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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came an emergency of enhancement of practice ability training for professional master
graduates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with the active demand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n
environment issues and depth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deals with experience of
Stanford University such as practical idea of running a school, open education plan of bachelor and
pioneering education. It discusses methods of education transfer ideals including environment
technology serving for the enterprise, classes training model and the innovation practice enhancement of academic activities, which provides valuable advice for enhancement of professsional master graduate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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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解决环境问题技术要求的迫切需要与高教改革的深化，环境工程专业学位硕士工程实践动手能力的
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斯坦福大学务实的办学理念、本科“开环教育”计划及创业教育经验为引入，
从环境技能服务环保企业理念的转变、课程与培养模式的转变及学术活动提高创新实践的转变三方面探
讨了增强环境工程专业学位实践能力的方法和措施，为提高专业学位硕士的培养质量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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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教育的开展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更积极主动地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复合型、
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迫切需求的表现。2009 年 3 月起，我国专业硕士学位招生数量逐年增加[1]。专业
学位实质是职业学位，强调的是实践性，作为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有效途径，是西方发达国
家的普遍作法[2]。环境工程专业是人类对环境资源不断破坏和利用后使得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影响后迅速
发展起来的，它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综合性学科[3]。环境工程专业学位硕士毕业后主要服务于环保产业，
必须具备很强的工程设计与实践能力。在当今新形势下，如何全面提高专业硕士实践教学的培养质量，
已成为社会各界对研究生培养的关注点之一[4]。本文结合环境工程专业特点，借鉴斯坦福大学务实的办
学理念、“开环大学”计划和创业教育实践经验，探讨了如何增强环境工程专业学位硕士实践能力培养。

2. 斯坦福大学的借鉴经验
2.1. “学以致用”务实的办学理念
斯坦福大学建校初就确立了“实用主义”的办学理念，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是其教育的宗旨。
创始人利兰·斯坦福要创办一所不同于东部传统大学的“绅士”学校，其教育的目标是“让学生为个人
的成功和生活中的实际工作做好准备”。斯坦福本人是非常著名的实业家，丰富的社会实践使他深深地
体会到教育与实业相结合对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他更明白实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高等
教育才能符合社会的需求。在办学过程中，始终贯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思想，包含着学以创业、
学以致用的精神[5]。认识到教育对于振兴实业的重要性，以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为己任培养社会所需
的人才。斯坦福大学的“实用教育”理念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1) 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结合。这样既通过理科的学习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科学精神，又通过
文科的教育培养了学生的人文修养，让学生成为知识广博、通晓文理各学科领域知识的高素质人才，有
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跨学科知识的学习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有利于学生开展创新活动。
2) 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在“实用教育”的理念指导下，斯坦福大学在高等教育的基础上加
强学生的职业教育，以此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规划发展能力。斯坦福大学开展的职业教育主要包括：
通过专业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职业领域的具体概况；通过实践活动和实习培养学生特定职业领域的技
能和技巧；通过演讲、座谈、报告等形式对学生进行就业前的指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道德
观，帮助学生学会合理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培养学生特定职业所需的专业能力和专业意识。为了加
强对学生的职业教育，斯坦福大学充分利用与工业界的合作机会，鼓励学生积极地参与企业的工作，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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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学生参加实习活动和科研实验的积极性。
3) 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相结合。基础科学研究开展目的是进行高新技术开发，从而有效地推动生产
力发展。为了充分体现和落实“实用教育”理念，在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基础上，斯坦福大学进一
步加强了与工业界的合作，开展基础研究的同时，积极地进行技术开发，从而更有效、快速地推动了生
产力的发展。人才培养方面，斯坦福利用与企业合作的一切机会，让学生在积极地参与到基础科学研究
项目的同时，全力为学生创造参与技术开发的机会和条件。不仅提高了学生的科研水平，还提高了学生
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将科研成果转化为高新技术及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2.2. 本科教学“开环大学”计划
2015 年 10 月，斯坦福大学推出了大胆的新设想，把本科学制从现在的 4 年改为 6 年，学生录取年
龄不限，学制为人生中的任何 6 年时间，不规定毕业时间和限定的专业。学生不需要一直在课堂里受教
育，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进入社会工作或者回学校学习。校友以具有丰富经验的公民身份回到学校，与
更年轻的学生一起交流学习。学生不必在 18 岁时证明自己，而是可以在更适合的年龄，选择开始学习。
学校将之称为“开环大学”计划。这是一项彻底的自我变革，使斯坦福大学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开环大学。
这样的大学将打破既有的课程和学年的结构。学生通过获得新的源于社会的同学群体，来创造从前
那种强而持久的社会联系。由于同时存在纯真勇敢的年轻成员和经验丰富的老练成员，课堂学习也会变
得丰富多彩。从工作中回到校园的学生，利用校内课程提供的中期职业环，开启职业生涯的新篇章，他
们可提供加速实验研究的灵感和洞察力，这些富有社会经验的实践者会为课堂带来新的活力。

