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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以本科高年级课程中开设的专业导论 课为研 究对象, 分 析了这 类课程 的特点, 并 就教学 过程
中应把握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进行了探索研究, 对考核方式提出了自己的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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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research of the senior speciality introduction course, this essay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courses, and then explores the teaching content, method, pattern and the tes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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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本科教育的特 点在于 大学 低年级 主要 是基 本理论
和基本知 识学 习, 目的 是打牢 基础, 进 入高 年级 后, 学员

业基础知识在今 后科 研工作 的重 要性, 为 今后 专业学 习提
供一 个良好导向。

已经了解和 掌握了本 专业 方向的 相关 理论和 知识, 可以通
过开设学科 基础 课、专业 课程、开 展科研 实践 等手 段来不

表 1 本科高年级专业导论课 与低年级基础导论课的区别

断地加深对 专业知识 的理 解, 这种 培养模 式完 全符 合高校
本科教育教 学规律, 对 培养高 素质 综合性 人才 具有 极其重

类别

高年级专业导论课

低年级基础导论课

项目

要的作用。
近年来 , 我校 为大 四学 员开设 了不 少专 业导 论课, 这

授课时间

本科 毕 业 前 最 后 1
学年前后

入学 后 的第 1、2 学
年

对于引领学 员 进入 专业 知 识领 域是 必 不可 少的 重 要一 环。
但受考研或 毕业分配 的影 响, 本科 生在第 四学 年逐 步将主
要精力放在 了考研课 程复 习或毕 业准 备上, 加 上专 业导论

学员状态

开始涉 及专 业 知识,
但 考 研、 训 练、 毕
业占据大量时间

基 础 课 程 多, 专 业
知识很少涉及

课自身的特点, 使 得这 一学年 的专 业导论 课教 学有 其特殊
性, 作为教 员 来讲, 一旦 把握 不 好将 会 影响 到 教 学质 量。

教学内容

专业 知 识 框 架 与 技
术, 很 多 专 业 知 识
前期已经有所涉及

专 业 基 础 入 门, 很
多专业知 识需要通
过后继课程学习

教学要求

专 业 知 识 介 绍, 重
在引导

稳 扎 稳 打, 夯 实 基
础

因此, 对本科高年 级课 程中开 设的 专业导 论课 程进 行教学
模式的研究探索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高年级专业导论课的特点
本科高年级 阶段 开设 的专业 导论 课, 相对 于本科 低年
级阶段开设的一些基础导论课, 其主要区别如表 1 所示。
本科高年级阶段专业导论课的主要特点包括:
( 1) 高年级 专业导 论课 具有探 究性 的特 征。把专 业知

( 2) 授课对象 处于 专业选 择关 键时 期。高年 级本 科生
已经适应了 大学 学习, 并 且具备 了一 定的专 业基 础, 学员
正处于选择今后 从事 专业方 向的 特殊 时期, 专 业导论 课程
很有可能激 发他 们对某 一方 向的学 习兴 趣。因此, 作 为学
校和教员, 在学员 选择专 业方 向时 应较全 面地 介绍该 专业

识引入教学 过程使教 学活 动有具 有科 研性, 这 是本 科高年
级专业导论 课的突出 特征 点, 目的 是让学 生接 触一 些专业

方向的动态和发 展趋 势, 开设 这类 课程在 很大 程度上 可帮
助学 生选择专业。

基本知识, 通过列 举专 业知识 在实 际生产 中的 应用 以及专

( 3) 教学要求 重在 引导。专 业导论 课要 求能 够对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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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专业及 专业课有 良好 的导向 作用, 教 学要 求能 够使学
员较全面了解要学的专业。

