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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ory, social 
practice become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itiatives in the staff training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hich promotes professional maturity and development of young university teachers as well.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college, the practice experience of the ecological wetl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practice for young 
university teachers,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social practic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young teachers’ teaching level, which is expressed as an 
important way for young teachers to convert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teaching ability, an important 
means for young teachers to enrich teaching content and innovate teaching methods,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young teachers to guide the practice teaching and train innovative talents; social 
practice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young teachers’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it 
helps young teachers to grasp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direction accurately, to carry out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with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o improve their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comprehensively; social practice promotes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e 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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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随着教师专业发展理论的不断进步，社会实践活动成为高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促进青年教师业务成熟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笔者结合参与“某河流域生态湿地建设”项

目实践活动的体会与学校实际情况，论述了高校青年教师参加社会实践的重要性：社会实践

能够助力青年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是青年教师将知识技能转化为教学能力的重要途径，是

青年教师充实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的重要手段，是青年教师指导实践教学、培养创新性

人才的坚实基础；社会实践能够促进青年教师科研能力的发展，有助于青年教师准确把握科

研方向，有助于青年教师自主创新开展科研工作，有助于青年教师全面提高科研能力；社会

实践能够推进交流合作与实践基地建设。 

1．引言 

社会实践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终极重要的意义。人类必须在社会实践中得到培养、教

育、成长和发展。青年教师参加社会实践是教师自我教育、健康成长和提高自身素质的客观

要求，是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客观需要，也是办好教育的普遍规律所在[1]。为了切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CHSSR 2016)

© 2016.  The authors –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0517



实加强青年教师综合素质的培养力度，努力提高青年教师专业教育的实践能力，鼓励青年教

师积极创新教学方法，笔者所在院校为教师提供了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得益于学校先进的管理措施和政策支持，笔者于某市环保部门参与了“某河流域生态湿地建

设”项目的部分工作，在实践生产中不断调查与深入总结，并将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与更加贴

近民生的思考模式应用于科研与教学中，笔者深刻体会到高校青年教师参加社会实践对其职

业素养的提升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2．社会实践助力青年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 

广义上而言，教师的社会实践主要指教师通过多种手段直接参与社会生产的过程。社会

实践是提高高校教师综合素质的需要，是教师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教师自我专业成长的

需要，也是是教师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 

2.1  社会实践是青年教师将知识技能转化为教学能力的重要途径 

有好的老师，才能有好的教育质量，教育质量的提高又在于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这充

分体现了教师的教学能力在培养人才方面的重要作用，而青年教师已经成为高校教师队伍中

的一支生力军。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是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目标，而高校

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虽然拥有思想活跃，敢于创新的优势，但大多数由于从“学校到学

校”，基本没有参与过工程实践项目、企业经营管理项目和教学实践训练，业务素质和社会

实践经验欠缺，导致经常照本宣科，在课堂上很难将理论知识与实践联系起来，把学科知识

转化为可消化的教育知识，教学能力普遍比较弱，难以让学生接受新知识，引导学生实践、

创新更无从谈起。Elbaz提出教师特有的“实践知识”是由一定的实践情景塑造的，也为这一

实践情景服务，Lave的“情景知识”论亦指出知识是实践者在对他们所工作的具体环境的回

应中发展起来的[2]，有研究认为正是由于教育者们和教师自己忽视了从生活中获得教育知识

及其对教育行为的深刻影响，因此不能够使得那些系统的或新的教育理论知识真正地转化成

实际的教育行为。多个国家在教育专业认证关于师资队伍的通用标准中明确规定要有适当比

例具有相关经历的专职教师，有一定数量的企业或行业专家作为兼职教师，社会实践成为高

校教师知识和技能外化为教学能力的前提条件之一。随着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时代的到来，

积累社会实践经验、提高专业教学实践能力成为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 

2.2  社会实践是青年教师充实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的重要手段 

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是对人类社会本质的科学揭示。实

践是人类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活动，也是人类成长的根本途径。通过在实践中从事研

究及在研究中参与实践，教师可以创造出对教学更有意义的理论与方法，从而达到提高自身

教学能力的目的。在这次实践活动中，笔者切实体会到了个体的实践活动对能力发展所起到

的积极影响。通过积极参与实践单位承办项目的论证调查、数据采集、信息分析、方案设计

和合作研究等，笔者搜集并掌握了该领域的发展现状、前沿科技和成功案例，使课堂中的理

论教学内容有了更加丰富的实例素材。作为提高教学能力的载体，这次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助

力实践参与者及时掌握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及在生态修复工程项目中的具体应用，基于

此可进一步调整教师的教学内容，有助于完成从教学理论到教学能力的转化，是教学理论的

拓展和体现，从而可以向学生传达最新的知识和技能，更加准确、生动的进行现场教学，达

到提高自身教学能力的目的。 

2.3  社会实践是青年教师指导实践教学、培养创新性人才的坚实基础 

教师社会实践可以推动教师自身实践教学能力的提升。20世纪著名思想家奥尔特加指出：

大学教育需要与公共生活、历史事实以及整个现实环境保持接触，必须对其所处的整个现实

环境开放，必须投身于真实的生活，必须整个地融入外部环境。这说明大学教育需要广泛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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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社会接触，才能保持持久的生命力。作为缺乏社会实践经验的青年教师，只有通过参加不

