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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second classroom, implement personalized stratified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 do the people's 

satisfaction of education,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target long-term education development plan";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beneficial exploration of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law of 

education and the essence, an important means to reflect the Education Fair Depart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t is to implement the 

central spirit of the document 16, build "important way to transfer positive energy, achievement prize dream" campus culture. 

Stratified education system should be constructed to demand the students' growth oriented based on the second classroom; to be set 

up to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personalized stratified system of education with the aim of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o construct personalized stratified education system to the belief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for the purpose of. 

Keywords—the second classroom, personalized stratified educ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大学生第二课堂个性化分层育人体系构建研究 

刘小燕 

共青团长江大学委员会，荆州，湖北，中国 

摘  要  立足第二课堂，对大学生实行个性化分层教育是立德树人、办人民满意教育，实现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纲要目标的客

观要求；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有益探索；也是符合教育规律和本质，体现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更是高校学

生工作部门落实中央 16 号文件精神、构建“传递正能量、成就出彩梦”校园文化的重要途径。立足第二课堂须构建以大学生个性化

成长需求为导向的分层育人体系；须构建以大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为目标的个性化分层育人体系；须构建以大学生信仰教育为

宗旨的个性化分层育人体系。 

关键词  第二课堂，个性化分层育人，体系，构建 

1．大学生第二课堂个性化分层育人体系的含义及现

状 

大学生第二课堂个性化分层育人体系，即大学学生

工作部门或与学生工作有关的部、处、院系联合，立足

第二课堂，以学生个性化成长需求为导向，充分利用校

内外现有人、财、物等资源为学生个人或相同需求的学

生群体，量身打造的工作或活动，以直接作用于学生某

方面的素质拓展或心智成长。所有的这些工作形成一整

套制度、框架、规范、体系和传统，甚至在产生了较明

显的育人效果、被学生和社会所认同后即为“大学生第二

课堂个性化分层育人体系”。 

目前，我国各高校立足第一课堂开展大学生的个性

化分层教育的历史较悠久，办法较成熟，学校重视力度

较大。如：人才的大类培养、专业分流、各种特色人才

班、卓越计划班；部分教育部重点高校，如华中科技大

学的“启明学院”，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学院”等；还包括：

各种不同类型课程的开发与建设、强调不同学科学生专

业学习的交叉融合、第二学士学位辅修制等都不同程度

的为学生的个性化专业学习需求提供了平台。 

就第二课堂而言，各高校近年来开始逐渐重视，都

有不同程度的实践探索，具有短期性、碎片化、随意性

等特点，还未形成较成熟、较系统的规范、框架、制度、

传统和体系。而近几年大学生的发展特点表现为他们对

第二课堂的成才依存度越来越高。对于花费在第二课堂

的时间和精力较多、收获较大的学校和学生，这种依存

度甚至还超过了对第一课堂的成才依存度。因此，立足

第二课堂，构建大学生个性化分层育人体系已迫在眉睫、

大有可为且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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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学生第二课堂个性化分层育人体系构建意义 

2.1 构建大学生第二课堂个性化分层育人体系是实现立

德树人、办人民满意教育，实现教育发展规划纲要

目标的客观要求 

2010 年我国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 2020 年）》提出未来 10 年教育发展的战

略目标是：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

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

源强国迈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

更大贡献[1]。还提到要因材施教，把全面发展与个性发

展统一起来，“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

动活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

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及“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适

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尊重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探索多种培养

方式，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

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坚持立德树人，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这些都为此项

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因此，作为高等学校目前最首要

的任务是满足学生个性化成才需求、抓住校内外教育资

源、千方百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高校历来育人有两大

主阵地：即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而立足第二课堂，针

对不同类型学生的特点和学生不同时期的需要，开展分

层分类引导，搭建不同的成长平台，既有效填补了第二

课堂育人的空白，更是对第一课堂育人的良好补充，以

达到双管齐下全方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立德树人，实

现教育现代化的目的。 

2.2 构建大学生第二课堂个性化分层育人体系是回答

“钱学森之问”，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有益探索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5

