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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上海师范大学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创办于1994年,至今已走过二十四个

年头。在这二十多年中,几代教师辛勤耕耘,为社会培养了一千四百多名优

秀人才。如今,中国社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迫切需要高校培养大批

应用型人才。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在高校就读的本科生主要是“95后”,甚至

是“00后”,他们与以前的学生相比呈现出诸多新颖的特质。因此,大学本科

教学必须根据社会及教育对象的变化做出调整,进行改革。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行政管理系历来高度重视本科教育,为

此制订了周密的制度,实行了一系列促进本科教学水平提升的举措,涌现出

一批受到师生认同的教育名师。全体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探索、认真思

考,积累了许多有关本科教学研究与改革的心得及经验。本书所收集的文

章仅是全系教师心得体会的一部分,但足以窥见行政管理系教师的辛勤

付出。

古人云,吾生有涯而学无涯。对本科教学研究与改革的探索也永无止

境,希望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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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篇





基于应用型人才导向的行政管理

本科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思考

顾铮铮

　　摘　要:鉴于目前国内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偏重于理

论教学,而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方面重视不够这一问题,本文试图从行政管

理专业教学改革入手,积极探索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建设、引入

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包括案例教学、专题讨论法、换位教学法等,同时在积

极打造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平台、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完善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和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行政管理专业应用

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思路。

关键词:行政管理　实践教学　应用型　模式

行政管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它产生于社会现实的需要,又服务

于社会的需求。它与实践的高度密切性决定了在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必须

重视理论和实践的有效结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21世纪人才评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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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学会求知,具有主动获取知识能力;学会综合,具有多科学、多方

位、整体性综合能力;学会沟通,具有和组群共事、协作的能力;学会做事,具

有实际操作和动手的能力。”①显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人才评价的要求注

重培养其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协作能力和实践能力,而如何培养和提高这

方面的能力,自然也就成了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 探索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建设

20世纪90年代中期,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科由原属于法学门类政治学学

科,转为归属于管理学门类公共管理学科,这意味着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由

传统的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对复合型、应用型

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②因此,行政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具有行政学、管理

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基础,具备现代管理理念和服务意识,

掌握扎实的行政管理专业知识和技能,从事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行政管理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这体现出行政管理专业具有明显

的实践性、应用性和实用性特征。因此,在教学目标上不能过于重视和强调知

识的传授,而应重视培养学生分析思考、研究探索的能力和人际交往的技能。

由此可见,行政管理专业在课程体系设置上不应局限于政治学或管理学

的单一学科取向,要注重在多学科综合走向上创新,增加跨学科、前沿性和应

用性课程及教学内容。在课程设置方面应将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社会

学类、政策学类等课程包含其中,突出行政管理学科的复合性和交叉性特征。

1.积极开设实验教学课程,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行政管理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不仅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行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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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洪斌.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问题、思路与启示[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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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理论基础,也需具有过硬的实务管理技能。为此,在重视专业理论教学的

同时,同样需要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切实培养学生处理行政事务、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专业培养方案的制订、课程体系的设置,以及教学内

容的安排上,应根据社会市场需求,开设相关专业实践课程。目前笔者所在

的行政管理系已经开设了人力资源管理、人才招聘与实务、公文写作、行政

管理案例分析等相关实验教学课程,教师通过实验室模拟平台为学生创设

了模拟招聘、无领导小组讨论、办公自动化、案例现场模拟讨论等多元化的

教学实验课程,使学生在亲身的体验中加深对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认识,

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2.建立教学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实践的平台和机会