密联 系实际的思想应贯穿课程教学的全过程。
( 5) 专业导论 课内容 与其 他课程 内容 可能 会有很 多重

(4) 高年 级 专业 导论 课 对教 学方 法 与手 段 要 求较 高。
高年级学员 有的很早 就进 行考研 复习, 有 的面 临毕 业还有

复。课程很 多内 容在 低 年级 某 些基 础课 程 中都 有所 涉 及,
这也 是一 种 正 常 现象, 体 现 了 教学 内 容 的 连 续 性, 比 如

学分不足、英语未过 级的 压力, 军 校学员 会按 照要 求进行
体能强化训 练, 地方 大学 生要 着手准 备找 工作, 他 们很难

5 信息作战 导论6 中 的心 理战、计 算机网 络战、雷 达感 知、
卫星 定位、破 密保密 等内 容, 学员 在前几 年的 其他课 程学

保证有充足 的时间留 给课 程学习, 因此有 必要 采取 多种灵
活的教学方 法与 手段, 充 分提 高课堂 传授 知识的 效率, 调

习中都接触 过, 有的 内容 甚至开 过专 门的课 程。开课 前需
要提前了解 情况, 有 条件 的话去 学员 队做个 调研, 学 员已

动学员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尽量减轻学员课后负担。

经了解很清 楚的 问题, 简 单提示 一下 即可, 否 则会导 致学
生对 重复内容的兴趣索然。

二、对专业导论课教学内容的把握
在专业导论 课程 内容 的选择 上, 既要 有基 础性又 必须

( 6) 专业导论 课要 随时补 充新 知识。现 代科 学技 术发
展日新月异, 专业 导论课 中提 到的 知识很 有可 能面临 过时

有先进性。基础性知识有很多内容已在前 期课程中讲 授过,
要注意从教 学内容中 区分 出来; 先 进性代 表了 本专 业知识

的状 态, 而教 材更新 肯定 会落后 于技 术的发 展, 因此 当专
业导论课教 材内 容 严重 滞 后或 者完 全 处于 非主 流 状态 时,

的主流技术与发展方向, 但并不是对专业 知识的深入 研究。
总体来讲, 要把握住以下几点:

需要教员结合专 业研 究发展 现状, 搜集较 新的 资料进 行内
容补 充与完善。

( 1) 明确课 程内容 在本 知识领 域所 起的 引导 作用。有
的专业导论 课程偏重 于理 论, 是在 专业知 识领 域继 续深造

同时, 在专业导 论课 的教 学内容 把握 上要防 止两 种倾
向: 一个是过 于简 单, 另一 个是过 于复 杂。如果 课程 内容

的理论基础; 有的课 程偏 重于 实践, 是学 员毕 业后 所从事
工作所必须 掌握的。专 业导论 课不 应专注 于具 体的 理论原

简单 , 就容易 把导论 课作 为一般 的科 技知识 科普 讲座, 这
是对课程性 质和 任务的 一种 误解。反 之, 如果 课程内 容繁

理或实践操作, 更多的内容应该放在要研 究解决什么 问题、
通过什么方 式解 决、有哪 些途 径等这 类问 题上, 体 现一个

琐复 杂, 就会 把这门 课提 升到专 业知 识领域 研究 水平, 学
生不 仅听不懂, 而且给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造成障碍。

引导的作用。
( 2) 主要阐 述本专 业知 识结构 中的 关键 点。专业 导论

三、教学方法与手段探索

课的课时一 般不 多, 实际 上, 在有 限的课 时内 也不 可能把
专业知识包 含的内容 都讲 到, 因此 在教学 内容 上要 突出重

由专业导论 课特 点分析 及教 学内容 把握 可知, 该 类课
程虽 然不如专业技术课显得那么有 / 技术 含量0, 但作为教

点, 着重讲解知识结 构中 的关 键点, 很多 简单 易学 的内容
可以要求课后自学。

员来讲绝不 可轻 视, 在思 想上必 须引 起足够 的重 视, 积极
探索富有新意的 教学 方法与 教学 手段, 才 能使 课程的 讲解

( 3) 突出对专 业基 本理论 和基 本知识 在某 专业知 识领
域的应用。专业导 论课 的学习 是从 专业基 本理 论和 知识向

深入 浅出, 达 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课程教学过程 中, 应重 视教 学方法 整体 改革 , 教学

专业纵深研 究领域的 敲门 砖, 是基 础理论 与专 业研 究之间
的桥梁, 因 此课程内容上应搭建专业知识 理论和技术 框架,

方法向 多层 次、多 样化 的 方向 发展, 充 分发 挥 案例 引 导、
多媒体配合 的作 用, 积极 组织课 堂发 言、练习 和小组 报告

并对各知识点在专业领域中的分布与应用进行详细描述。
( 4) 专业导论 课要 阐述学 习过 程中的 理论 与实践 的关
系。任何专 业理论知识的掌握不能靠闭门 造车或凭空 想象,

等, 有条件的 话组织 学员 到实验 室实 践参观, 让学员 了解
本专 业知识在科研、工程中的具体应用。
针对专 业导 论课的 特点, 提 出 / 引讲 问练 汇0 四 阶段

