

状况的影响袁 而授信资产价值的评估比对中小企业信

用风险评估更加容易袁评估方法确定后袁商业银行可以

对供应链金融业务发展良好尧业务发展较为稳定尧供应

链信用风险较低的供应链行业给予风险补偿袁 对该供

应链中的中小融资企业的贷款利率给予优待遥
3援 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的转移和分散

供应链金融业务中袁 中小企业申请贷款的质押物

品主要是流动物品袁存在有无法兑换的风险袁对待这种

风险袁商业银行可以采取两种方法院要求贷款企业为质

押物品购买保险曰将信贷资产抵押证券化袁提高质押物

品流动性袁降低风险遥
当供应链中的贷款企业为质押品购买保险时袁银行

便成了直接受益人袁实现了风险的转移遥伴随着我国金融

改革的不断深入袁金融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多袁发挥金融衍

生工具在供应链金融业务中的作用便变得愈发重要遥
商业银行可对质押贷款进行限额管理袁 将质押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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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数额与商业银行的实际需要进行比较遥 当二者进

行比较袁前者的数额较大时袁对超出实际需要的贷款数

额进行资产证券化处理袁 将缺乏流动性的质押物变成

了可在资本市场进行流动的债券袁 极大地降低了商业

银行的信用风险袁实现了信用风险的转移遥
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的分散主要是指中小企业在

进行质押贷款时袁质押物要有一定的固定资产袁因为固

定资产的风险较小遥 但由于中小企业的经营规模较小袁
可以进行抵押的固定资产不多袁 所以我们可以将比率

调低袁 但是混合质押物无疑是商业银行分散风险的一

个较好办法遥
4援 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机构合作

银行通过与第三方机构的合作袁 可以建立起对客

户的资料收集制度尧资信核查制度尧信用额度稽查制度

和财务管理等一系列的制度袁 可以为供应链金融的健

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遥 有了对供应链金融业务全方

位的信用管理袁并形成相应的监管机制袁不仅可以极大

地降低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袁 同时也可以降低中小企

业的野融资难冶问题遥 因为通过与第三方机构建立的相

关制度不仅有效解决了中小企业与商业银行的信息不

对称问题袁而且当供应链金融业务发展稳定以后袁中小

企业的贷款还可以享受补偿遥 如此袁供应链金融的发展

不仅有效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难题袁 还为商业银

行带来了新的盈利增长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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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对外援助是中国与其他国家间进行政治尧经济合作袁实现政策尧民心互通的重要政策工具遥 我国存

在援外制度不健全尧援外基本法缺位尧援外管理体系不协调等制度问题遥 中国应完善对外援助制度袁理顺对外援助

管理体系袁加强对外援助绩效评估袁通过制度完善提升援助实效遥 当务之急袁应当通过构建研究平台袁充实对外援助

制度理论研究袁促进对外援助法学与援外制度成长遥 本文介绍了上海杉达学院在对外援助理论研究方面在平台建

设尧制度建设和理论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遥
揖关键词铱 对外援助曰 对外援助法曰 发展合作

Abstract: Foreign aid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tool for China to conduc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other
nations, which is beneficial for the interaction in policies and public minds. Currently, China has no sound system, no
basic law for foreign aid, and the management systems are incongruous. Our country should issue a Foreign Aid Act as
soon as possible, rationalize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strengthe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foreign aid. Urgently, we
should speed up process to improve foreign aid law and foreign aid institution by constructing a research platform and
enriching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foreign aid legal institution.
Key Words: foreign aid; foreign aid act;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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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援助经常被误读为国家之间的 野灰色交易冶袁
全球化浪潮和国家间相互依赖推动对外援助转型成

野发展援助冶或野发展合作冶而使其成为一个正面尧褒义

的国家行为遥 尽管提供援助的国家动因各异袁但对外援

助逐渐成为国家实力与国际道义的重要体现袁 援外制

度规范也从国内立法走向国际立法规制袁 这与中国长

期以来通过政策开展援外工作形成鲜明对比遥 中国援

外的历史教训及自身发展现状不应阻滞援外活动开

展袁合理尧适度扩大对外援助规模是我国提升国际话语

权尧维护自身地缘政治经济与发展优势的必要开支遥 尤

其在中国国际地位转变及政治经济战略出现调整时袁
援外工作的实际开展效果将成为我国对外合作战略

渊如野一带一路冶野走出去冶战略等冤的重要保障袁而援外

工作的开展成效则取决于对外援助的制度设计遥 我国

尚未形成系统的对外援助法律制度体系袁 对于援外制

度理论的研究也尚未深入袁 当前亟需通过深化援外制

度理论袁推动我国对外援助法制进程遥
一尧完善援外法制建设袁实现依法援助

2014 年 10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

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渊以下简称 叶决定曳冤袁叶决定曳
指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和重要保障袁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必然要求袁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袁事关人民幸福安

康袁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遥同时袁叶决定曳提出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袁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遥这就是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袁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袁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理论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尧高效的法治实施体

系尧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尧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袁形成完

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袁坚持依法治国尧依法执政尧依法行政

共同推进袁坚持法治国家尧法治政府尧法治社会一体建

设袁实现科学立法尧严格执法尧公正司法尧全民守法袁促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遥围绕上述总目标袁结
合我国对外援助的实际情况袁完善对外援助法律制度是

依法治国与依法援外的根本要求遥
第一袁 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总目标的重要指标袁 某一特定领域的法律规范体

