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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实践能力包括一般实践能力、专业实践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每种实践能

力都由知识和相应技能两大基本要素构成。实践能力形成的心理机制可以概括为知识向技能

的转化、内化与迁移的过程。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 应包括转变师生的传统观念、创设多样

化的实践活动环境、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模式及创建多元的实践共同体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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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olleg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HE Wan guo, QI Xin gui

(Of f ice of A cad emic A f f air s , Chongqing Univer sity of A r ts & S ciences , Chongq ing 402160, China)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pract ical abilit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 ee kinds, such as gen

er al pract ical ability, professional pract ical ability and integrated practical ability. Each o f

pract ical ability is formed by know ledge and its corresponding skill. In the perspect ive o f

psycholog y,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pract ical abil ity can be concluded as the pro cess o f

t ransformat ion, internalizat ion and transfer f rom know ledge to skill. T o improve col leg 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such tact ics should be employed as follow s, changing faculty and

students tr aditional ideas, creating multiple practical environment, adopt ing tar get oriented

teaching model, and fo rming the mult i component pract ic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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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关于深化教育改

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指出: ∀实施素

质教育,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

点#。2009年 1 月 4 日, 温家宝总理在国家科教领

导小组会议上也指出: ∀现在, 在教学中我们比较注

重认知,认知是教学的一部分,就是学习∃∃学和思

的结合,行和知的结合, 对于学生来讲非常重要, 人

的理想和思维, 老师是不能手把手教出来的, 而恰恰

理想和思维决定人的一生。# [ 1]虽然不同类型的高校

已进行了一些探索, 但在我国大学教育实践中, ∀重

认知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的现象仍较突出,大学

生的实践能力不强,已成为影响学生就业、社会适应

和创造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有效地提高大学

生的实践能力,不仅是困扰高校教育工作者的一大

难题,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本文拟对实

践能力的涵义、结构、形成机制进行探析, 并提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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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培养策略。

一、大学生实践能力的涵义

实践能力是一个使用频率高而研究较少的概

念,学术界一直偏重于对认知能力的研究,对实践能

力鲜有涉及。在国外, 加德纳提出的智力概念与实

践能力相近,他指出: ∀智力是在某种社会和文化环

境的价值标准下,个体用以解决自己遇到的真正难

题或产生及创造出某种产品所需要的能力。# [ 2]
在国

内, 傅维利、刘磊、吴志华等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

吴志华、傅维利认为: ∀实践能力是个体在生活和工

作中解决实际问题所显现的综合性能力, 是个体生

活、工作所必不可少的; 它不是由书本传授而得到

的,而是由生活经验和实践活动磨练习得的。# [ 3] 刘

磊等人认为: ∀实践能力就是对个体解决问题的进程

及方式上直接起稳定的调节控制作用的个体生理和

心理特征的总和。#[ 4]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 笔者认为,实践能力是相对

于认知能力而言的, 是运用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这个概念包含了四层意思:第一,相对于认

知能力而言, 实践能力是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

二,实践能力活动的对象包括生活、工作和社会活动

等各个领域;第三,实践能力的形成是个体在后天实

践中习得的;第四, 运用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主体参与式实践活动是实践能力形成的本源, 策略

