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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outward bound training and "soft power" theoretically,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ocial needs and "soft power" pres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ink that 
outward bound training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soft power", it shows that the outward bound 
training has a good effect in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y and morality,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social adaptatio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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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训练与大学生“软实力”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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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拓展训练以及“软实力”进行了理论分析，结合当前社会需求以及大学生“软

实力”现状，对拓展训练提升大学生“软实力”进行了思考，表明：拓展在培养大学生的思

想道德、心理素质、社会适应、创新等方面具有良好效果。 

关键词：拓展训练；大学生；软实力；培养研究。 

1. 前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压力不断增加，大学生的“软实力”已成为实现个人价值、

服务社会越来越重要的因素。然而现实中大学生只注重学历、技能、证书等“硬实力”的建

设，而忽视了“软实力”的培养,主要表现在: 诚信意识淡薄、沟通合作能力较差、心理健康

状况堪忧等方面。因此,了解目前大学生“软实力”的现状，利用拓展训练提高大学生“软实

力”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理论分析 

2.1. 拓展训练的起源与发展 

拓展训练又称户外体验式培训，一开始主要是为了培训海员的海上生存能力、心理素质以及

团队协作能力等而设计。由于效果突出，战争结束后，该模式被应用到商业培训中，以提高

现代人的心理素质、团队协作能力等。其核心理念主要是两点即：“挑战自我、熔炼团队”，

整个训练以项目体验为基础，回顾分享为核心，总结应用为目的，是一种提高综合素质非常

有效的教育形式。自从拓展训练在 2002 年被引入高校以来，在团队建设、心理素质、社会适

应等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受到了学生的追捧与欢迎。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 300 多所院

校开展这一项目，而且还有很多高校正打算开设拓展训练课程。 

2.2.拓展训练特点 

2.2.1 综合性 

拓展运动的绝大部分项目既有体力付出又有智力投入，既有心理挑战又有团队协作，要想把

项目做好必须发挥团队成员每一个人的能力，各负其责，全力以赴，挑战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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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高峰体验 

拓展训练注重引导学生在体验中去探索和发现真理，在实践中直接体验学习的价值。学生在

克服重重困难，艰难的完成挑战之后,会体会到发自内心的成就感和自豪感，留下难以磨灭的

记忆，获得一种难得的高峰体验。 

2.2.3 寓教于乐 

拓展训练的项目本身具有极强的娱乐性与引导性，整个活动过程中气氛活跃，效果良好，寓

教于乐。教师只是在课前把项目的规则以及安全注意事项等向学生讲清楚,然后让学生自己去

体验，去解决问题，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课后的总结中,教师也是以引导为主，让学

生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就达到了在快乐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

中进步,在进步中不断的提升自身素质。 

2.3.软实力 

大学生的“软实力”由国家“软实力”引申发展而来的，是指除了学校毕业证书等硬指标外

的个人素质，包括社会和人文属性的能力因素，外在表现则无形或隐形，难以计量和量化。

它涵盖的要素极广，包含了个人的思想道德、心理素质、社会适应以及创新等诸多因素。 

3. 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的要求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包括学历、外语水平、

计算机能力、专业技能等“硬实力”要求，也包含了职业道德、心理素质、团队合作精神、

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承受挫折能力、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等“软实力”要求，并且将其看

作是更加重要的方面来加以考查。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3972 个企事业单位中，73.8%的企

业在对员工职业技能评估中，把包括沟通、团队协作等能力在内的基本技能与专业技能同等

对待；而 8 万多名已就业的被调查大学生中，大约每 3 名毕业生中就有 1 人因沟通能力缺乏

而失去工作。大学生为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在建设“硬实力”的同时，必须努力发展就

业竞争的“软实力”。事实上，“软实力”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对大学生的

顺利求职、成功就业起着决定作用。因此，对于大学生来说，学好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要

将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尽可能地转化为专业能力，很大程度上，需要“软实力”来铺路搭

桥。 

4. 当前大学生“软实力”现状 

4.1 诚信意识淡薄 

目前大学生的诚信意识普遍淡薄。考试作弊就是当代大学生诚信度降低的一个见证，无论是

国家级考试，还是学校的结业考试，考生中都存在着作弊现象。另外一些大学毕业生为了更

好地赢得用人单位的青睐，在就业简历上不仅过分修饰自己的优点，掩饰和美化缺点，更有

甚者弄虚作假，以假充真，使大学生的形象大打折扣。此外，还有些大学生恶意拖欠助学贷

款，不讲诚信等。从整体上来说，大学生的诚信意识淡薄，诚信现状不容乐观。 

4.2沟通合作能力较差 

当前大学生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往往个性突出，思维活跃，但是集体观念淡薄，缺乏全

局意识，在团队中不善于同他人开展沟通与协作，不能很好的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据相关调

