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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vegetable production practice teaching mode, comprehensive training of thinking, doing, writing, speaking, collaborating and communicating was conducted for students. The reform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methods,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ssessment methods, reflection discussion, report and display, then the
quality of practice teaching has been improved,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students has been a
powerful exercise. It is beneficial to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pplied talents and worthy to be
promoted in other similar agricultural practic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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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蔬菜生产实习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实践，对学生进行“思、做、写、说、合作、交流”的综合训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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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师生互动、考核方式、反思讨论、汇报展示等方面进行改革，提高了实习教学质量，学生综合能
力得到了强有力的锻炼，有利于创新型应用人才的培养，值得在其他类似的农科实习课程中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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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科类的实习课程，过去一般是把学生带到某单位参观，或者由老师讲解示范某些操作然后学生练
习，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比较单一。
智能时代，教育的本质已经由简单的知识传递转向多元化能力的培养，美国国家教育协会将“21 世
纪技能”简要概括为 4C 技能：communication (沟通交流)，collaboration (合作协作)，critical thinking (批
判性思维)，creativity (创造创新)。4C 技能作为 21 世纪学生必备的四项能力，为培养未来社会发展所需
人才指明了方向[1] [2] [3]。2015 年，党中央提出了“全民创新，万众创业”的口号，这要求作为人才培
养重要基地的大学改变办学理念和方法。作为第一批转型发展的本科院校，宜宾学院提出了“培养创新
型应用人才”的办学目标；这不仅要求办学观念、模式、专业建设等的转变，而且要把创新思维、创新
能力的培养落实到每一门课的教学中，为国家创新人才的培养贡献力量。
所以我们便尝试在《蔬菜生产实习》的教学中进行改革、探索和实践，创新实习教学的方法，以期
培养学生多方面的综合能力，不再仅是动手操作能力的训练，还包括沟通交流、合作协作、创新思维等
的训练，更好地适应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的需要。

2. 总体构思
我们的总体构想是在蔬菜生产实习中，通过查阅资料、制定实验方案、实践操作、收集整理数据，
撰写研究报告，汇报交流等过程，对学生进行“思、做、写、说、合作、交流”的综合技能训练，不仅
让学生了解蔬菜的生物学特性、栽培技术，锻炼其动手能力、实践能力等；还希望学生们通过实习把理
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锻炼其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再通过合作
式学习及交流讨论展示强化其沟通协作能力。目前已经实践三年多，参与学生人数近 200 人，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

3. 任务驱动教学法和互助合作学习法
我们的《蔬菜生产实习》，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互助合作式学习，每年提供多种蔬菜让学生分组自
主进行选择，每个组选一种蔬菜，学生自己查资料，草拟种植计划和方案，然后每个组和老师讨论确定
最终方案。之后各组便按照方案浸种催芽、育苗、观察、移栽、管理等等。老师会不时地去查看情况，
发现问题和他们讨论，引导他们想办法解决。这种以任务为主线，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引导的教学，
被称为项目/任务驱动教学法，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学生从配角演变为主角，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学习，
提高了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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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外出参观，我们也改变以往走一趟看一看的实习方式，而是参观前设置开放性的任务，促进学
生开放性的思考，激发创造性。比如“本次活动过程中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为什么？”“本次活动中
你觉得最有用的是什么？为什么？”
“本次活动你有何收获或感受？在哪些方面的认识有所扩展？”等，
让大家带着任务去参观，并且结合现在年轻人智能手机普及、喜欢照相的特点，让大家就每个问题提供
照片为证。同学们会更用心去体会和感受而不是泛泛地走一趟，参观回来后再组织反思讨论。

4. 设置研究性课题，促进学生主动探索，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一般农学类生产实习课程主要是由老师讲授示范如何育苗、移栽、嫁接、管理技术；但我们的蔬菜
生产实习，在进行这些实习项目的时候，还根据每个组实际情况设置了不同的研究课题，让大家实习过
程中去探讨。比如，种南瓜的小组说，瓜类是雌雄异花，他们问是否有什么措施可以提高雌花比例增加
产量？老师可以指导他们查资料，通过资料查阅他们就尝试用乙烯利和三十烷醇进行处理。种紫色小白
菜那一组，实习过程中看到紫色小白菜背面颜色浅，就问：“光照对紫色小白菜叶片颜色有啥影响？叶
片背面会累积花青素吗？”教师可以鼓励他们试试给紫色小白菜叶片背面照光进行探讨。这些探索性问
题的研究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使大家的学习主动性进一步被调动起来，也培养了学生的创新
思维能力。
学生们在实习过程中用心探究、仔细观察，比如有学生在实习过程中观察到了番茄花序突变产生叶
子，西瓜花瓣突变为叶片等现象，就会问为什么。老师最好不要直接回答学生的提问，可以鼓励和引导
他们查阅相关资料，了解植物生理学里面“花是叶的变态”的理论，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5. 教学互动性
传统的教学认为教学是知识的“传授–接受”活动，其性质是教师主动、学生被动的单一活动，考
量的仅仅是学生知识接受程度。但我们整个实习过程中，有大量的师生间、学生间互动。教师随时保持
与学生的交流、沟通和反馈，有时在农场进行现场展示或示范，有时在课堂进行讲解，有时在课外进行
讨论。学生自我组织内，相互合作，互相交流，求同存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
并通过不同互动形式的内化与外化，促进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充分发展。

