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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培训课程计划 
 

一、日程安排：\Schedule 

日期 

8 月 05 日——8 月 19 日 

 

地点 

南安普顿温彻斯特艺术学院，以及其他校外参观场所 

 

目标 

为推进师资队伍建设，努力打造一支具有“国际视野、双岗双馨、

异质互补”的教师队伍，学院以教学科研、人才培养为主题选派教师走

出国门，开展海外交流来提升教师和管理队伍国际化水平，提高教学质

量。 

此次是中英第四期教师培训，学院共派出 17 人。学院制定了详细

的培训方案，印发了学员手册，成立了班委会，分成 2 个学习小组。 

培训从教师和学员互动的角度出发，通过讲座、讨论、参观等方式

介绍英国教育体系和英国艺术设计教育，探讨中英两国教育的异同，研

讨艺术设计课程的设置和评价标准，分享两国教育资源。 

 

基本信息 

温彻斯特艺术学院安排培训师资，并负责提供中/英文翻译人员，为

培训期间所有课程和实地考察进行翻译。学员在校培训期间，安排住在

温彻斯特艺术学院的学生公寓。公寓内配有烹饪设施，学员可以自备简

餐。温彻斯特艺术学院负责落实出行大巴或其他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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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队日程安排一览表 

 
天

数 

日期 活动日程 

1 8.05 周一 从上海飞抵伦敦希斯罗机场 

转乘大巴前往温彻斯特艺术学院 

2 8.06 周二 上午:Old Alresford Place开幕式 

温彻市长致欢迎词 

温彻艺术学院院长 Bashir Makhoul致欢迎词 

培训团队领队讲话 

合影 参观并介绍 Old Alresford Place 

自助午餐 

下午：参观南安普顿大学校园和市区 

3 8.07 周三 10:00 讲座：英国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 

14:00 讨论：中英两国教育体系的异同之处 

4 8.08 周四 10:00 讲座：设计学习成果与评估方法 

14:00 根据情境，评论学生作业，理解学习成果与评价标准 

5 8.09 周五 参观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维多利亚—艾伯特博物馆 

6 8.10 周六 访问布莱顿：皇家宫殿、巷道区 

7 8.11 周日 访问伦敦：伦敦眼，议会大厦，唐宁街，大本钟，白金汉宫，牛津

街 

8 8.12 周一 参观：伯恩茅斯，大学城海景 

9 8.13周二 10:00 讲座：艺术设计教育的课程开设以及排课问题 

14:00 参观工作室和实践 

10 8.14 周三 10：00讲座：艺术设计教育的课程开发 

14：00参观工作室及实践 

11 8.15 周四 参观温莎城堡和比斯特购物村 

12 8.16周五 上午：参观途径巨石阵，参观巴斯古城—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和巴斯

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巴斯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致词欢迎并参观校园

及工 

作室。 

下午：参观巴斯古罗马浴场和时装博物馆 

13 8.17周六 上午：参观牛津和牛津大学 

下午：比斯特购物村 

晚上：在温彻斯特市政厅举行闭幕仪式，温彻市长莅临告别晚宴 

14 8.18 周日 参观大英博物馆 

15 8.19周一 启程回国 希斯罗-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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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个人学习设计 

 

根据学院整个团队的培训方案，结合自身教育教学管理工作需要，特拟

定个人学习计划如下： 

 

1. 在了解英国教育体系，探讨中英两国教育异同的基础上，学习英国艺

术设计教育课程设置及评估方法，了解温彻斯特艺术学院课程体系建设

情况。 

 

2. 了解教学质量评估方法，对如何提高艺术设计专业教学质量评估体系

建设探索可借鉴方案。 

 

3. 观察和体验英国的教育体系，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等方

面充分了解英国，以及中英文化差异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 

 

4.从本职工作角度出发,为艺术设计专业工作室管理制度建设搜集可供

参考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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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学习日志 

8 月 05 日/周一 

启程：11：50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到达：17：20 伦敦希斯罗机场 

历时：13 小时左右 

 

英国时间下午五点半左右，到达了伦敦希斯罗机场。温彻斯特艺术学院安排了人员接站，我们转乘大巴经

过 2 个小时到达了温彻斯特艺术学院 Erasmus Park 学生公寓。 

接下来是分配宿舍，整理行李。学员每人一间宿舍，备有卧室、浴室，卧室内有电话和宽带网接口。我们

每两个小组共用一个厨房。Erasmus Park 学生公寓离温彻斯特校区有 15 分钟步行距离，附近有一家 24 小时

营业的超市，生活比较便利。 

校方晚上提供了一份简餐，大家用餐后一起熟悉周围的环境，然后各自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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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06 日/周二 