同层次的实践和科研活动才可以了解掌握工程实践的各个环节，掌握对于一个实际工程和项

目来说具体的实施顺序和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等等，作为理工学科的教师更需具备在相关科

研及企事业单位工作实践的经验，如此才能指导学生学习了解该学科领域的实际运作模式和

程序，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把学科知识转化为教育知识，将本专业领域的知识要点结合社会

实践以若干简单易懂的形式表达，使学生更容易接受。在本次实践活动中，笔者亲自参与了

实验室分析、现场勘查和方案规划等具体工作，积累了与教学和科研相关的实践资料，有利

于结合生产实际编写具有较强针对性、实用性的实践教案和制作教具，培养了对实践教学工

作的热情，有利于改进教学方法并建立与实践教学各个环节相适应的课程体系。青年教师需

要在社会实践中获得思想陶冶和能力拓展，从而才能在教学实践中得到教学指导和智慧火花

的碰撞[3]，青年教师加强对实践教学的认识并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才能切实提高其实践动手

能力，为培养具有综合实践能力的创新性人才夯实基础。 

3．社会实践助力青年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 

“教师即研究者”已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理念，而社会实践则是提高教师科研能力和水

平的有效途径之一。以社会实践作为桥梁，开发、利用和整合社会资源与学校资源，是教师

认识社会、理论联系实际、把握学术发展趋势，促使自我科研能力提高的重要形式。社会实

践能够促使青年教师走出“象牙塔”，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结合实际问题，开展科学研究。 

3.1  社会实践有助于青年教师准确把握科研方向 

本次笔者所参与的生态湿地修复项目，以努力把所在城区建设成为“山海水相连、岛城

绿相拥”的生态城市为目标成效。项目的实施将推进城区环境的全面改善，保障全市人民的

饮水安全，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促进建设富有滨海特色生态城市的理念。在社会实践中，

笔者切身体会到，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发展脉搏的把握，是科研立项与完成课题的前提

条件。问题是研究的逻辑起点，科学研究往往是从发现问题开始的。教师要锻炼自己独特的

眼界和发现机遇的能力，没有崭新的思维哲学，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难实现的。教师只有主动

投入社会这所大学校中，深入科研、生产第一线，才能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发现急需解决的

疑难问题，开展有价值的学术研究。 

3.2  社会实践有助于青年教师自主创新开展科研工作 

选择合适的技术是项目可实施的前提和关键，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的重要途径。创新理念是高等教育的灵魂，创新教育是现代教育的核心，在完成培养创新

型人才任务的过程中，教师作为关键因素，必须具备相应的创新能力。高校教师的科研创新

主要是指其把握学科发展的前沿领域，以科学知识生产为目标，对科研活动所必需的主要人

员、实验技术装备、图书情报系统、科学劳动结构等基本要素进行优化组合，建立起效率较

高的科研活动系统，采用新的科研方法、开辟新的学科领域、获得具有突破性成果的过程。

高校教师科研创新能力则是使得这一创新过程获得实现的能力[4]。以本次笔者所参与的河流

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项目为例，课题的方案设计首先要根据治理流域的现状及所要实现的治

理目标进行规划，遵循生态性原则、综合性原则、整体性原则，贯彻经济性与可靠性并重原

则，因地制宜，节省投资，突出效果，统一规划，同时合理兼顾运行操作条件和管理维护条

件。此外还要结合对当地生态环境质量现状的调查，参阅大量国内外先进技术资料，经过学

习借鉴、消化吸收实现自主创新，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通过这些工作经历，实践参与者可以

建立更系统的科研理念，对项目课题的宏观把握和立题根本有了更为具体的认识，为项目课

题的组织协调和经费的预算管理总结积累经验，这样不仅拓展了科研视野，培养了科研意识，

而且大大缩短了创新时间，降低了创新风险，使实践参与者的科研自主创新能力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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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社会实践有助于青年教师全面提高科研能力 

教师的科研能力是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一系列过程构成的。社会实践促

使教师深入科研生产第一线，洞察社会发展建设的新动向，捕捉有研究价值的实际问题；在

实践过程中学习研究，总结归纳，逐渐锻炼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是一所大学，

有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科研资源。开展的社会实践形式越多，我们对社会的了解就越

全面，获取的信息量就越大，思维就越开阔，科学研究的视角就越丰富。目前，科学研究的

发展趋势之一是“研究的重点向现实问题的转移”，现实问题是教师开展研究的主战场。对

来源于社会实际且有一定规模的课题，仅仅靠教师的闭门造车是无法完成的。通过社会实践，

与对口单位建立良好的合作研究关系，为高校教师开展合作性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形

式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有利于提高研究课题的实用价值和研究高度，为教师科研意识

的养成和科研能力的形成提供了平台。研究表明，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教师，无论是其所得