性知识的创造性运用对形成创新能力至关重要。

二、大学生实践能力结构

1.大学生实践能力的类型结构。

在大学里, 学生是分专业进行学习的,每个专业

的学生都必须掌握多种实践能力, 概括起来, 这些实

践能力包括一般实践能力、专业实践能力和综合实

践能力。

( 1)一般实践能力。一般实践能力是指各专业

大学生必须掌握的一些适应当前和未来职业活动、

生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基本实践能力, 主要包括独

立生活能力、环境适应能力、交往合作能力、语言表

达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和外语应用能力等。

( 2)专业实践能力。专业实践能力是指完成某

种职业活动所必须具备的实践能力。由于每所院校

的每个专业培养目标定位不同,因此,每个专业的学

生的专业实践能力要求是不一样的。如工科类专业

学生需具备绘图能力、实验能力、设备仪器使用能

力、加工操作能力、数学运算能力、设计能力等专业

实践能力;教师教育类专业学生则需具备教学设计

能力、课堂教学能力、班主任工作能力、语言表达能

力、板书能力、教育技术使用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

尽管如此,但都可以采用∀分析职业标准 & & & 确定实

践能力标准 & & & 分解实践能力标准 & & & 确定实践能
力单元#的基本思路来确定。

( 3)综合实践能力。综合实践能力是指完成复

杂任务和解决新问题所具备的实践能力。完成复杂

任务和解决综合问题常常涉及技术、经济、社会、环

境、心理等各种问题,不仅要综合地运用一般实践能

力、专业实践能力和本专业的知识,还要运用跨学科

跨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如香港理工大学工业中心为

机械制造工程专业开设∀ 面向产品快速开发的综合

训练项目# [ 5] , 其训练重点是快速产品开发核心技术

的集成应用,让学生完成从概念设计到实际产品制

作的一个完整的训练过程, 使学生从中获得 CAD/

CAM、CN C、快速成型、快速加工等实践机会。综合

实践能力具有多学科知识运用的综合性、解决实际

问题的实战性和一定程度的创造性等特点。

上述三种类型的实践能力是相互联系、相互促

进的,其不同的组合将形成不同结构、不同水平的实

践能力。其中一般实践能力是基础, 主要解决基本

适应问题;专业实践能力是核心,主要解决职业适应

问题;综合实践能力是关键,决定能否创造性地解决

复杂的不良结构问题。

2. 大学生实践能力的要素结构。

任何一类实践能力都可以分解成几种具体的实

践能力,每种具体的实践能力都由相应的知识和技

能两大基本要素构成。知识不仅包括显性知识, 还

包括缄默知识;技能包括动作技能和智力技能。

( 1)显性知识和缄默知识。显性知识对实践能

力形成的作用,人们早就有所认识,而缄默知识对实

践能力形成所起的作用, 则是近年来随着对缄默知

识的深入研究才逐步认识到的。

所谓显性知识( explicit know ledge)是指能言传

的、可以用文字等来表述的知识,包括陈述性知识和

程序性知识。它是实践能力的基本构成要素。

所谓缄默知识( tacit know ledge)是指不能言传

的、不能系统表述的那种意会的知识。它是实践能

力中重要而又最难获得的构成要素。在解决现实问

题的实践活动中, 仅仅具有显性知识是不够的, 还要

运用显性知识的实践过程所积累的经验、体验、感悟

等缄默知识。在实践活动中获得的关于某事物和处

理某问题的体验与经验的积累、反思和提升,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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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个性化解决问题的策略

或技巧,这可能会使主体在认识新事物、解决新问题

时出现灵感,产生创意。有学者断言: ∀在通往成功

的道路中,隐性知识的作用远远大于显性知识。# [ 6]

缄默知识不仅重要,而且其获得的途径不同于显性

知识, 有其特殊性。缄默知识物化在产品的生产过

程和服务中,根本无法在书本中找到,也很难通过正

规的教育渠道加以传递和掌握, 只能靠个体在实践

中摸索、顿悟以及同行之间在工作过程中随机的交

流和切磋来获得。
[ 7]
缄默知识获得的途径有两条: 一

是在实践中通过试误来摸索, 或者是在运用知识与

技能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 通过反思、体悟而获

得;二是在实践共同体的活动过程中, 通过协作、对

话、意会、模仿和反思来获得。前者是低效的、漫长

的,有的是难于掌握的,后者相对来讲, 是高效的、快

捷的,易于掌握的。

( 2)动作技能和智力技能。技能是实践能力的

又一类构成要素。∀技能是在练习的基础上形成的,

按某种规则或操作程序顺利完成某种智慧任务或身

体协调任务的能力。# [ 8]
技能的形成与程序性知识、

实践活动(练习)、他人的帮助等因素有关。无论是

智力技能还是动作技能, 都需要以某种规则或操作

程序(即程序性知识)为活动定向,程序性知识的作

用是显而易见的; 他人的示范与指导是技能获得的

重要外部条件,这里也有教师和同伴所拥有的缄默

知识向学习者的流动和转移,这是技能获得的捷径;

实践活动(练习)是形成熟练操作的基本方式,练习

中所获得的动觉经验、亲身体验和真情实感,其实是

缄默知识的内化, 是技能获得的关键。

知识学习主要解决知不知、懂不懂的问题, 掌握

技能主要解决会不会、熟不熟练的问题,技能是在运

用显性知识和获得缄默知识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

的,因此,知识、技能是实践能力的基本构成要素。

三、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形成机制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条件下, 实践能力是通过观

察 & & & 模仿、尝试 & & & 错误而自发形成的,班杜拉的

社会学习理论和桑代克的试误说可以解释其形成的

机制。不同职业形成不同实践能力。如医生对病情

的诊断能力、体育运动员的运动能力、优秀教师的教

学能力等。但对于大学生而言, 他们的主导活动是

学习,在没有职业劳动者所具有的职业实践活动条

件下,他们的实践能力是怎样形成的呢?