系应当由以全国人大基础性法律为纲领的法律核心规

范尧 以国务院行政法规为补充的基础法律辅助规范和

以国务院部委部门规章及地方规范性文件为操作依托

的法律实施规范构成遥 结合我国对外援助实践及对外

援助制度的实际情况袁可以发现袁随着近年来国际形势

的快速发展袁 对外援助相关职能部门逐渐注意到制度

建设的重要性袁 已经出台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来规范对

外援助活动尧提高对外援助的透明度和有效性袁并形成

了一定的规章制度体系袁 在实践中也已存在较强的可

操作性遥 但对外援助基础性法律缺失袁援外行政法规缺

位袁导致援外法律规范体系野先天不足冶与野发育不良冶袁
进而致使援外规章内部协调差强人意尧 援外战略实施

困难重重遥 因而袁对外援助基础性法律与行政法规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袁只有及时地研究尧制定叶对外援助法曳与
配套法规袁才能尽快完善对外援助法律规范体系遥

第二袁 完善援外法制建设是援外职能部门依法行

政的基本前提遥 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袁权力

机关的意志主要通过其所制定的法律表达出来袁 执行

机关也是执法机关袁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2]遥 各级政

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袁依
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袁 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

制度袁推进机构尧职能尧权限尧程序尧责任法定化遥 在实施

对外援助时袁在援外机构的设置尧援外机构的职能尧援
外程序以及援外相关法律责任上都应当有法律作为依

据才能由相应行政部门开展援外活动遥 但是从当前的

实际情况而言袁 无论是我国的宪法还是法律都没有关

于对外援助方面的规定袁 同样也没有授权国务院指定

或直接规定由某一部门承担对外援助职能遥 因而袁在援

外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袁 援外职能部门行使职权

无法可依袁 这种局面在建设法治政府的大背景下应当

予以改变遥
第三袁 完善援外法制建设是援外战略普及与实现

的最优选择遥 对外援助战略的推进必须依赖于援外工

作实施的效果袁 而援外工作的实施效果则取决于国内

公众的支持与援外工作的有效落实遥 对外援助在对外

政策层面的热度和在公民社会遭受的冷遇袁 形成了高

调合作尧低调援助的局面遥 在对外援助领域袁由于政治

与外交的需要袁 对内对外宣传上我国历来强调对外援

助对其他国家的无私奉献袁 回避对外援助给中国带来

的政治尧经济利好袁导致国内民众将对外援助误解为单

向的援助而非合作袁 对我国的援外战略大都持否定态

度遥 但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对外援助从来都不是一种

单向的资金流动袁野发展冶+野合作冶导向的对外援助工作

不仅能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袁 在双方的合作过程中

曹俊金 推动对外援助法制进程的实践与研究进展

93窑 窑



No.32017Cao Junjin Promoting the Institutional Process of Foreign Aid on Concentrated Study
也必然给中国带来特定的利益回馈遥 因而袁通过完善援

外法制建设这一过程普及援外认知袁 成为促使公众支

持援外战略与援外工作的最佳选择遥
二尧充实援外理论研究袁推动制度建设

从目前国内对于对外援助的研究侧重点来看袁主
要是就对外援助的方式尧动机尧策略等内容进行研究袁
对外援助立法方面的论文和著作非常罕见袁 探讨对外

援助法律理论方面的研究也不多曰 从研究人员的组成

来看袁研究对外援助的学者多为国际关系方面的专家袁
法学专家并不多遥 然而袁援外法制建设必须具有理论支

撑袁否则难以形成完善的制度建设体系袁援外制度与援

外战略难以契合袁援外实效也无从谈起遥 充实援外制度

理论研究袁 至少应当深入援外工作相关的各基础制度

侧面进行研究院
1援 必须明确中国提供对外援助的基本动因袁 这是

援外制度乃至援外工作的现实基础遥 对外援助工作与

我国的国家安全尧能源资源安全尧贸易投资促进尧国际

地位与话语权及灾难应对都密切相关袁因而袁援外工作

对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增进政治外交合作尧 实现互

利共赢尧提升中国大国地位尧维持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袁我国必须适度开展援外活动遥 当然袁我国应从

自身国情出发袁依据国力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袁注重充

分发挥比较优势袁 最大限度地结合受援国的实际需要

开展援助袁做到量力而行尧尽力而为遥
2援 明确当前援外工作对援外制度带来的压力袁这

是援外法制建设的制度动因遥 我国当前援外活动存在

争议袁 政策层面的高热与公民社会的冷遇形成鲜明对

比遥 对外援助存在援外制度不健全引发公众信任危机尧
援外基本法缺位导致援外规范体系混乱尧 援外管理机

构不协调致使援外职能对接不畅尧 援外评价机制不完

善累及援外效果提升等传统制度压力袁野一带一路冶等
国际经济合作战略对援外制度施加新压力袁 援外制度

必然需要通过变革才能实现援外战略目的遥
3援 关于对外援助制度基础理论的研究遥 如应正确

界定我国对外援助的基本性质袁 明确我国的对外援助

是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模式曰 形成以利益为基础

价值尧以秩序为固有价值尧以人权和安全为终极价值的

制度目标体系曰 以制度目标为导向袁 借鉴国内外立法

例袁形成以扩大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尧规范对外援助活

动尧 提高援助有效性尧 实现共同发展为主体的立法宗

旨曰 设定开展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袁 包括自愿援助原

则尧平等援助原则尧不附带政治条件原则尧限度援助原

则尧有效援助原则遥
4援 关于对外援助实施方式的规制研究遥 按照我国

对外援助实践袁 目前我国援外资金利用形式包括无偿

援助尧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袁援助方式包括成套项目尧
一般物资项目尧 技术援助项目尧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

目尧青年志愿者项目尧援外医疗队尧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尧
债务减免等遥 然而关于对外援助方式的规制并不到位袁
如存在援助基本形式之间的逻辑与层次问题尧 援助方

