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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以提升学生的能力和素质为基本出发点, 从精选课程内容、引入讲座 式和参与式 的教学方 法、
将博客应用于辅助教学以及采用多种 手段结 合的考 核方式 四个方 面提 出了 5 信 息管 理技 术6 课程 教学 的思 路,
并介绍作者在教学实践中的体会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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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he Teaching Method of /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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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promoting the student. s ability and quality,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echnology0 course from four aspects. They are carefully selected teaching content, introduction of lecture- like and
participating teaching, application of blog in aux iliary teaching and adaption of flexible checkup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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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信息管理技术6 是管理 科学 与工程 专业 一门 重要的
专业基础课。学好信 息管 理对 培养学 生信 息素质、 信息意
识和信息管 理能力起 着重 要作用。 但由于 信息 管理 具有概
念多、理论 性强、技术 门类 广等 特点, 致 使在教 学中 出现
很多问题。如, 学 生把 信息管 理当 作是一 门计 算机 课程来
学, 不重视 信息管 理的 应用, 学 习积极 性不 高, 导致 教学
效果不理 想。因此, 提 高学 生对 该课程 的学 习兴 趣, 改善
5 信息管理技术6 课程 的教 学水 平和 质量, 是 十分 重要 的。
本文结合作 者近年来 从事 5 信息 管理技 术6 课 程教 学的实
际, 对如何搞好信息管理技术的教学进行了探讨。

一、精选课程内容
研究生教育是 一种专 业教 育, 研究 生教 育的 目的, 是
让对专业有 兴趣爱好、 且具备 学术 能力的 学生 从事 专业研
[ 1]
究, 从而培养研究型、创新型的人才 。因此, 5 信息管理
技术6 课程内容的设 置不 仅需 要强 调基 础知 识的 学习, 还
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 [ 2] 。
课程内容应该包含本研究领域的经典问题, 并涉及大量本
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和研究热点, 通过引入学科领域内的一些
最新知识和科研成果, 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这要求授课教师
自身也是一个学习者和研究者, 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素养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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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水平, 不断跟踪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 对课程相关领域进行
系统地研究, 能全面整体地把握相关领域的知识, 结合自身的
科研经历组织和引导学生进行深入学习。
信息管理是 一个 综合性 很强 的领域, 其理论 方法 涉及
的学科包括: 计算机科 学、信息科学、图 书馆学、情报 学、
社会 学、管理 科学、经济 学、法 学、心 理学 等, 鉴 于 课程
专业口径较宽的 特点, 在 课程 内容 的选择 上还 要注重 突出
交叉学科 和 跨学 科的 知 识, 使 学生 不局 限 于自 己的 专 业、
不拘束于自己 的研究方向。学生只有具备交 叉学科的 知识,
掌握更多的新技 术, 才能 充分 借鉴 相近领 域的 新成果 和新
方法, 从而在 能力 结构、学 术思想、 科学思 维上 形成 交叉
复合 效应, 在 专业领域内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结合实践, 5 信息管理技术6 课程 内容组织不 再停留于
对教材的简单注 解, 从帮 助学 生很 快接近 学术 前沿的 角度
给出本领 域必读 的著 作、重要 期刊、重 要学术 会议 、学科
奠基 人、标志 性论文 等重 要信息, 同时列 出国 内外具 有代
表性的研究机构 和项 目, 从纵 向和 横向两 根主 线勾勒 研究
的发展、演化 和关 联, 营造 良好的 学术 氛围, 拓 宽学 生学
术视野, 培养 学生 创新意 识。每一 章课 程内容 的结 尾, 则
从帮 助学生探索研究方向 的角 度归 纳该领 域的 关键技 术和
挑战 , 廓清研 究的分 支, 为学 生选 择研究 方向 和研究 课题
打下 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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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入讲座式和参与式的教学方法
5 信息管理技术6 课程讲授的目的 不局限于 知识的学习
和掌握, 专 业知识 只是 一个基 础, 从某 种意 义上 来说, 研
究生良好的 科研习惯、 完善的 科研 方法和 严谨 的学 术作风
的培养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 3, 4] 。现在大部分研 究生课堂以
教师讲授为 主, 研讨、 实验和 调查 研究等 方法 处于 辅助地
位。这种 / 填鸭式0、 / 一 言堂0 单 向传授知 识的教 学方法
忽视了学生 的主 体 性, 很少 让 学生 参与 到 课堂 教 学中 来,
往往难以收到良好的 教 学效 果[ 5] 。针对 传统 教学 方法 的不
足, 可以采用灵活多 变的 教学 方式, 针对 不同 课程 内容选
择不同的授课方式。
对于研究利用的基本理论和 经典方 法, 我们采 用系统
讲授的方式, 使学生 能够 建立 系统完 整的 理论体 系, 掌握
本研究领域 所需要的 基本 知识。系 统讲授 遵循 从应 用需求
入手, 剖析 问题, 提 出解决 思路, 分 析关 键 技术, 阐 述技
术原理, 总 结 研究 方 向, 其中 对 于关 键 技术 原 理 的解 析,
往往通过应用系统的展示让学生建立感性的认识。
对于研究热 点和 前沿 问题, 我们 在教 学方 法中引 入讲
座环节, 按二级学科 组织 科技 前沿系 列专 题讲座, 重点讲
述这些研究 热点 和前 沿问题 的起 源、研究 的基本 思路、研
究的现状以 及相关的 研究 文献等。 为了训 练学 生掌 握科学
研究的方法 和科研的 思考 方法, 在 讲座过 程中 穿插 了参与
式教学环节, 选 定 一些 具有 代 表性 的前 沿 研究 热 点课 题,
让学生自由组成若干研 究兴趣 小组 根据问 题查 阅相 关文献
资料, 进行 课堂讨 论, 提出 问题 解决 方法, 得出 结论。针
对学生研究 中的 疑问, 难 点或 含糊不 清的 问题, 我 们适时
提供方法指 导和 思路 引导, 开 拓学生 的眼 界, 训练 学生的
思维, 强化学生在学 习当 中的 主体地 位, 充分 调动 其学习
的积极性和 培养独立 思考 能力。通 过引入 讲座 式和 参与式
教学方式, 学生的知 识面 得到 了充分 的拓 宽, 学生 在大量
了解最新前沿知识的同时大大锻炼了自己 的独立思考 能力、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将博客应用于辅助教学
博客作为个 性化 的个 人知识 管理 系统, 越 来越受 到教

