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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s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cultivation that forms the base of living and cornerstone of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s the forerunner and important contents of personnel
cultivation while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cultivation becomes the goal and end-result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beginning of date of opening, the major of optoelectronic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lways believes in the importance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insists
on it with a main clue of research activity so that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cultivation has been improved steadily. However,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akes forwar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so the major will continuously optimize and perfect the contents and form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need of personnel cultivation, which sets a foundation for improvement of quality of personnel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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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才培养质量是高校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基石。专业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先导和重要内容，而人才培
养质量成为专业教育的目标和归宿。本专业从开办之日起，一直坚信专业教育的重要性，坚持开展以科
研活动为主线的专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了稳步提升。然而专业教育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步的，
因此，本专业将不断优化并完善专业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更好地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为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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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现代属于科学与技术大爆发的时代，人类所获得的科技成果远远超出了之前的总和。科技推动社
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动力是十分巨大的，人类的实践活动已经确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
背后靠什么支撑呢？当然是人才，那么人才从哪里来呢？必然离不开教育。当今的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
领先世界，甚至部分发达国家是跌倒了重新爬起来的，无一例外仅仅因为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他们
从幼儿基础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认真抓起，才有了今天的辉煌[1]。纵观我国的教
育发展情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己任，
带领全国人民不断探索经济发展之路，尝试教育振兴之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极力奉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发展政策，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此基础上，国家有能力加强教育事业的发展，目前我国的教育规模已经位居世界首位，教育质量也得
到了大幅度提升，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大学扩招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至于人才培养的
质量是否合格，还需要得到社会的检验和用人单位的认可。
高校人才培养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大学生进入校园后不仅需要掌握必备的专业基础知识并练就
基本的专业技能以满足社会和用人单位的需求，而且需要开阔视野，能够放眼世界和未来，更需要具备
良好的品行、健康的身体、健全的人格和不俗的协同能力等。由此可见，大学生的培养涉及到很多方面，
任何方面的教育和训练都不能偏颇，否则所培养的人才算不上合格品。为了克服人才培养过程中重知识
轻应用、重人格轻体魄、重才能轻品行等不良现象的发生，本专业从大学生进校开始，每学年的上学期
都安排了详细的专业教育计划，配合正常的教学活动予以实施，在夯实大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前提下，
提升其各方面的能力，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2]，为社会选人用人打下坚实的基础。

2. 人才培养的质量优先原则
2.1. 人才培养的目标与定位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需要，具有道德文化素养、社会责任感、创新精
神和创业意识，掌握必备的数学、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相应专业知识，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
DOI: 10.12677/ae.2019.96127

793

教育进展

张兴强 等

专业能力和对应的创新创业能力，身心健康，可从事光电设备、信息系统、光电信息等相关技术的研究、
开发、制造、应用等工作的应用型人才[3]。毕业生离校 5 年后预期实现下列目标：① 能够有效运用自然
科学知识解决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方面的问题；②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队协作精神；③ 具有较强
的社会、健康、法律、安全和环保等意识，能够科学合理地解决与专业有关的问题；④ 具有一定的创新
创业意识和创新工作能力；⑤ 能够通过终生学习适应行业发展的需求，实现职业愿景。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以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等各项成果为导向，以学生的成长、成材和成人为中心，
努力培养专业基础雄厚，工程实践能力突出，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面向生产经营、管理一
线、技术服务等领域的高级专门应用型人才。瞄准学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深挖
师资和训练平台的潜力，强化专业基础理论教学，夯实实践教学环节的各个步骤，大力提升学生的创新
意识和实践操作技能，为应用型人才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

