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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model of “Progressive Integration”, aiming at the shortcomings of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in management majors, taking the concept of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throughout the entire teaching process as a guide, to stimulate humanistic needs, and to improve the 

humanities quality education link in combination with practice. Establish and perfect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tudent practice, and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 humanistic spirit.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ode of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under the model of “Progressive 

Integr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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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渐进融入”模式下，针对管理类专业的人文素质教育存在的不足，以人文素质教

育贯穿教学全过程的观念为指导，激发人文需要，结合实习实践完善人文素质教育环节，建

立和完善学生实习实践的评价指标体系，促进学生人文精神的养成。由此，提出了在“渐进

融入”模式下人文素质教育的模式。 

1.人文素质教育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对于应用型管理类专业的人文素质教育存在一些不足，影响了学生人文精神的培

育。主要表现为：一是在办学定位上存在认知上的误差，高校重视学生专业应用能力的培养，

忽视学生的内涵发展和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性，导致人文素质教育被边缘化。忽视校园文化

的深层建设，人文素质自我养成的配套不足，与大力发展人文素质教育的要求存在差距。二

是教师在教育观念与人文素质教育的要求存在差距。出现重教轻育倾向，以传授显性人文知

识为主，而对隐性人文知识的教育不够重视。三是专业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相互融合与渗

透不够，专业教师重视传授专业知识技能，而忽视学生人格的培养。 

2.相关研究简述 

人文素质是人才质量的基础因素[1] 。当前，国内关于在高校中开展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

研究，除了在教育的方式手段革新与改进方面进行探索外，如何通过课程融合来开展人文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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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教育方面的研究是比较受关注的。其中，把人文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研究较多，

以理工科某专业为对象，探索通过人文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的研究也较为集中。人文素

质教育对于大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学界已成共识。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校中，人文素质教育形成了 STS 教育和通识教育两种

主要模式。STS 教育理论，倡导科学、技术、社会教育的一体化，而通识教育注重人文知识

与人文精神的渗透性培养[2]。 

在实践中，主要通过实践教学环节开展人文素质教育，外化人文行为。主要通过社会实

践活动和社团组织的活动等方式进行，但大学生人文实践意识不强，从而影响了人文素质教

育的效果。可见，人文素质教育的途径是教育平台、空间、载体的选择与整合[3]。学界对于

如何充分利用实践教学环节加强人文教育方面的研究，仍不够深入。人文素质教育是一切教

育的应有之义和共同基础。 

3.“渐进融入”模式下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建议 

一般而言，工学交替是专业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主要是通过理论学习与企业

实践相互交替的方式，将学生校外实习的安排在大学学习的不同阶段，理论学习与校外实习

交替进行，强调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应用。“渐进融入”模式是工学交替教学模式的一种，这

种模式是学生开始主要是学习基础理论知识，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学生的学习形式逐渐变

成专业理论学习与企业实践相互交替，到大学后期阶段，学生主要以在企业实习实践的形式

进行学习。管理类专业学生的相关专业素质能力的培养需要在相关岗位上通过相对较长的时

间实践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过于频繁的工学交替方式并不利于其素质能力的培养。因此，

“渐进融入”模式是比较适合应用型管理类专业学生的能力培养的。 

在“渐进融入”模式下，为了加强学生专业能力训练，管理类专业学生在企业参与实习

实践的时间要比传统的教学模式的学生要长，学生在校内接受理论课程教育的教学时数将有

所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更容易忽略学生在人文素质方面的教育。因此，需改善人文素

质教育的状况。  

3.1激发人文需要 

在“渐进融入”模式下，为了使人文素质教育取得切实效果，可从激发师生的人文需要

作为切入点。 

要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教师就要自觉进行自我教育，提升自身人文修养。要激发大学

生的人文需要，首先要激发教师的人文需要。开展人文素质教育既是对学生的教育，也是对

教师的自我教育。只有教师自身的人文素养提高了，通过自身言行的影响和感召，才能在传

递人文知识和人文思想的过程中对学生产生深刻而良好的人文精神熏陶和影响。 

其次，开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4]。要将大学生培养成为具

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有道德、身心健康、掌握较为完备的专业知识体系和技能、以及良好的

人文素养的人，就是将大学生培养成为类似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君子”。大学生不仅要掌握

专业知识，还要富有道德感、责任感和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可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作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将其融入人文素质教育之中，发挥其在培育大学生的

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等方面的作用，最终实现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整体提升。

因此，结合高校的教育目标和适应大学生人格培养的要求，将优秀传统文化，如“君子文化”

的理论与现代教育实践融合，发挥“君子人格”与高校德育教育的作用，培养符合现代要求

的具有“君子人格”的大学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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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一方面，作为高校的教师，基于自身工作需要和个人自觉，经过自我教育，

并通过教学过程，实现教学相长，激发自身的人文需要，促进自身人文素质养和道德修养水

平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对学生进行过一系列德育日常化、生活化、具体化、形象化和系

