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成长加油站：“科研+实践能力训练营”

——心理学院学风建设“创优工程”实施方案

一、创优工程的工作思路

“围绕一个根本目标，抓住一个关键问题、推进一项精品活动”。在学风建设中，学生

工作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学生工作紧密结合学院的特点，围绕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

抓住学风建设中存在的关键问题，推进一项精品活动，力争通过切实有效的举措，有效地解

决问题，推动学风建设实现新突破。

二、心理学院人才培养的目标及学风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人才培养的目标

心理学院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培养研究能力培养与应用能力并举，培养既具有坚实的心

理学理论基础与扎实的专业技能，又能胜任心理学职业工作的创新型研究与应用人才，全面

开创“研究者+实践者”的人才培养模式。

（二）心理学院学风建设的存在的问题

我院的学风态势从总体上看是好的，学院有着浓厚的学术科研氛围。本科生的导师制已

经推行多年，学生升研率连续三年全校第一，不仅每年有数十人被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

中科院等名校录取，更有一些特别优秀的学生被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

名校录取。

但是学院学风建设还有一些薄弱的问题亟待解决。从学生见习、实习和就业后反馈的意

见和建议来看，实践能力薄弱是较为突出的问题。其主要原因如下：1.部分学生生涯规划目

标不清晰，对于个人核心的专业技能培养缺乏计划，往往就业前才临阵磨枪。2.部分同学虽

然目标较为明确，但是围绕目标进行专业技能训练自主性不够，习惯于被动等待学院的集中



安排。3.学院对学生科研的训练体系比较完善，力度也很大，而实践能力的训练与之相比较

则缺乏系统的计划和安排。

三、创优工程的主题、时间和目标

（一）主题

专业成长加油站：“科研+实践能力训练营”

（二）时间

2016年 5月至 2017年 4月，周期一年。

（三）目标

根据心理学专业职业规划发展倾向，以系统设计、高端培养、创新模式、整体推进的培

养思路，着力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打造学生的“专业核心竞争能力”，使之成

为“研究者+实践者”的高素质专业化心理人才队伍，进而提升学院人才的培养质量，提高

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四、“专业成长加油站”活动具体措施

（一）动员与思想引导（2016 年 5 月）

通过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让学生明确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标准是“重学历更中能

力，中理论更中实践，重专业素质更重综合素质。唤起学生对学习的内在需求，把技能训练

转化成学生的内在要求与自觉行动。针对学生中科研轻实践能力训练的现状，引导学生处理

好科研与实践能力提高的关系。

主要活动：职业生涯规划讲座、点亮心灯——“心理学院学生去哪儿啦”主题班会、优

秀毕业生经验分享交流

（二）组建学生自主的学习共同体（2016 年 5-6 月）

根据学生毕业生就业意向，分为科研（继续深造）、教育类、企业类三大类。每一类又

细分成若干小组。如企业类分为企业用户研究类、人力资源开发与人才测评类、心理咨询与

企业管理测评类和心理培训类四类。

相同意向的 5-6名学生组建学习共同体，选择有责任心的学生担任组长，启发大学生

的自觉性、调动其积极性、挖掘其创造性,形成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合力。学习共同体建设贯