培训班开幕式 

早晨我们乘车前往南安普顿市，参加培训班开幕式。开幕式在南安普顿市的古老建筑 Old Alresford Place

举行。 

开幕式上，首先由温彻斯特市第 814 位市长致辞，他向我们表示了欢迎，祝贺培训班在温彻斯特开班，希

望我们在这过得愉快。学院领队施教芳主任代表大家分别赠送了礼品并致辞。 

之后，温彻斯特艺术学院教师和我院学员分别做了自我介绍，进行了简单的交流。 

开幕式后，我们就在这座古老建筑里享受了自助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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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参观南安普顿校区。 

 

南安普顿大学是全英十大科研大学之一，在 2010 年全英大学排名中属前 20，是所综合实力强劲的大学。

南安普顿大学温彻斯特艺术学院是英国最著名和最古老的艺术学院之一，至今已经有 140 多年的历史，具有浓

厚的艺术底蕴。温彻斯特艺术学院(Winchester School of Art)于 1996 年加入南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共享这所英国顶尖科研大学的丰富资源。 

英国大学排名网介绍，南安普敦大学温彻斯特艺术学院以其优秀的科研教学和灵活创新的课程在国际社会

中享有盛誉，目前艺术设计专业排名全英前十，是南安普敦大学单科排名最优秀的学院之一。学院鼓励学生充

分发挥他们的创作潜能，并提供多种跨专业学习研究的机会。 

苹果机房和数码打印室等先进的教学设备、友好的社群环境和激励奋进的气氛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

多次在重大赛事中获奖。许多毕业生正活跃在不同的国家，担任着重要的创造性艺术工作。 

温切斯特大学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表演艺术、商务以及初等教育方面素有声誉。学生们可以从各种预

科课程、副学位课程、初级学位课程以及研究生课程中进行选择。温彻斯特艺术学院开设的课程涵盖艺术、时

尚、纺织设计、平面艺术、时尚营销、奢侈品管理等领域，课程多样且学习灵活 

 

 

http://school.ailiuxue.com/uk/soton/
http://uk.ailiuxue.com/
http://school.ailiuxue.com/uk/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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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07 日/周三 

上午讲座：英国艺术与设计教育体系，Jonathan Harris 

 

英国高等教育的转变来自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对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工业发展需要人才，学校建

立起来，培养社会需求的人才，这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有着很大的区别。艺术与设计转变，由此，分出艺

术人、手艺人，制作的与思考的。工作岗位发生变化，社会文化和技术不断创新。 

教授讲到理解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性，要融合。在英国，在创新方面，注重培养学生写作、讲说能力。这正

是我们现在缺少的，尤其是写作方面，我们的学生“写”跟不上“说”。 

 

 

 

下午讲座：中英两种教育体系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中英教育体系，在学制、教学侧重点、成绩评定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异。 

一、学制、培养方式差异 

第一，中国大学本科学制四年，英国大学学制三年。英国大学第一年成绩不计入三年本科总成绩，英国学生在

大学第一年所学课程均为各系公共课，各系派出优秀教师讲授本专业领域内经典课程，学校提供一个月时间给

学生选择和决定自己的专业；相反在国内，学生踏进校门的时候就已经选定了自己的专业，极少有在大学期间

改变自身专业的情况与条件。 

第二，英国的大学在每学年结束，都有一部分学生被要求留级或者退学，这是因为他们不适合这个专业或者这

http://www.papershome.com/gong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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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校。退学后他们可以更换专业或者学校，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而在中国大学，因成绩等原因被退

