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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ore effective experimental teaching system on chemistry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system lays emphasis on how to discover, encourage, and guide the innovation ideas during cultivating students. It should provides
more freedom for the students in practice teaching of developing research innovation ideas and try to set up a comprehensive teaching system. Based on our teaching practice of developmental and innovative research, the results are satis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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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本科生化学实验教学过程中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探讨。主要论述了如何善于发现创新思想、

及时保护和引导创新思想、创造发展创新实践的环境、拓展性实践教学与科研创新相结合的综合培养模式。以
本单位的科研特色和学术氛围实践了学生参与科研创新的拓展性实践教学，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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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乃国之根本。我国的教育体制多年来一直在

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这也是每一个为师者永恒的思
考。经过几年的教学探索和实践，我们发现，在激发、

不断探索和调整，如何培养出符合现代化发展要求、

引导和发展学生科研兴趣的基础上，开展拓展性实践

承担振兴民族、建设社会主义重担的栋梁之才，一直

教学与科研创新相结合的综合培养模式，能够充分调

是各层次教育体制和机制以及各院校在不断探索的

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逐渐形成积极向上、勇于

目标[1-3]。作为最高层次的教育—大学高等教育，承载

开拓创新的作风，全面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和综合科研

着越来越厚重的希望和理想。在大学生走出校门、步

素质，本文重点讨论了本科化学实验教学过程中的拓

入社会之前，需要学会什么，拿什么去面对将来可能

展性实践教学与科研创新相结合的综合培养模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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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探讨。

2. 综合培养模式的探讨
33

拓展性实践教学与科研创新的综合培养模式探讨

2.1. 善于发现创新思想

新实践的沟通桥梁。实验中遇到的有些问题，是查不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意识和创新能
力的培养已经越来越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已经成
为高等学校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在于人才，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将是创新的能力。实现
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本科生教育，对我国的高等教育
体制本身而言也意味着一次根本性的变革[4-6]。所以如

到、问不到的，只能通过所学知识、基本原理进行分
析、重构，借鉴相关文献报道等进行主观判断，在甚
至需要萌生突发奇想等将思维的火花及时整理、记
录，经过周密的可行性分析付诸于多次反复的实验实
践，才能得到最终的目标结果。这样的实践就是教师
特别需要保护和引导创新思想的重要关键过程。
我研究院的研究团队分为多个层次，在课题组层