穿培养整个过程，分为小组学习、网络交流和参加学院集中开展的培训、竞赛等学习形式。

三、构建系统的课程学习安排（2016 年 9 月-3 月）

（一）科研能力训练营

活动时间 主题 形式

2016年 5月-2017年 5月 定期的常规活动 课题会

2016年 5月 院系课题立项 立项

2016年 9月下旬 “走进科研”——科研活动宣讲会 讲座

2016年 10月上旬 “名师指路”——选题指导与答疑 讲座

2016年 10月中旬 “课题贸易”——师生课题交流会 交流会

2016年 11月中旬 “名师来支招”——调研指导 讲座

2017年 3月中旬 “做个好写手”——结题报告撰写

指导

讲座

2017年 4月上旬 “能言善辩”——PPT制作与答辩

指导

讲座



2017年 4月-5月 “show出你的成果”——结题答

辩会

答辩会

（二）实践能力训练营

1．教育类课程

日期 课程题目 课程形式

2016年 5月-2017年 4月
定期开展技能训练（普通话、三

笔字训练、说课）
小组活动

2016年 5月-2017年 4月

开展师范技能系列培训（说课评

课技巧、心理健康教学设计、多

媒体使用技巧训练等）

专题讲座

4月、10月 心理健康课程见习
影子/跟岗学

习

5月下旬
教师岗位采访与职业体验：真实

工作场景大模拟

体验学习

锵锵三人

行

2016年 9月 省心理类师范技能大赛 观摩

2017年 3月 学院师范技能系列比赛
观摩、参

赛

2017年 4月 职业加油站，你的身价提升了吗？
名家点评

总结提升

2．企业类课程

（1）企业用户研究类

日期 课程题目 课程形式

2016年 5月-2017 年 4

月

定期开展网络交流，开展用户研

究类的个案分析等
小组活动

2016年 5月-2017 年 4

月

开展培训（互联网时代如何运用

大数据等）
专题讲座

2016年 4月、10月 企业见习 企业参观

2016年 5月

个人成长路径探究——企业见习

后，基于 SWOT的个人自我分析

及成长规划的撰写

撰写规划

2016年 10-11月
企业用户研究职业者采访与职业

体验：真实工作场景大模拟

体验学习

锵锵三人行

2016年 12月 学院模拟招聘大赛 观摩、参赛

2017年 3月
企业用户研究职业者胜任力探讨学

习会
世界咖啡



2017年 4月 职业加油站，你的身价提升了吗？
名家点评

总结提升

2）人力资源管理类

日期 课程题目 课程形式

2016年5月-2017年4月 人力资源管理六大模块初体验 世界咖啡

2016年 4月、10月 企业见习 企业参观

2016年 5月

个人成长路径探究——企业见

习后，基于 SWOT的个人自我

分析及成长规划的撰写

撰写规划

10月上旬
智联招聘或倍智公司的发展与

需求
专题讲座

2016年 10-11月
人力资源管理职业者采访与职

业体验：真实工作场景大模拟

体验

学习

锵锵三人行

2016年 12月 学院模拟招聘大赛 观摩、参赛

2017年 4月
职业加油站，你的身价提升了

吗？

名家点评

总结提升

（3）咨询类

日期 课程题目 课程形式

2016年 5月-2017年 4

月

咨询从业者采访与职业体验：

真实工作场景大模拟

体验学习

锵锵三人行

2016 年 5月
咨询师的前世今生——咨询行

业的发展与现状
专题讲座

2016 年 6月
自助助人，助人自助——咨询

技术阶段走
世界咖啡

2016 年 10月-11 月
咨询师了没？——咨询体验和

案例督导（系列）
案例督导

2016 年 12月 “我是咨询师”大赛 观摩、参赛

2017年 4月
职业加油站，你的身价提升了

吗？

名家点评

总结提升

（4）培训类

日期 课程题目 课程形式

2016年 5月-2017年 4

月

咨询从业者采访与职业体

验：真实工作场景大模拟

体验学习

锵锵三人行



2016 年 5 月
我是培训师——培训市场及

需求
专题讲座

2016年 6 月 专业 vs包装，培训的锦囊 世界咖啡

2016年 7-9月
培训技能大闯关，经历体验深

成长
历奇训练

2017年 4月
职业加油站，你的身价提升了

吗？

名家点评

总结提升

四、各种激励和保障措施

1.完善《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学生课外科研立项活动方案》，每年立项 20个项目，

包括科研学术项目、比赛培养项目等类别，每年学院支持经费 4万元。

2.成立心理学院本科生科研活动工作小组和指导专家组

3.在学院原有的《心理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实施办法》基础上，2016年 5月起学院聘任

一批校外实践导师，探索本科生的“科研导师+实践导师”双导师制。

4.修订学生学年评优和研究生推免制度。在事关学生切身利益的环节上建立科学激励机

制，促使学生更加重视专业学习，积极投身到学风建设中来。

5.在研究生助教中专门设实践训练的岗位，协助政工干部开展和落实“专业成长加油站”

方案的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