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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evelop scientific research talent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cultivate psychology
students' creativ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ies. Therefore, its curriculum system also should be
different from the one emphasised on simple teaching knowledge. In this paper, based on goal and
function, the principle of constructing, curriculum, we discuss the top creative scientific research
course system of the 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 psychology. Its goal is to make the teaching curriculum effectively train top-notch innovative research of the reserve personnel.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is paper, it is hopeful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later
related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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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培养科研后备人才，对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的创新和科研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其课程
体系也应该是有别于强调简单知识传授的课程体系的。本文从课程体系的目标和功能、建构原则、课程
设置三个方面，论述基于拔尖创新的科研后备人才培养的心理学专业研究性教学的课程体系。基于拔尖
创新的科研后备人才培养的心理学专业研究性教学的课程体系的总目标是让课程教学能够有效实现培养
拔尖创新的科研后备人才的目标。通过本文的论述，希望能够为以后相关的课程体系建构和实施提供理
论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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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拔尖创新的科研后备人才培养的心理学专业研究性教学的课程体系
的目标和功能
1.1. 课程体系的目标
拔尖创新的科研后备人才指立志以科学研究为事业目标，初步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并能取得一定
的创新性科研成果的本科生。而研究性教学的基本思想强调教学与研究的结合，引导学生进行积极主动
的探索和学习。因此在教学工作中，通过建构研究性教学的课程体系来实现培养拔尖创新的科研后备人
才的目标。基于拔尖创新的科研后备人才培养的心理学专业研究性教学的课程体系的总目标是让课程教
学能够有效实现培养拔尖创新的科研后备人才的目标，这是课程建构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目标。同时课
程体系能够实现基本的课程教学目标，帮助学生打好专业基础。进而能够系统地科学地实施研究性教学，
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

1.2. 课程体系的功能
基于拔尖创新的科研后备人才培养的心理学专业研究性教学的课程体系的基本功能包括二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教学功能，主要指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专业知识与理论，形成一定的专业技能，打下良好的
专业基础。教学功能的实现是课程建构的主要和基本功能，也是实现科研功能的基础。而本科生的培养
也主要强调本科教育的基础性(管晓刚，程槿涛，闫卫平，行龙，2007)，因此学生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
和基本技能的学习和培养是重中之重。第二方面是科研功能，科研功能包括科研志向与兴趣的引导激发
功能和科研能力的培养功能(刘智运，2011)。因为培养的是拔尖创新的科研后备人才，所以课程体系的建
构要注意引导和激发学生的科研志向和兴趣，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要逐渐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为学生以
后从事科研事业以及参与或者完成创新性科研成果奠定基础。

2. 基于拔尖创新的科研后备人才培养的心理学专业研究性教学的课程体系的建构原则
2.1. 教学目标和科研目标相统一的原则
基于拔尖创新的科研后备人才培养的课程教学目标分别为知识传授、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而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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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尖创新的科研后备人才培养的科研目标为：第一是科研兴趣和科学思维的培养。第二是科研能力的培
养。基于拔尖创新的科研后备人才培养的教学目标与科研目标之间是统一的，两者之间相辅相成，不可
分离。教学目标的实现是科研目标实现的基础。而反过来科研目标的实现促进了教学目标的实现。不论
是教学目标还是科研目标都是为实现培养拔尖创新的科研后备人才这一总目标服务的。二者在心理学专
业研究性教学的课程体系中是无法分离的，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因此在建构于拔尖创新的科研后备
人才培养的心理学专业研究性教学的课程体系时，要遵守教学目标和科研目标统一的原则。

2.2. 循序渐进原则
在课程建构过程中，根据课程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特点来安排课程(余文森，2005)。
比如从专业基础课到专业发展课，从入门课到提升性课程。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研究
性教学课程要逐步推进、循序展开，不能一蹴而就。特别是对于新入学的本科生来说，以前并没有接触
过研究性教学课程。如果过早在专业课中开设研究性教学课程或者课程要求太高的话，都会影响学生以
后的学习。这样的安排超出了学生自身的掌握和理解能力，这样的教学是注定会失败的。而且如果超出
学生负担能力进行科研培养，反而会起到拔苗助长的负面作用，达不到课程培养的预期目标。

2.3. 研究性教学课程适度原则
研究性教学课程的负担较大，比起一般课程教学需要学生和教师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不适
度就会让学生和教师产生抵触情绪，不利于研究性教学课程的开展。同时为了更好实现教学目标。对于
本科生而言还是应该以完成教学目标为主，以实现科研目标为辅，研究性教学必须为实现教学目标服务。
因此研究性教学的课程不宜过多，每学期研究性教学课程开设的数量也要适当。

2.4. 系统性原则
研究性教学的课程要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帮助学生系统的形成和掌握一定的科研能力与方法。并
且心理学专业课程具有很高的关联性，前一课程为后续课程的教学打下基础，而后续课程是前一课程的
发展。因此专业课程的设置要有关联性。系统性原则保证了课程体系的整体性，使课程体系成为一个有
序的系统而不是散乱的课程安排。系统性原则在时间和内容上的连续性也能够帮助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
体系，保证了学生在科研志向和能力方面获得系统有序的培养。

