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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怨园 后大学生特点看大学生思想教育模式的转变
要以药学专业学生为例
要要
赵迎欢袁董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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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文章概括了 怨园 后大学生特点袁即思维活跃尧富于创新袁知识面宽尧信息量大袁自我意识

强尧个性张扬袁并从家庭尧学校尧社会三个方面对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遥之后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提出
在野四个维度冶转变当前思想教育模式的途径及方法袁即在理论教学方面以研究式方法为主导袁形成
野点尧线尧面冶立体式教学模式曰在实践方面袁强化第二课堂实践教学曰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曰开展多样化
综合素质教育遥 尤其对药学大学生的思想教育要开展实践育人和医药道德评价活动遥
关键词院怨园 后大学生曰思想教育模式曰问题意识曰实践载体曰药学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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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遥 对于身处中国社会转

其行为特点表现为院一是信息行为 咱圆暂主导性强曰二是

型时期的当代大学生具有不同于从前的鲜明特点遥

富于创新袁敢冒风险遥网络技术与信息化的高速发展

他们思维活跃尧富于创新曰知识面宽尧信息量大曰自我

使 怨园 后成为优先体验者遥他们不仅潜在的信息需求

意识强尧个性张扬遥 上述特点在日益开放的社会环
境下袁将有益于青年的成才和国家的需要遥 而为适
应这种需要袁高校思想教育模式势必随之发生转变袁
由过去的课堂灌输到多样化途径的选择曰由过去的

量大袁而且对信息十分敏感遥 信息量大尧知识面宽以
及先进网络技术的使用袁 使他们热衷于 匝匝尧酝杂晕尧
月月杂 等信息交流方式袁撰写博文尧日志并期盼在网海

中找到心理的支点遥 与此同时袁怨园 后大学生成就动

手段单一到网络教学曰由教师和辅导员的野管冶到弘

机较强袁不唯权力袁不唯成规袁敢冒风险袁其性格特点

扬自主精神的野放冶遥 总之袁适应新形势和新特点需

表现为院一是自我意识不断提升曰二是个性张扬遥 怨园

要的高校思想教育模式必将全然一新遥

一尧怨园 后大学生特点及成因分析

后大学生喜欢独立思考袁不盲从遥他们厌倦野填鸭式冶
教学袁而喜欢挑战权威遥 在学习中袁怨园 后大学生表现
出较强的主动性袁他们乐于走向讲台袁通过自制的课

目前在校的大学生多为 怨园 后袁他们出生的社会

件做野课前分享冶袁与其他同学和老师一同欣赏自己

和时代背景为他们在思想尧行为尧个性等方面留下浓

的杰作遥 同时袁 他们在心理上期待老师和同学的赞

浓的时代印记遥 其思想特点表现为院一是注重自我

许袁以内生前进的动力遥 他们喜欢表现自我袁追求时

价值的实现曰二是权益意识倾向明显遥 怨园 后大学生

尚袁消费高档并追求品牌遥

一些学生在行为选择时热心公益袁同时注重尊重和

要受三个方面影响遥一是家庭环境与教育的影响袁包

回报咱员暂遥 平等意识尧自主精神以及等价有偿原则等理

括父母品格的影响遥 怨园 后大学生多数成长在野远垣员冶

天的 怨园 后是野鸟巢一代冶袁是野蓝精灵冶袁在诸多的志

式使得他们过着野小皇帝冶一样的生活袁衣食无忧袁父

愿者活动中袁看到他们的身影和奉献遥 而一旦当奉

母对金钱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变化遥 由于承受各种压

献与回报相偏离时袁他们也会产生较强烈的失落感袁

力和工作紧张袁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缺少耐心袁并且由

主流价值观积极向上袁具有鲜明的爱国和报国情怀遥

念和思想深深植根于他们的灵魂之中遥 有人说袁今

客观分析 怨园 后大学生特点的成因不难发现袁主

家庭中袁普遍为独生子女遥过于野溺爱冶的家庭教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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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婚恋观和家庭观的变化袁许多家庭面临着重组等袁

业尧授道尧启惑冶袁高校的思想教育应该克服野填鸭式冶

这些因素在客观上都会对子女产生某些特殊的影

教学方法袁实现启发式教学遥 通过启迪学生的心智袁

响遥 二是学校教育环境的影响袁包括同龄群体行为

达到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目标遥

的染化作用遥 学校教育是有组织尧有目的尧有计划进

渊二冤在实践方面袁强化第二课堂实践教学

行的社会活动遥 今天的学校教育对学生的影响仍然

通过社会调查尧 社会兼职和校园文化活动多种

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遥 大学生不仅在学校学到专

载体袁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袁提升理论育人功

业知识和技术本领袁同时也接受思想品德的熏陶和

能袁 尤其对药学大学生的思想教育要开展实践育人

职业修养的塑造遥 在同龄群体中的心理历练以及交

活动袁提高其理论素养和职业修养遥

互影响袁都将对大学生的成长产生长远影响遥 三是

开展实践教学在近年对学生的影响和育人意义

社会环境的影响袁包括网络虚拟环境的影响遥 从社

越来越明显遥 实践育人其途径之一是走进社会大课

会环境看袁怨园 后大学生更多次地经历了国家教育改

堂 咱缘暂袁让学生在社会实践和社会大舞台上去发现问

革袁如野减负冶和野素质教育冶遥 怨园 后生活在经济危机尧
房价狂飙尧高考扩招尧就业压力大的时代 咱猿暂遥 时代的

变迁使得他们所处的环境具有强烈的竞争压力和紧
咱源暂

题袁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遥 尤其对药学大学生袁对他
们开展职业道德教育袁 最好的途径就是走向生产企
业尧医疗机构尧药监管理部门和市场进行调研袁培养

