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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我国现阶段实现战略强国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人才需求越来越高的今天,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更为了国内外

各行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分析对比国内外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模式,并在对比下根据我国培养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出若干
改进建议。
[关键词] 拔尖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体现,作为一项国家的重

成为领军人物并跻身国际一流的学术团队。学生选拔方面,通过多次选拔

大战略,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科学内涵。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注重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学术兴趣和发展潜能,将最优秀的的学生选入

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指出：
“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

计划进行培养。培养方式多元化,实际考虑因材施教这一概念,为学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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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种选择,在学术方面选用相关学科领域的高水平教材并高度重视基础训

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因此,在当下局势人才培养体

练,以及经常举办高水平的学术报告会及世界级科学家交流研讨会等。于

制改革,如何促进创新人才的培养,如何改善教育体制以及如何培养高

2009年将此计划实施至今,已培养数百名优秀拔尖创新人才。

素质师资团队成了教育强国战略的核心任务。“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

2.2元培学院——自主自由培养模式

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生前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提出这样一道深

作为和清华齐名的国内顶尖院校,北京大学也自2001年起正式实施了

刻的命题后,为回答钱学森之问,自2009年11月起,“基础学科拔尖学生

原名为“元培计划”的人才培养计划,并于同年启动元培计划实验班的招

培养试验计划”被提出并正式实施。自此至今十多年来,一批高水平大

生,旨在充分利用北大整体的优势和教育资源,采用新的办学模式和培养

学在不断探索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路上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做出着

方案,为国家造就未来的政治经济,和学术杰出人才。相较于清华学堂的各

大量积极贡献。

类高水平高端培养,元培学院则更倾向于改革。学分制,导师制,弹性学制,

1 拔尖创新人才

及自由选择专业的这几项特点下体现出了对人才个性化的政策放宽,使学

创新人才首先是全面发展的人才,且富于独创性,具有创造能力,拥有

生可以在低年级时期自由发展个人特长以及对未来职业追求上的需求。

创新的思维意识精神知识以及能力的人,并可以通过自己创造新劳动对社

“加强基础,淡化专业”为元培计划与其大学十年制的构想是相匹配的,

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创新成果及贡献的人。拔尖创新人才,并

将本科作为通识教育的强化,淡化学生在学习生涯中过早受到专业隔膜的

不止局限于富有各种能力和特性,而同时在某些领域特别是科学技术及管

限制 。通识教育的培养也是近年来国内外高校着重考虑提高学生的一个

理领域,有强烈的事业心及社会责任感,为国家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我国

重要部分,主要由于对于通识知识的掌握可以大大提高一个人人类文化及

特别指在世界领先的带头人和杰出人才。本研究中的拔尖创新人才特指在

精神层面的理解。

国内外大学中被选拔出的少数拔尖高水平学生,且同时接受着智力培养及
创新能力的发展,本研究中国内示例拔尖创新人才特指接受“基础学科拔
尖学生培养实验计划”指导下的学生。

[1]

导师制和弹性学制的引用也同时跟国际接轨,世界顶尖高校不乏有同
样施行此类制度的,如14世纪初起源于英国牛津、剑桥大学的“新学院”。
2.3四川大学吴玉章学院——国际化培养模式

为契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未来企业对人才的需

成立于2006年的吴玉章学院,作为四川大学对优秀本科生实施“拔尖

求方向来看,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属于必然趋势,而在如今社会发展如此迅

计划”的荣誉学院,以强化责任、夯实基础、鼓励创新、重视实践、深化

速地时代背景下,在教育上必须加深改革的力度,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

交流”为人才培养基本原则,以造就高素质的拔尖创新人才培为目标,同样

不断地尝试新的教学模式及理念,才可以让培养创新人才的速度加快与世

采用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方式,使优秀学上的个性发展和潜能的得到充分发

界经济齐头并进。

掘并今早脱颖而出提供着良好的发展空间。对学生实行着滚动淘汰制管理

2 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的同时,主要专注于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大部分课程采用双语教学,“四川

