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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eaching, the
thought and learning status of minority students in adul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n the author put forward some ideas for compute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Around the social requirements, the adul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clear training objectives, set up suitable curriculum system, allocate a high level of bilingual teachers, apply the
unique teaching methods for minority students, so that promote their learning effect and employment qual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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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要分析了当前成人高校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民族学生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及学生的思想和学习状况，提
出了构建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基本思路。要求成人高校围绕社会需求，明确计算机信息
管理专业民族学生的学科培养目标，设置适合民族学生的课程体系，配备高水平的“双语”教师，实施
民族学生独特的教学方法，从而提高成人高校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民族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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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成人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发展其中的一个类型，需要培养出输送到一线建设、生产、管理和服务的
高技能人才[1]。随着网络技术与计算机的高速发展，再加上高校扩大招生规模，社会对于计算机信息管
理专业人才的需求，在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人高校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问题
日益突出来了[2]。由于成人高校中的民族学生相比于汉族学生，其在语言、知识基础等方面的特殊性，
这就使得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民族学生的教育问题更加突出[3]。
四川科技职工大学信息工程系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自 2010 年起就面向西藏自治区招收大专生，截止
目前招收藏族学生近 2000 名。如何根据市场需求，适当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符合就业岗位需要的计
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民族毕业生，成为四川科技职工大学教育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2. 成人高校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短缺技能型人才的问题在计算机行业中已十分突出，在企业对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人才需
要量大的同时，找工作难、就业率不高等问题存在于成人高校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的毕业生中。通过调
查发现，并非是人才过剩的原因造成这种情况，而是毕业生的能力达不到企业的要求。目前全国普遍存
在高技能人才的短缺，其根本的原因，除了成人高校学生自身学习原因以外，成人高校中计算机信息管
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也并不完善。

2.1. 学习难度问题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是计算机技术与管理技术的交叉学科，四川科技职工大学偏重计算机技术涉及
管理范畴，确切的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完成各类信息管理。
1) 计算机技术相比于其它的学科都要更新得迅速；
2) 专业领域繁多，计算机新的研究方向层出不穷，计算机技术都要应用到很多研究方向中，很多的
专业领域进行科学研究都要借助计算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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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想较好掌握计算机知识，需要较强的数学、英语等学科的学习；
4)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入门容易，精通却较难。其实践性很强，它要求学习者在深入理解知识的同
时，还要勤于动手操作，在实践的过程中理解透知识点，并能将知识应用于实践中。

2.2. 教学模式问题
成人高校的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大多参照普通高等教育中的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或是将
计算机应用与管理专业进行简单糅合，这种培养模式应用在成人高校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并不是很适用，
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

2.3. 教学质量问题
四川科技职工大学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仍然存在着教学内容没有跟上计算机技术与信息管理的发
展，稍显落后；教学方法仍然还是以教师讲授、学生接受为主，偏重理论知识，实习实训环节的学时数
不够；由于民族学生的文化基础差别大，直接影响了教师对教学目标的实施。面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如
何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四川科技职工大学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教育健康有序地发展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3. 成人高校民族学生特点
在成人高校中有许多民族学生，对他们的计算机教育，不仅促进了计算机科学知识在少数民族学生
中的推广，同时也促进了国家的民族团结工作[4]。民族学生的加入，也使得四川科技职工大学计算机信
息管理专业的老师遇到了很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有部分的民族学生学习效果并不理想；在上课听讲
时存在困难；平时作业的错误较多；期末考试的成绩较差等。
针对出现的这些问题，要改进成人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计算机学科的教育工作，还要从这些学生的
自身条件分析着手。

3.1. 成人高校民族学生的思想状况
成人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总体上来说，他们积极向上，能够做到认真学习，遵守校纪校规；能够对本
民族的传统理性地看待，与周围同学能够和睦相处；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但他们的思想波动性往往
较大，有一定的盲目性；他们热情豪放，但有时自我控制约束能力较弱，容易受到外界一些不良的信息
干扰。
目前成人高校学生就业比较困难，部分学生认为读了大学不能就业，工作不理想，改变不了家庭经
济，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学习效果也相应受到影响。

3.2. 成人高校民族学生的学习状况
目前，西藏自治区城乡之间、农牧区之间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四川科技职工大学大部分民族学生来
自于西藏自治区的农牧区，他们的英语、数学、物理等基础知识薄弱，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受教育
水平。
大部分民族学生虽然从小学开始了汉语课程的学习，但都是使用本民族语言学习主要的课程，难以
理解遇到的稍微专业的英语、计算机词汇，这造成了较大的学习难度甚至心理障碍。
在进入成人高校之前，绝大多数民族学生对计算机方面的知识了解不多，有些学生没有接触过计算
机。特别是在上机的课程中由于不熟悉计算机的部分基本操作，课堂上老师布置的任务不太容易完成。
这些问题都导致了计算机专业民族学生的学习效果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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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的思路
4.1. 定位培养目标
成人高校教育课程实施的目的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和特定职业需要。因此，成人高校教育课程要
适应科技的飞速发展，要适应社会需要培养实用人才，要准确定位学生的培养目标。
四川科技职工大学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面向生产、服务、管理等第一线，能胜任计算机信息技术和管理岗位、具
有创新意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民族学生还应达到一定的社会能力培养目标：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具备良好
的沟通和组织协调能力；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具备认真负责、乐于奉献、积极进取的工作态度；具备
简单的专业英语表达、书写能力和较熟练的汉语表达、书写能力。