而应该在实 际的科学 研究 或课程 实践 中灵活 应用, 理论紧

五步 骤的教学方法, 其教学过程如图 1 所示。

图1

/ 引讲问练汇0 四阶段五步 骤教学方法示意图

引。通过引入教学案例, 提高学员对 专业问题的 兴趣,
启发引导学 员积极思 维, 通过 生动 的实际 问题 自然 引出高

理工 作。
讲。专业导论 课内 容讲授 上应 深入浅 出, 新 技术 新理

深的专业理论。作为学员来讲, 没有被动 灌输知识的 感觉,
而是在教员 的引导下 主动 去学习 解决 问题的 方法; 作为教

论的 提出, 要 通过旧 的技 术或理 论逐 步引入, 最好能 够紧
密联系科研 现状, 结 合教 员在科 研中 的切身 体会, 向 学员

员则应该在 备课阶段 选择 恰当的 案例, 做 好充 分的 收集整

提出本专业研究 方向 的一些 前沿 领域, 传 授在 科研活 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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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遵循的 基本 规律, 激 发学 生的想 象力 和创造 力, 这些
将有利于学 生今 后专 业选择。 教学手 段应 多样化, 重点做

不适合当堂练习 的课 程来讲 这个 环节 可以跳 过。练习 可以
让学生对讲授的 知识 加深印 象, 教 员适时 的点 评可以 让学

好多媒体课件、相关的图像与音视频资料 的辅助讲授 工作,
在展示相关 资料 前, 应事 先准 备一些 问题, 引 导学 员带着

员有豁然开朗的 感觉, 或 避免 在以 后遇到 练习 中遇到 的问
题而 无法解决。

问题进行观看与思考。
问。案例引入 或 相 关资 料 展 示 完后 , 进 行 现场 提 问,

汇。专业导论 课知 识面广 , 讲授 不可 面面 俱到, 应讲
究精 讲, 最终 落在关 键专 业知识 点的 归纳汇 总上。以 前基

增强课堂互 动环 节。高年 级学 员要么 忙于 考研复 习, 要么
忙于体能训 练, 课堂 易产 生疲 惫现象, 因 此需 要充 分调动

础课学过的知识 可直 接罗列, 与课 堂上精 讲的 内容一 起汇
总, 达到穿针 引线、融 会贯通的目的。

课堂气氛, 鼓励学生 学会 专心 地倾听, 让 学员 能够 各自发
表见解, 使学生都关 心所 谈的 话题, 进而 提升 学生 的研究

四、对考核方式的思考

与探索意识。如果教 员针 对问 题因势 利导, 就 能激 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让学生 懂得 专业 课的重 要性, 并 培养 他们学

高年级学员具备 一定 的资料 搜集、资 料整 理、分 析解
决实 际问题、撰写报 告以 及组织 协调 的能力, 因此专 业导

习专业基础课的兴趣。
练。课 堂上尽量让 学生 有练 习的 机会, 当然, 对 有些

论课 的考核可采取多种手段实施, 具体如图 2 所示。

图 2 专业导论课考核 手段与知识点关系示意图
考试着 重 考查 学生 的 能力 和衡 量 学生 学习 的 主动 性,
引导学生走 出应试学 习的 怪圈。课 程的教 学目 的决 定了考

用能 力的真实水平。

五、结束语

试的方法, 专业导论 课的 考试 一般分 为笔 试、作业 和报告
三部分。

本科高年级 专业 导 论课 由 于其 授 课 对象、 授课 时 间、

笔试主要考 核学 员对 基本知 识的 理解与 记忆, 一 般采
用闭卷方式 进行, 通 过建 立题 库系统, 采 用标 准化 考试系

授课内容的 特殊 性, 因而 在教学 内容 把握、教 学方法 与手
段、考核方式 上均存 在其 特殊性, 作为该 类课 程的教 员应

统, 笔试成绩一般占考试成绩的 50% ~ 60 % 。
作业可以 让 学员 对课 堂 上讲 授的 知 识进 行 归 纳总 结,

采取多种方式增 强专 业学习 对学 员的 吸引力, 为学员 的进
一步 深造或进行专业研究实践打下良好的基础。

或者通过学习教材对课堂上未讲到的知识 点进行理解 记忆,
作业一般占考试成绩的 10%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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