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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课程是面向职业需求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岗位胜任力和就业竞争

力的重要途径。南京大学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中,建设了案例课程、工作坊课程和校企合作课程

等实践教改课程,通过对教改课程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研究,以及与传统的实践实验类课程的比较研究,

发现教改课程在知识内容完善、教学方法创新和学生能力提升方面都取得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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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自1991年开展专业学位教育以来,专业学

位教育种类不断增多,培养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影响

不断增强,已成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

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渠道。经过多年的发展,
专业学位的类别已经有47个,到“十三五”年末,专
业学位硕士招生占比将达到60%左右。下一阶段

的主要任务是紧紧围绕“服务需求、提高质量”的主

线,进一步深化改革,努力构建符合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规律的培养模式和质量评价机制,大力提升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1]。在课程教学环节,加强

实践课程建设,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面向职业

需求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岗位胜任力

和就业竞争力,是实现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定位和

目标的必要途径。

一、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的动力

(一)改革再出发:国家的新政策

为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层

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积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

的专业学位教育,教育部多次出台文件,对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提出指导意见。2013年,教育部

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提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模式改革的目标是“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

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建立与经济社会

发展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模式”。2015年,《教育部关于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

案例教学和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的意见》提出专业学

位教育要加强案例教学,创新教学模式。这些文件

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指明了方向,要求

培养单位开展实践课程改革,进一步完善专业学位

培养模式。2017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

五”规划》再次强调“依据特定学科背景和职业领域

的任职资格要求,分类改革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实
践教学,强化与职业相关的实践能力培养”。

(二)模式再更新:国际教改的新趋势

高等教育的模式需要不断适应知识生产和传授



的发展要求。传统的大学是学术共同体模式,强调

对“高深学问”的自由探究和理性思辨,而现代社会

应用型的“知识生产模式2”是在应用的语境中产生

的,更关注知识在技术、商业、工业、经济、通信和政

府政策等问题上的直接应用。“知识生产模式2”是
对科学和社会两方面需求的回应,它是不可逆转

的[2]。对于高等教育而言,课程教学内容的“适切

性”一直是学生和社会的要求,国际研究生教改的新

趋势就是加强知识传授的“情境性”和“跨学科性”,
力图让学生掌握默会知识、跨学科知识和实践知识。
例如,近年来综合性的跨学科课程成了美国研究型

大学培养研究生创新人才的核心措施,美国各研究

型大学均设置了多门跨学科研究生课程[3]。国际研

究生课程的设置强调实效性,除注重核心课程外突

出实践 环 节,采 用 案 例 教 学、研 讨 教 学、行 动 教

学等[4]。
(三)课程再完善:学生和雇主的新需求

在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初期,专业

学位课程体系大多脱胎于同学科的学术学位课程,
缺乏专业学位的培养特色,无法充分实现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培养目标[5]。根据教育部学位中心和南京

大学对在校和毕业生的满意度调研,学生们对深化

课程改革普遍提出的建议是:“理论联系实际”“改进

课程的授课方式”“多增加实践课程”“加强案例分析

及实践”“加强与实践的联系,让同学拥有更多接触

企业机会”等。显然,不管是来自教育主管部门的要

求,还是来自研究生的诉求,其共识都是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单位迫切需要优化课程体系设计,加快课

程改革,以应对时代发展的新挑战、满足学生和用人

单位的新需求。通过积极探索与校企、校所联合开

设实践型课程,改变学生单一的思维模式,使他们在

实际的工作中学会迁移和创造[6]。

二、南京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课程教学改革的方案和举措

2016年,南京大学入选了教育部深化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项目,同期也在全校范围内实

施了硕士研究生“二三三”培养模式改革。在课程培

养环节的改革举措是以课程改革为先导,优化专业

学位课程体系。新的专业学位培养方案将课程体系

分为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实践课和选修课

四类。专业学位课程中重点区别于学术课程体系的

是专业基础课和专业实践课,其中专业基础课要求

打破原先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课程的界限,强调设

置专业性、跨学科性的理论基础课程。专业实践课

程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纳入必修学分,且
在培养方案中的学分比重不低于30%。为推动专