式与援助资金对接问题尧援助方式规范等级问题尧援助

方式与部门职权对接问题尧 援助方式的创新与增列问

题等袁需要对援外基本方式制度进行变革遥 应切实加强

这方面理论研究袁加强部门协作细化援外方式规范袁明
确援外方式流程和规程袁 针对不同援外方式制定部门

操作指引等遥
5援 关于对外援助管理体制研究袁 以解决我国援外

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袁 如现行援外决策机制忽视外交

战略导向尧执行体制条块分割影响援外项目实施尧部际

协调平权结构弱化援外制度合力尧 援外管理制度贫瘠

限制部门职权发挥等遥 我国的援外管理体制限制援外

实效袁 因而应当通过研究确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援外管

理模式以及如何协调不同援外管理部门之间的援外职

能袁推动援外战略实现遥
6援 关于对外援助评价机制研究遥 通过对我国当前

援外活动评价规范考察袁 发现存在规范粗糙尧 操作性

差尧 独立援外评价部门缺失尧 援外效果评价疏漏等问

题遥美国尧日本及国际组织渊如 WTO冤的援助评价模式可

为我国今后援外评价工作提供诸多借鉴袁 应当通过引

导与加强对外援助评价基础理论研究尧 利用援外立法

推动援外评价制度化进程尧 设立独立于执行机构的援

外评价部门尧 规范并细化援外评价模式与评价流程等

来完善我国的对外援助评价机制遥
三尧创建援外研究平台袁制度与学科建设协同发展

为有效提升对外援助法律制度理论的研究水平尧
促进对外援助法律的制度建设袁 笔者在上海杉达学院

牵头成立国际发展合作战略与法律研究中心袁 研究中

心以法学系尧国贸系等应用导向专业为依托袁突出中心

研究应用导向袁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定位袁注重专业交叉

复合袁以期促进国家战略制度化研究袁实现国家发展战

略与制度对接遥
该中心的设立既有一定的学科学术建设意义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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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具有较强的制度促进意义遥 从学科学术意义上而

言袁本研究机构主要由法学系尧国贸系教师组成袁主要

立足于法学尧制度经济学尧国际经济学尧国际政治学等

学科理论袁意在消除学科界限袁实现学科交叉融合袁构
建跨学科学术研究平台袁 实现对外援助战略与援外制

度互补袁促成国家对外援助战略的法律化袁使得法律制

度在对外援助领域发挥应有作用曰通过研究发表尧出版

一系列对外援助法相关科研成果袁 为对外援助法乃至

国际发展援助法学学科发展奠定基础袁 提升法学学者

对国际发展合作法律领域的研究热度袁 为今后国际发

展援助法学的成长提供研究基础遥 从制度促进意义上

而言袁 该中心的研究成果可为我国对外援助战略制定

提供参考袁确保国际发展合作工作顺利开展袁推动对外

援助战略落实曰结合我国当前所开展的野一带一路冶倡
议袁研究成果同样可以为野一带一路冶尧野走出去冶等提供

战略设计资料袁 一定意义上也成为上述国际经济战略

制度落实的研究平台曰从长远来看袁本研究机构的研究

成果将成为我国今后对外援助立法尧 援外政策制定提

供重要参考袁具有重要的制度促进意义遥
目前袁 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人员申请到援外制度

相关的上海市哲学社会规划课题一项尧 上海市晨光计

划项目一项,已经或拟刊发叶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制度及

对我国的启示曳[3]叶气候治理与能源低碳合作院 发展尧分
歧与中国应对曳[4]叶野一带一路冶 倡议与对外援助制度之

完善曳[5]叶美国对外援助法:背景尧发展与政策目标曳[6]叶对
外援助监督评价制度: 借鉴与完善曳[7]叶中国对外援助立

法的价值定位及立法宗旨曳[8]叶完善我国对外援助立法

之探讨曳[9]叶论贸易援助评价制度及对我启示曳[10]叶中国开

展对外援助若干基本问题研究曳[11]叶中国参与 WTO 贸

易援助所面临的问题评析曳[12]等与发展援助制度直接相

关的研究成果袁其中叶野一带一路冶倡议与对外援助制度

之完善曳一文被叶社会科学文摘曳[13]转载袁笔者也曾多次

在不同场合就对外援助制度做学术报告袁如 2015 年 11
月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的野一带一路冶的理论与

实践评估研讨会袁2016 年 10 月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法

学研究会尧上海市 WTO 法研究会共同主办的野一带一

路冶 与自贸区法律研讨会大会袁2016 年 11 月在中国国

际经济法研究会年会分会场等场合都分别介绍了对外

援助法律制度在推进野一带一路冶中的重要作用袁主张

加强援外制度理论研究袁抓紧援外制度建设袁可以说已

经开始在学界产生了影响袁为繁荣我国对外援助法学尧
促进我国对外援助制度发展做出贡献遥

今后袁 研究中心仍然将以促进制度与学科建设为

目标袁深化对外援助制度理论研究袁争取能够形成高效

率尧高水平的研究平台袁通过与其他研究机构及实务部

门的合作袁出产接地气尧有影响的高水平研究成果袁早
日出版对外援助法学方面的专著袁 为我国对外援助法

学与对外援助法律制度的勃兴奠定理论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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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图结构理论及其在网络科学中应用冶为上海市教