教学 的主体, 有助于 缓和 消减对 话双 方的隔 阂, 在观 点各
异但轻松和 谐的 相互沟 通中, 既 增进 了师生 的情 感, 又有
利于激发学生的 创造 性思维。 我们 还可以 根据 学生真 实的
反馈 信息, 及 时调整教学计划, 更好地提高教学效果。
借助博客这个平 台, 我们 及时 记录教 学过 程、教 学方
法、教学经验 等, 进行 教学 的自我 反思, 其 他教 师也 可对
此发 表看法, 实现教 师与 教师的 交互。这 一方 面为其 他教
师提供教育思维 的前 提和原 始资 料, 另一 方面 有助于 我们
在分 享交流中促进自身信息素养和教育能力的提高。

四、采用多种手段结合的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是督促学生学习、检验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 是
课程整个生命周期内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4] 。长期以来, 5 信
息管理技术6 课程考核采用闭卷考试的方式, 考核模式重知识
考查、轻技能能力和素质考核, 考试形式和方法单一, 考试内
容局限于教材和课堂教学中教师讲授范围。因此, 要改变传统
的做法, 必须采用灵活多变、面向能力的考核方式。
在具体考核方式上, 综合采用以下几种:
1、课堂回答 问题。设 置课堂表现分, 激 励学生 回答问
题和课堂讨 论, 培养 学生 的表达 能力 和表现 能力, 鼓 励学
生的 学习热情, 增强自信心。
2、章节归纳 总结。课 程讲解过程中由 学生归纳 每一章
的重 点和脉络, 及时解 决 / 教0 与 / 学0 中的 问题, 培养
学生 认真听课、积极思考和高效率学习能力。
3、创新能力 考核。对 于能力强的学生 在运用所 学知识
思考、观察、分析、解 决问 题后, 给予 适当 鼓 励, 并 给独
立进 行课程实践的学生加分, 鼓励他们的创新能力。
4、课程论文 撰写。选取研 究领域 中的典 型问题, 引导
学生去分析和解 决问 题, 使学 生能 够较为 完整 地完成 本专
业领域的 一 次研 究活 动, 帮 助 学生 掌握 知 识和 培养 技 能。
主要考察学生对 书本 知识及 相关 领域 知识的 掌握 程度, 检
查学生知 识运用 能力、自 学能 力、分析 能力、解 决问 题能
力和 论文撰写能力等。
实践表明 : 采用 多种 手段 结合的 考核 方式契 合学 生的
心理特点 和认知 规律, 能 充分 发挥 考试的 评价、反 馈、激
励、引导等功 能, 发挥 素质教育在课程教学中的教育功能。

育工作者的 关注并逐 步被 应用到 教育 教学中 。作为 课堂教
学的辅助管理, 博 客的 应用可 以作 为教师 发布 与教 学相关
的通知、布置学生作 业、对学 生的 作业进 行评 价以 及提供
学习资源链接的在线门户。
研究生是一个 有思想、 有创 造力、有 活 力的 群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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