2.2. 人才培养的过程与环节
光电专业本科生的培养过程通常持续四年，大一年级的学生主要进行公共基础课程的学习，如政治
理论、大学英语、高等数学、体育等课程，大二年级的学生开始进入学科基础课程的学习，如工程制图、
数字电子技术、模拟电子技术、量子力学等课程，大三年级的学生已经深入到专业课的学习，如物理光
学[4]、应用光学[5]、光电技术、信息光学[6]、光纤光学、激光原理与技术[7]等课程，大四年级的学生仅
选修部分专业课程，如太阳能光伏技术、光电科技前沿、光电图像处理等[8]。在培养过程中，除理论课
程外，还安排了大量实验、实训、上机、课设等实践课程，以满足学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四年的培养进程分为多个培养环节，部分环节是交叠进行的。理论知识的培养环节基本没有间断，
各门理论课程遵循一定的逻辑关系顺次实施，这样在夯实基础的条件下，使所学的知识一层一层地精准
码放，最终建立起学生们各自的知识殿堂。实践知识的培养环节也是配合理论课程贯穿整个大学时光，
实践知识包括实验、实训、上机、课程设计、实习、课外活动、竞赛、学生社团活动等类别，实践知识
与理论知识是相互交叠的，理论知识是实践的指导，实践是对理论知识的检验或应用，两者相辅相成共
同筑牢学生的专业基础，为后续深造或就业提供保障。人文与思政知识的培养环节主要集中在大一和大
二年级，但训练过程却始终贯穿四年的大学生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教育也与时俱进，
思政进课堂也是教学改革的重要一环，专业教师在课程教学中引入人文与思政知识是时代进步的具体表
现，这对教师的专业能力、学术水平、思政要求、指导技能等都是一次严正的考验，教师能力的提高将
使学生在专业、人文、思政、品德、眼界、胸襟等方面终身受益。外语的培养环节也从大一年级持续到
大四年级，大一和大二年级主要训练基本的读、说、听、写、译等能力，大三和大四年级主要提高外语
水平并训练使用专业外语的能力。计算机是时代进步的产物，其培养环节也是各所高校招生或在竞争的
核心，计算机技术的培养环节与其他知识的培养环节存在较大的交叠，计算机技术在老师的教学活动和
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体育知识的培养环节不仅贯穿大学四年的时间，而且极有可
能伴随着学生的一身。学生除了参加学校组织的军训以及安排的公共体育课之外，还需要选修一些技巧
性的体育课程，本专业也适时组织学生开展读书长跑、文化节等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学生们的体质，
为顺利完成学业添砖加瓦。

2.3. 人才培养的数量与质量
相比于一些传统的优势专业，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更名较晚，但发展较快。本专业目前在校大
学生人数大约 300 人，共四个年级，每个年级 2 个班。自 2005 年招生到现在为止，已经毕业了 10 届学
生，毕业生总数超过 600 人，大部分毕业生从事与光学工程、光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汽车光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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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工作，这些就业的学生主要参与产品的设计、开发、研究、生产和销售等过程，少数学生参与企
业管理、生产管理、技术支持等过程。除了就业的毕业生外，每年有不低于 20%的学生选择了深造，他
们考入外地知名高校如中科院、复旦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根
据第三方的统计资料，本专业近 5 年毕业生的就业率均保持在 95%以上，就业前景广阔。

3. 专业教育的必要性
3.1. 专业现状
本专业创办于 2005 年，经过 10 多年的建设与发展，目前专职教师 14 人，其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6
人，博导 1 人，硕导 6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达到 6 人。自办学开始，本专业积极与国内华中科技大
学、中山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德国 Leibniz Universität、Max Planck Institute 及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e
等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深度的交流合作，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市校级科研和教研项目，获得
多项省部级和市校级科研成果，出版专著 1 部，研究论文 150 余篇，部分成果发表于世界级期刊 Nature、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等，三大检索收录 90 余篇。为促进学生的知识转化和应用，本专业与北京大恒光
电有限公司、晶科能源有限公司、东风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十堰广播电视台四方山发射台、东风商用车
有限公司总装配厂等企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建立了稳定的实习基地。此外，本专业建立了光学、光
电技术、激光技术、光纤技术和光学检测等专业实验室，开设了学生创新工作室，拥有光电精密测量、
光刻光源和机器视觉等科研实验室。雄厚的师资、优良的实习培训资源、稳定的校企联合培养基地、优
质的科研教学平台等为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3.2. 专业教育规划
本科人才培养是我国高校的重要一环，人才培养质量一直是本专业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我们的短
板。10 多年来，本专业的师资水平、教学平台、实训基地、学生管理等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度，然而由于
某些客观的原因，如大学扩招、生源大战、地域限制等因素，本专业的本科生培养质量如逆水行舟。从
客观上来说，招生质量的下降对人才培养质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些矛盾因素一时无法彻底排除。但
从主观上而言，学生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风气等是可以改变的，这些因素可能对
学习效果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基于客观的现实环境，本专业制定了专门的专业教育计划，如表 1 所
示，并根据计划方案按步实施，以期从思想上和精神上为本专业的学生注入活力，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3.3. 专业教育的作用及意义
从表 1 的教育主题中可见，专业教育的内容包括专业介绍、角色转换、人才培养方案解读、选课指
导、科研认识、考研动员、就业指导、毕设动员等方面。专业教育首先是稳定军心，通过专业介绍和人
才培养方案解读使学生尽快了解本专业的师资、教学平台、教学资源和学习内容等。其次是通过角色转
换有效改变学习方式，上大学之前学生们的学习都是通过老师们的教鞭和指挥棒完成的，教鞭的作用是
督促，指挥棒的功能是引导，也就是说大学之前的教育以老师的包办为主，学生的学习为辅，老师教什
么学生就学什么，学生的学习基本没有什么主观能动性。进入大学以后，各种知识铺天盖地而来，在有
限的学习时间内，任何一门课程老师们都不可能全覆盖地详述，很多情况下只会提示一下知识点，全靠
大学课堂是不可取的方法，大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自学能力，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图书馆查阅资料等
应成为大学生活的常态，此时学习应以学生为主，教师的教学为次。第三是利用选课指导的机会，结合
学生的特长，帮助学生挑选合适的课程，这样不仅可以节约学习时间，而且能够确保他们术业有专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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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普遍开展科研活动，这是专业教育的主线。从大一年级的科研感性认识，大二年级的科研启蒙及
初步一直到大三年级的科研训练，所有学生先根据自己的爱好了解科研方向，找准科研兴趣点，然后找
有关老师参观科研装置和仪器设备，对科研发生感性认识，之后经过多轮筛选，保留部分品学兼优的学
生参与老师们的科研课题。通过科研活动，培养学生们的创新意识和钻研精神，以科研带动学习，以学
习促进探索，这是开展专业教育的初衷。再结合导师制的实施，每个学生都可以在科研上得到特定老师
的具体指导，从大一年级到大四年级，科研活动逐次深入，学习效能显著提高。第五是动员部分有意向
继续深造的学生积极准备报考硕士研究生事项，为这些学生开辟一条更加美好的出路。第六是开展普遍
的就业指导，本着先就业后择业的原则，在提高就业率的同时，确保学生们挑选到理想的职业。第七是
本专业一年一度必需的毕业设计动员会，毕业生根据毕业设计的要求，从选题、审题、任务书、文献资
料、外文翻译、中期检查、大论文等方面认真开展各项工作，为顺利毕业铺平道路。
Table 1. Plan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表 1. 专业教育计划
年级

