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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加强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养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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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能力已成为信息社会 人才必须 具备的 基本素 质, 但目前 高校对 非计算 机专业 大学

生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养还很不完善。本文分析了 计算机应 用能力 培养的 客观必 要性, 提出 了对加 强非计 算机
专业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培养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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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代高技术的迅猛
发展, 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作为信

机应用性课程设置较少, 直接导致了非计算机专业
大学生计算机课程教学实践过于偏重理论与学生迫

息时代主要的信息交流平台与科学技术研究手段的

切渴望提高计算机操作应用能力的现实需求间的矛

计算机成为 21 世纪人类生活与发展最为基础和重

盾。在教学中, 有关计算机基础理论知识的内容占

要的手段。高等院校均已认识到计算机能力培养对
学生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客观必要性, 并在加强计算

据了大多数的学时, 而对学生急需的应用软件的教
学、上机实践等环节却难以给予保障。从而无法帮

机专业人才培养的同时, 不断加强对非计算机专业

助学生将所学计算机知识与其本身专业应用挂钩,

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养。但由于种种原因,
目前高校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

无法对其所学专业提供直接的帮助; 三是能力评价
缺乏特色。在高校, 对学生学习能力、水平的评价

养还远远落后于信息时代对高素质 人才的客观要

直接引导着学生的学习方向。但高校现有对非计算

求, 急需我们去研究和完善。

机专业大学生计算 机能力的评价 还处于一种被 动

一、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
力培养现状

的、低水平的状态, 没有构建起合理的能够引导学
生自主提高计算机应用能力的评价体系。大部分高
校更是简单地对学生进行计算机基础知识的笔试便

当前, 高校对计算机专业大学生的培养已基本

完成了评价, 或完全依托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缺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 但在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
计算机应用能力培养的定位上还存在一定的模糊认

乏一种具有专业特性的、能够正确引导学生学习方
向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评价体系。

识, 因而导致了在课程设置、教学实践、能力评价
等培养环节上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是课程设置
不够合理。由于高校普遍对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

二、加强计算机应用能力培养的基本对策
目前高校对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

算机应用能力培养定位较低, 因此, 在课程设置上

力培养的不足与信息时代对人才计算机应用能力的

主要停留在计算机导论、数据库原理、程序设计语

客观需求间尖锐的矛盾, 正成为阻碍我们高校培养

言基础等计算机基础课程上, 而缺乏具有针对性的
应用软件、程序设计等方面的课程。虽然像计算机

综合素质人才的瓶颈。因此, 我们必须从自身实际
情况出发, 正视不足, 勇于改革, 更新教学内容,

导论这样的基础课程对学生掌握计算机基本知识很

营造教学氛围, 完善评价体系, 不断提高对非计算

有好处, 但却只能学习一些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和编
程原则, 不能直接帮助学生形成计算机的实际使用

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养工作。
第一, 要科学设置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是课程

能力, 不能使计算机成为学生学习、研究本专业知

的基本理论向课程的具体实践转化的中心环节, 课

识的有力工具。二是教学实践环境不足。由于计算

程设置的科学与否, 直接影响着教学目的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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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养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 就必

富的课外活动增强学生对计算机应用的兴趣和自主

须在其课程设置上将目的性与科学性、规范性与灵
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着重做好以下几点:

性, 进而引导学生自主提高计算机综合应用能力。
第三, 要完善能力评价体系。评价是教学过程

一是要突出系统性。就是要把非计算机专业大

的反馈活动, 是对教学过程进行适时调整和控制的

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养看作一项系统工程, 围
绕提高其计算机应用能力这个具体目标认真分析计

重要手段。只有搞好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应

算机基础知识、硬件知识、软件知识、网络知识等

用能力的评价体系, 才能优化培养过程, 引导学生
计算机综合应用能力的不断提高。完善评价体系必

课程的地位作用与逻辑关系, 结合自身外部条件确
定课程顺序、课程目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 形

须在权威性、层次性和动态性上做文章, 下工夫。

成科学合理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

应用能力的评价标准必须权威, 能够客观、合理地
反映学生真实的计算机应用水平, 帮助教师、学生

二是要注重专业性。对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进
行计算机能力的培养, 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

强化权威性。即对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

准确发现存在的不足, 为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和自

使其具备利用计算机辅助工具进行 专业学习的能

身计算机综合应用能力提供依据。评价的主体应由

力。比如, Matlab、ANSYS 等软件 是固体力 学进
行数据分析的基本工具。因此, 在对非计算机专业

各省为主向以国家教育部为主转变, 使评价的结果

大学生计算机课程的设置上, 就要考虑到其专业需

更具有统一性, 避免各省评价结果互不承认的现象。
注重层次性。由于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对计算

求, 选择有专业特色的应用系统为范例, 在普及计
算机基本应用知识的同时, 加强本专业计算机应用

机应用的侧重点和层次要求各有不同, 因此, 在构

能力培养的课程与上机实践, 提高学生专业学习能

算机应用能力应用不同层次水平进行评价。例如,
M at lab 是数学专业的重要工具, 同时也是其他工学

力。

建评价体系时就要突出层次性, 对不同专业学生计

三是要加强实践性。作为非计算机专业的大学

专业的辅助工具, 在评价学生是否达到专业所需的

生, 其研究对象并不是计算机本身, 只是对计算机

该软件应用能力时, 数学专业的就必然要比其他工

功能的 应用, 并不需 要详细地掌握 计算机运 行机
理。因此, 在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课程的设

学专业应用的评价层次高, 这样就能帮助学生更为
合理地分配学习时间。

置上, 就应该以上机实践课程为主, 加强其教学内

坚持动态性。信息时代,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遵

容与学生本学科专业间的应用联系, 增强学生计算
机应用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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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要构建良好的实践环境。由于学科专业

核心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带动其他相关软硬件的不断
更新。这就要求对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能力

教学计划等原因的限制, 对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开
设的计算机应用课程不可能太多, 课时也很难满足
教学内容的客观要求。因此, 在培养非计算机专业
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时, 就要注重营造好计算机
专项教学以外的实践环境, 促进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 CPU) 的处理速度平均每 18 个月翻一番。计算机

的评价必须能够跟得上计算机发展的脚步, 以应用
为牵引, 构建一种动态的评价体制, 不断更新评价
内容与标准, 引导学生完善自身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第四, 加强教学研究, 提高教师自身素质。随

和积极性。从教学的现实情况看, 构建良好的实践

着动态发展 变化的教学内容, 在现代 化教学条 件

环境关键是要实现 / 两个强化0。
一是强化课内实践环境营造。就是在培养过

下, 找出适当的教学方法, 提高教学效果, 是每个
教师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程中, 要突破其计算机课程的局限, 将计算机应用
能力的培养融合到其它相关课程当中, 任课教师在
施教时, 将本学科计算机应用技术与学科内容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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