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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拔尖创新人才素质研究是国家培养造就、选拔使用优秀人才的重要理论基础。情商对

个体成才和事业成就有显著影响，人才层次越高，情商的作用越大；情商是拔尖创新人才重

要的素质特征之一。通过科学的方案设计、深入访谈，问卷调查并借助大数据手段，全面总

结阐述了拔尖创新人才内涵和特征，并基于情绪智力和人才素质等相关理论，建构了较为完

整的拔尖创新人才素质理论模型，为科学评价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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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自立项以来，课题组按照申报书制定的研究方案，紧扣研究主题和研究目标，并

在预计时间内获得了相关研究成果。课题开展初期成立各子课题组，开展了资料收集，完成

了各子课题组的研究文献综述和具体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内

涵、特征及其测度，并构建了包含情商素质在内的新的拔尖创新人才素质模型，系统总结了

国外对社会与情绪学习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学校教育以及学生成长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最

后针对当前未成年的教育现象对未成年时期的情商培养和家庭教育提出相关建议，为我国拔

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了理论基础，对提高我国拔尖人才培养效果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一、拔尖创新人才的五大核心素养 

通过对国内外近十年来的拔尖和创新人才文献的梳理，对拔尖创新人才的素质特征进行

了频次统计，剔除相关度不大的因素，提炼出了 42 种素质特征，结果发现，创新能力和创

新意识、事业心、冒险精神、创新思维、好奇心和求知欲、创新精神、顽强的意志、独立自

信、观察力和洞察力、实践能力、学习新事物能力、丰富的想象力、情商（情绪智力）素质

等特质出现频次最高。在此基础上，将拔尖创新人才素质归纳为五大方面，分别为人格（个

性）素养、创新素养、情商素养、领导与管理素养以及科学素养，建构了 5 因素 25 因子拔

尖创新人才素质测度理论模型，其中，人格素养包含独立性和批判性思维，强烈的好奇心、



求知欲与浓厚的兴趣，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执着的追求和坚忍不拔的毅力，

敢于质疑、勇于探索和冒险，求实的态度和务实的作风等 6 个维度；创新素养包含创新思维、

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等 4 个维度；情商素养包含情绪感知、情绪表达、情绪调控、

情绪运用等 4 个纬度；领导与管理素养包含前瞻力和愿景力、战略思考和规划能力、沟通力、

冲突管理能力、应变协调能力和团队协作力等 6 个维度；科学素养包含基础知识、专业知识、

交叉学科知识、通识知识和方法论知识等 5 个维度，见图 1。 

 

图 1 拔尖创新人才素质结构模型 

二、情商在拔尖创新人才的核心要素中的重要性 

高校拔尖创新人才素质模型的构建是为培养合格人才提供量化依据。课题组对情商等素

质要素在拔尖创新人才素质结构中的权重进行了研究，运用了层次分析法结合德尔菲法和文

献法确定拔尖创新人才各素质要素的权重，结果如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创新素养最重要，

其权重系数为 0.247，其次为人格素养和情商素养，科学素养的权重也占到一定比例，最后

领导和管理素养。见图 2： 

 



图 2 情商等素质要素的权重 

三、社会与情绪学习的四大功能 

课题组通过文献分析和对部分自然科学拔尖创新人才与社会科学拔尖创新人才的深度

访谈，发现基于情商理论的社会与情绪学习理论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在此期

间，全面总结国外对社会与情绪学习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学校教育以及学生成长发展方面的

积极作用，并以“社会与情绪学习：内涵、实质及教育功能”为题撰写学术论文 1 篇，发表

在 2016 年 11 月《学术探索》上，该文详细介绍了社会与情绪学习内涵、社会与情绪学习实

施的现实与理论背景、社会与情绪学习的实质，并从社会与情绪学习活动干预范围、活动组

成因素和内在规范水平三个维度，综合分析比较了众多社会情绪活动，重点从个体发展功能

的角度具体分析社会与情绪学习对学生成长的帮助，并由此引申出社会与情绪学习的社会发

展的四大功能：即有助于学生识别、控制、调节情绪，提高情绪智力水平；有助于改善学生

的学习态度，提升学习成绩；有助于学生正确认识并解决问题，减少问题行为的发生；有助

于学生亲社会技能的形成，促进社会发展。 

四、家庭教养（隔代培养）对于情商的形成的重要性 

课题开展后期，课题组完成了基本研究计划，课题组成员多次集中交流讨论研究进展及

相关内容。在此期间，课题组认为情商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家庭教育对于每个人特别