委 2015 年创新项目, 以下介绍该项目的部分研究内容

和成果遥
1 研究背景

图的某个不变量或指数达到最大或最小的极值

问题与研究计算机网络中稳定性或化学中分子的某

个性质最好或最差问题密切相关遥 自 1940 年图的极

值理论的诞生至今袁图的极值理论的研究一直备受国

内外学者的青睐遥 著名的组合学家 Bollobas 首先出版

了关于极值图论的专著 叶极值图论曳渊Extremal graph
theory冤[1]袁 其中指出了极值图论的主要研究内容并系

统全面地总结了极值图论的发展成果袁但极值图论仍

揖摘 要铱 野图结构理论及其在网络科学中应用冶为上海市教委 2015 年创新项目,本文介绍了该项目的部分研

究内容和成果遥 在复杂网络中袁如计算机网络袁交通网络袁社交网络袁生物进化网络袁研究网络性能以及研究化学分

子的结构性能时袁通常用图来表示这些网络和分子图遥 引入一些不变量和拓扑指数的概念袁 使得他们成为将网络

的结构转化为数据的一种便利的工具遥
揖关键词铱 子树曰 度序列曰 贪婪树曰 毛毛虫树曰 独立数曰 匹配数

Abstract: In the complex network, such as computer network, traffic network, social network, evolution network, network
graph and molecular graph are usually used to conduct research on the structural performance of the networks and chemi鄄
cal molecules, Invariants and topological indices, are convenient tools that can translate network structures into data.
Key Words: subtree; degree sequence; greedy tree; caterpillar tree; independent number; matching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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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问题未得到完全解决遥 1998 年美国科学院院士

Fan Chung 和加利福尼亚通信与信息技术首席科学

家 RonGraham 教授在其综述专著 叶Erdos 在图论中的

遗产要要要一些未解决的问题曳渊Erdos on graphs. His
legacy of unsolved problems冤[2] 中全面系统地列举了著

名的组合学家 Paul Erdos 提出的许多仍未解决的问

题及猜想袁其中有许多问题是极值图论的问题遥 鉴于

此, 多年来笔者一直专注于关于图的子结构和多种拓

扑指数方面的极值图研究遥
2 主要工作

近几年来袁 笔者主持一项上海市创新项目袁 参与

渊第三参与人冤 并完成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面上项目袁
主持并完成一项优青项目和一项民办高校骨干教师项

目曰另外正在参与两个国家自然科学青年项目渊分别是

第二和第三参与人冤遥 近 5 年发表 5 篇 SCI 论文袁1 篇

国外重要专业期刊论文遥 多次参加国内和国际会议并

将科研成果以报告的形式与同行们交流分享遥其中袁有
一篇论文在 2013 年 6 月中国运筹学青年学者与博士

生学术论坛上获得优秀论文一等奖袁一篇论文获 2015
年校内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遥 以下是具体研究内容和

成果遥
2.1 树图子树个数方面的成果

图中子树个数是刻画图的子结构的重要指标袁就
数学本身来说就是一个有趣的研究[3尧4]袁子树个数在比

如生物重构领域里也是有着重要的作用[5]遥 关于各类树

形图渊如给定顶点数袁度序袁最大度袁直径等冤的子树数

量研究比较活跃袁也得到了很多重要的结论[6原8]袁我们分

别用组合图论分析法和计算机程序设计法确定出给定

度序列的树集中关于子树个数最大的图结构遥 通过构

造并定义一个特殊图即贪婪图[9]袁我们得到

定理 1[9]给定度序列的树集中袁贪婪树是唯一的含

子树个数最多的树结构遥
首次应用偏序的方法直接推导出给定顶点数袁最

大度袁 独立数和匹配数关于子树个数的极大值和其结

构方面的结论遥 为了叙述方便袁定义了几个特殊图袁分
别是 T驻*袁Ts*袁T琢*袁T茁*[9].

推论 2[9] 给定顶点数的树集中袁关于子树数最多的

图结构是星图袁即 n-1 个叶点与 1 个非叶点连接遥
推论 3[9] 给定顶点数和最大顶点度的树集中袁T驻* 是

关于子树个数的最大值图结构遥
推论 4[9] 给定顶点数和叶点数 s 的树集中袁Ts* 是关

于子树个数的最大值图结构遥
推论 5[9] 给定顶点数和独立数 琢 的树集中袁T琢* 是关

于子树个数的最大值图结构遥
推论 6[9] 给定顶点数和匹配数 茁 的树集中袁T茁* 是关

于子树个数的最大值图结构遥
另外利用图论分析法给出了给定度序列树集中关

于子树个数最少的图结构袁 并且分析出此结构会随度

分布而发生变化遥
定理 7[10] 给定度序列的树集中袁含子树个数最少的

图结构一定是毛毛虫树遥
2.2 拓扑指数 ABC 指数方面的成果

美国著名化学家 Harold Wiener 在 1947 年考察烷

烃的沸点与分子结构的关系时首次提出的基于分子图

的距离的拓扑指数现在被称为 Wiener 指数[11]袁即所有

点对的距离和袁如今已成为最经典且应用最广的拓扑指

数之一遥 Wiener 指数不仅广泛应用于化学领域袁其在通

讯传输袁复杂网络和设施选址等研究领域的地位也日趋

凸显遥 Gutman 和 Mohar 等人在[12]中系统介绍了Wiener
指数自开始研究以来 50 年的主要研究成果遥 2001 年袁
Dobrynin, Entringer 和 Gutman 在[13]中特别有针对性地

总结了关于树的 Wiener 指数的重要研究结果尧 研究进

展和最近研究的热点袁并提出一些可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和猜想遥如今拓扑指数研究范围很广袁如 Randic 指数[14]尧
Harary 指数[15]尧ABC 指数等遥 这些拓扑指数跟网络图谱