2.3. 斯坦福创业教育经验
我国高等教育趋于“大众化教育”的表现为学生毕业即失业，就业压力日益增大，大学生自主创业
的意识和能力薄弱。学历越高创业积极性越低，影响了社会的发展。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形成的硅谷创
业式教育为全球教育带来了典范，由该校师生创办的惠普、思科、雅虎、谷歌等高科技企业享誉世界，
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斯坦福大学创业教育的特点是：
1) 全真的创业实践平台。1947 年斯坦福大学就在校内创立了很多小公司，这些小公司由学生打理。
学校不仅为学生提供必需的物业设施，还提供法律和商业咨询，甚至还专门为学生开设技术创业等课程，
以此培养学生对技术创新创业的兴趣。1951 年，斯坦福大学成立了美国首家校园研究园区，以加强与企
业的合作关系，借此把知识投向企业，让企业依托科技取得发展和创新的动力，而企业则为斯坦福大学
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和场地。
2) 系统的创业课程体系。自 1967 年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为 MBA 学生开设第一门创业教育课程起，至
今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创业课程体系。专业课程设置把创业教育和文、理、工学科相互渗透，鼓励学生选
修其他领域的课程，加强学生的通识教育，为学生自主创业奠定基础。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科
专业与社会业界互动”，培养学生自主创业实践的能力。
3) 灵活专业的创业教学方法。对于非商学院学生，采用的教学方法既有商务计划写作、案例研究，
又有企业讲座和讨论会，以及项目研究、可行性研究、实习和商业投资等。案例分析和合作项目是结合
在一起进行。创业教育案例均由老师精心挑选，既有成功案例，也有失败案例；既有国内案例，又有国
外案例。进行案例分析时，尽可能邀请案例当事人来校与学生教师一起面对面的分享和讨论其成功或失
败的经验教训。
4) 经验丰富的创业导师队伍和完善的创业教育评价体系。斯坦福大学师资具有高水平和多元化的特
点，截至 2015 年斯坦福大学教师中有 22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52 位美国科学院院士、95 位美国工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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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4 位普利茨奖得主、268 位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会员、31 位美国教育学院士，同时还有 518 名捐
赠席位教师[6]。对于专职的创业导师，斯坦福大学不仅对其进行专业训练，举办教师创业经验交流会，
而且还鼓励教师亲自从事创业实践，以获得第一手的创业体验和创业技能。对创业教育进行学院、学校
内和社会同行评价。还对创业教育关键因素和整体系统进行综合评估。其考察的指标主要包括：创业教
育课程，教师学术质量，创业教育质量的社会影响力，毕业学生的成就，创业教育项目自身的创新等。

3. 增强环境工程专业学位硕士实践能力措施讨论
环境工程专业硕士毕业可从事：一是环保设备(产品)生产与经营，主要指水污染、大气污染治理设备、
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设备、噪音控制设备、放射性与电磁波污染防护设备、环保监测分析仪器、环保药
剂等的生产经营；二是资源综合利用，指利用废弃资源回收的各种产品：废渣、废液(水)、废气的综合利
用，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三是环境服务，指为环境保护提供技术、管理与工程设计。强化工程实践的理
念对教师和学生都至关重要。创业教育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以斯坦福大学为主的创业型大学
是美国创业教育的先驱，其办学理念和创业教育模式对环境工程专业学位硕士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
意义。

3.1. 环境技能服务环保企业理念的转变
意识决定行动。实践意识是指工程技术人员发展实践能力、积累实践经验的意识。从斯坦福的发展
实例看，大到一个大学的发展，小到一个学科专业的发展首先要具备先进的实践教育理念。环境问题的
实质是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行为产生的污染物使得环境功能受到损毁从而影响人类正常的生活。环境工程
专业学位硕士直接面对的是工程和生产第一线，主要就业于与生产密切相关的产品研发、设计、制造、
营销等工程技术领域,解决实际问题，开发新产品,为社会环境创造财富。纵观斯坦福创业教育的发展历程，
树立专业学位硕士实践教育从两个层面转变：一是转变课程结构设置的理念，为学生普及创业教育课程，
激发学生实践意识、在传授实践知识基础上提升学生自主实践创业的能力、培养良好的职业心理素质；
二是提高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建立教师和企业共同开发创业的教学机制，鼓励教师在此参与过程即
可以获得利润又可以提高自身实践能力。坚持实用与卓越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在考虑社会实践需要的同
时，提出培养环保精英人才，为社会解决环境问题提供高端技术人才。