资金资助项目的数量，还是出版物的数量都比那些不从事社会实践的教师多。 

4．社会实践推进交流合作与实践基地建设 

单一化、灌输性教学方式是单纯的课堂理论教学长久以来的方法模式，而校内空间有限

的实验课程中，学生也是在教师设定的范围内机械地完成操作，缺少主动积极的思考。现代

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培育能够适应社会市场需求的综合性人才，提高教师的对学生实践活动进

行科学计划指导的能力，建设规范的实践教学基地并提供可靠的实习用人单位是高等学校完

成这一使命的必由途径，而实践教学基地缺乏成为制约大学生实践能力的瓶颈之一。加强高

校与市场和社会的结合，建立能够真正起到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基地，提供能安排学生上岗

并进行认真指导的单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高校教师积极进行社会实践，与

实践单位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能够为高校实践教学开辟广阔的空间，并以此促进高校实践

教学社会支撑体系的建立，促进高校实践、实习教学的专业化、中心化、综合化和开放式管

理[5]。而高校与有关企事业联合建立教学实习基地，可以让更多教师有机会深入到企业，参

与技术创新或课题研究，从而在具体生动的社会实践中培养和提高教师的创新能力，教师在

自身实践的同时，可带领学生共同参与，实现学生与实践单位双向选择，为学生争取就业机

会。学生通过以就业导向为实质的工学结合，可以为学好专业课程打下良好基础，以此达到

良性循环的效果。 
此次实践单位直属市环保部门，在环保技术服务工作当中，凭借自身实力和先进技术开

拓了广泛的业务市场，拥有开阔的实验工作场所，具备环境监测、分析化验、工程设计、科

学研究等各类设备仪器。近年来先后承担了多项资源化综合处理工程项目和科学研究工作。

其业务对象包括各行业大中型企业，人才需求更是涵盖环境、生态、海洋、农业、食品、规

划、化工、工程、土建等诸多领域，招收与培养相关各类专业工程技术人员。此次实践过程

中，笔者除了了解到该行业发展动态、行业标准、岗位工艺流程等，更深刻感受到了企业和

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对于以后指导学生实践与就业是一个重要的依据。此外，这次实

践更密切了学校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交流沟通，可通过联系寻求合作项目，帮助企业解决技术

或科研管理等难题加强联合，进而寻求在联合培养、实践教学和毕业生实习等领域的合作。 
笔者所在院校自成立以来，坚持“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办学机制，秉

承 “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的校训，突出学科优势和雄厚的教育资源，面向社会输

送高级专门人才，人才培养质量得到社会的认可。我校设立的葡萄与葡萄酒工程、食品科学

与工程、水产养殖学、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等重点特色学科与本次实践单位的工作内容和相

关人才需求相契合，双方的进一步合作与交流能够满足学校探索和发展新型高校在人才培养

和科技创新方面的办学理念，有助于学校高新技术成果的研发与转化。合作建设实践教学基

地，实现以学校为主导，以实践单位为依托，以学生为中心的基地管理模式及运行机制，能

够充分发挥双方各自的优势，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与人才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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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基地建设与知识创新，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为其提供创新项目研究、实现新想法的场

所，有效发挥学生自主创新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 
联合培养与实践教学基地作为产学研合作教育的桥梁和纽带，是一种把理论学习和实践

活动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教育模式。以实际科研项目为载体，企业在学生培养过程

中，得到了人力和智力支持，推动了企业科技进步，学生输送到企业按照企业的要求、思路

培养，企业可以考察选拔、吸引优秀毕业生进入企业成为企业今后长期的科研人员，增加了

企业的人力资本储备；同时学校利用企业资源，为学生的创新培养创造有利条件，并有力拓

展了人才输出的渠道，充分发挥了高校服务社会的功能。实践基地的建立，将教学实践与科

研实践相结合，突出了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及时效性，搭建起既注重科学前沿、又面向国家需

求从事科技活动的人才培养平台，解决学生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的矛盾，缩小学校和社会对

人才培养与需求之间的差距，增强学生进入社会的竞争能力。 

5．结束语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是现代大学的三项功能，培养高质量的人才，产出高质

量的科学研究成果，其目的都是为了服务社会。以信息化为标志的世界新技术革命，推动着

又一个社会转型期的到来，不断改变着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教师不再只是传授者，同时也

是学习者；不再只是施教者，同时也是研究者。 
社会实践对高校教师，尤其是刚出校门又入校门、直接进行角色转换的青年教师们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积极开展社会实践，能够促使青年教师深入认识社会，了解市场需求，在

实践中增强自身素质，培养适合于社会需要的高质量的人才；将社会实践的内容作为理论教

学活动的延伸进行补充和完善，通过实践性环节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感受和把握

社会的需要以及需要的程度，找到科研的方向和课题，提升自身科研能力，以各种渠道和形

式为社会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服务；及时发现岗位能力和素质需求，为学院人才培养目标及

学生素质、能力培养，提供具体而实际的价值坐标，并与实践单位建立深厚的感情和互惠良

好的双边关系，为拓展联合培养、实践基地和毕业生就业市场夯实基础。 
总之，社会实践能够更有效的促进现代大学三项功能的顺利实现，对于高校青年教师成

长为能够真正培养具有实践创新能力学生的实践型导师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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