4.2. 课程体系的设置
4.2.1. 课程体系的设置基本要求
课程体系的设置必须立足于本校自己的办学特色、教学条件、就业岗位需求，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
这 7 年来，四川科技职工大学针对民族学生将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培养层次定位在以初级信息管理人才
为主、兼顾中级信息管理人才培养。
让学生具有一定的协调工作能力，具有较强的采集信息、分析信息、维护信息、发布信息和信息资
源建设能力，同时具有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的初步能力。能熟练安装配置和维护各种系统软件和应用软
件的技能。就业时能从事信息化项目文档编写与管理、网站设计与开发、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等工作。
4.2.2. 课程设置突出专业特色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构建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学科专业群，培养文理综合的复合型
人才。专业基础课及专业核心课包含计算机应用基础、软件技术基础、网络实用技术基础、信息管理系
统、数据库基础与应用、网页设计、实用图形图像处理、多媒体技术应用、信息化管理与运用、ERP 原
理与应用、三维动画设计、VB 程序设计、系统开发规范与科技论文写作、网络数据库 SQL、电子商务
概论、JAVA 语言与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等。课程的设置体系与职业岗位群相匹配，实现理论教学与操作
实践相统一，使专业课程的设置更接近企业需求。如果学生对其他方向的课程感兴趣，完全可以让学生
自己去选修。当然，民族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中也要注重，要合理设置文化课和专业
基础课。
4.2.3. 强化基本素质培养
四川科技职工大学针对民族学生在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中加入了应用文写作、英语口语、
IT 职业素养、沟通与技巧、社交礼仪、现代企业管理等学习课程。要让民族学生切实有效地掌握这些课
程，增加实训实践时间，到企业直接感受企业团队文化，了解并直接参与商务项目，同时让民族学生感
知市场的变化，最后再进行必要的素质考核。

4.3. 民族学生教育的师资水平
4.3.1. 培养高水平教师
四川科技职工大学信息工程系要求教师因地制宜，根据学校的规模，积极参与到实验室、实训室的
建设当中，目前建有计算机网络和办公自动化、计算机组装和维护、计算机图形制作、计算机图像处理、
综合布线等 5 个实训室。同时，学校、系部组织教师参与企业、学校调研工作，及时了解行业企业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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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定期选派教师到企业顶岗实践，了解产品在设备中的运行、生产中最需要的知识和操作技能，学习
先进的技术，使教师始终保持与生产实际不脱节，对有效增强专业教师的实践能力很有帮助。不定期邀
请高等院校、相关企业专家到学校进行公开讲座，加大教师的学术活动范围，鼓励专业教师参加各种学
术交流活动、评选活动。支持、鼓励和组织教师申报国家、省、市、区级课题，全力为课题的开展提供
服务。
4.3.2. 尽量配备“双语”教师
四川科技职工大学师资团队中要求有教师精通少数民族的语言，这样既便于开展教学，又便于教师
之间的交流学习和师生之间的互动。同时，对于班级中民族学生的风俗习惯，教师还应该熟知掌握，这
样才能做到师生间默契配合、互相尊重。
四川科技职工大学对于西藏地区的民族学生尽量配备藏汉语兼通的教师，多掌握藏族学生学习中的
理解障碍和他们的思维方式。在课堂上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教会他们学习方法，引导他们积极复习课堂
知识；实践操作环节，分组教学，让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共同完成教学内容，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利于
知识掌握。

4.4. 对于民族学生的教学方法
4.4.1. 设置民族班单独上课
民族学生对于教学内容的理解，由于有语言环境差异往往要将汉语转化到母语，他们这样的思维模
式会产生敏捷性差、课堂内容理解变慢等问题。因此，四川科技职工大学让民族学生单独组班，切实做
到以民族学生为主，教师充当协调者和组织者角色的教学环境。
4.4.2. 分层教学
教师根据学生特点，因材施教，多花时间指导基础较差的学生，把握学生的学习风格，鼓励学生，
树立他们的信心，尊重和爱护民族学生，呵护学生个性，同学之间相互帮助，弥补不足，营造良好的学
习环境。
4.4.3. 科学安排实训
通过实践和理论教学学时的比例调整，引入真实的小项目和小案例，增加训练民族学生技能的学时
数。在第三学期，安排学生实习 1~3 个月，引入综合实训的项目，通过办公自动化高级应用、企业常用
ERP 软件、财务软件应用、网页设计实训、计算机组装维护、网站设计实训、数据库开发实训、VB 编
程实训，强化学生理论结合实际操作的能力，进而提高了学生热爱专业和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养成终
身学习的习惯。

5. 结束语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是为了培养适应 IT 行业进步和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的信息人才，其教学过程中
的问题也是随着社会发展对信息人才的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出现的[5]。四川科技职工大学信息工程系在制
定培养目标及课程体系建设时，不断地调整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发展工学结合、校企结合
的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改善教学环境，及时地解决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有这样，通过我们的专
业培养出来的民族学生，才能使学生能够适应岗位需求，对社会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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