3.2. 课程设置与培养模式的转变
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改革考核形式。课程设置打破修学分制度，多元化设置课程，与实际紧密相连，学生毕业考核指
标改变为在校学习期间是否可以解决实际环境问题，或以现有的环境问题为主线，完成在实际问题中的
应用并撰写相应的论文。
2) 优化课程设置，注重课程的实际应用性。现有的环境工程专业学位硕士课程较多，有的专业课程
与本科阶段有很多接近之处。专业硕士课程设置要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标，以应用知识
和能力的提高为核心。应增加与环保产业直接相关的课程，如环保设备选型和安装、环境工程设计、环
境工程土建与施工、清洁生产审核与节能评估等，删减偏理论性课程如环境工程学等。课程内容可偏重
与环境职业(或执业)资格认证考试如注册环保工程师、注册结构工程师、造价工程师、清洁生产审核师、
公用设备工程师、注册环评工程师等相关的课程。可聘请具有工程师背景的教师，以便讲授内容能够和
实际工程紧密联系。
3) 课程设置充分考虑学生实践教育的重要性。专业学位硕士课程减少专业课理论授课部分，加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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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主学习并鼓励学生自主成立环境工程净化工程组，首先是图解决校园内和身边生活中的实际环境
问题，尽可能将课程带入企业或实践基地进行。并增设学科间渗透的课程综合性课程，满足学生今后从
事实际工程学习的需求。聘请校外工程专家，开设众多的实践指导课程，使课程涵盖污水、废弃及固废
处理各方面的内容。并开展各种非课程教育，培养学生动手和参与意识，鼓励学生在校期间参与校内外
企业、科研所及校外合作项目。
笔者提出 2 种培养模式：
1) 学校设立环境工程专业学位硕士创业培养基金，培养过程转笔为以解决环境问题为毕业的最终目
标模式。每一届环境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的学生以团队形式贷款或者学校资助成立小型环保公司，学生自
主寻找校内外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在专业教师的参与指导下，共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环境问题。学生
和教师可分享小型环保公司的利润，但必须返回本金和利息。已经完成学业后继续开办公司或就业的学
生可重新返回校园参与专业硕士的培养项目，可为学校提供技术或创业资助资金。
2) 学校着力建立与拥有环保工程设计、施工、设备安装资质的单位(包括设计院、环保公司等)以及
主营环保设备研发、生产与经营的企业的关系，鼓励相关企业和公司进驻学校建立技术实践平台，平台
以环境工程专业硕士和老师及企业具有实践经验的工程师组成，以企业非常具有实用性的项目为专业硕
士培养的平台，以教师和工程师讲授和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模式，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这种培养方式将会完全取代传统的分散的授课方式，将知识融合实践，消除教学和实践相分割的培养模
式。

3.3. 学术活动提高学生创新实践的转变
专业学位教育不仅要培养研究生的实践能力，更要结合环境工程学科的特点培养学生自主创新、具
备综合素质的人才需求，搭建学生自主创业和实践教学的专业学位硕士培养的平台很重要[7]，发挥学生
主体意识和提高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也尤为重要。学术活动可通过学校定期举行学术和实践报告、学术
讨论会和学术报告会等形式，也可以是研究生自主发起、自愿参与、自行组织和设计的学术集会、探究、
调查、试验、著述等活动，为环境工程专业学位硕士营造创新的学术氛围, 导师或校内外的实践专家传
授成功的工作经验，正确地引导启发、开阔专业学位硕士的视野,了国内外科研实践应用中最前沿问题，
拓宽知识面，为研究生的工程实践提供指导。这样可以使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相结合，促进学科发展；
还可以在帮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中获得新的知识，利用创业实践和学术指导相结合这一新型教育模式为学
生提供多样化的教育环境资源。

4. 结语
环境工程专业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对工程实践能力要求高。如何构建科学、可行的适
合于环境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实践课程体系，培养多类别、多层次性、具有创新能力、较强实践
能力、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学位硕士高层次人才，已经成为高校教育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以斯坦福
大学创业实践能力培养经验为引导，结合环境工程专业的特点，从如何转变实践技能、转变课程设置与
培养模式、增强学术活动方面提出了笔者的分析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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