以及图的拉普拉斯多项式系数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遥
多年来袁科学家们还运用以上指数来研究统计化学尧结
构化学尧有机化学以及来进行药物研究等等遥由于 ABC
指数己被证实和烷烃的生成热密切相关袁 能够预测它

们的热力学性质袁 用于研究烷烃的稳定性和环烷烃的

应变能力等袁所以得到很广泛的研究遥 我们分别得到在

给定独立数袁叶点数和边连通度的图集关于 ABC 指数

的极大值图结构遥
定理 8[16] 给定顶点数 n 和独立数 茁 的连通图中袁关

于 ABC 指数最大的图结构唯一且是由 茁 个单点形成的

集合中的顶点分别与 n- 茁 个顶点构成的完全图的顶

点连接遥
定理 9[16] 给定顶点数 n 和叶点数 p 的连通图中院
若 n-p=1袁 则关于 ABC 指数最大的图结构唯一且

是星图袁即 n-1 个叶点与一个非叶点连接曰
若 n-p=2袁 则关于 ABC 指数最大的图结构唯一且

是 n-3 个单点集的每一个顶点与三个顶点形成的路的

张修梅 复杂网络中图的子结构及拓扑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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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叶点连接形成遥

若 n-p>2袁 则关于 ABC 指数最大的图结构唯一且

是由 p 个单点集的每一个顶点与 n-p 个顶点构成的完

全图的每一个顶点连接形成遥
定理 10[16] 顶点数 n逸6袁且边连通度 k逸2 的图集

中袁关于 ABC 指数最大的图结构唯一且是由 k 个顶点

的完全图的所有顶点分别与单点和 n-k-1 个顶点的完

全图的顶点连接遥
并且给出了给定顶点数和染色数为 2 的关于 ABC

指数最大数的图结构袁即院
定理 10[16] 给定顶点数 n 和染色数 酌=2 的连通图集

中袁 则关于 ABC 指数最大的图是由几乎差不多顶点数

渊顶点数相等或者相差 1冤 的两个完全图顶点相互连接

而成的遥
由此进行推广袁给出关于染色数 酌>2 猜想遥 即院
猜想 11[16] 给定顶点数 n 和染色数 酌>2 的连通图集

中袁 则关于 ABC 指数最大的图是由几乎差不多顶点数

的 酌 个完全图顶点相互连接而成的遥
而该猜想不久前被斯洛文尼亚的数学教授 D

Dimitrov 等人证明并且发表在 SCI 刊物上[17]遥
Gan 等[18], Xing 等[19]和 Lin 等[20]分别得到给定度序

列树集关于 ABC 指数的最小值图结构遥 在他们的研究

基础上袁 我们将给定度序列树集推广到满足一定条件

的连通图集袁通过构造一个特殊图 G*[21],研究在一定条

件下的给定度序列的连通图集关于 ABC 指数的极小

值图结构遥
定理 12[21] 让 仔=(d1袁d2袁噎袁dn) 是图的非增度序列遥

如果满足下列条件:
渊i冤 移i=1

n di= 2渊n+c-1冤袁c 是非负整数

渊ii冤 d1逸d2逸c+1
渊iii冤 d3逸d4=d5=噎=dc+2袁c逸1
渊iv冤 dn=1
则在给定度序列为 仔 的图集中袁G*渊仔冤是关于 ABC

指数的最小值结构图遥
并且直接推导出给定度序列的树集袁 单圈和双圈

图集关于 ABC 指数的极小值图结构遥
2.3 拓扑指数分类研究成果

由于考察某种指数的某些性质是很困难的袁 所以

除了研究 Wiener 指数及其变形的拓扑指数之外袁 还研

究其他一些指数袁 如 Randic 指数袁Hosoya 指数袁Zagreb

指数尧Harary 指数等遥 国内外学者 Dobrynin尧Fische鄄
mann尧Gutman尧Hoffmann尧Klavzar尧Mohar尧Merris尧Szeke鄄
ly尧Hua Wang尧邵嘉裕尧田丰尧李炯生尧柳柏濂尧郭晓峰尧
李学良尧常安尧陆玫尧束金龙尧周波尧张晓东和晏卫根等