张心理遥 网络传媒时代 的影响使他们信息畅通袁自

他们直面社会现实的能力和勇气袁 提升他们的理论

由发表言论尧网上冲浪尧网络交友等方式都将对他们

思维能力和解决实际的能力遥 实践育人的途径之二

的身心乃至思想产生激荡遥 国际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是隐喻性教育方法袁即通过野文化之旅冶尧野才艺展示冶

使他们视野开阔袁思想活跃袁积极应对各种挑战的心

等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遥 实践育人的途径之三

理不断增强遥

是规范管理性教育袁 这是自我教育与外在约束相结

上述因素均对 怨园 后大学生的各种需要产生作

用袁使他们更加现实尧实际尧理性和淡定遥

二尧从野四个维度冶转变高校思想教育模式

合的方法袁它突出规范的自我约束遥
渊三冤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袁提高应对挫折能力
心理健康教育在今天的学生中占据越来越重要
的地位遥 一些学生的过激行为是由于心理的不成熟

传统的思想教育模式主要表现为三个特点遥 一

直接导致的结果遥对社会某些现象的灰暗认识尧人与

是野填鸭式冶的满堂灌曰二是野板书式冶的单一教学手

人交往的困惑尧 同学之间竞争的烦忧以及对择业就

段曰三是野捆绑式冶的教师野管冶遥 在内容上袁传统的思

业产生的恐惧等等袁 这些心理现象都需要教师进行

想教育模式试图将全部教科书的观点通过课堂的五

心理疏导袁需要学生自己的野心理脱敏冶过程袁还需要

十分钟灌输给学生袁学生的学习缺少主动性和积极

思想的淬炼过程遥综合运用多种心理辅导方法袁把个

性袁而是被动者袁被教育者遥 在方法上袁由于条件的

人辅导与团体辅导相结合袁 与学生建立良性的互动

限制和硬件设施缺乏袁教师采用的是依靠板书为主

关系 咱远暂袁定期开展心理咨询和义诊袁对大学生的健康

的教学模式袁缺少图文并茂的形象思考遥 在教学效

成长会事半功倍遥

果上袁教师期冀学生完全接受课堂讲授的观点袁并在

渊四冤开展多样化综合素质教育

行为中以一个模式加以表现遥 这种教育教学模式袁

对大学生要针对时代特点和他们的自身特点袁

不仅压制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造力袁而且也局限

有针对性地开展多样化综合素质教育遥 如网络技术

了学生的独立思考空间袁限制了个性发展遥

与规范教育尧权利与义务教育尧个性张扬与内敛教育

针对 怨园 后大学生特点袁应在野四个维度冶实现高

等袁帮助学生认识到野中道冶之美的特有意义袁使学生

渊一冤不断创新教育理念袁突出野以人为本冶意识

为祖国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遥

校思想教育模式的转变遥

在专业知识学习的过程中袁培养优良的品德袁将来成

内容决定形式遥 开展大学生思想教育要提高实

药学大学生是专业特点鲜明的群体袁 今天的专

效性必须改变方式和方法袁必须更新教育理念袁实现

业决定他们明天的职业遥 医药是维护人类健康的重

野以人为本冶遥 更新教育理念要突出野问题冶意识袁即

要手段袁研发尧生产尧销售尧使用和监管药品质量是当

在理论教学方面突出以研究式方法为主导袁 形成

前社会公众广为关注的热点遥 而从品德的养成规律

野点尧线尧面冶立体式教学模式遥 野问题冶引导学生的研

看袁合格的药学人才除了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之外袁

究方向袁野问题冶可以激发学生探索的激情袁野问题冶的

更应该具有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为患者服务

提出可以培养和训练学生的思维遥 凡野大师冶袁必野传

的优秀品格遥 针对 怨园 后大学生的特点袁药学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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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遥 此外袁药学大学生由于长

得当袁就会对他人尧社会构成危害遥因此袁在药学专业

期的专业培养和职业品格熏陶袁还具有一般 怨园 后没

大学生的培养中始终坚持专业教育与品德修养相结

会上药害事件的影响以及关注药品质量标准等专业

总之袁思想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方法要有针对性袁

与品德交织的问题袁这些特殊性为药学专业大学生

只有具有针对性的教育袁才能做到有的放矢遥 同时袁

思想教育模式的转变提供了依据遥 可见袁药学专业

才能提升教育的实效性遥

有的特殊性袁如他们更关注药学发展的前沿尧关注社

合袁是全面育人的必由之路遥

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应该突出两个重点袁把握两个方
向遥重点之一是实践育人遥要经常引领药学专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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