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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践育人是高等教育传统教学的重要补充，是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当前高校实践
育人的现状和多方主体不同的利益需求共同为高校实践育人动力机制的建构注入发展的源
泉。而多层推动力和制度、
策略等全方位保障则成为高校实践育人的动力机制。高校实践育人
动力机制的正常合理运行，
是推进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持续开展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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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育人作为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环节，
是课堂教育的延伸和升华，
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的根本途径。为此，探究高校实践育人的动力机
制，以内生动力激发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进一步
开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识和间接经验为基础，通过在课外开展与学生的
健康成长和成才密切相关的各种应用性、综合性、
导向性的实践活动，加强对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
力培养的育人方式。目前，我国高校为学生提供的
实践平台越来越高、机会越来越多、形式越来越丰
富，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将影响实践育

一、高校实践育人动力机制建构是高校
实践育人工作的价值选择

人动力机制的长效和有效发挥。
其一，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主体性不强。实践
育人是在课外实践活动上的升华，其出发点和归

动力机制指的是“在一个事务中处于推动事
物发展变化的构造、功能和条件，或是指一个事务
赖以运动、发展、变化的不同层级的推动力量以及
他们产生、传输并发生作用的机理和方式。”［２］高校

宿点是让学生真正地参与到真实的实践当中，它

实践育人的主客观动力系统、有规律地共同运转

的弊端。其二，学生参与的覆盖面不够大。由于成

构成了实践育人的良好运行方式。当前高校实
践育人出现的各方面问题为高校实践育人动力
机制构建提供了必要性，同时不同主体的需求

本的限制、安全的考虑以及接收单位的困难，目前

为高校实践育人动力机制的构建提供了可能

的需要、队伍组建的需求以及成果展示方面的期

性，二者为高校实践育人动力机制建构提供了重

待，每年参加这些实践活动的学生当中存在很多

要的价值选择。
（一）高校实践育人动力机制建构的必要性

重复参与的优秀学生，阻碍了普通学生的参与程

实践育人是指以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的理论知

与课堂教学共同为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服
务。然而，目前的实践育人活动仍存在具体实施过
程中学生参与程度不高、互动性小、重形式轻体验

高校出国出境项目、社会实践活动、政府挂职的数
量以及参与人数都比较有限。并且因为平台建设

度，造成实践项目虽多但覆盖面不够广的现实局
面。其三，管理的科学化程度不高。我国高校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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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活动仍具有粗放式管理的特点，过于重视表面
上规模的扩大以及成果的多少，而忽略了实践的
监督、
管理以及评价，
相应的配套机制更是不够完善。
（二）高校实践育人动力机制建构的可能性
高校实践育人的动力机制决定着高校实践育

实践与探索
（一）高校实践育人动力机制的多层次推动力
高校实践育人动力机制的推动力来自于不同
方面，具体而言包括：满足不同主体的发展需求、
彰显参与者的价值、激发对接单位的社会责任、实
现不同主体的目标，这些方面的相互作用形成了

人长效机制长期、稳定、有效的发挥，在实践育人
长效机制内部运行中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功能，
是实践育人长效机制源源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动

高校实践育人机制的多层次推动力。
其一，满足不同主体的发展需求。高校实践育
人工作是由政府、高校、社会组织、参与者等多主

力。实践育人长效机制的运行，
涉及多方利益主体
的参与，多方利益主体的不同需求为高校实践育
人动力机制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性。

体共同完成的一项教育任务。每个人、
每个组织做
事都有动机，
当动机、
内容及结果相匹配时，会自然

其一，
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的战略需要。提高高
等教育质量，
首先是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对高水
平大学来说，
尤其体现在创新人才培养上。实践育

人环节时要尽量满足各方需求，
并在实践过程中给
予各方充裕的时间与空间，只有当个人与组织的
需求均得到满足时，他们才会自觉主动地投入到

人动力机制的实施，可以有效提升高校学生理论
转化成实际的水平，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
能力，从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我国创新型人才

实践育人工作中，促进实践育人工作有效开展。
其二，彰显参与者的价值。高校育人工作的对
象就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根本价值取向

的培养作出贡献。其二，高校跨越式发展的现实需
求。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进程
中，培养思维活跃、思路开放、理论扎实、动手能力

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当今社会和高校
环境下，学生对自我实现最高需求的渴望越来越

强的学生，有助于反哺高校，从而带动高校自身的
建设与发展。其三，对接单位吐故纳新的进取要
求。高校实践育人需要政府、企事业单位及相关组
织和平台的对接，为参与的学生提供长期的实践
场所、真实的工作内容以及操作锻炼的机会。与此
同时，大学生把新理论、新技术带到工作中，新思
想与旧思维的碰撞，会给接收单位带来新的发展
契机。其四，
学生参与者追求成长的美好期望。学
生是实践育人工作的参与主体，他们的积极参与
是实践育人工作长效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于高校
学生来说，他们现在渴望的是获得能够满足他们
自身成长和发展需要的平台和机会。