是未成年情商的发展与培养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拔尖创新人才情商素养的四个维

度，情绪感知、情绪表达、情绪调控和情绪运用，每一个维度都受到家庭教养方式的巨大影

响，因此，科学的家庭情商教育对于人才的健康成长而言是必要的，然而当前社会上盛行隔

代教养的形式，不同隔代教养的教养方式促使未成年形成不同的思想道德和情商素养，从而

进一步影响到未成年的成人成才。为此，研究者从情商素养与家庭教育视角出发对拔尖创新

人才成长规律展开了研究，并以“隔代教养中家庭道德问题分析”为题在《教育评论》上发

表学术论文一篇，指出从家庭教育的角度而言，应切实建好并发挥“家长学校”功能，提升

祖辈育人理念和育人能力；教养者应率先垂范，发挥榜样示范作用。 

五、从创新实践的角度看拔尖人才培养 



拔尖创新人才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领军力量。我国要坚定不

移创新、创新、在创新，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要大力培养和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就必

须明确拔尖创新人才的素质结构，全面总结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不

是一朝一夕的事，拔尖创新人才在人格特点、创造性思维、科学素养和情商素养等特征上有

其共同之处，并且作为拔尖创新人才重要素质之一的情商素养对人才培养的影响显著，其研

究价值越来越得到认同。 

六、代表性成果 

1.论文：陈权，温亚，施国洪. 《拔尖创新人才内涵、特征及其测度：一个理论模型》

发表在 2015 年 8 月《科学管理研究》上。构建了包含情商素质在内的新的拔尖创新人才素

质模型。 

2.论文：吴先琳，陆柳，陈权. 《社会与情绪学习：内涵、实质及教育功能》发表在 2016

年 11 月《学术探索》上。该篇文章全面总结国外对社会与情绪学习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学

校教育以及学生成长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3.论文：陈权，王晓燕. 《隔代教养中家庭道德问题分析》发表在《教育评论》期刊上。

该篇文章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展开研究，分析在隔代教养普遍的社会中家庭教育对于未成

年人的思想道德培养与情商素养的形成有何影响，并对改善此现象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本

研究有助于教养者反思当前未成年人的教育问题，提高拔尖创新人才的前期道德教育与情商

培养。 

4.Quan Chen，Tian hong Pan. Explore 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r Training the Creative 

Engineering Talents，该篇文章通过对拔尖创新型工程人才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从工

程实践、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国际视野的拓宽等方面阐述了江苏大学对于此类人才的培养

策略。最后，进一步探索培养高校工程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 

七、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课题综合运用教育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等诸多领域的原理和知识，应用实证分析及统

计设计技术，沿着“资料搜集→文献综述→关键因素分析→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对策分析

→结论提炼”的基本思路对拔尖创新人才的素质特征着手，然后基于情绪智力理论和人才素



质等相关理论，从情商视角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进行探究。课题组在全面分析拔尖创

新人才的内涵、特征及其测度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情商素质在内的新的拔尖创新人才素质

模型，同时运用了层次分析法确定拔尖创新人才各素质要素的权重，系统总结了国外对社会

与情绪学习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学校教育以及学生成长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最后针对当前

未成年的教育现象对未成年时期的情商培养和家庭教育提出相关建议，基本上厘清了情商对

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作用和作用机理，为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了理论基础，对提高

我国拔尖人才培养效果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通过本课题，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在情商等人才重要品质上的教育比较欠缺，传统教育

观认为，教育仅仅是人生前期的准备阶段，它的任务只是让受教育者贮备知识，贮备智慧，

为今后的生活打牢基础，表现出强烈的“知识本位”的倾向，忽视了情绪智力对个体人际关

系、适应能力、心理健康和成就独特的作用，这一观点造成从初等教育直至大学里的高等教

育中都存在相应的情商教育空白。尤其是初等教育阶段，未成年人正处于建立三观的关键时

刻，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而学校中的相应教育空白，导致很多未成年人个人发展受到了一定

的制约，对以后成为一个拔尖的优秀创新性人才形成了一个发展短板。所以，从国家层面上

需要重视起初等教育中情商等相关教育，而不能仅停留在应试能力的培养上。与此同时，政

府还应当加大相关的公益宣传，普及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普及情商等在个人成长成才的过程

中的重要性。相对应的，个人也需要重视情商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从各个层面为提高我国拔

尖人才数量和质量，进而提高国家的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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