年钱学森之问开始叩问中国的高等教育。钱老曾说：“现

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

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

是很大的问题。”持续引发社会各界广泛评议的“钱学森

之问”，凝聚了老一辈东方赤子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深度关

注和热切期待，也成为我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征途上亟待

破解的难题。2010 年温家宝总理指出：“一所高校想培养

出一流的人才，追求一流的大师，必然是培养具有‘独特

的灵魂’的创新能力的人才，没有个性，何谈创新”？中

国的大学并不缺乏大楼、大师，但仅此是不够的！正如，

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是新思想和新观念，一所大学最可

贵的不是外在的“硬实力”，而是其内在的“软实力”。而

一所自由开放的大学本质上就是新思想、新观念的孵化

地，就是允许学生顺着自己的兴趣、个性和特长有所为、

有所获、有所悟、进而有所成！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因此，构建第二

课堂个性化分层育人体系就是要借助第二课堂这个广阔

平台，打破“千人一面”，符合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规律。

让学生顺着天资和禀赋，为着理想和目标，伴着激情和

狂热，面对人生，做出选择，实践探索，感受创造，有

所作为。这样才可能创造出适宜创新型人才“冒”出来的

空气和土壤。 

2.3 构建大学生第二课堂个性化分层育人体系是符合教

育规律和本质，体现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 

传统意义上的教育，用一个近乎完美的“标准”来塑

造所有的人。公平的因材施教就是要承认人与人之间的

差异化特征，根据每个人的培养潜质、采取不同的方法，

把每个人培养成他应该和想成为的人，进而各尽其用，

方显其才。 

卓有成效的教育，历来都是尊重个性、以人为本的

教育，如：钱学森先生早年所在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就

是一个重视个性化教育的典型案例，我国伟大的教育家

孔子曾提出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育原则

和方法。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没有教

不好的学生，只有不称职的老师或不合适的方法。对学

生进行个性化的分层教育，从承认并尊重学生的个体差

异角度出发，以个体成才诉求为导向，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体作用，为不同类型的学生提供个性化发展的目标、

路径、模式和评价，既体现了对生命的关怀和对人的价

值的尊重，也体现了教育的真谛、诠释了教育的本质。

只有按照每位学生的特点和需求，按照不同阶段学生的

特点和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教育，健全人

格、成熟心智、进而成为各行各业的有用之才，才是教

育公平的重要体现。每位受教育者理应有享受这种教育

的权利。 

2.4 构建大学生第二课堂个性化分层育人体系是高校学

生工作部门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构建

“传递正能量、成就‘出彩梦’”的青春朝气的校园文化

的重要途径 

随着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学生思想政

治工作有效性的日益强化以及 90 后大学生的新特点，高

校的学生工作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正视其变化、转变理念、探索新机制，是新形势下

做好学生工作的关键。大学校园里的第二课堂活动也将

由原来的规模化、大众化、政治化、同质化，转变为小

型化、小众化、人文化、个性化、差异化。只有这样才

能充分满足 90 后大学生的需求和特点，才能适应全球化

信息化时代对大学生提出的新要求，才能符合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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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的学术、宁静、多元、青春等气息。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

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

同享有同时代一起成长进步的机会。所以负责大学生第

二课堂工作的学生工作部门理应充分认识这一点，构建

符合当今大学特点，受青年大学生喜爱的“传递校园正能

量、成就学生‘出彩梦’”的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氛围。 

3．大学生第二课堂个性化分层育人体系构建模式初

探 

3.1 构建立足第二课堂，以大学生个性化成长需求为导

向的分层育人体系，打造第二课堂的隐型课程“超

市” 

200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 16 号文件）明确指出，

要“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结

合”，“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要把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摆在学校各项工作的首位，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

程”[2]。 这为新形势下高校的学生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指

导思路。为此，我们要实现从“学校的提供为中心，学生

选择”的模式到以“学生的需求为导向，学校满足”模式的

转变。切实以学生成人成才的个性化需求作为开展学生

工作和第二课堂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构建服务式教

育发展新模式。即加强学生工作的服务理念，尊重受教

育者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意识，倡导“以人为本”的第二课

堂工作新模式。具体模型为： 

 