教育主题

预计时间

主要实施人

形式

开学及第 1 学期
14~18 周

系主任、
专业负责
人、实验室主任、
专业教师

集中

第 3 学期第 2~3 周

系主任、
专业负责
人、实验室主任、
专业教师

集中

大一年级

1、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
2、光电专业师资如何？
3、光电专业今后的出路在哪？
4、如何做好高中到大学的角色转换？
5、科研感性认识。
6、如何做好大学生的职业规划？
(考研的重要性，学习与社团活动的平衡。)

大二年级

1、人才培养方案解读。
2、选课指导(核心及考研课程解读)。
3、创新创业学分解读及选课建议。
4、科研启蒙及初步。
5、光电科研团队介绍及导师制实施。

大三年级

1、专业课选课指导。
2、职业规划设计。
3、科研训练。
4、企业能力需求解读。
5、考研动员。

第 5 学期第 2~3 周及
第 18 周

系主任、
专业负责
人、实验室主任、
专业教师

集中

大四年级

1、系部考研动员和指导。
2、专业实习指导。
3、学位证、毕业证条件解读。
4、就业指导。
5、毕设动员。

第 7 学期第 2~3 周及
第 18 周

系主任、专业负
责人

集中 + 个
别

专业教育的内容已经完全呈现在表 1 中，其作用已部分阐述。专业教育具有特定的现实意义，首先
专业教育是为学生服务的，学生进入高校是入口，学生毕业离校是出口，从入口到出口是一个完整的系
统，该系统是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从入口进来的原材料经过该系统的加工，从出口输出的至少应
是合格品，专业教育本着科研带动学习以及学习探索科研的宗旨，以学生为中心可有效提高优质品率，
降低废品率，确保合格品率。其次，专业教育在促进学生角色转换的同时，能够有效扭转学生的学习风
气。消极的社会思潮和校园环境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热情具有很大的支配作用，适时适当的专业教
育可以部分抵消这些影响，使学生重新树立正确的学习信念，端正学习态度，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最
后，专业教育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保障，各所高校都有各自的规章制度，学生在校期间只要不违反这些规
章制度，教学质量就一定高吗？学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与教学质量高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大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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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日子的大学生比比皆是，开展专业教育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科研活动，通过科研与学习的正反馈
作用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将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4. 专业教育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
4.1. 专业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关系
专业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先导和重要内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很多方面的支撑，其中起
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已经不言而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旗帜下，我国已经明确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方针，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前进
的方向。科学技术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其他国家乞讨来的，它需要各个国家不断积累、沉淀、
传承、引进和创新，其中传承和创新是科学技术得以发展的两个重要环节，高校在传承科学技术的同时，
也参与科学技术的创新。高校是国家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重任。
人才培养关系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存亡，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放弃了人才培养，只能接受被
动挨打的现实，这是无数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的社会发展规律。人才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是
高校培养的高素质人才更是国家急需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学生在校学习一般按学年计算，每个学年分为上
下两个学期，4 个学年共计 8 个学期，专业教育主要集中在第 1、3、5、7 学期，从专业教育的内容来看，
实质上是为本学年的人才培养提供规划，先行导入需要学习的知识、需要训练的内容、需要努力的目标、
需要注意的事项、需要明确的方向等，专业教育的内容在此起着先导的作用，为人才培养的顺利实施提供
指导。人才培养的内容十分广泛，从专业教育的具体内容可知，专业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之一，适
时而合理的专业教育可以使学生更好地认识专业，熟悉专业，了解专业，并愿意投入专业。本专业开展的
专业教育以科研活动为主线，结合导师制的落实，贯穿大学四年的培养过程，这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具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人才培养涉及到大学生的德、智、体、美、健、创等多个方面，完全依靠课堂
教学是达不到培养目标的，专业教育可以弥补课堂教学的漏洞，在各个方面加强人才培养的过程或环节，
因此，专业教育是人才培养不可缺失的内容，为人才的顺利培养铺就了一条平坦的道路。
人才培养质量是专业教育的目标和归宿。自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校数量和在校大学生人数创历史新