何摒弃一些在我们头脑中惯有的、落后于时代发展的

次由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的不

传统教学观念和思想，大胆创新课堂教学，提升学生

同人员构成。特别是高年级本科生的加入，既可以培

在教学活动中的角色和地位，激发出自主学习的兴

养研究生的后备人才，又可以拓展本科生的科研知

趣。我们大胆改革注入式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结

识，增加实践经验等综合素质的培养。通过化学实验

合科研学术前沿和生产实践引入讨论环节，从中发现

课的开展，我们将对实验有疑问和改进想法的学生以

学生对学术问题的困惑、兴趣点、以及不同的观察角

小组的形式安排进入研究课题组。经过参加小组梯队

度，从中发现学生创新思想的火花，鼓励独立思考，

的讨论和可行性分析，对具有创新性思想的实验计划

查阅文献，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然后再进行课堂

予以具体的支持。这种模式可以有效的发展和引导学

交流讨论，帮忙学生建立兴趣小组，让学生独立思考，

生的创新思维，同时也促进了创新思维与科研实践的

鼓励大胆尝试、创新实践，共同完成一个具体课题的

紧密结合。

研究。
具体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结合我院前沿科研工

2.3. 创造发展创新实践的环境

作中应用较为广泛且操作难度适中的部分实验内容

具体的授课方式通常决定于教师的知识内涵和

安排进教学环节，通过对基本反应原理、操作原理的

授课习惯。我院的教师队伍特点完全满足了创新型教

讲解，由学生自行安排实验步骤以及后处理方法。特

学的要求，教师队伍全部具有博士学位，而最大的特

别是对于出现特殊现象的反应，鼓励分成小组讨论实

色体现在前沿学术研究中。教师队伍中绝大部分都至

验调整方案，并进行分组实验。根据目前的教学效果

少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在上本科生课程的同时指导研

来看，这一做法可以有效的观察、发现学生在实验过

究生从事课题研究。我院承担了 973 项目(首席单位)、

程中的行为特征、心理素质以及思维模式；有利于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等

掘、发现学生的创新思想；促进学生鼓励独立思考的

众多国家级项目，人均国家级项目为一项。除了自然

同时，强化团队合作精神。

科学研究外，教师们也逐渐开始探索教学研究本身的
课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9-11]。我们可以按学生的

2.2. 保护和引导创新思想

兴趣和实验设计方案，安排拓展实践性环节，分小组

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的热情是最为

在课后进行佐证实验或应用实验等。如：不同的实验

宝贵的，我们在善于发现的同时更要及时的保护和引

方法的探索等。总之，我院具有浓厚的学术氛围，教

导这种创新思想和热情。这就涉及到如何引导学生将

师队伍的最大特点是精于科研、善于思考，同整个学

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将创新思想化为创新的实

科的前沿紧密联系，这样，教师在授课时便能够推陈

[7,8]

践，开展拓展性的实践教学

。例如，针对实验过程

中的异常现象进行佐证实验分析，鼓励学生探索异常

出新、与时俱进，避免了很多基础课教育存在的僵化
和知识内容老化的问题。

现象背后的影响因素，并通过自己的实践去验证自己

从学校和院系的层面，都出台了各项鼓励本科生

的设想，从而加深理解和认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了

及研究生的创新实践项目。以 STITP(大学生创新计划

解到，从想法到实践必需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利用

项目)为例，就可以有效的针对有兴趣、有创新想法的

各方面的知识进行综合实验设计，架起创新思想和创

学生申请进入课题组科研梯队，将个性的创新思想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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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课题组研究工作中，经过与多层次结构人员的合作

本科专业的实验课，更有利于形成创新型的材料科学

和讨论，有效的发展和实践科研创新，体验创新的艰

实验培养体系。具体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善于发现创

辛过程，学习如何对待科研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

新的思想；保护和引导创新思想；创造发展创新实践

及如何不断地攻克科研难题。

的环境；拓展性实践性教学与科研创新相结合。逐渐

2.4. 拓展性实践性教学与科研创新相结合

形成拓展性实践教学与科研创新的综合培养模式。通
过这种培养模式，不但可以发现科研的好苗子，更可

除了课题学习外，学生的创新性活动本身也是创

以有目的的培养更多的综合素质的科研生力军。经过

新型体系的重要内容。我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培养了本

一年多的教学实验，我院有更多的优秀本科生报送、

科生创新性学习的习惯。大部分教师通过自由组合而

考取了本院的研究生，且能够很快进入科研课题、开

形成了几个课题组，这些教师和研究生们一起，定期

展科研工作。

召开学术讨论会，就最新的研究问题进行讨论，交换
最近研究进展。本科生参加学术讨论会，可以有效推
动一些具体的应用性的项目，例如：食品农药残留量
检测、氧化锌在化妆品中的作用机理等，也有很前沿
的项目，例如有机半导体的研究等。在这些活动中，
就具体的科技前沿问题展开讨论，有利于帮助学生构
建知识体系，拓展知识面。
结合拓展性实践教学的成果，结合本学院的研究
方向，选择相关的研究领域开展难度适中、与实际生
活联系紧密的研究课题，给学生进行探索实验。将兴
趣性、实用性和挑战性相结合，考虑研究内容的难度
和完成时间的选择，既要让学生体会到科研的艰辛，
又要保护和树立科研的信心和勇气。平衡成果和挫折
感，让学生取得最大的收获。如：光电材料的新结构
修饰、光敏材料在不同光电器件中的应用等。

3.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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