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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innovative talent cultivation plan has fundamental and decisive significance to the
talent cultivating. On the basis of explaining the defect of aquaculture talent cultivation plan which
is running nowaday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ing the top and innovative aquaculture talent cultivation plan. So it
is enlightened that the highlights of talent cultivation plan researching in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may b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top innovative talent cultivation plan development of other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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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人才培养方案的研制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基础性、决定性的意义。本文在阐析当前水产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缺陷的基础上，介绍了上海海洋大学在拔尖创新型水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研制中的探索与实
践，进一步揭示了其在创新型水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的亮点，以为其他水产类高等院校在拔尖创新
型水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研制方面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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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是世界水产养殖大国，水产养殖产量已经连续 11 年位居全球第一，对世界水产品结构的变化起
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水产养殖业是我国渔业的重要增长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10 年我国水产品产量
5366 万吨，其中养殖水产品产量 3850 万吨，占总量的 71.7% [1]。然而，随着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意识
的日益增强，传统的养殖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环保与食品安全的需求，水产健康养殖必然成为今后
我国水产养殖的主要发展方向。要从根本上转变传统水产养殖方式，必然依赖于水产专业人才的培养，
尤其是拔尖创新型水产专业人才的培养。创新人才培养方案的研制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基础性、决
定性的意义。上海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以及水族科学与技术专业在 2014 年入选国家教育部第一批卓越农林
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拔尖创新型试点项目，为研制拔尖创新型水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校、院、专业
教学管理人员进行了长期的不懈探索。

2. 水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现实缺陷
在我国，大多数水产高等院校历年培养方案的制定采取四年一大修、一年一小修的研制方式。然而，
在当前人才创新机制改革的驱动下，通过与教学管理人员、学生的座谈与调研，发现现行人才培养方案
存在一些缺陷，主要包括毕业学分过多引起的学生学业压力大负担重、教育模块结构设置不合理、专业
课程内容之间衔接不流畅、核心课与选修课之间学分平均分布未突出重点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创新性人
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下面，以上海海洋大学为例，具体介绍以往人才培养方案存在的问题：
1) 毕业总学分过多，尤其是必修课学分数过多
本科生毕业总学分在 165~171 之间，其中必修课学分在 140~144 之间，必修学分占总数约 85%。学
生普遍反映，课业压力较大，必修课时多，课程多的学期往往从周一到周五、早上到晚上都有课。学生
上课压力大，导致课后预习、复习、巩固的时间不断压缩。这实质上是形式上加法、内涵上减法的模式，
学生学业清单上可能有冗长的一串课程，但若在一段时间后再考察学生的知识点、操作技能，能熟练作
答者却寥寥无几。必修课比例高导致选修比例低，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和自主个性化培养遭到遏制。
2) 理论学分偏高，实践学分比例过低
在以往的培养方案中，专业实验课学分约 11.5 学分，实践实训模块学分数为 10~13 学分，根据教育
部文件、教指委办学标准要求，实践类学分需达到总学分的 25%以上。由于实践学分设置与标准数额存
在较大差距，导致学生往往存在实验动手能力差、理论与实践难以衔接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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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模块设置分类不清晰
在旧版培养方案中，专业教育模块设置了专业必修、专业方向选修、相关专业选修、实践实训四个
模块。从性质上来说，专业必修与实践实训属于必修课，专业方向选修和相关专业选修属于选修课，这
两类选修模块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度和差异性，分类的依据和理由不够充分。此外，两类专业选修模块
中还设有多门限选课，这些限选课的性质为必修课。从这个角度说，旧版培养方案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着课程类别属性不明确、课程归类混乱的问题。
4) 专业课的教学内容存在重合或雷同的现象，专业课程体系布局不尽科学、合理
专业课之间部分内容重合的问题最早发现于学生座谈调研中。部分学生反馈，有些专业课之间的知
识点在之前的专业课中已学过，有些知识点甚至在中学阶段已滚瓜烂熟。如“细胞的结构与功能”在分
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中都有涉及；“DNA 复制与基因表达”在基因工程、遗传学、细胞生物
学、分子生物学中都有包含。学习内容衔接的不流畅、教师对学生学情掌握的不充分，在一定程度上造
成了学生的厌学情绪。专业课内容的重合将导致专业知识主干、分支架构的模糊，造成主干不充实、分
支不够细的局面，各个分支的选修课之间往往又存在着内容相近的状况。由于选修课准入、评价制度不
够完善，没有形成专业选修课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这在客观上影响和挫伤了学生学习积极性。
5) 各个课程之间的学分较为平均，同一门课的必修课和选修课之间学分相同
专业课程的构架应由“主干”和“分支”共同有机组成，“主干”应翔实、具体来发挥其基础作用，
“分支”在于前沿、细致发挥其学科交叉作用。而以往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学分在各个课程中平均分布，
重点不突出。在旧版培养方案中，专业必修理论课学分范围为 1.5~3，选修课学分范围为 2~3 学分，学分
非常接近，没有体现出必修核心课程的重要性。而以往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学分在各个课程中平均分布，
重点不突出。此外，同一门课程在不同专业中存在着必修与选修共存的状态，而必修课与选修课不仅学
分学时相同，教学大纲也完全相同，则模糊了其在各个专业中作用和地位的不同。