在教育条件下,大学生实践能力是知识、技能在

三种水平的运用条件下形成,其过程见图 1。

图 1 三种水平的运用实现知识向技能和问题解决策略的转化

1.第一种水平的运用实现知识向技能和问题解

决策略的转化。

在具有丰富缄默知识的教师指导和同伴的影响

下,大学生将获得的显性知识加以实际操作运用, 不

仅仅是巩固了显性知识, 获得某种技能和问题解决

的策略,而且通过体验、感悟, 获得了缄默知识,同时

实现了他人所拥有的缄默知识向自己的转移。这种

水平的运用,其关键条件是: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能力强的教师和熟练的同伴、提供技能训练的适宜

环境条件。

2.第二种水平的运用是反复运用, 形成熟练技

能与思维方法。

已获得的技能, 经过多次实践、强化训练, 达到

自动化的熟练程度;问题解决策略反复运用,形成具

有个性特色的思维方法和解决问题的风格,同时实

现缄默知识的内化。这种水平的运用, 其关键条件

是:学生进行独立的实践训练和教师指导学生不断

地修正错误。

3. 第三种水平的运用是综合运用, 解决复杂的

不良结构问题。

将已掌握的多方面的知识、多种技能和思维方

法综合运用于解决现实情境中复杂的、不良结构问

题。其内部心理机制是知识、技能的迁移。这种水

平的运用,其关键条件是: 多种相关知识、技能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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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方法灵活而创造性地运用。

大学生实践能力形成的心理机制可以概括为知

识向技能的转化、内化及知识技能的迁移过程。如

果知识不转化为技能,技能不达到熟练程度, 策略性

知识不能转化为思维方法,知识、技能与思维方法不

会灵活地运用于新的情境或解决实际问题,那么, 大

学生的实践能力也就不能形成。

四、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策略

1.根本转变师生的传统观念。

∀重认知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的观念是师生

长期以来形成的, 习以为常的,甚至是根深蒂固的,

加之,相对于将知识转化为技能和培养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而言, 教师传授理论知识和学生记诵知识

是很轻松的事情,因此,转变师生的传统观念是一大

难题。破解此难题的关键是要充分认识实践能力培

养的重要性。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同志在第二次全

国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要

大力加强实践教学, 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

知识来源于实践,能力来源于实践,素质更要在实践

中不断提高。#通过广泛的讨论、交流和深入的实地

考察等方式,让广大师生充分认识实践能力培养的

重要性、紧迫性,有利于促进师生观念的根本转变。

2.创设多样化的实践活动环境。

实践活动环境是指大学生进行实践活动所需要

的一系列外部条件的组合。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离不开多样化的实践活动环境。根据国内外大学培