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有着很强的实践性。高校应积极与政府部门、

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深入社会,

进行行政观摩、工作实习、社会调查等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际工作部

门了解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类组织的组织结构及运行机制,理

解行政工作环境,学习行政管理人员的处事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

鼓励学生参与各种实证性行政管理课题的研究,增强学生的专业认知和专

业意识,培养学生的专业思维和分析探索、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要鼓

励行政管理教师深入实践一线,不断更新专业知识。目前高校已经形成了

一套比较规范的产学研合作体系,学校应从具体政策的有效性层面积极鼓

励教师到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相关的实践活动,让教师在实践中真正

做到学以致用,切身体会实践教学的好处,更好地为学生传授知识。

二、 创新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

从当前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情况来看,普遍存在注重课堂理

论教学,而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等问题,由此导致学生在社会实践中

·500·

基于应用型人才导向的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思考 ●



缺乏实际竞争力。而目前社会层面需要的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生既应具备相

应的理论知识,同时更应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因此,注重专业教学中的实

践教学,积极探索行政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以更好地满足社会的

需求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笔者认为,在培养应用型行政管理专业人才方面,

我们应突破传统的单一课堂传授教学模式,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和

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由19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首创

的,20世纪20年代运用于哈佛商学院。目前案例教学法已经在全世界得到

普遍的应用和推广。美国芝加哥大学公共行政学院资深教授小劳伦斯·E.

列恩指出:“教学案例是一个描述或基于真实事件和情景而创作的故事,它

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学习者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后会从中有所收获。案

例教学的方法就是教师们以教学案例为基础,在课堂中帮助学习者达到特

定学习目的的一整套教学方法及技巧。”①因此,案例教学是以教师精心设计

的典型问题为起点,以探寻问题的解决对策为主线,以相关专业知识的思考

和应用为载体,以获取知识和培养能力为目标来共同构成案例教学的核心

理念。

与传统教学中以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的模式不同,在案例教学中,

教师和学生共同构成课堂主体,案例则成为教学的客体。在案例教学的课

堂上,学生通常成为关注的中心,在论题选择和讨论方式上教师和学生享有

共同的控制权,甚至学生的控制权更大一些,教师经常作为辅助人员处于次

要地位。②这就需要教师对自己的课堂角色重新定位,教师可以扮演“导演”

的角色,不采取直接讲授理论的传统教学方法,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

论,客观、公正地对学生参与案例讨论的观点和看法做出评价,并且采用适

当的方式对课堂进行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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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绪刚.公共管理案例教程[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8.



在案例教学法的推广和实践中,美国始终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在美国

高校,案例教学和模拟案例教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

治学院有1400多个案例,每一个案例都是教师精心选择、精心制作的,这已

成为肯尼迪政治学院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由此可见,在案例教学中,教师

首先要精心选择典型的案例,最好能自己根据实际需要制作案例。案例的

选择应紧扣教学内容,通过设计围绕具体案例的特定情景,采用启发、诱导

的方式导入具体的问题,促使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学会思考和分析具体问题,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会与他人的沟通和合作,进而培养创造性思维和自

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2.专题讨论法

除了典型的案例教学法外,教师在教学中还可以运用专题讨论法。教

师可以在理论讲授过程中,列出一些与理论相关的现实问题让学生去思考。

学生们可以自行组成不同的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利用课外时间广泛查阅资

料,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然后各个小组形成讨论稿。在教师专门安排的课

堂讨论中,由各小组中心发言人代表小组阐述观点,并接受教师和其他同学

的提问。这样的课程讨论一般每门课可进行2~3次。

培养公共管理创新人才,作为教师,最重要的是帮助学生确立一种新的

探索式学习方式,从传统的“知道什么”向“怎么知道”转变。在这里美国斯

坦福大学的“斯坦福导读”小班课程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见表1。①

表1　“斯坦福导读”小班课程表

班级规模(人) 1 2~8 9~15 16~30 31~120 >120 合计

课程数 1182 1809 1302 783 541 118 5735

% 21 31 23 14 9 2 100

　　根据表1的数据,我们了解到在1999至2000学年,斯坦福大学总共开

设了5735门本科生课程,其中21%为只有1名学生的课程,52%为只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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