业实践课程的改革,学校加大支持力度,重点建设了

以下三类实践课程。
(一)案例课程

案例课程是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案

例为基础,通过呈现案例情境,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

合,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

掌握理论、形成观点、提高能力的课程。案例课程

建设旨在加强案例教学方法,强化专业学位研究

生实践能力培养,促进教学与实践有机融合。学

校提出案例课程建设需明确案例教学的具体要

求,规范案例教学程序,提高案例教学质量,强化

案例教学效果。
(二)工作坊课程

工作坊课程是指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主要目

标的一类课程,由指导教师全面制定与设计教学计

划和实施方案,学习计划以实践为主,突出实践。使

用真实项目检验学生的实践与理论学习效果。课程

学习中学生可运用多种学习方式,还特别强调学生

的自学。通过专题工作坊,形成教学、研究和实践三

位一体的现代设计教育模式。
(三)校企合作课程

校企合作课程是服务专业学位培养需求,以行

业应用为背景,结合专业学位研究生实际能力培养

与实践环节的课程。这类课程要求由院系教师负责

课程的设计和考核,鼓励院系和企业合作,积极引入

行业师资,采用教学内容嵌入,教学师资嵌入,教学

场地嵌入等形式,既加强课程教学内容的行业应用

背景,又实现教学内容的及时更新。
经过三年多的实践和探索,目前,南京大学已建

设27门案例课程,投入案例课程的教师达38人,参
与案例课程学习的学生总计已有1356人。已建设

工作坊课程19门,投入工作坊课程的教师达50人,
参与工作坊课程学习的学生总计已有342人。已建

设校企合作课程11门,投入校企合作课程的教师达

36人,参与校企合作课程 学 习 的 学 生 总 计 已 有

105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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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改

课程实施情况的调研分析

为了评估和分析实践课程的改革效果,我们

选取了部分当学期的专业学位教学改革课程和传

统的实践实验类课程进行问卷调研,其中包括案

例课程5门、工作坊课程9门、校企合作课程5门、
实践实验课程6门,共计25门。问卷设计除了学

生基本信息外,还包括4部分,分别为课程教学内

容、课程教学方法、课程培养能力成效、总体满意

度和建议。
调研共回收问卷634份,以此为基础,课题组对

问卷数据进行了清洗,对填写时间、填写结果明显不

合理的问卷进行了剔除,共剔除问卷76份,占回收

问卷总量的11.99%。558份有效问卷来自于13个

专业共计25门课程的学生。各类课程基本情况见

表1。
表1 各类课程基本情况统计表

课程

类型

课程

门数

任课

教师数

平均修

读人数

学生平

均成绩

案例课程 5 1~2位 40 89.7

工作坊课程 9 1~3位 17 88.3

校企合作课程 5 多位教师 71 88

实践实验课程 6 1~2位 48 84.8

  从修读人数来看,校企合作课程人数最多,平均

修读人数为71人,这类课程大多是邀请多位行业专

家面向该院系全部专业学位研究生以讲座形式授

课。实践实验课程和案例课程的平均修读人数中

等,分别为48人和40人。工作坊课程由于受到其

教学方式的限制,平均修读人数最少,仅为17人,与
课程建设要求预期的修读人数相近。25门实践课

程中仅有8门课程为1位教师单独授课,其余17门

课程均为2位至多位教师参与授课。
(一)课程教学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部分主要调研各类型课程的形式