养学生实践能力的经验, 结合我国大学的实情,可以

创设真实环境、模拟环境、课堂教学环境、课外活动

环境四种环境。

( 1)真实环境是指创设一种真实的工作环境, 通

常采用校企合作模式和学校引进(创办)企业模式。

前者如∀ 3+ 1#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学生 3 年在

校学习, 1年在企业接受顶岗实习和培训。这种模

式的优点明显, 有利于学生进行实战训练,有效缩短

了毕业生与企业的距离。但也有明显的缺点, 学校

难以找到合作企业, 每个企业的接纳能力有限,且企

业培训与指导制度尚不健全。后者指大学引进了企

业,学生在企业中接受实践锻炼。这种模式虽有许

多优点,但学校引进企业,与企业合作培养人才并形

成一定规模的成功案例并不多。

( 2)模拟环境是指创设一种类似于实际工作环

境的教学实验、实训环境,通常的做法是在校内建立

实验、实训中心。如香港理工大学创办了工业中心,

旨在为学生的工业训练提供一个接近真实的工业环

境(也称为模拟工厂) , 既不同于普通的实验室, 也不

同于进行单一工业技能训练的实习场所。这种工业

环境无论在设备配置、布置, 管理方式的运作,选择

典型产品的生产, 执行的工业技术标准和安全法规

等方面都基本接近实际的工厂环境。
[ 8]
这种环境的

优点是更有利于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实践能力培训,

问题是学校往往缺乏投入资金, 且在非经营、非竞争

环境下要保持设施设备和技术的先进性有一定的难

度。

( 3)课堂教学环境。即在实践教学环节中, 要落

实场地、项目内容、时间、指导力量、考核标准,创设

人人动手、动口、动脑的实践活动氛围; 在理论教学

中,可广泛运用图片、图表、模型、标本、声像、多媒体

教学等直观教学手段和学习用具, 创设学生进行认

知和练习的活动环境, 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进行绘

图、设计等训练。

( 4)课外活动环境。由于在课堂(教室)教学环

境中,受时空等条件的限制,学生实践活动的范围和

时间有限,因此,要创设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全天候

开放的课外活动环境, 这对大学生多样化的实践能

力训练有着重要的作用。

3. 采用有利于实践能力发展的教学模式。

要有效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就要改革传统的

以知识信息传授为主的单一的传递 & & & 接受教学模

式,创建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发展的教学模式, 如探

究教学模式、体验 & & & 反思型教学模式、案例教学模
式、专项技能训练模式、基于项目的教学模式等。

要给予学生自主练习和独立处理问题的机会。

大学生自主练习时间不足,独立处理问题的机会较

少,技能没有达到熟练程度,是大学生实践能力不强

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最大程度利用现有条件下, 无

论是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教学,教师都应给学生布置

充足的课外练习和独立处理问题等任务, 规定完成

期限,并采取有效方式进行检查、评价。教师可以提

出练习的标准和指导解决问题的方向, 但不宜直接

告知练习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步骤, 要尽可能

给予学生自主练习和独立处理问题的机会。

与教学模式改革相适应, 要建立注重实际表现

的考核评价方式。考核、评价具有重要的导向功能

和激励功能,要改革∀教多少考多少, 学生只按笔记

或某一教材回答试卷#的做法,建立以实际表现为主

的考核方式,广泛采用做项目、做论文、进行实际操

作、职业技能鉴定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参与实践教

学活动的兴趣和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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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建多元的实践共同体。

∀共同体#一词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 尼各
马可伦理学!中,作者将其解释为∀通过交谈、交往、

交易、交流等等而形成的有共同的话语与理解背景

的社会群体#。[ 9]在学习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体, 叫学

习共同体,在科研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体,叫科研共同

体, 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体, 叫实践共同体。

∀实践共同体#是情境认知与学习理论中的一个重要

概念,指的是学习的一种生态性环境,它具有其自身

的特点,即共同的文化历史传统; 相互依存的系统;

再生产的循环。[ 10] 与实践共同体相关的一个概念

∀合法的边缘性参与#, 则说明了一名新手从加入实

践共同体到发展成为完全参与者的经历。创建实践

共同体对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有重要的作用。在

实践共同体中, 情境是真实的,成员面临的是社会生

活和生产中的真实问题和任务,解决真实问题,完成

实际任务,能形成广泛有效的迁移能力;实践共同体

的成员之间(包括新成员与老成员之间、新手与专家

之间)的交往互动、相互观摩、相互模仿,能有效促进

知识的运用、缄默知识和技能的获得;实践共同体的

文化氛围,有助于成员形成重操作、重合作、重创新

等意识和个性特征,这些特征是提高实践能力所必

需的。

在国外, 加州大学非常重视学生的实际能力训

练,开设了一系列的实践教育项目,如本科生科研计

划、合作教育计划、证书计划等。麻省理工学院

( M IT )将实践教育思想渗透到了学生的全部培养过

程中,建立了完整的实践能力培养体系,这个体系包

括本科生科研计划、独立活动期活动、本科生讨论

课、丰富的课外实践活动、跨学科研究与学习计划、

实习与实验等。
[ 11]
在国内, 许多大学中已创建了多

元的实践共同体,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与企业联合开

展实践教学,建立顶岗实习实践共同体;实施学生科

研计划、创新实验计划、学科竞赛与创新计划等, 构

建师生共同参与科研的实践共同体; 以学生社团为

主体,开展丰富的课外实践活动,形成学生自治活动

实践共同体。国内外的实践证明, 仅仅依靠课堂上

的理论教学是难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创建多

元的以小组合作为基本形式的实践共同体是提高大

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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