高，人才培养质量并未与数量成正比，在不良校园环境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混日子的大学生不在少数，
人才培养质量堪忧。人才培养质量是学校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学校发展的基石，没有哪所高校不重视人
才培养质量的。专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活动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了，这是目前几乎所有国内高校的共识。
专业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其目标是为了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高中生进入大学校园是入口，成
为了大学生，专业教育从大一年级开始，一直持续到大四年级，大学生毕业离开学校是出口，毕业生可以
就业或继续深造。从入口到出口是非常宝贵的几年培养时间，开展专业教育主要是为了激发学生的科研兴
趣，训练学生的科研精神和创新意识，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主动学习，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加强毕业生
的适应能力、竞争能力和创造能力等。专业教育的内容也很丰富，囊括了大学生人生理想、信念抱负、专
业志趣、角色转换、科研启蒙等充满正能量的环节，对于可塑性强的大学生而言，绝大部分人会被精彩的
教育内容所感染，他们的灵魂也会被社会前进的方向、时代赋予的使命、现代大学生的责任等触动。专业
教育可以使一些迷途知返的大学生重拾学习的信心，重燃奋斗的战火，为国家、社会和个人努力学习。因
此，专业教育的归宿还是为了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大量优秀的杰出人才。

4.2. 专业教育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本专业自 2005 年开办伊始，始终坚信专业教育的重要性，一直坚持开展专业教育。在早期的专业教
育中，没有给学生安排科研活动，更没有计划导师制，学生的学习完全靠书本左右，毕业生的能力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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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经过几年的反思，本专业逐渐认识到科研与教学或学习的关系，没有科研的教学
或学习是照本宣科，学生的潜力得不到充分的开发，没有良好教学或学习的科研是空中楼阁，学生的人
生平台可能随时倒塌，因此在专业教育中逐渐引入了科研的安排，使科研认识和科研活动正式纳入了专
业教育的范畴，由于专业教育计划周密，安排得当，实施有效，得到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此外，科研
活动不仅需要学生的努力探索，而且离不开教师的悉心指导，这种科研指导不是一个教师对付一群学生，
而是一对一的指导，由此建立了导师制。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导师制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学生们在学业
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教师们的教学也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近几年在专业教育中引入的科研活动和
导师制不仅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教师们的科研也在学生的帮助下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学生们利用业余
时间积极参加老师们的科研项目，部分优秀的学生甚至自定科研课题，自选科研内容，参与科研竞赛，
发表科研论文，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认真指导学生科研，辅导学生学业，引导学生成才。从各届毕业生
的情况来看，本专业的考研率一直居于本校的第一名，就业率也是名列前茅，部分毕业生已经成长为社
会的精英，一些毕业生也变成了各个行业的行家里手，毕业生的薪酬稳居本校的前列，根据毕业生反馈
的信息可知，很多学生都受益于专业教育，特别是科研启蒙和科研活动，在导师的耐心指导下，学业和
科研两不误，无论是就业还是深造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从在校生的情况来看，本专业的学生经过科研
活动和教师指导，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中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学
生们还积极响应志愿者行动，参加青山绿水行等活动，人才培养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人才培养质量实现
了质的飞跃。

5. 结束语
人才培养质量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是我国高校的重要职责。人才培养的内容很宽泛，
其中专业教育的作用越来越不可忽视。专业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先导和质量保障，而人才培养质量是专业
教育的目标和归宿，两者的依赖关系变得十分紧密。过去的专业教育中，只注重了知识的传承，忽略了
知识的创新，专业教育对人才培养的推动作用不是十分明显。近年来我们认识到科研也是高校的职责之
一，专业教育要充分考虑到如何引导学生参与科研，科研作为专业教育的主线对教学和学习具有强烈的
引领作用，专业教育对人才培养质量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专业教
育的内容和形式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以适应新时代大学生成长的要求，与时俱进是专业教育的最佳
选择，因此，在今后的专业教育过程中，本专业还将继续更新内容，更换方式，为大学生的顺利成长铺
平道路，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再写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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