图 1“以人为本”第二课堂工作模型 

3.1.1 学生需求为导向：开展“一定要面对面，一个都不能

少”的双向互动谈心工作 

学校的最高使命就是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健康成

长，其前提就是首先要对教育对象有一个准确的了解，

根据其个性特点和利益诉求开展工作。正如清代启蒙思

想家魏源所说：“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

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不可教人”。充分了解学生、走

近学生，最好方式即是一人一事、交心谈心的“面对面”，

给予他们每一个人应有的关注、适时的教育、正确的指

导和必要的帮助；贯彻落实中央 16 号文件精神，加强和

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有效的途径即是把解决学

生实际问题和解决学生思想问题结合起来。学生思想政

治工作和高等教育“抓两头带中间”既不符合人才成长规

律，也不能体现教育公平、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要坚

持学生面上教育和个体教育相结合，认真做好“一定要面

对面，一个都不能少”的谈心工作。 

老师与每一位学生交心谈心，不仅增强了全校教职

工诲人不倦的使命感，也让学生打开了心扉、使学校了

解学生个体的特点和差异化需求，以便因材施教。除此

之外，使学生在谈心工作中“反客为主”，形成“老师约谈

学生，学生约谈老师”的双向互动式融洽的师生谈心机

制，对尊重学生平等受教育的主体地位、满足学生个性

化成才诉求和融洽师生情感起到了重要作用。 

3.1.2 活动“超市”为平台：构建“万人创百星”工程统领的

校园科技文化活动方阵群满足学生个性化的活动需求。 

（1）“万人创百星”活动简介。在“数万”学生中选出

“百名”左右的校园明星，即“万人创百星”。“万人创百星”

是由高校学生工作部门牵头主办的全校性的大型特色综

合性活动。给更多的同学提供“锻炼特长技能，展示青春

风采，彰显个性魅力”的空间和舞台，培养大学生的差异

化素质，提高综合素质，培养一大批“学习好、能力强、

特长亮、威信高”的优秀学生，同时为了挖掘学生中先进

典型，示范和启迪大批的学生健康成才。根据学生个性

特长，评选校园学习明星共 15 大类校园明星。这个评价

体系鼓励学生在专业成绩合格的基础上，适当发展个性

特长、打造差异化素质，培养核心竞争力。 

（2）“万人创百星”系列平台活动方阵群 

表 1 “万人创百星”平台活动方阵群及相关明星评选对照表

 

3.3.3 “校园明星”来认定：按照各类明星积分评定标准申

报、评选、表彰和奖励学生。 

前期各类校园明星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设计和不同

类型品牌活动的开展，中期校园明星的申报、测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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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表彰以及后期校园明星社会实践、校园明星座谈会、

明星事迹报告会三部分构成了完整的“万人创百星”工

程。学校学生工作部门于每年的 10 月至第二年的 4 月开

展“万人创百星”的评选表彰活动。通过自主申报、初选、

复选和投票评选等环节，共评选出“校园学习明星”、“校

园科研明星”、“校园学干明星”等 15 大类“校园明星”100

人左右。学校还要针对评选出来的“校园明星”开展诸如：

素质拓展、赴香港高校游学交流、赴大型企业实践交流、

赴革命圣地社会实践、校园明星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等

一系列活动。该项活动的举办，将会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浓厚校园育人氛围，推动校园文化建设，为青年成长指

明方向，为青年个性发展提供舞台，同时在学生、家长

和社会中产生积极影响。 

3.2 构建立足第二课堂，以大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为

目标的个性化分层育人体系，打造学生综合素质培

训的“学校”。 

3.2.1 指导支持特长精湛学生举办高质量的个人专场才艺

展示活动。 

对于能力特长尤为显著的学生，前期他们在现有的

“万人创百星”活动方阵群的平台上进行初级的实践训

练，能力得到提升后，应本着“关注大众，培育精英”的

原则，根据他们的愿望，指导支持他们举办“想秀就秀·个

人专场才艺展示活动”或“想写就写·校园文化作品集出

版”。让他在独立的、个性化、专业化的舞台上继续发现、

发挥、发展自己。这种以“自我为唯一主体的个性化才艺

展示活动”的特点是：个人既是导演又是主演，既是运动

员又是裁判员，既是评委又是观众，既是专家又是学生。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工作部门应给予他们更多的精神和物