和内容,具体包括课程简介、课程的丰富度、课程的

前沿性、课程的社会需求、课程的实践性五个方面。
课程简介指课程有介绍和教学大纲,便于事先了解

本课;丰富度指课程内容丰富,重点突出;前沿性指

课程内容能够反映学科前沿动态;社会需求指课程

内容与当前社会需求联系紧密;实践性指课程内容

具有很强的实践应用性。问题采用李克特5级计分

方式,选项为“非常不符合、不符合、一般、符合、非常

符合”,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课程教学内容情况

课程

类别

课程

简介
丰富度 前沿性

社会

需求
实践性

案例课程 4.19 4.22 4.36 4.32 4.27

工作坊课程 4.45 4.51 4.53 4.53 4.44

校企合作课程 4.06 4.24 4.52 4.46 4.28

实践实验课程 4.18 4.15 4.12 4.15 4.10

  课程简介完备,内容丰富且重点突出,是课程成

熟的表现。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工作坊课程的课程

简介和课程内容均完备充实,案例课程次之。校企

合作课程的课程内容较为丰富,但课程简介和教学

大纲尚显不足,这也是由于校企合作课程的特点决

定的,这类课程邀请企业专家讲授,主题会随着行业

热点和专家专业领域的情况有所变化。而传统的实

践实验课程在这两方面相比而言表现一般,并没有

得到学生较高的评价。
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还应注重课程内容的前沿

性、实践性和是否联系社会需求。从表2可以看出,
在课程的前沿性和联系社会需求方面学生对这三类

课程的评价都较高,而在课程实践性方面工作坊课

程则明显优于其他课程,这也说明工作坊课程给予

了学生项目实际操作的机会,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

力,而其他课程则多偏重于知识传授。
(二)课程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影响学生学习投入与学习收获的主

要因素之一。良好恰当的教学方式会加强学生对学

科的感知与理解,促进对该学科的兴趣,从而增加学

生的学习收获。该部分主要考察教师各种教学方法

的使用频率,共调查了4种教学方法,也采用5级计

分,选项为“从不、偶尔、一般、经常、频繁”。其中,教
师讲授和案例教学的方式更直接地为学生展示教学

的内容,以及教授学生如何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现实

问题;师生研讨式教学和研究生小组合作学习更侧

重于问题的研究、方法的交流,有利于促进师生及生

生之间的互动,激发思想的交流。四类课程各教学

方法的使用频率如表3所示。

·26· 吴 恺,等: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课程教学改革的成效和对策建议



表3 课程教学方法使用频率

课程

类别

教师

讲授

案例

教学

研讨式

教学

小组合

作研究

案例课程 4.52 4.46 4.26 4.08

工作坊课程 4.47 4.53 4.56 4.43

校企合作课程 4.60 4.40 3.98 3.68

实践实验课程 4.45 4.12 3.70 3.47

  从课程教学方法看,各类课程教师采取讲授教

学方式的平均得分相近,这表明课程大多还是以讲

授式教学为主。在运用案例分析教学方面,工作坊

课程和案例课程明显较高,校企合作课程次之,实践

课程较低。研讨式教学方面,工作坊课程明显更青

睐于运用师生研讨的方式,案例课程中研讨式教学

的频率也较高,高于校企合作课程和实践课程。对

于学生小组合作研究的方式,工作坊课程采用的频

率明显高于其他三类课程。
但我们也注意到,研讨式教学和小组合作研究

的教学方式受到课程修读人数的限制,修读人数少

的工作坊课程和案例课程采取研讨式教学和小组合

作研究的频率明显较高,这也说明,如果要加强研讨

式教学或小组合作研究教学,需要对课程修读人数

的规模进行一定的限制。
(三)课程培养能力成效

本部分在于通过学生主观感受的角度评价课程

对学生各项能力提升的成效。其中,能力提升主要

是从以下7个方面予以测量:职业道德和伦理、基础

知识和理论、批判和创新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沟通和交流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职业发展规划能

力(表4)。
表4 课程对学生能力提升的评价

课程

类别

职业道德

与伦理

基础知识

和理论

批判与

创新能力

解决实际

问题能力

沟通和

交流能力

独立工

作能力

职业发展

规划能力

案例课程 4.00 4.15 4.23 4.13 4.09 4.12 4.08

工作坊课程 4.34 4.39 4.53 4.40 4.40 4.42 4.38

校企合作课程 4.18 4.15 4.34 4.25 4.15 4.23 4.25

实践实验课程 3.89 4.09 3.97 3.97 3.86 3.97 3.96

  研究生培养中,传授知识是课程教学的首要目

标。立德树人是我国对人才培养的总体要求,对学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针对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而言,立德树人的着重点在于