二、
高校实践育人动力机制的构建
实践育人的动力机制，主要是针对系统运行
的各主体，找到增强实践育人运行动力的方法，保
障系统运行动力的途径以及推动继续合作的制
度，以实现机制的长效运行。其中，高校实践育人
动力机制的多层推动力和全方位保障的具体因素
构成了高校实践育人的动力机制。

地触发完成这件事情的愿望。因此，在设计实践育

大。实践项目的价值不能仅停留在为学生提供一
个接触社会的层面上，而是要了解学生内心深层
次的追求，通过实践项目帮助学生发挥自我价值
的最大效用，在实践过程中寻找自我价值的实现
途径，这样才能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保持积极、主
动的状态。也正是人类个体挑战变化和彰显自我
价值的需要以及追求正向社会流动的本质，才构
成实践育人工作长续持久的动力源泉。
其三，激发对接单位的社会责任。作为对接单
位接收高校学生到组织中学习和实践，为社会培
养更多实践人才，是企业或社会组织承担社会责
任的重要方式之一。故而当实践育人的具体内容
能够激发对接单位的教育责任时，他们就会忽略
实践活动带来的教学成本、延缓的生产效率以及
可能导致的赢利下降等风险，配合高校进行实践
育人教育。
其四，实现不同主体的目标。凡事先有目标，
而后才能确定工作。以各主体的期望为目标设计
实践育人环节、进行实践锻炼，才能事半功倍。满
足需求、彰显价值、激发责任，这些都是推动实践
育人发展的助推力，最根本的动力还是通过实践
育人工作，能够实现多方主体的不同目标。当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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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践育人工作能够达到自己的期望时，就会

的效果则是让他们手挽手，成为密不可分、无法替

主动投入更多努力促成实践的成功。
（二）高校实践育人动力机制的全方位保障
高校实践育人动力机制的有效开展需要清晰
健全的制度、扎实有效的激励策略、互信的合作伙

代的合作伙伴。从实践育人的设计伊始到结束，
要
求政府、高校、对接单位以及学生在实践育人工作
中的权责分明，但这并不意味各自为战，而是要在
相互配合的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当渗透达

伴、相互影响的效果作为保障，正是这些具体措施
的有效开展，为高校实践育人动力机制建构了全
方位的保障。

到一定程度时，主体间才可形成一环扣一环的链
条，使链条上每一环为着共同的目标努力。
（三）高校实践育人动力机制的模型构建

其一，
具备清晰健全的制度保障。构建高校实
践育人的动力机制，离不开党和国家自上而下的
宏观指导以及高校清晰健全的制度规划。在制度

健全的制度是引导和开展高校实践育人工作
的宏观指导，在严苛制度的要求下，人性化的激励
策略是解决倦怠、鞭策各主体长期坚持的有力保

建设中，首先，需要自始至终强调贯彻“育人”这一
根本理念，加强制度设计，搭建完善的运作模式，
构筑完整的工作生命周期，同时通过建立制度化、

障。在
“理”
与“情”
的双重作用下，引导政府、
高校、
接收单位、学生参与者等主体成为良好的合作伙
伴，在互惠互利的合作下自觉承担相应责任，从而

规范化的工作机制，构筑起全方位、全过程以及全
员参与的育人格局［３］。其次，要在制度中明确学校

实现多方目标。实现目标并非高校实践育人最重

各部门、接收单位、以及上级管理者的职责，将权

要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让各主体充分
体现自我价值，达成相互影响的效果，满足主体的

其二，
推行扎实有效的激励策略。激励是为了
达成个体自我实现目标的重要策略。建立完善的

多方需求，最终形成高校实践育人的动力机制。
从理论上看，实践育人作为弥补传统高等教
育不足的新方法，在培养高端人才方面有着不可
小觑的作用。但是在实践中，实践育人在我国仍处

激励机制，是对社会组织承担接收任务的肯定，是
对学生主动参与实践行为的鼓励，更是高校长期
开展实践育人工作的鞭策。将激励举措与实践育

在实施的初级阶段，还需各方的共同努力。要想使
实践育人动力机制发挥长效功能，就要了解其联
动主体及其动力机制，以此才能为高校实践育人

人目标结合起来，贯穿于实践活动的始终，建立内
外并举、精神和物质并施、多种激励方式灵活运用
的激励策略，调动社会组织的意愿和热情，发挥学

机制的后续运行提供最根本的保障，为完成高等
教育
“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生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促进社会组织和学生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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