质上的、全过程的帮助和指导。活动系统的策划实施，

这种经历会让他受益终生，专业素质更会得到升华。具

体模型为：  

 

图 2 自我为唯一主体的个性化才艺展示活动模型 

3.2.2 通过个人专场展示活动的指导开展，全面提升学生

的专业素质和组织策划能力。 

为确保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学校要建立《大学生个性

化活动指导管理办法》等制度，设立“大学生个性化教育

培养专项基金”，从个性化活动的范围界定、质量要求、

立项支持、举办流程和注意事项等方面全过程指导学生

开展个性化活动。使具有某方面突出特长的同学“想秀就

秀”，举办诸如个人演唱会、个人舞蹈专场晚会、个人书

画摄影作品展等个人专场展示活动；使擅长文学创作的

同学“想写就写”编辑出版校园文化作品集，校内结集出

版或公开出版。 

把学生的申请按照水平高低分别给予校、院两级集

中立项举办，活动经费采取学校、学院和学生个人各出

三分之一的原则进行。总之，一次成功的学生个性化专

场展示活动需要大批老师的无私奉献和系统指点，需要

学生从前期策划、事中组织到事后总结全过程的实践训

练，更需要大量不同风格、较高水平作品的集中呈现，

方能实现校园里的“明星梦”、“作家梦”和“出彩梦”。对学

生而言，使学生在此过程中不仅全面拓展和检阅了自己

的专业特长，也使自身的综合素质甚至思想境界得到了

较大的提升。对学校而言，丰富了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

繁荣了校园文化、提高了校园文化品味，拓展了实践育

人的平台。“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对于学生而言，

亲身参与、全过程独立举办的一次个性化活动，是系统

培育学生综合素质的“学校”！ 

3.3 构建立足第二课堂，以大学生信仰教育为宗旨的个

性化分层育人体系，打造培育未来社会精英的团校。 

高校各级各类学生干部约占全体学生的三分之一。

这个特殊的群体不仅是学校老师行使教育管理职能的得

力助手，也是学生干部自身组织管理协调能力锻炼实践

的重要舞台，更是学生群体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的中坚力量。因此，学生干部教育培养工作做好了，

学生干部的素质提高了，会大大优化学校的校风和学风，

形成“正能量”的传递和示范效应。2006 年 6 月 5 日，胡

锦涛总书记做出重要批示：“重视并加强对学生干部的培

训和实践锻炼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事情，要注意总结各

地行之有效的经验，引导一大批优秀学生干部健康成

长。”2006 年 10 月团中央下发了《高校学生干部培养规

划(2006—2010)》，并明确提出了要以此为契机培养一大

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加强学生干部的分层分类

培训，培养学生干部坚定信仰、高尚道德和较高素质，

并通过学生干部的榜样示范效应带动全校学生良好素质

的形成。而信仰教育处于理想信念教育的最高层次，是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体系中的终极部分，为此，

加强以大学生信仰教育和能力提升为宗旨的学生干部分

级培训就成为高校学生工作部门的重点工作。这也是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培养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一项重要战略

举措和政治任务。 

学生干部培训工作的重要性决定了须以严谨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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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活动的要求组织开展，使之规范化、长效化、