统化的教育；随着学习的深入和认识的提升，除了加深学生对人文素质的重要性认识之外，

还能激活学生对人文素养的需要。师生的有效互动能起到重要促进作用，也是促进人文精神

养成的重要途径。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促进师生在教学活

动中进行互动交流，从而将学生对人文的需要逐渐激发出来。 

3.2完善人文素质教育环节 

大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基础在于人文素质教育，人文素质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

必须完善各教育环节，将人文素质教育贯穿于大学生的教育全过程。通过人文知识的学习，

结合人文环境的熏陶以及人文实践活动，可以促使人文知识深刻化，实现人文精神的思想性

提升。 

3.2.1通过课堂教学加强人文素质教育 

在开设文、史、哲、艺术等领域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基础上，探索把这些不同领域的课

程融合起来，开设包括人文实践环节在内的综合性人文类课程，以丰富课程内容和提升课程

的趣味性。将部分人文教育的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优秀的

知识性文化成果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类课程的教学中，发挥其育人的功能。将专业课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要融入人文教育的内容，将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贯穿于专业课程教学的全过

程，以促使学生在进行专业学习过程中形成严谨探究的精神和提高课堂教学的感染力，促进

教学效果的提升。 

通过包括绩效考核等在内的政策措施，加强课堂教学的过程管理和督查，引导教师提高

对课堂教学工作的重视。高校还要通过进行人文素质方面的培训和学术交流等方式，加强、

鼓励、督促教师重视和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  

3.2.2营造人文教育氛围 

通过加强课外活动的引导，结合学生社团活动，增加人文教育的内容和元素，结合学校

特点开展有利于丰富人文知识、陶冶思想情操的文化活动；加强图书资源建设，采取措施完

善促进师生阅读的机制和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聘请人文领域方面的专家学者，开展人文方

面的学术讲座；开展人文知识竞赛、举办人文领域的学生作品展览等形式的活动。通过以上

一系列措施和活动，促进师生参与校园人文教育氛围的营造。 

3.2.3结合实习实践教学环节开展人文素质教育 

根据“渐进融入”模式，要提升管理类专业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效果，除了要进行人文

知识的传授以外，还必须将人文素质教育与校外实习实践结合，实现通过人文实践外化人文

行为，以保证人文素质教育与各教育环节的有效衔接，才能促进大学生人人文精神的内化，

真正达到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的目的。 

在开展校外实习之前，对学生加强校外实习方面的认识教育。在实习过程中，根据“渐

进融入”模式的不同阶段，一方面结合实习岗位，开展专业实习实践，将专业理论知识与实

践工作结合，促进专业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另一方面，管理类的专业实习中包含了大量的人

文因素，可以把管理类专业的实习实践活动作为外化人文行为的重要环节。结合实习指导，

对学生加强个人品德和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治国大德，以及社交能力、处理人际关系方面

的能力的教育。比如，通过不同阶段的实习实践，将在企业实训实习的严格要求与学校内学

习在纪律方面相对宽松的情形进行对比，有利于学生对职业素养与敬业精神等人文素养加深

认识和体会。经历这一系过程，增强管理类专业学生的人文实践意识，促使学生产生提升自

身人文素养的自觉和利于学生人文精神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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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建立和完善实习实践的评价指标体系 

为了确保实习实践的教学质量，不但要加强学生参与实习实践活动的指导，使实习实践

活动落到实处，还要建立和完善实习实践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实习实践活动加强考核。 

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应当在相关课程的课程标准中列明，确保教学内容的完整性和教学

过程的有效性。评价体系要充分体现人文教育的需要，将人文教育内容纳入到这个指标体系

当中来。在实习实践中，要使企业指导教师侧重于与学生专业相关的工作的指导，既关心工

作态度和工作质量，又关注学生综合素养养成。同时，也要从学生的角度，关注学生实习实

践收获情况，以及企业指导教师与学校指导教师对其指导的情况。综合不同方面的情况，使

获得的信息更客观和更全面，同时也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  

因此，以分层的方式对学生的实习实践活动进行评价，以完善人文教育环节和保障人文

素质教育的效果。由校企双方组成评价小组进行评价，确保评价程序和评价结果客观、公正，

能够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 

4.结语 

开展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内在要求。针对应用

型管理类专业培养的特点和要求，提出以下措施建议：在“渐进融入”模式下，培养管理类

专业的人文精神，以人文素质教育贯穿教学全过程的观念为指导，可从对学生加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学习为切入点，激发师生的人文需要，结合实习实践环节完善人文素质教育环节，

建立和完善学生实习实践的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采取措施。在“渐进融入”模式下，结合管

理类专业的特点，发挥培养学生应用能力方面的优势，并通过上述措施可促进学生人文精神

的养成。因此，形成了“激发人文需要——完善人文教育环节（人文知识传递与人文实践相

互交替）——考核评价”的人文素质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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