3. 水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探索与实践
根据上海海洋大学《关于制定 2014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性意见》，按照“以人为本，德育为
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总体要求，注重知识、能力和素质三位一体协调发展与综合提高，注重培
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创业意识，参照国内外标杆学校本科专业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质
量评价体系等，构建本科人才培养新方案。新方案不仅要体现科学性和前瞻性，还要体现社会发展与人
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体现专业规范与特色的融合，体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体现研究成果
与教学内容的有机结合，体现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有效支撑。基于新培养方案的改革思路，上海海洋大
学主要针对以往人才培养方案中存在的课程体量大、学生压力重、选修范围窄等问题开展培养方案研制
实践。
1) 降低毕业所需总学分，打通大类专业的学科教育共享平台
在研制的新人才培养方案中，总学分以 168 为上限，并在大类招生制度的基础上打通大类专业的学
科教育与选修教育共享平台。通过大类学科教育平台的打通，使大类学生在大二确定专业前能够接受平
等的学科基础教育，使大类确定专业工作基于更为良好的学生学业基础来开展。降低综合通识教育模块
比例，将教育的重心放在学科专业教育上。删除原有的学科选修模块，将学科专业选修课全部纳入专业
选修模块(如表 1)。
2) 筛选专业核心课程，设置大类专业选修课程库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水产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水产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标准》，结合上海海
洋大学的特色，首先各专业负责人列出专业核心课程的清单，并修订核心课程大纲。大类专业中其余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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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2014 and previous edition education program in curriculum provision [2]
表 1. 2014 版与前版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框架对比表[2]
14 版
10 版
模块
综合与通识教育
(30%)
学科基础教育
(20%~30%)

专业教育
(40%~50%)

总学分

06 版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学分

综合必修

必修

38

46

综合选修

选修

10

8+1

学科必修

必修

35

必修 + 选修
35~64 学分

必修 + 选修
35~50 学分

专业必修

必修

30

专业选修

选修

30

专业必修 + 专业方向选
修 + 相关专业选修
50~60 学分

专业必修 + 专业方向选修
+ 相关专业选修
50~60 学分

实践实训

必修

25

实践实训
11~20 学分

集中安排实践性教学环节
(含基础实践) 20~25 学分

164~178.5 学分

161~170 学分

45~52 学分

159.6~176.4 学分(均值 168 学分)

