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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industry, there exists a disjointed phenomenon between
teaching training and industry demand.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problems of computer teaching
hidden behind this phenomenon, and further present cultiv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hinking for
computer teaching. The cultiv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hinking is discussed in some aspects,
such as re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 system, reform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breakthrough of practic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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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计算机行业的迅猛发展，教学培养与行业需求之间出现了脱节现象。本文剖析了这种现象背后的计
算机教学问题，提出了针对计算机教学的科研思维培养，并从教学资源体系的重构、课堂教学的改革、
实践教学的突破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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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计算机已经走进了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并且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大学生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道德
意识、乃至世界观。高校计算机专业的本科学生是计算机学科未来发展的主力军，如果能针对计算机行
业正在发生的变革，改变专业人才的培养思路，培养能够适应未来挑战的科研型人才，将对我国计算机
产业的发展，甚至国防科技力量的增强起到积极作用。

2. 计算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计算机行业的飞速发展带了计算机技术的快速更新和迭代，然而计算机专业的教育还停留在以前
的方法和技术，学生所学的知识难以满足计算机行业的需求，教学没有紧跟行业的发展。虽然很多教
师一直在从事计算机方面的科学研究，走在计算机行业的前沿，但是在教师中一种常见的现象是科研
是科研，教学是教学，二者互不相关。平时将自己沉浸在前沿课题的攻关研究之中，上课就拿起书本
一遍遍地讲授那些已经讲了很多年的过时方法和技术。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学习知识，而不是把现成的
知识灌输给学生，过去经常提倡启发式教学，教师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但是这些问题是由教师提出
的，而不是学生自己提出的，只有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让学生
的思维得到发展。十九世纪初，教育家威廉·冯·洪堡就在德国高等教育改革中，明确地提出了“教
学与科研的统一”，指出大学应当身兼两职，传播科学与发展科学，也就是教学与科研[1]。计算机的
教学更突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培养，而科研是对未知的探索，科研的一般过程是
发现问题、选定课题，然后使用你所能想到的方法向理想的结果推进，最终得到你想要的结果。计算
机的发展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计算机行业是一个更新迭代很快、对科研创新要求很高的行业，学生仅
仅掌握一些方法和技术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培养科研思维，科研思维是指在探索研究过程中拥有一种
科学的思维方式，是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意识形态[2]。通过科研思维的培养，使学生拥有
独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规律的能力，这样学生才能适应不断迭代更新的行业发展、才能站在
行业的前沿，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
计算机的课堂教学一般都是以知识点为导向，忽略了知识背后的思想和思维方式。课堂授课的重要
资料是教材，现在教材的选择，经常是任课教师针对单门课程选择，缺少课程间的联系和专业间的差异
等方面的考虑，难成体系。教材是知识的载体，知识是前人思想和智慧的凝结，如果计算机教学仅仅传
授知识，而忽略知识背后的思想，这种教育下的学生很难具有竞争力和创新力。此外，很多计算机教学
仍旧是机械化的“填鸭式”教学[3]，一本教材、一支粉笔，自言自语就是一节课，这让我们想起了鲁迅
先生在《百草园与三味书屋》中描述的旧社会教师，一个大声朗读古诗文的老学究，而计算机课程是一
类偏向实用和创新的课程[4]，还用以前以知识点为导向的教学方法，难以很好传授计算机快速更新迭代
的新方法和新技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是计算机教学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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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研思维的培养
传统的教学注重的是知识点的传授，而忽略了一样重要的东西：思维方式，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对于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而言，思维方式中非常重要的是科研思维。目前科研思维
的培养基本上都是针对研究生或博士生的，然而科研思维不是研究生博士生所特有的，为了适应计算机
行业的迅猛发展，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也应该培养科研思维。

3.1. 教学资源体系的重构
纵观学生使用的教材，我们反思，这些教材有专业特色吗？学生学的科目五花八门，很多计算机的
不同专业之间，学的课程几乎一样，使用的教材也相同。比如经常存在一个教师给多个专业讲同一门课，
上课用的教材也是授课教师自己选，为了授课的便捷，教师仅从这门课的角度出发，选择一本合适的教
材，不同专业使用的教材是一样的，课堂上讲授的内容也是完全一样的。教师选自己课程的教材时，往
往没有考虑专业之间的差异，没有考虑所选教材与其他课程的内在联系，教师缺乏良好的教材素养[5]，
使学生使用的教材难成体系。选好教材是教授好一门课的前提，在新工科建设的背景下，学校应该针对
每个专业成立教学体系小组，深入研究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教材的特点，为计算机的不同专业重构具
有专业特色、突出科研思维的教材体系。此外，目前的教学资源体系主要是针对知识点的，没有很好地
突出科研思维，难以体现计算机专业的专业特色和专业统一性。如果借助现有的教材无法构建合适的教
材体系，教育界和产业界可以共同打造一套突出科研思维的教材，二者融合创新，从知识点为王转向突
出思维方式，为培养适应计算机当前发展的科研型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纸质的教材是非常传统的教学资源，但是这种教学资源具有出版周期长、知识更新慢等特点，仅仅
以纸质版的教材为依托，很难使计算机的前沿技术走进课堂。互联网中丰富的电子资源为个性化学习提
供了条件，教师和教材也不再是知识的唯一载体，我们需要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移动互联设备，直观全方
位地展示专业知识和行业发展的新技术，使课程更加活跃，摆脱知识的僵硬冰冷感，使学生们学的知识
更具灵魂，更加贴近实际应用，更利于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纸质化教材具有知识展示的系统性，
电子资源具有知识展示的便捷性和多样性，教学资源的重构需要考虑二者的互补性，电子资源能够为传
统的纸质教材和前沿技术架起一座桥梁。利用电子资源对教材进行延展，利用电子资源增强课堂的吸引
力和趣味性，利用电子资源抢占学生们碎片化学习的高地，利用电子资源引导学生的科研思维，是教学
资源重构的另一个重要任务。