学的情况相对较少，在同一学校顺利毕业的可能性相对较高，而学生在退学后难以更换学校或专业继续学习。 

   总体来说，中国大学注重课堂教育，以灌输式“应试教育”为主，高校教育“严进宽出”；而英国大学注

重综合培养，以自主选择式“能力教育”为主，高校教育“宽进严出”。 

二、教育侧重点差异 

  中国和英国在教育侧重点上也存在较大区别。中英教育都强调“关注每一个学生”，英国提倡

“Every student is important”，中国是“为了学生的一切、一切为了学生”。虽然有共性，但本质是不一样的。

英国高等教育关注每一个学生，重点是对学生个体的重视；中国高等教育对学生的关注，重点是对其各方面的

规范。 

  第一，英国非常注重因人施教，特别是高等教育，非常注重学生自身特点，遵从以个人发展为主的教育理

念；而国内较为注重对学生专业素质的系统化培养，对学生的规范性要求更多，旨在使更多高校毕业生符合目

前经济社会的行为模式与业务需要。 

  第二，英国高等学校尤其注重创造性教育。学生如果在所学课程上没有创新，那么成绩评定最多及格。在

英国大学里，几乎每一门课程都要求学生进行相应的分析研究来完成一个项目。也就是说，一般老师只给出方

案或者案例，并不给学生提供具体的方法，然后学生需要通过自己或者小组成员一起完成。这种教育方法，使

每位学生都能在课堂上大胆地、尽情地交换意见，并培养他们主动获取知识，提高自学、分析、判断及推理等

多种思维能力。而教师只是教学活动的一个组织者，在活动过程中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西方教育着

眼于 “人性化”和“创造性”的开发，国内教育重在“规范性”和“制度性”的培养，这也体现了国内外教育

理念的差异。   

三、分数成绩评定差异 

英国考试题目相对灵活，并且更侧重于开放式的主观题型，很少会给出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结论。英国

大学反对一锤定音的考核方式，不以考试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在最终评定学生学习成绩时，学生平时的科研

水平、实践表现、取得的科研成果和最后的考试成绩各占 50％。此外，考试考核的答案也具有相当的灵活性，

绝不存在国内考试的“得分点”。老师很少会给出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结论，而是注重其科学性、灵活性、开

创性。只要学生的解答言之成理、具有创新意义和研究价值都会得到学校的认可和鼓励。 

四、中国大学和英国大学导师的差异          

在英国高等学府里，每个导师一般带领 8～10 位学生，他们主要负责指导学生的学业和品德，帮助学生选

修科目、课程，推荐学生阅读的书目等，在导师制下，英国大学师生交流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给学生以学习上

的指导，更重要的是对学生进行情感和心理的引导；同时，也是为了开阔导师的视野、促进其学术上的建树。

通过思想的沟通，彼此接纳、相融，使知识的探讨和辩论更加顺畅。我们的班级一般都有 30 人以上甚至更多，

师生交流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引导、教育和管理学生，思想与情感交流相对较少，老师对学生这方面的了解也

不够充分和全面，同时有利于老师树立威信，便于对班级与学生个人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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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08 日/周四 

讲座：上午--设计学习成果与评估方法 

下午--评论学生作业，理解学习成果与评价标准 
讲座介绍了英国大学评估框架，详细讲解了评估的目的，包括监控学习；评定能力；提供学习背景，承上

启下；提供意见反馈给学生和老师等。 

英国注重考查学生自我评价、总结、规划，评估学生自己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每个教师都很重视评估，

教师的评语也写得十分严谨，包括包括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思考的能力；想法如何实现，技能和实践能力。 

英国也注重学生的诚信，要求原创，有学生自己的想法。 

总体而言，英国教学的评估已经系统化、科学化，能够帮助学生和老师了解知识、技能掌握的程度，以及

学生的创新力。我们国内的教学评估还不完善，缺少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估，思维的评估，应该加以完善。 

 

8 月 09 日/周五 

上午：参观伦敦维多利亚—艾伯特博物馆、泰特现代艺术馆 

上午，我们来到了维多利亚—艾伯特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是为纪念艾伯特王子和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它建立于 1852 年。这个博物馆收藏了 5000 年的

艺术品，从远古时代到现在，地域跨越欧洲、北美、亚洲和北非。馆藏的陶瓷、玻璃、纺织品、服装、银、铁、

珠宝、家具、中世纪文物、雕塑、版画和版画、素描和照片是最大和最全面的世界。博物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

后古典雕塑，该集团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大的项目是意大利境外。该部门包括亚洲艺术来自南亚、中国、

日本、韩国和伊斯兰世界。东亚收藏是欧洲最好的，特别是优势，陶瓷和金属制品，而伊斯兰收集，一道卢浮

宫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纽约，是众多世界上最大的。馆内收藏了全世界最多的装饰艺术品，丰富多样

的工艺品让人目不暇接。 

 

 

   

 

 

 

 

 

 

http://baike.so.com/doc/5420636.html
http://baike.so.com/doc/4039749.html
http://baike.so.com/doc/2915343.html
http://baike.so.com/doc/2188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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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参观泰特现代艺术馆。 

这个艺术馆建在泰晤士河边，是由一座发电厂改建而成。建筑师合理利用了发电厂的内部空间，设计了多

样的展台和通道。人们在这里边喝咖啡边俯瞰伦敦城，欣赏泰晤士美景。 

泰特现代美术馆专门收藏 20 世纪现代艺术,包括毕加索、马蒂斯等著名艺术家的作品。最受欢迎的馆藏为

拉斐尔前派和泰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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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周六 