专业职业道德和伦理的教育。在这方面,工作坊课

程和校企合作课程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相比而言案

例课程和实践课程在职业道德和伦理方面的成效要

逊色一些。在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方面,各类型课

程的效果比较接近。
有别于本科生课程,研究生课程还要求按照研

究生教育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要求,提高研究生的

问题意识、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7]。其中批判性思

考和创新能力是指学生进行合理的、反省的反思并

提出改进方法的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指学

生应用已有知识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
这两类能力对于学生开展实践研究,完成论文具有

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教改课程均优于原有的实

践实验课程。
独立工作能力、沟通与交流能力和职业发展能

力对培养学生的职业胜任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

这方面能力的培养,工作坊课程的培养效果最好,明
显优于其他各类课程,这也与工作坊课程中要求学

生完成作品或设计相关。除了指导教师之外,学生

之间的学习也十分关键,通过工作坊的学习,可以形

成理论课程难以塑造的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8]。案

例课程在培养独立工作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方面还

有所欠缺,需要分析问题所在,进一步加强课程内容

和教学进程的设计,以实现案例课程的培养目标。
(四)课程的满意度和建议

在课程总体满意度方面,工作坊课程的得分为

4.54,案例课程的得分为4.35,校企合作课程的得

分为4.32,实践实验课程的得分为4.21。从学生评

分上看,实践教改课程的得分高于传统型的实践实

验课程,说明通过课程改革,提升了教学效果,提高

了学生的满意度。
在“您认为这门课需要继续改进的地方”一题

上,共获得了418条有效信息,有效回答率共62.
2%。通过归纳整理,可分为4类建议:“案例或实

践”“课程内容”“教学态度与水平”“互动交流”,数目

分别为110、71、69和53(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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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课程建议分类

内容 频率 百分比 举例

案例或实践 110 26.3%
1.增强案例分析;2.与实践多结合;3.多些实际操作,少些理论分析;4.可以开展更多

的案例分析

课程内容 71 17.0%
1.有更多背景知识的课;2.增加目前的化工技术的前沿知识;3.内容重复度太高,大纲

内容不系统

教学态度与水平 69 16.5% 1.调动学生的积极性;2.老师上课形式太呆板,提不起兴趣学习;3.老师上课都是糊弄

互动交流 53 12.7% 1.多一些课堂互动;2.可以加入小组讨论;3.沟通多一点;4.多让同学参与讨论

四、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改课程成效分析

(一)实践教改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达到了预定

目标

通过调研结果的比较不难发现,本次教改建设

的案例课程、工作坊课程和校企合作课程在课程教

学内容方面评价明显较高,特别是在课程内容的前

沿性、实践性和联系社会需求方面,比传统的实践实

验课程更受好评。通过这类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

对当前行业领域的现状、前沿和实践需求有更深的

理解,从而为下一阶段的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实践教改课程的教学方法各有特点

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改革要求创新教学方法,加
强案例教学、研讨和实训等教学方法的运用。从这