创新人才如今的定位在于遇到问题时可以用创新的思维方式去分析

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联合培养班”为四川大学的独特培养计划深扣《基

解决问题的人才,就我国目前的教育形式,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式方法

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中指出的深化国际合作的改革重点任务,

上与其他国家稍显不同,不同高校培养方法上的不同因国情而不同,因我

为学院学生提供多种国际交流机会,如海外研修,实习,交流计划等实践机

国实际发展情况而设计,也在十数年间不断完善和改革为国家培养更多拔

会。侧重于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同时,也使学生更适应国际平台的交流及经

尖创新型人才而做出贡献。

济全球化的趋势。

2.1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学术主导培养模式

3 国外顶尖创新人才培养方式

旨在充分发挥已有的各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办学经验的基础

国外在高等教育领域相较中国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较为有经验。

上,选择若干具有高水平学科基础的专业,从而选拔优秀的本科生,进一步

就当下世界经济的形式逐渐趋于全球化发展。中国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

优化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为其提供配备一流的师资及学习条件并创造一流

断地在发展改革教育体制,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与

的学术氛围环境,促使学生充分发展创新能力,努力使进入该计划的学生

此同时不可或缺的就是和国际接轨,国内外顶尖创新人才培养在历史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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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直都是以相似的目标而进行的。

对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和对比,我国目前对拔尖创新人

英国的研究型大学以及美国的荣誉学院都是在高校体制中注重与时

才培养模式上还需要照顾到：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这三大要

俱进地寻找创新和高素质人才进行培养,满足于其国家的和社会的多种需

点。而结合现有的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可以反思出以下对高效培养

求,培养目标的特征与我国相似：具有出众的学术能力,突出的创新能力,

人才的制约因素：

卓越的领导才能、创造才能等的高校学生。其培养以上类型的全能人才,

4.1个性化发展在实际操作层面无法完全落实,且评价方式过于单一

实质与我国培养的拔尖创新人才本质并无区别,都是为了培养出可以在世

在我国大部分实行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的高校中,个性化发展为培养重

界各领域的杰出人才和领头人,成为世界各国极受肯定的优秀新型人才。

点,实而在实际操作中,培养学生各方面的学术成就仍旧是重中之重,包括

3.1美国荣誉学院

科研成果,各类竞赛成绩,论文发表数量才是衡量学生是否成为创新人才

美国作为全球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大

的重要标准。主要表现出的特点就是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时,显得功利性

众化的同时,通过设立荣誉学院(Honors College或Honorary College)及

过强。过度的追求成绩,从而忽略了培养创新人才所需要的开阔自由的研

发放荣誉学位(Honors Degree)的荣誉教育(Honors Education)的实施,

究环境,以及通识教育无法全面落实在日常教学中,使得部分拔尖创新人

创造了美国独特的精英教育,为美国科技发展和人才强国战略提供了大量

才培养变成了变相只为提高成绩的“开小灶”。

拔尖创新人才。作为美国独有的个性化人才拔尖教育模式,在美国多数综

4.2学生压力过大

合型大学的本科教育阶段都设有荣誉学院,并在其国内拥有“全国高校荣

如今就业形势严峻,不少高校学生压力十足,根据复旦大学张镭博士

誉教育理事会”等机构,荣誉学院是美国特有的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

2019年的研究中表明,研究对象中有29.7%的学生心理健康评估状况为较

养模式。美国大学的荣誉课程(Honors Program)不是专业课程,在学生毕

差,而大部分的受访学生都表示充满了压力且不知如何排解 ；作为拔尖

[2]

业后不仅可以获得所学专业的学士学位,而且还可以获得荣誉学位 。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美国就已出现荣誉教育的雏形,其实质就是
面向优等生专门开设的课程,课程内容同样包括大量的通识知识,于此同

[6]

创新人才,被视为尖子生和佼佼者的学生更是会充满了压力,一方面因为
被寄予厚望,一方面在我国高校学生普遍不明确如何排解压力的背景下,
如果不知如何排解压力则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和负担。