都对各类图的以上指数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袁 研究了

一些特殊图类渊如给定顶点数袁最大度袁匹配数袁染色

数袁给定度序列和分子图等冤的多种指数袁刻画了这些

类图中极图的特征,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2原26]遥 2016 年

在 7 月 Gutman 在南开大学组合中心举行的国际化学

数学年会上做了关于各种拓扑指数的应用和关系的总

结报告并提出一些新的研究问题遥 国内外不少学者根

据引入的指数定义袁 研究发现它们之间的研究技巧也

是相互渗透的遥 例如袁Biyikolu 等人在 2008 年证明了树

集关于谱半径的优超关系以来袁 学者们证明了单圈图

和双圈图的渊无符号拉普拉斯冤谱半径的优超关系遥 而

在拓扑指数方面袁学者们证明了的 Wiener 指数袁树的

距离小于等于 k 的点对数目袁 任意简单连通图中第一

类 Zagreb 指数袁第一类和第二类多重 Zagreb 指数具有

优超关系遥 我们证明了树的子树个数也具有优超关系遥
因此是否能有统一方法得到多个指数的一些共性也是

成为当今的热点遥 目前很多国内外学者们试图用一些

统一的方法探索多个指数的性质袁 并取得不少的重要

研究成果[22袁27]遥 经过分析发现引入的化学指数主要是基

于图的距离尧度尧边度的三类拓扑指数遥 我们利于代数

分析的方法研究表明以相邻点度为基础的多个指数满

足优超关系遥 为了叙述方便袁我们先引入二元逐步上升

或非逐步上升函数 f渊x袁y冤和对于树图关于 f 的连通函

数 Rf渊T冤渊见[28]冤遥 则有院
定理 13[28] 给定两个度序列 仔 和 仔忆袁且 仔 优超于

仔忆遥 让 T仔* 和 T仔忆* 分别是它们的贪婪树袁若二元逐步上

升函数 f渊x袁y冤分别满足关于 x 的一阶偏导和二阶偏导

都是非负数袁则有 Rf渊T仔*冤臆Rf渊T仔忆*冤遥
定理 14 [28] 给定两个度序列 仔 和 仔忆且 仔 优超于

仔忆遥 让 T仔* 和 T仔忆* 分别是它们的贪婪树袁若二元非逐步

上升函数 f渊x袁y冤分别满足关于 x 一阶偏导和二阶偏导

都是非正数袁则有 Rf渊T仔*冤逸Rf渊T仔忆*冤遥
从而用统一方法分别得到多个不变量条件下的多

个指数的极值图结构遥
推论 15[28] 在给定顶点数的树集中袁若 f 是二元逐

步上升函数袁则关于 Rf 的最大值树图都是星图遥
推论 16[28] 在给定顶点数和最大度为 驻 的树集中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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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f 是二元逐步上升函数袁则关于 Rf 的最大值树图一定

是度序列为渊驻袁驻袁噎袁驻袁q袁1袁噎袁1冤渊其中 1臆q臆驻-1冤
中的贪婪树图遥

推论 17[28] 在给定顶点数和叶点数为 s 的树集中袁若
f 是二元逐步上升函数袁 则关于 Rf 的最大值树图一定

是度序列渊s袁2袁噎袁2袁1袁噎袁1冤渊其中 1 有 s 个冤中的贪婪

树图遥
推论 18[28] 在给定顶点数和独立数为 琢 的树集中袁

若 f 是二元逐步上升函数袁 则关于 Rf 的最大值树图一

定是度序列渊琢袁2袁噎袁2袁1袁噎袁1冤中的贪婪树图遥
推论 19[28] 在给定顶点数 n和匹配数为 茁 的树集中袁

若 f 是二元逐步上升函数袁则关于 Rf 的最大值树图一定

是度序渊n-茁袁2袁噎袁2袁1袁噎袁1冤中的贪婪树图遥

由此袁 我们得到了给定度序列的树图集中关于推

广 sum-connectivity[29]和 reformulated Zagreb 指数 [28]的
极值图结构遥 另外袁用新的方法证明了给定度序列的树

图集袁关于 ABC 指数的最小值图结构是贪婪树,这个结

论与文献[18袁19袁20]中的结论吻合遥
3 研究意义

本研究在数学领域内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应用价

值袁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复杂网络结构与性质袁尤其化学

分子图的性质与结构袁促进极值图论的进一步发展遥 它

为网络科学尧生命科学尧计算机科学等领域提供重要的

研究工具袁 并为生命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学理

论基础遥 另外还对实际问题中的化学分子性能的估算

与预测以及分子模型构造具有启示和借鉴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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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嘉善光彪学院 2002 年顺应天时地利人和袁迎着改革开放的浪潮诞生遥 2013 年实行野1+3冶校区功能

布局调整袁即一年级新生集中在嘉善校区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袁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成长遥 建立信息科学自主学习

平台尧外语自主学习平台尧演讲自主学习平台袁面向学生全天候开放袁着重本科新生的野特长素质教育冶袁引导学生

野自信自强冶的自主学习袁帮助学生打好专业学习基础袁塑造外语尧计算机能力特长和增强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袁激
发和拓展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与职业视野袁引导学生理性设计职业生涯遥 学院围绕叶上海杉达学院十三五发展规

划曳袁让学生在校区扎实起步袁为高年级发展奠定稳健基础袁沿着科学发展的道路进步遥
揖关键词铱 夯实基础曰 新生教育曰 自主学习平台

Abstract: Facing the wave of China忆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Jiashan Guangbiao Campus was born 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perfect time in 2002. In the year of 2013, the campus began to implement the 义1+3义 campus functional lay鄄
out adjustment and freshmen concentrated on their study in Jiashan. The campus takes high moral values establishment
and people cultiv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and grows up along the pace of the times. The campus also
sets up some independent learning platforms such as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lish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Speech. These platforms are opened to students all day long. The final purpose of the campus is to emphasize special
quality education of undergraduate freshmen, instruct them to learn confidently and help them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professional learning. All the practice will improve students忆 foreign language abilities and computer skills, and also will
enhance thei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All the efforts of the campus are to stimulate and expand students忆
professional interests and career vision, and instruct them to plan a rational career. Around the 13th Five-Year Planning

夯实基础求创新 科学发展上台阶
要要要嘉善光彪学院 15 周年回顾及展望

陈新中
渊上海杉达学院 嘉善光彪学院袁浙江嘉善 314100冤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Innovation and Seeking Scientific
Development for Progress

要要要Review andOutlook: Achievements on the 15thAnniversary of JiashanGuangbiao Campus
Chen Xinzhong

渊Jiashan Guangbiao Campus袁Sanda University袁Jiashan,314100袁China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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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杉达学院嘉善光彪学院坐落在浙江省嘉善县

人民大道 505 号袁占地 27.08 公顷渊406 亩冤袁校舍建筑

面积 13.8 万平方米袁现有专尧兼职教师 300 多名袁4000
余本科生袁 是公益性全日制民办普通高等学校要要要上

海杉达学院的一个校区遥 2002 年 6 月 27 日袁上海杉达

学院和嘉善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曰11 月袁上
海市教育委员会批准其正式成立遥 15 年来袁从最初 700
多名专科在校生发展到现在的 4000 多名本科生曰 从 6
个专科专业增设至 34 个本科专业袁覆盖经济学尧法学尧
文学尧理学尧工学尧管理学尧艺术学尧医学尧教育学等 9 个