一点来看,不同类型的教改课程其教学方法各有特

点,例如工作坊课程采取案例教学、研讨式教学和小

组合作研究的手段较多。案例课程偏重于教师讲授

和案例教学,校企合作课程则主要是以教师讲授为

主,师生研讨或学生小组协作的方式较少。总体而

言,这些课程的教学方式与课程的培养目标和内涵

是相适应的。
(三)实践教改课程对学生能力的提升效果较为

理想

专业学位培养的人才要求具备特定社会职业所

要求的专业能力和素养,具备从业的基本条件。基

于可雇佣性的视角,毕业生需要通过对专业及相关

知识的学习和对自身能力的开发,获得最初就业、维
持工作和必要时获得新的就业所需的能力[9]。在这

些能力提升方面,学生普遍反映三类教改课程的教

学内容与职业需求更为接近,其效果要优于传统的

实践实验课程。
(四)实践教改课程总体满意度较好

从调研数据来看,实践教改课程的总体满意度

要高于传统的实践实验课程。研究表明,绝大部分

研究生倾向于30人的班级规模,不认可大班教

学[10]。小班化教学有助于加强教师和学生的互动,
教改课程中案例课程和工作坊课程平均修读人数较

少,为师生开展案例讨论、研讨式教学提供了良好的

条件。从学生评价的数据来看,教改课程的得分也

优于实践实验课程,学生对其满意度较高。
在问卷调研开放题和对学生的访谈中,学生认

为案例课程的优势在于可以与实际项目结合开展案

例探究,教师对于案例的讲解更为生动,实现理论与

实际相结合。工作坊课程的优点在于动手能够激发

学习的兴趣,参观大型实验室和设备,通过项目制作

能够了解实践的全过程,通过制作模型能够更好地

掌握建筑结构方面的知识。校企合作课程的优点在

于可以与行业专家接触,有许多有趣和前沿的讲座,
了解行业的发展现状和前沿。

五、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课程教学改革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教师的案例课程教学水平

案例教学是主要面向研究生层次,以学生为中

心、以案例为平台、以问题为基础、以讨论为导向的

教学方法[11]。开发和应用教学案例只是提供教学

素材,更重要的是在教学中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主动

参与、团队合作。但目前开设的案例课程教师仍是

以讲授为主,并没有在教学方法上进行更深层次转

变。学生也反映有些案例课程中缺少讨论,推演的

机会,与自己阅读案例效果差别不大。因而,要充分

实现案例课程的培养效果,需要教师进一步改进教

学方式,调动学生主动参与讨论的积极性。
(二)校企合作课程的内涵还需进一步深化

建设校企合作课程的初衷是实现产学研协同培

养,可以把行业专家请到学校授课,也可以请行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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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联合培养基地开设实训性课程,利用基地的设

备和场地开展情景式教学。但目前此类课程大多是

前一种模式,囿于学校的环境和教室的限制,很难开

展实训教学。因此,为了更好地深化协同培养,还需

深化拓展校企合作课程的内涵,推动在企业开设校

企合作课程。
(三)工具方法类课程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访谈调查中,许多学生认为工具方法类课程,
如统计分析方法和工具、仪器仪表分析等对于学生

开展实践非常重要。本次课程改革中工具方法类课

程的数量较少,说明前期实践教改课程的设计中还

未能充分重视研究生对这类课程的诉求。加强工具

方法类课程的建设,可以提高学生的仪器操作和统

计分析技能,不仅节约学生的时间,也有助于提升学

生的科研能力和技巧,实现对应用型研究和实践的

支撑。
(四)完善实践课程的模块化设计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课程应采用“模块化”设
计,即按照一定的分类方法,将专业实践课程划分为

若干个模块,每个模块针对特定的方向或主题,按照

一定的形式组合成一个系统。“模块式”课程体系的

优点在于:第一,有利于多学科课程的综合,构建学

生所需的知识体系;第二,体现课程设置的灵活性,
模块主题可以根据产业前沿不断演变,引入前沿科

学技术成果和最新技能,使课程体系不断更新和更

有活力。学生在选修目前的研究生实践课程具有较

大的随意性,如按照模块化进行分类设计,对于学生

制定个性化培养计划,掌握全流程的实践知识和技

能,指导后续的实习和产业实践将更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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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ffectofPracticeCourseReformfor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sandPolicyProposal:

withNanjingUniversityasanexample

WUKai,YANGQian

(GraduateSchoolof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46)

Abstract:Thepracticecoursesfor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sareanimportantapproachtoraisetheirpracticalcapability
incompliancewiththeoccupationaldemands,enhancetheircompetencyindifferentpostsandsharpentheir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Duringthecomprehensiveeducationreformfor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s,NanjingUniversitydesigns
acurriculumforthereformofpracticecourses,includingcasestudies,workshopsandschool-enterprisecooperationcourses.
Basedonthefeedbackofaquestionnaireonthecurriculumreform,in-depthinterviewsforthesamepurposeandacomparison
studybetweenthenewcurriculumandtheconventionalpracticeandexperimentalcourses,theauthorsfindthecurriculum
reformhasreachedexpectedobjectives,i.e.knowledgecontenthasbeenenlarged,teachingmethodhasbeenimprovedandthe
abilityofthe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shasbeenenhanced.
Keywords: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practicalcourse;teaching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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