时以学生为主体,因材施教鼓励学生创新互动和开发,并积极为学生提供

4.3传统教育方式的抑制,教师团队观念滞后

各类个性化教学活动。小班授课,细密的课程体系,以及多样的学生福利都

我国传统的教育方式主要是应试教育,这使得学生走出校门后与社会

是美国荣誉教育的特征。意义在于在学生可以通过自身情况和个性来调整

严重脱轨。成绩的高低限定了学生的成功与否,这也造成了在拔尖人才计

开展学习,与此同时也在调动着学习兴趣并提供着更多个性化发展的机

划实施时仍旧与传统教育模式有共同点,便是由成绩决定是否入选以及培

会。使得荣誉学院的学生可以在充分自由、民主的学习氛围下发挥最大程

养的结果。而高校教师团队也大部分在应试教育下被培养出来,也导致了

度的能力,实现自我发展。

教师观念上仍旧趋于传统教育模式,使得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上略显吃力,

3.2英国的研究型大学

所以培养一波相对具有创新观念且拥有海外学习生活经验的教师则变得

英国的罗素集团作为英国24所顶尖研究型大学的联盟,使命重大,承

尤为重要,以便于在培养创新人才的同时可以不再像传统模式一样,无限

载着培养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和各类“领头人”的重任。英国与美国不同之
处在于没有特别指明出哪些学校属于专门培养拔尖人才,而是拔尖人才大

的依赖于理论知识而偏向于创新和发散思维。

5 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进方法提议

多选择了罗素集团的研究型大学。14世纪创立于牛津大学的“新学院”是

面对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存在的各种难题和困境,各个高校应积极响应

最早期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摇篮,美国的荣誉教育同样是取经于牛津大

国家号召,在实行人才强国的战略下学习进步,顺应培养人才的主流趋势,

学。进入19世纪之后大部分大学已经开始实行了学分制,以学分来决定一

寻找到正确的教育模式并逐步完善。

个高校学生最终取得的学位,而牛津大学通过分为荣誉考试和普通考试,

5.1重视个性化培养

来决定和考察一个学生的能力,学生有自主选择的能力,且两个考试难度

个性化培养的重视等同于在深化实施“因材施教”。每一个学生都是

相差甚大,选择并通过荣誉考试的学生便是当时通过考试筛选出的拔尖人

独立而不同的个体,在发展成长过程中,教师应针对不同的学生而制定不

[3]

才。自牛津大学创立以来已培养出28位英国首相 ,若干名国际领导人,55
[4]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及奥运会等各大体育赛事的奖牌得主 。
大学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要专注于培养人才而英国研究型大学的首要

同的教学方式,接受个体间的差异,从而进一步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
高校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同时应考虑到学生的兴趣及长处,而不是一味
地将学生培养成论文撰写机器和考试门门满分的书呆子。学生间个性的差

使命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罗素集团的八大目标中最重要的第一条就

异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给了高校在教育的同时发展他们兴趣爱好的机会,

是：充分激发学生的潜能,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创新精神的领导人才。同时

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而设计多样的教学活动和课外活动,可以使课程体系

罗素集团也称：英国是创新和大学与企业合作的领导者,我们的优势源于

多样化并逐渐摒弃传统教育中死板的填鸭模式。

[5]

我们世界一流大学的出色研究 。以牛津大学为例,很多中国的大学也在

5.2提高教师创新素养

学习他们的一点就是牛津大学最大的特点“导师制”,学生的导师团队由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属于：老师教什么,学生学什

研究人员组成,在各领域有卓越建树,导师制的特点是每周会与导师会面,

么。缺乏创新,一味地遵循教材上一尘不变的内容。然而想要培养拔尖创

展示自己的研究,周而复始,每一次的会面都会对他们的学习成果进行分

新人才,教师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教师的能力决定了学生的质量,能否培

析讨论,也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成绩同样导师也会在生活上对他们进行指导

育出拔尖创新人才,取决于教师是否有这样的能力,是否有足够创新的意

更进一步提供给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机会,完成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现代教