学科门类曰从以外聘教师为主的 40 多人的教师队伍扩

展到专尧兼职教师 300 多人袁其中外籍教师 10 余人曰从
建筑面积 6.7 万平方米发展到 13.8 万平方米现代化的

教学空间曰 从以浙江省学生为主扩大到拥有上海尧江
苏尧安徽尧山东尧湖南等 23 省渊市尧区冤的学生遥

一尧迎着改革开放的浪潮诞生

作为浙江省接轨上海第一站的嘉善县袁 与上海地

域相连袁经济相融袁人文相近袁人缘相亲袁近年来致力于

多层次尧全方位接轨上海遥2001 年 7 月 16 日袁经浙江省

人民政府同意袁 嘉善县与上海杉达学院合作举办嘉善

光彪学院遥 2002 年 6 月 27 日签订了合作办学的协议

书遥 可以说袁嘉善接轨上海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袁顺
应了发展的脉动袁而学院的成立更是成为嘉善实施野接
轨上海冶战略中互利协作模式的典型遥

二尧顺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成长

学院接受上海杉达学院和嘉善光彪学院董事会的

双重领导遥 自成立以来袁坚持立德树人袁以育人为根本袁
以教学为中心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袁解放思想袁加快发

展遥 学院围绕立德树人总目标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曰引导学生实现两个转变渊高中生向大学生转

变尧家庭人向社会人转变冤曰打造三个自主学习平台渊外
语尧计算机尧演讲冤引领发展曰做好四育人渊教书育人尧管
理育人尧服务育人尧环境育人冤工作袁以五个抓手渊培养

学生骨干队伍尧 发挥学生素质教育中心内五大板块作

用尧开设第二课堂尧校内社团活动尧校外志愿者服务冤等
为切入点袁引导学生实现野四个学会冶袁即实现低年级学

生学会学习尧学会做事尧学会共处尧学会发展来提高综

合素质遥
1. 注重教育质量袁办学层次进一步提升

一方面依托上海大都市丰富的办学资源袁 精心打

造高水平的师资力量遥 另一方面袁积极参与上海教育改

革的实践袁引进吸收先进的教育管理模式袁逐步实现与

总部渊金海校区冤统一教材尧统一大纲尧统一进度尧统一

试卷考试遥 目前袁在校学生全部是本科生袁外语尧计算机

等优势专业逐步形成袁 还与美国瑞德大学等建立合作

培养模式遥
2. 科学民主治校袁教育管理进一步加强

切实做好学生党员教育管理和发展工作袁开展野推
动一个班级袁带动一个寝室袁帮助一个后进学生袁做一

件好事袁出一个金点子冶等野五个一冶活动袁通过高校通尧
校园网留言板尧野易班冶尧在线交流尧网络新媒体等平台袁
畅通师生交流渠道袁实行民主办学遥 学院党总支先后两

次荣获上海市教卫党委系统授予的野优秀基层党组织冶
等荣誉称号曰 积极探索学生教育管理的新形式尧 新举

措袁 成立了由学生组成的膳食管理委员会和学生生活

园区管理委员会袁引导学生自我管理尧自我教育尧自我

服务遥 设立教学工作学生信息员尧住楼学生辅导员助理

等各类平台袁锻炼学生能力袁发挥学生参与学院管理的

主体作用遥 建立了大学生艺术团尧计算机协会等三十多

个学生社团组织袁初步构建起了融野两课冶教育尧行为规

范教育尧诚信教育尧法制教育等内容于一体袁相辅相成

而又行之有效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遥
3. 培育校园文化袁文明风尚进一步形成

充分沐浴上海大都市文化的辐射影响袁 努力促进

海派文化和嘉善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袁组织开展了野建
设节约型绿色校园冶野创建文明校园尧争做文明大学生冶
等系列活动袁使野坚韧不拔尧敬业争先冶的嘉善精神在学

院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升袁营造了野诚信尧求实尧创新尧
和谐冶的人文环境和人文特色遥

4. 积极融入社会袁服务地方发展进一步推动

作为嘉善人民野家门口冶的大学袁积极加强同地方

各个领域的合作袁实现了立足地方尧融入地方尧服务地

of Sanda University, Jiashan Campus makes great efforts to let all the students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devel鄄
opment and make great progresses along the path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a solid foundation; freshmen education; active learn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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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遥 一方面袁学院充分发挥人才和技术优势袁加强人才

培养袁为嘉善经济发展服务袁着力培育适应长三角经济

发展和经济全球化需要的外向型人才遥 另一方面袁每年

安排学生利用假期在基层单位进行实践锻炼曰 成立了

大学生应急血库等多支志愿者队伍袁 与嘉善县疾控中

心尧老年公寓等单位签订了精神文明共建协议袁组织学

生参与嘉善县甜瓜节尧艺术节等活动曰为野上海万人游

西塘冶活动培训旅游系学生应急服务曰组织五十多名外

语出色的学生袁 分别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非洲银行峰

会尧女足世界杯尧特奥会和奥运会足球赛事等志愿者工

作曰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袁组织一百多名青年志愿者三

次到县城街头进行募捐曰 每年都组织几百名学生参加

义务献血活动曰十五年如一日袁学生志愿者坚持到嘉善

敬老院与老人拉家常聊天尧打扫卫生尧慰问演出等遥 研

究撰写了叶嘉善县商标发展报告曳等遥
5. 讲座引领尧活动先行袁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牢基础