6. 反思讨论和交流展示
实习结束后，进行产品展示和交流汇报，每个组的所有同学都上台对本组的工作和业绩进行 8~10 分
钟的总结汇报，也请本院 5~8 位老师参与和评定成绩。其他同学和老师会进行提问。成果展示可以激发
学生的兴趣和成就感，是一种良性反馈；也增加了同学间的交流，拉进了老师与同学间距离，无论老师
和同学都感觉收获良多。
如果是外出参观，回来后每个同学首先对任务进行反思，然后每 4~5 人一组进行小组交流分享，最
后要求每个组对每个问题讨论出一个公认的结论在全班进行交流分享。在这个过程中能锻炼学生们准确
表达自己的想法，有分享也会有争论，因为每个组的几个人感兴趣的东西可能不同；讨论的过程中原有
的想法可能会改变，认识就会有提高。小组讨论促进了学生合作学习，口头展示锻炼学生公开场合讲话。
这也是对大家沟通交流、合作能力的很好训练。
参观是农科实习常用的实践学习方式之一，但是往往是学校花钱老师费力学生却看过后不久就忘记
了。根据教育学 3 * 3 法则，用三种方式，重复三次，能大大促进学习效率；所以我们的参观学习，通过
提前设置任务，促使学生参观过程中认真仔细观察，参观结束后反思，然后交流讨论这三大步骤促使学
生对参观内容、实习过程深入分析总结，这样使他们印象更深刻，知识内化形成技能。学生们也说：“蔬
菜生产实习的汇报交流挺好的，给了我们一个展示交流的机会，大家在这个过程中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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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考核方式改革
改变过去考核只由老师打分的方式，我们的蔬菜生产实习采用老师打分和学生打分相结合。因为整
个实习要 4 个月时间，我们采取的是小组合作的方式，平时的出勤和对小组工作的贡献由组内成员相互
打分决定。老师只对小组的成绩进行评定，然后小组成绩乘以组内打分算出每个同学的得分。而老师对
小组成绩的考核是多纬度衡量的，由各时期植物长势、小组的数据记录和分析处理、产品展示、书面总
结、口头汇报、答辩交流等方面组成。学生和老师共同打分避免了部分同学在老师看不到时工作不积极
的问题，也增加了同学间的合作交流，增强了同学间的友谊。老师对小组成绩考核的多维度，对学生态
度、知识、综合能力等进行评价，以学生自身能力的提高以及项目成果作为评判的依据。

8. 总结
8.1. 实习成效
在蔬菜生产实习中，我们有意识对学生进行“思、做、写、说、合作、交流”的综合训练；同学们
在训练过程中团结互助，实践技能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了锻炼，理论知识也得到了巩固和应用。
每次实习老师和学生都要注意一些小细节和小问题的收集、处理，把学生能力培养、知识学习巩固
融入每天的实践中。比如栽培番茄的小组，除草时不小心把番茄茎秆弄断了，只剩一点皮连着，看枝条
上已经结了果实，舍不得就没有拔掉，老师检查时也特意让它留在了架子上。过段时间果实成熟变红了，
学生看到这个现象后谈论思考想起来植物生理学里的知识：生育后期茎秆营养物质会向果实种子调运，
也就是北方生产上“蹲棵”的原理。这样学生就把书本里的知识和实践联系起来了这既巩固了理论知识
又解决了实际问题，类似的案例需要老师平时多留心收集。栽培紫色小白菜的小组，想探究叶片背面颜
色浅的原因是否和光照有关。在老师的鼓励下他们尝试了用灯光从下面往上照叶片背面等方法来增强叶
片背面的光照，发现操作困难效果不理想。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简单而巧妙的办法是把叶片的叶柄拧一
下，让叶片背面朝上对着阳光，然后用胶带固定，这样叶片背面照光就增加了。还有做水培冰菜的小组
不断观察，发现问题并想办法改进。比如老师检查后说冰菜根系见光了会抑制生长，需要想点办法给根
系遮光才行。学生们讨论尝试后用废弃的纸箱，把纸板拆下来放在培养架上遮光，纸板上打孔放定植穴，
这样叶片能见到光而根系见不到光了。这些事情虽然简单，但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很好的锻炼；
通过这些锻炼，学生对自己会更自信，将来在工作中也会主动努力去想办法解决问题。

8.2. 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
这种实习教学模式提高了教学质量和学生的综合能力，对培养创新型应用人才很有利，但是我们也
发现了一些问题：首先老师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比如要提前查阅资料和思考准备，要根据每次
参观的实际情况设置合理的问题，根据每种蔬菜或每个组的具体任务设置合适的探究性课题等，实习过
程中还要及时检查和学生沟通讨论，学生人数多的时候，老师的工作强度和投入会很大，而且对老师的
业务能力要求也很高。如果按照过去常规的计算工作量办法，老师们便难以长期坚持。其次实习时间跨
度长，学生要每天照顾植物，需要花很多时间；即便仅是讨论，要想使交流讨论的效果好就需要深入挖
掘也会花很多时间，不仅老师花时间多，学生也要多花时间。如果实习课程设置的学时数不够，便很难
达到预期的效果。另外，实习过程的监管难度比较大，目前全靠老师和学生的自觉性。
因此，如果要长期、广泛地推广此项目的经验首先需要增加教师待遇激励老师愿意改革，其次要增
加每门实习课程的学时数，减少班级学生人数，第三调整检查方式等，这又涉及到管理和政策的问题，
需要进一步的调研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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