2.5. 注重专业基础原则
对于拔尖创新的科研后备人才的培养更多的还是注重本科教育的基础性(管晓刚，程槿涛，闫卫平，
行龙，2007)，强调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扎实性和基本专业能力的培养。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是进
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条件，有助于学生未来的发展和学习。同时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培养也是科研能力
培养和发展的基础，两者相互促进。专业基础的培养是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实现课程目标的基
础。

3. 心理学专业研究性教学课程体系的课程设置
3.1. 心理学专业研究性教学的课程体系中的专业课
心理学专业研究性教学的课程体系中的专业课是指心理学专业中要求学生完成的基础性和发展性课
程，主要是让学生学习和掌握心理学领域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课程。而专业课程的类型按
照不同的课程性质可以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按照不同的教学方法可以分为研究性教学课程和讲授课程。
1、专业课中的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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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专业研究性教学课程体系中的必修课包括，普通心理学 A、普通心理学 B、神经科学导论、
高等数学、实验心理学 A、实验心理学 B、心理测量学、心理学统计 A、心理学统计 B、认知心理学(车
宏生，姚梅林，2004)。上述课程涉及的都是心理学专业本科生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
能，也是心理学专业学生必须要学习的课程。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也为学生专业方向的选择和发展奠定
了知识和技能的基础。
实验心理学 B、心理测量学都是研究方法与技术性课程，从事研究性教学利于学生掌握科研方法与
技能。而实验心理学 A 主要是让学生学习和熟悉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引导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兴趣。
过早的开设研究性教学课程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不利于学生学习模式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因此，将
实验心理学 B、心理测量学作为研究性教学课程开设。在上述的课程中，普通心理学 B 和认知心理学都
是心理学专业理论知识性课程，从事研究性教学有利于学生掌握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而普通心理学 A
主要是让学生学习和熟悉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引导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兴趣，同时普通心理学 A 是在
大一上期开设，大一上期不宜开设研究性教学课程。因此普通心理学 A 也不开设研究性教学课程。所以
必修课中将实验心理学 B、心理测量学、普通心理学 B、认知心理学作为研究性教学课程。
2、专业课中的选修课程
心理学专业研究性教学的选修课包括，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心理学史以及其他
具体研究方向的课程。这些具体的课程包括；管理心理学类课程，比如：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
决策与博弈心理学等；心理咨询与治疗类课程，比如：心理咨询与治疗、心理学咨询与治疗的伦理学、
家庭治疗等；实验设计与技术类课程，比如：多因素实验设计、E-prime 实验设计、脑电研究与技术、磁
共振研究与技术等；认知心理学类课程，比如：类别与概念形成、认知神经科学、决策认知神经科学、
数学认知与发展等；心理健康类课程，比如：变态心理学、健康心理学、饮食障碍与健康等。
上述这些课程都是专业发展性课程，专业性强但普适性差，局限于心理学的某个具体专业领域，不
是每位心理学专业学生都必须学习的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和爱好来自主学习和发展。同
时，选修课并不是心理学专业学生必须要学习的课程，所以教师可以根据学科性质和教学需要选择是否
开展研究性教学。
而多因素实验设计、E-prime 实验设计、脑电研究与技术、眼动研究与技术、磁共振研究与技术、动
物行为学实验都是研究方法与技能性课程从事研究性教学利于学生掌握科研方法与技能。社会心理学是
理论知识性课程，从事研究性教学利于学生掌握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因此，建议教师在这些课程中开
展研究性教学，以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理论和技能。

3.2. 专门的研究性教学课程
专门的研究性教学课程不是系统学习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的课程，而是专门为了实现科研目标而开
设的课程，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不固定。而研究性学习课、增杰导师课、新生研讨课是专门的研究性教
学课程的三个主要课程类型。
1、研究性学习课
研究性学习课是以某研究方法或某个研究课题为中心展开的面向所有学生的专门的研究性学习课程，
它的教学方法不仅仅是传统的讲授而且强调与学生进行研究性的探索和讨论。研究性学习课程可以帮助
学生了解和熟悉科研方法，通过教师的讲授和引导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和基本能力。
2、增杰导师课
增杰导师是根据教师所带的增杰班学生的实际情况而专门开设的课程，它的课程内容主要以导师的
研究领域、方法和课题为主。课程的对象和内容比研究性教学更具有准对性。首先，增杰导师课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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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具有特异性，导师以自己的研究领域、方法和课题为中心有针对性的提高学生的知识和能力水平，
引导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科研意识。同时这也有助于学生了解导师的科研情况，尽早加入导师的研究小组。
为以后学生更好完成作为增杰导师的科研助理的毕业实习工作打下基础。

3.3. 新生研讨课
新生研讨课是指第一学期为新生开设的准研究性学习课程。新生研讨课会邀请众多心理学专业的教
师或者专家介绍自己的研究课题并与学生讨论科研与学习问题，以此引导学生的研究兴趣，让其了解研
究的相关知识和技术，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上的困惑。新生研讨课在学生一进校就对学生进行科研引导，
引导学生学习和科研兴趣，并帮助学生解决一定的学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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