制度化和个性化。须以不同年级、不同岗位的学生干部

的个性化培训需求为导向，将学生干部培训班分为三个

不同的层次，即：常识班（初级）、技能班（中级）和信

仰班（高级）。针对不同层次培训对象的岗位特点和发展

需求，采用不同的培训方式，制定不同的培训计划和目

标，设定不同的培训周期，分层分类加以培训和引导。 

3.3.1 着眼学生发展，以中低年级学生干部的能力提升需

求为导向，设置常识班和技能班。 

常识班（初级）是学生干部培训的起点和基础，是

针对新生班级干部、校级或院级学生组织中新吸纳的大

一大二低年级干事级学生干部，开展的学生干部基本常

识、理论、素养和方法的普及培训。培训形式以“大班授

课为主、小班活动为辅”、“理论教学为主、实践训练为

辅”；技能班（中级）是学生干部培训的延伸和拓展，是

针对参加过常识班的优秀学员、大二大三年级学生干部

（班干部或校、院两级学生组织中的部长级干部）开展

的学生干部工作执行力、具体工作技能的深度培训。因

此，根据不同岗位工作的特点，中级班又分为：新闻写

作培训班、办公自动化培训班、社团干部培训班、志愿

服务组织学生干部培训班、艺术组织学生干部培训班等。

培训形式以“小班授课为主、大班授课为辅”、以“实践训

练为主、理论传授为辅”。 

3.3.2 着眼国家需要，以中高年级学生干部的信仰教育需

求为重点，设置信仰班。 

中央 16 号文件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信仰是一切事业的基石、源泉

和逻辑起点，信仰改变命运、信仰塑造品格，信仰产生

道德观，道德观产生道德行为。信仰不因环境挫折等而

改变，信任的极端化就是信仰。信仰不是与生俱来的，

他可以在优良的教育中培养，也可以在爱的熏陶和适合

的环境中萌发。青年马克思主义培训班承担着孕育并坚

定优秀学生干部人生信仰的重任。 

大学生信仰教育是指能够使大学生形成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向往和追求，并逐步成为支配其人生行为

的精神动力的教育活动。真正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

主义者可能是一个漫长的、不断进步的过程，有可能需

要一个人一生的奋斗，对大学生实施信仰教育的目的在

于使学生始终朝着这个方向不断迈进，不断提高自己的

思想觉悟，不断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始终走在时代前

列。 

信仰班（高级）又称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训班（简

称“青马班”）是学生干部培训的最高层次，是培养青年

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平台，是广大学生信仰教育的辐射

窗口，是未来杰出校友培养的基地。青马班是针对经过

初级或中级的系统培训后或按照“学习好、能力强、表现

优”的条件在全校范围内严格选拔的学生干部精英代表，

开展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诸如：人生信仰、

远大理想、公民意识、责任担当、家国情怀等理论实践

强化教育，旨在培养“信仰坚定、理想远大、视野开阔、

德才兼备、堪当重任”的未来各行各业骨干人才。培训形

式为“小班授课和大班活动并重”、“小班活动和全校活动

并重”、“理论教学和实践训练并重”、“校内培养和校外

培养并重”。 

3.3.3 着眼社会和谐，以夯实女大学生发展后劲为核心，

设置“女子学院”。 

近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除了大学生入学规模在增

长以外，入学的男女生比例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综合高

校女生数量占到了一半左右，文科、师范类高校中在校

女生数量甚至高于男生。女大学生未来不仅要撑起实现

“中国梦”的“半天边”，还要在社会和家庭中“相夫教子”、

承载着促进家庭和社会和谐的重担，因此，对优秀女大

学生进行精英化培训，是以人为本、尊重女性、因材施

教、加强性别意识教育的生动体现，是以提高女性素质

为逻辑起点进而提高全民族素质的重要战略举措。 

“女子学院”是在校党委的领导下由学生工作部门具

体负责的对全校女大学生培训工作予以指导和管理的常

设机构，采取校院两级管理模式。学校学生工作部门负

责全校女生培训工作整体规划，并具体负责校级“女子学

院”培训工作的组织实施。学院学工组织具体负责院系女

大学生的培训工作。 

“女子学院”通过“高雅女生、自强女生、内涵女生和

幸福女生”四大课程体系的系统教学，提高女大学生的道

德自信、学术自信、能力自信和气质自信，提高女大学

生的社会生存、适应和发展能力，促进女大学生的健康

成长、为就业创业工作和未来的家庭和谐、社会和谐打

下基础。采取案例教学、角色模拟和互动教学为主，面

授学习、场景训练、专家答疑等多种形式为辅的科学的

教学方法，全方位的为女大学生带来更多生活和生命体

验。形成颇具特色的“崇德、至爱、博学、尚美”的女大

学生培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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