3.2. 课堂教学的改革
课堂是传授知识的场所，知识不是最终形态，它本身就是一种载体，承载了前人的智慧，也就是知
识是思想的载体[6]，教师的教学是深挖教学资源背后的思想并展示给学生。现在课堂通常是填鸭式的，
教学的重点也着落在知识点的讲解上，然而计算机专业的知识更新迭代非常快，大一时是新技术，大四
毕业了技术可能已经淘汰了，如果还按照数学、外语等专业的知识点式教学，学生很难适应这个迅猛发
现的计算机行业。计算机专业有着一些特有的专业属性，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本身也应该站在行业发展的
前沿，享受行业发展带来的便捷。鉴于计算机专业的特点，在课堂上采用移动设备和多媒体设备让课堂
更加生动形象，更加有吸引力。除此之外，计算机课程一般是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集合，蕴含了科学
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计算机课程的教育应遵循教材系统的人才培养思路，让学生通过知识的学习，
了解科研人员的研究思路，诱导学生的创新能力。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积极创设问题情境，鼓励学生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敢于大胆质疑，敢于
提出与老师、同学不同的见解，并不断地释疑、追根究底，久而久之，学生就会逐渐养成爱动脑筋、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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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问底的思维习惯。课程中蕴含着技术或设备的发展脉络，恰恰是科学研究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科研
思维过程。在课堂上要以教材为依托，注重科研思维的系统化培养，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分析结论、以及总结规律的一个完整科研思维过程。计算机中有一些难以理解或理论性较强的知识，
教师可以将这些难点进行实例化，使用我们生活中浅显易懂的例子去解释相应的理论，并在思考的转折
处适当提问，进而能够帮助学生在理解知识的基础上，促进知识的迁移，学习如何将研究深入浅出地描
述清楚。以具体实例为依托，形象地讲解知识中蕴含的思想，让学生在理解知识的同时，学会科学研究
的一般方法。课堂就是学生的实践场、试错场，教师在课堂上不断针对计算机行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鼓励学生大胆猜想、大胆批判、大胆提出解决方案，然后仔细推敲、小心求证，从而不断培养学生解决
新问题时的思维突破性和严密性。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解决方案不是唯一的，在课堂上鼓励学
生从不同的角度解决问题，并科学地分析各种解决方案的关联和优劣，进而形成解决问题的体系、总结
出一般性规律的科研思维过程。

3.3. 实践教学的突破
计算机专业是一种对实际操作能力要求很高的专业，如果学生的科研思维仅仅停留在“想”的层面，
一切都是虚的，就像建筑缺乏了地基，所以科研思维的培养需要进一步贯穿到实践教学之中。计算机专
业的实践教学很多都是在学校机房里模拟几个教材上的实验，以熟悉软件的使用和硬件的运作，然而这
种“实验”教学容易陷入“象牙塔”困境[7]。为了更好地践行科研思维，计算机的实践教育需要着落在
实际生活中真实存在的问题上，与其练习几个散乱的模拟实验，不如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两个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利用所学的计算机知识为身边的人提供便利，或解决一些小企业当前面临的问题。在实践教学
中，利用学生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成就感，积极引导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结合实践教学的特点，建立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一种和谐的研讨氛围，鼓励学生尝试从多角
度寻求答案，加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灵活性。突破实践教学的“固有模式”[8]，以科研思维能力为
核心，这种培养模式可以借助教师的创新项目或基金项目，为学生精选一些能用所学知识解决的实际问
题，让学生以团队的形式，对实际问题进行模块化和标准化，以实际的项目开发为驱动，进而形成“自
然认知–科研思维–探索创新”的实践教学模型。

4. 小结
计算机行业是一个技术更新迭代非常快的实用型行业，对从业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较高的要求，
然而高校中计算机专业的培养主要是以知识点导向，专业教育与行业需求出现了脱节现象。本文从计算
机专业教育的角度，在教学资源体系的重构、课堂教学的改革、实践教学的突破等方面探讨了科研思维
的培养，科研思维是在探索研究过程中拥有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是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意
识形态，对计算机专业的学生适应行业环境和推动行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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