为了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袁 让广大学生了解自己

的学院尧所学的专业袁增进校园学术氛围袁学院累计开

展了几百场学术讲座遥 还接待组织开展高雅艺术进校

园的各类活动遥 进行大学生艺术团的展演尧个人画展尧
话剧演出尧纪念野一二窑九冶运动歌咏比赛等遥 四年前推

出的野院长尧教授与我一起午餐冶活动袁一直持续到现

在遥 让师生们在共进午餐的同时开怀畅谈袁推进学院工

作民主化进程遥 参与的领导有校长尧党委书记尧各院院

长及部分专业课的教授遥 该活动作为一种野接地气冶的
学生工作新方式袁有利于更快反应问题解决问题曰也让

教授和领导们第一时间了解了学生的需求袁 有助于改

进教育教学工作遥
6. 因材施教抓教改

基础课程贯彻以培养野应用型尧国际化尧高水平冶人
才为目标袁以扎实提升教学质量为探索点袁努力创新野教
书育人冶模式遥 尝试考核方法变革袁如试行分组尧开卷考

试等方式方法曰在大学英语尧计算机等教学中尝试进行

分层教学袁其他教研组安排课外答疑袁解决野吃不饱冶尧
野吃不了冶的问题遥 针对学生学习基础不平衡袁特别是学

生英语尧计算机等基础知识差异较大的现状袁各通识基

础课程努力探索课堂教学和第二课堂的有效结合遥第一

课堂抓紧尧管严袁维护好上课秩序袁消除缺课现象袁探索

教学改革袁完善教学质量保证体系遥 如计算机专业尝试

着正装上课堂袁这不仅大大减少了学生迟到尧打瞌睡的

现象袁也从一年级开始培养学生职业素养遥 如大学英语

教学部开展了与外教互动的活动袁与外籍教师一起相互

听课尧相互交流学习袁新建了中文角俱乐部袁每两周和外

教活动一次袁介绍中国文化及进行汉语学习袁深受外教

欢迎袁同时也给教师搭建了一个与外教共同学习的互动

平台遥 搞活第二课堂袁让学生在早晚自习时间进行自主

学习袁开展师生研讨尧社团活动尧组织竞赛等多种形式袁
打造计算机尧英语自主学习平台和演讲平台袁引导学生

自主学习袁巩固和提高课堂教学的成果遥
学院秉承上海杉达学院的办学宗旨袁 坚持不以营

利为目的袁资助者尧创办者不取个人的回报曰坚持办学

的公益性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有学校的财产曰学院

事业收入积累的资金袁全部用于学院自身建设和发展遥
办学各方相互支撑袁坦诚以待袁依靠同心同德的协作配

合袁千方百计地把事业做大尧做好遥 香港知名实业家曹

光彪先生及其子女袁 也十分关心和支持嘉善光彪学院

建设袁先后公益性捐款 1300 万元袁建造学术活动中心

渊命名为野望月楼冶冤袁现在上海市政府资金项目的扶持

下改造为酒店管理专业实验教学中心遥
学院正是在立足服务地方中获得了不竭的发展动

力遥 学院先后荣获野上海市优秀基层党组织冶尧浙江省综

合治安优秀单位等荣誉袁 多次获得上海市教卫工作党

委系统野精神文明十佳好人好事冶等奖项遥 叶嘉兴日报曳尧
叶文汇报曳尧浙江教育电视台及香港叶大公报曳等多家媒

体对学院的办学成果多次予以报道遥
三尧沿着科学发展的道路进步

上海杉达学院建校以来袁秉持公益性尧非营利的

办学宗旨和野诚信尧公平尧质量冶的办学理念袁筚路蓝

缕袁日新至善遥 嘉善光彪学院依托嘉善县良好的办学

环境尧学校丰富的办学资源袁以教学质量为生命线袁紧
紧围绕跨越式发展目标袁明确办学定位袁坚持发展规

模与教学设施相适应尧教学内容体系与社会需求相适

应尧智力教育与综合素质教育相结合袁着力提高人才

培养水平袁使得教学工作和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等各方

面都取得了蓬勃的发展袁取得了丰硕成果遥 学院围绕

叶上海杉达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曳袁按照野建设多科性尧
应用型尧国际化尧高水平民办应用技术大学冶的发展目

标袁紧密联系嘉善光彪校区野1+3冶成功转型的实践袁服
从和服务学校改革发展的大局曰从校区是远离总校的

独立校园尧 基础部以一年级新生为主的实际出发袁注
重于打牢学生教育教学的基础袁在引导学生综合素质

养成上下功夫曰 注重于规范管理教育措施的到位袁在

陈新中 夯实基础求创新 科学发展上台阶

103窑 窑



No.32017
建设优良的学风尧校风上下功夫曰注重于服务保障水

平的提高袁在推进改革创新上下功夫曰注重于办学设

施和条件的完善袁在建设野美丽杉达第一印象冶上下功

夫曰发挥校区野基础部冶的特色功能袁让学生在校区扎

实起步袁为高年级发展奠定稳健基础遥
学院将进一步抢抓机遇袁乘势而为袁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发展全局袁秉承野以诚信

对待社会尧以严谨的教育管理取信于社会尧以较高的教

育质量回报社会冶的办学理念袁坚持以内涵建设为主袁
培育特色袁融入地方袁绸缪野与众不同袁追求品质袁塑造

未来冶的发展理念袁着力构建现代大学治理体系袁誓为

每位学生的终身发展袁广聚贤达袁共建共享袁成就美丽

杉达尧幸福师生袁在新的征程上勇担使命袁不忘初心袁全
力奔跑袁再续辉煌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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