查资料显示有近 1/3 的大学生在人际交往方面有着或多或少的问题，很多大学生对别人不够

尊重，缺乏待人接物的机智与技巧。 

4.3 心理健康状况堪忧 

由于学业、就业压力的增加以及生理、心理方面的不成熟很容易造成大学生心理素质的缺陷，

如：心理承受能力差，情绪化，抗挫折能力不强甚至人格障碍等。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大学

生中因精神疾病而退学的人数占退学总人数的 54.4%，有 28%的大学生具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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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其中有近 10%的学生存在着中等程度以上的心理问题。诸多的数据和事实表明,大学生已

成为心理弱势群体。 

5. 拓展训练对提升大学生“软实力”的思考 

5.1 思想道德 

思想道德教育要想达到良好的效果就不能只是枯燥乏味的说教，而是要让大学生在参与的过

程中进行教育，只有学生真正参与进去了，他们才能有感受，才能在感受中升华道德情感，

形成道德认识。 

拓展训练就可以很好地和思想道德教育结合在一起，完成一堂道德教育实践课，使学生在体

验中去感悟、去认识，做到寓教于乐，是进行思想教育的有力武器，值得运用到做学生的思

想工作中去。拓展训练有很多项目都适合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譬如在背摔项目中，要

想很好的完成任务，背摔队员就要充分的信任自己的队友，勇敢的倒下去，而保护队员要想

接住背摔队员就要勇于奉献，有很强的责任感才行。不需要教师过多的去讲，通过自身体验，

学生就可以充分的理解信任、奉献、责任的重要性，并且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5.2 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是综合素质的基础，是大学生“软实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心理素质的提高

将有利于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现代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对人的心理素质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如果没有健康良好的心理素质，不仅难以胜任挑战性极强的工作，而且自身具备的

知识和能力也会因心理原因而无法充分施展，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拓展训练有些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和看似危险的项目，对培养大学生心理素质具有良好的效果。

在一些设定的环境和氛围中，学生要克服自己的心理恐惧、不断进行自我调节、保持心态的

平和、挑战自己、战胜自己，从而塑造冷静、果断、坚忍不拔的良好意志品质。比如:高空断

桥项目对学生的自信心和心理承受能力都是一次极大的考验。但当学生战胜困难，克服了原

来以为无法克服的心理上的困难和障碍完成项目时，将会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成功感，从而实

现“断桥一小步，人生一大步”的跨越。通过在拓展训练过程中成功的鼓舞和失败的磨砺，

可以使大学生在不同的体验中了解和正确把握自身心理发展规律，正确对待成功与失败，正

确认识和评价自己，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提高自信心和承受挫折的能力， 提高适应社会发

展的“软实力”，从而形成坚毅的心理素质。 

5.3 社会适应 

 大学生的社会适应主要表现在人际关系上。大学生往往不善于进行沟通和团队协作，人际

关系问题是大学生校园生活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拓展训练在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提升方面具

有其他项目无可比拟的优势。拓展训练一般都是以团队的形式来进行的，在完成的过程中团

队成员需要进行充分的沟通，在沟通的基础上明确各自的任务和职责，然后进行分工协作，

把大家的力量形成合力,来共同面对困难，迎接挑战。从而有效的锻炼学生的沟通、协调、计

划、决策、组织、管理能力。 

拓展项目，如“七巧板”、“驿站传书”、“双解码”等，要想成功完成必须依赖于全体队

员之间的交流、沟通、共同努力和协调行动。通过不断的实践，学生们会逐渐产生共同的责

任感和认同感，从而培养其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及沟通能力，使参与者在不知不觉中经受团

队精神的洗礼，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 

5.4 创新能力 

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大学生“软

实力”的核心元素。目前大学生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往往有很强的思维定势，这些惯常思维影

响了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大学生整体素质提高的一大障碍。 

拓展训练通过人为的设置思维定势、平面立体思维的转换、举一反三的培训方法，使大学生

充分认识到改变思维定势的重要性，很多拓展项目，都是为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而设计的，如：急速六十秒，在活动过程中老师不会教学生怎样去做，学生在书本上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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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这样的知识，要完成这些任务只能靠自己，靠团队的共同努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迫

使学生积极的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这时学生就会发现，原来自己的

思维是那么具有创造性，自己还有那么深的潜力可挖。老师可以向学生不断提出挑战，并不

断的启发学生去突破思维定势，去思考新的方法，让每名队员都开动脑筋策划合理的方案。

在这个过程中就很好的锻炼了学生的创新思维与能力，可以说拓展训练给了大学生一个激发

自己创造性思维的空间，一个培养自己实践动手能力的场所。 

实践证明，在高校开展拓展训练是提高大学生“软实力”非常有效的途径，是必要的，也是

可行的。拓展训练将有利于推动传统教育模式的改变，更好地培养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

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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