核心的专业课纳入大类选修课库，即大类选修课库中可包含各细分专业的专业课。同时合并原有的专业
方向选修和相关专业选修模块并统称为专业选修课。
3) 提高实践学分比例，优化实践课程教学大纲
本科教育是培养本科生独立学习能力的重要阶段，本科层次的卓越人才的培养目标包括基础素质与
技能、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三个方面[3]。在以往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实践实训的学分比例与国家规定的
比例有较大差距。由于拔尖创新型卓越人才培养的需要，新方案在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方面着重加强，
这两方面通过实践课程突出强化。在新版方案研制过程中，加大了实验、实习类课程的门数、学时数，
增加完善了实践课程教学大纲。为保障增加的实践课程的运行，需配套提高教学运行管理的机制和效率。
4) 梳理专业课程大纲，研制具有专业特色的学生学习手册
由于学科、专业必修课之间、专业选修课之间、必修课与选修课之间存在着教学内容重复的现象，
需梳理各专业课程教学大纲，使课程内部结构更为科学和紧凑、课程之间的衔接更为流畅和具有层级递
进关系；同时基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编制学生学习手册，对教学计划的学习要求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说
明，帮助学生详细了解专业的学习目标、人才培养的过程和师资的专业背景、学术环境、开课情况等信
息。对于庞大的选修课程库，学习手册相当于一个“方向性指导意见”，即将同学可能感兴趣的学习方
向与建议其选修的课程列出一个对应的清单，使其选课更有指向性。比如对于希望考研或做创新项目的
同学，建议学习“文献检索与利用”等。
5) 梳理专业模块中与学校综合模块教育中重复的部分，保持培养方案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梳理专业模块中与学校综合模块教育中重复的部分，主要是创新实习课程内容的整合、梳理。如此
前水产养殖专业中《综合实习与创新实践》实习课，与综合模块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认定方法存
在部分重叠，课程可根据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学科竞赛、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创业实践、教师科研课
题研究等各类创新创业项目，通过项目验收或取得经认证的成果等情况认定学分，最终删去《综合实习
与创新实践》专业实习课，以综合教育模块课程为认定口径。

4. 新版人才培养方案探索中的亮点
上海海洋大学通过对 2014 年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以及实践，在创新型水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上形
成了三大亮点，有效地促进了拔尖创新型水产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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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必修课前移、选修课放开
真正放开选修课的学期限制，并适当引入选修课的竞争机制，不仅能够实现大平台的课程供应，学
生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选到心仪的选修课，有利于他们的个性化培养，对于学生而言是福音；由于选课
人数过少会被关课，而学生数是有限的，能使教师感受到一种危机感，潜意识中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
对教学管理是一种利好；此外更多教师能公平地接受学生的选择，一些不合格的课程被淘汰，优质课程
得以保留。从学生培养、师资培养、课程建设、教学管理方面讲无疑是一种多赢的局面。“基础课前移、
选修课放开”的方案中，将大类内选修课汇总作为选修课程大库，使大类中所有专业都可以选择。并且
为每一门选修课设置最低修学学期，在最低修学学期之后都可选。在纵向和横向上提升专业选修课的受
众面和利用率。
2) 实践课增加、专业课夯实
通过加强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的接轨，使学生切实做到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精技能。实习课
是否增加。此前的培养方案中，实践实训模块学分数为 10~13 学分，新版要求的实践实训模块学分数为
17 学分。此前的培养方案中，大一暑假的短学期仅是名师导航讲座，通过将专业基础课前移，在新版方
案中设置引领性专业实习来替代名师导航讲座，即在大一短学期中增加一些运用到专业知识的实习课程，
将理论知识巩固起来。
3) 构筑大平台、给予学生更多选择的空间
通过第一学年学科大平台的构建，使学生有更多空间在大类中选择心仪的专业。此前水产大类的《水
产学导论》课程由于其讲座的大班授课形式效果不佳，将其作为大一选修课。在新版方案中，引入以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引领学生专业入门的新生研讨课，此外将《普通动物学》、《鱼类学》、《水生生物
学》等课程提前到一年级。通过学科专业平台的前移，使学生在高年级的学习中有更多专业发展空间。
学校在高年级时为学生创设了优秀高年级学生进导师实验室、科创竞赛、大学生创新活动等机会，学生
有更多专业成长的道路以供选择。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研制的科学与否与人才培养质量的好坏有直接相关联系，然而一个科学的人才
培养方案的实施运行更需要全校方方面面资源的统筹、配合，需要建立起教学保障工作的常态化运行机
制。世界上顶尖的高校之所以能够在科研水平、教学质量上遥遥领先，并非依靠硬件的增加和外在的华
丽，而是依靠一个良性循环、有助于师生共同发展的管理机制，以及学生为重、学术为先的校园氛围。
目前在国内高校的二级学院层面，仍然不具备统筹各方面资源的权限和能力，如何更好地协调有关各职
能机构、树立以教学为先的教育办学理念、简化职能部门办事手续、优化教师考核机制、建立积极向上
且可常态化的教学保障工作运行细则，对于国内高校而言是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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