识。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中也指出大师引领的重要性：汇聚

育流程,建立“导学”关系。

热爱教育、造诣深厚、德才兼备的学术大师参与拔尖人才培养,通过学术

4 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制约因素

大师言传身教,加强对拔尖学生的精神感召、学术引领和人生指导,让学生

就《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提出的

通过耳濡目染激发学术兴趣和创新潜力。所以在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的同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5

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3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创新档案管理理念实现档案管理信息化
付欣
白城市社会精神病院
DOI:10.32629/er.v3i6.2885
[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各个行业信息化建设水平均得到有效提升。在现代化发展中,信息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

各个行业发展的主流趋势,档案作为值得保存的历史文件,作为信息的重要载体,档案管理工作水平对于档案利用具有重要影响,而档案管理信息
化建设是提升档案管理工作水平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 档案管理；创新；信息化
档案管理一直都不受重视,导致其发展比较缓慢,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1.2资源共享更加方便和快捷

档案记录着非常重要的信息,应该受到重视。当前,档案管理还是利用人工

新的档案管理方式也使资源共享更加方便,想要搜索档案只要在网络

收集、整理、保管档案,人难免有失误的时候,可能会丢失、漏掉一些档案,

上搜索就可以找到档案信息,十分方便、快捷,档案管理的信息化使资源共

为了提高档案的管理水平,应该使档案管理走向信息化,档案管理信息化

享更加快捷。而传统的档案管理,因为档案管理是纸质的,查阅不方便,没

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又有很多的优点,实现档案管理信息化,方便信息、

法进行资源共享,并且档案管理的内容不可以复制,所以要查阅档案要去

资源实现共享。

档案管理部门,这样十分复杂。传统的资源管理,档案资源的传递以及共享

1 档案管理信息化的优点

的困难较大,因此多数价值较高的资源都处于闲置状态,造成了资源的浪

1.1有利于提高档案管理效率

费,也造成了我国资金的浪费,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信息化进程可以提高

传统的档案管理方式十分复杂而且速度较慢,因为输入与管理档案信

资源的利用效率,人们运用资料和查找资料也更加方便,档案管理部门将

息全部需要人力,人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导致传统的档案管理方式的可

现有的档案进行系统管理,并且不断提高管理系统的完善性,同时将档案

靠性不能得到保障。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为档案管理方式

管理系统利用网络实现资源的共享,提高了档案资源的利用率,同时可以

提高了技术保证,档案管理方式可以摆脱传统的人工管理,创新管理方式,

通过共享平台来完善目前自己现有的档案资源,提高资源的完善性,提高

实现管理的信息化。只需要在计算机上输入,就可以录入和找寻到档案,

了资源的共享效果。

十分快捷,这样提高了档案管理的效率,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传统的

1.3信息保存更加持久稳定

档案管理工作主要是手工管理,因此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常常出现

传统的档案管理是纸质档案,随着时间的增加,纸质保存起来比较困

漏写或者漏抄的现象发生,影响了档案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同时由于档案

难,一定时间后还需要修复,而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计算

管理工作对于用笔以及笔迹有着严格地要求,因此对于人员的要求比较高,

机网络的存储为档案信息保存的持久性提供了保障,可以不受保存时间的

不利于档案管理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档案管理工作的信息化进程,可

限制。

以有效地提高档案管理工作资料搜集、浏览、分类以及查阅的快捷性和简

2 档案管理信息化带来的挑战

单性,也提高了档案资源传递的效率,提高了档案管理人员的办公效率。

2.1网络媒介影响档案管理的保密性

时现如今也需要提高教师团队的创新能力,教师具有走在国际前沿教学观

一味的墨守成规必然会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人才强国战略和各高校的拔

念和实践动手能力,才能够实时地解答培养创新人才时可能遇到的新问题,

尖计划的具体实施在教育改革中起到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各高校应加大

为人才培养的环境进行提升。

创新意识的培养,为国家提供更多高素质的创新人才。

5.3改革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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