 

访问布莱顿：皇家宫殿、巷道区购物 

英格兰南部海滨城市，标志性建筑是英皇阁(Royal Pavilion)，布莱顿以其密布鹅卵石的海滩而著称。布莱

顿大学是英国实力最强的大学之一，学校的科研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其中许多科研工作者都是该领域公认的

国际级专家。这座英格兰南部海滨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是英皇阁(Royal Pavilion)，印度支那风格的佛塔，宝塔和

圆顶屋。 

从宴会大厅延伸出来的树枝形装饰灯远看上去像是从一条巨龙的口中探出的一样。在排场的餐厅里可以尽

情享用足足有 20 道美味菜肴的一顿大餐，这里的铁柱子被艺术化地装饰成棕榈树。当里根特王子决定选择布

莱顿作为其度假地的以后，其他人纷纷向往，结果在当地留下了很多乔治风格的建筑，并背上了过于奢靡的名

声。 

其他地方的海滩大都是沙滩，而在布莱顿则以其密布鹅卵石的海滩而著称。 

 

 

 

 

 

 

 

 

 

 

http://baike.baidu.com/view/8468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13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93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68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13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68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6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14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6478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93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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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1 日/周日 

参观伦敦市主要景点 

 

伦敦，英国的首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首先参观的是伦敦眼，它坐落在泰晤士河畔，是世界第四大摩

天轮，是伦敦的地标之一。每个轮子里面可以坐 20 多人，转上一圈大约需要半个小时。 

 

 

 

 

 

 

 

 

 

下午到达白金汉宫，这里是英国皇室办公和休息的场所，英女王就住在这里。白金汉宫门前的广场聚集了

很多游客，大家都来感受王室，欣赏传统的换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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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2 日/周一 

参观：伯恩茅斯，大学城海景及购物 

伯恩茅斯（Bournemouth）英国南部港口城市。东北距南安普敦约 40 千米，濒临英吉利海峡。伯恩茅斯

市人口约 14.4 万（1981）。面积 47 平方公里。19 世纪前为渔村。1870 年通铁路后发展迅速。成为海滨游览

地和英国主要会议中心之一。建有轻工业区。交通便利。当地气候宜人，冬季温暖，为海滨游览地。有公园、

沙滩和松树林等风景区。在 TIMES 最新排名中居第 81 位的伯恩茅斯大学位于本市。 

 

 

 

 

 

 

 

 

 

8 月 13 日/周二 

讲座：艺术设计教育的课程分类与专业设置 

英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国艺术设计类课程分职业课程、本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三大类，艺术和设计职业

课程的学制一般为一年或两年，学成后授予的文凭种类有： 

全国通用职业资格文凭、职业性中学高级水平考试文凭、国家高级学位证书等，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戏剧

表演、剧院后台工作，还可以进入时装界或者从事平面设计工作。 

除此之外，英国还提供了艺术设计专业的远程教育和短期课程，许多课程都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学习，

既能保证学习质量又节省了时间。设有大学前期预备课程，为国外高中毕业的同学作好充分的入读准备。专业

设置灵活，设计类专业有多种选择：珠宝设计、时装设计、室内设计、产品设计、平面设计、实用设计、织品

设计等等。 

 

http://baike.baidu.com/view/35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88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78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7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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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4 日/周三 

讲座：艺术设计教育的课程开发 

早上，我们听取了关于产品设计和工艺设计的讲座。了解了英国产品设计的历史和现状。我们发现工艺设

计在产品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产品设计必须要考虑工艺，二者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 

最后，我们一行参观了温彻斯特艺术学院的工作室。这里的工作室比较实用，注意细节，以满足教学为标

准，利用率很高。相比而言，我们学校的工作室比他们要先进，空间大、设备齐全，但利用率不高，我们在这

个方面还要深入研究，与行业、企业合作，真正把工作室的作用发挥出来。 

参观：温彻斯特艺术学院工作室 

温切斯特大学的各个校区为学生们提供了优越的教学设施。斯特莱普是一个一流的综合性演讲厅，它有礼

堂、工作室和研讨室等设施。“军中玫瑰图书馆”收藏了 25 万多册图书、数字视频光盘以及其他资源，还提供

联网计算机和学习区。该大学提供了优越的表演艺术设施，比如表演体操馆。温切斯特大学一直在扩充其信息

技术设备，目前该校提供了大约 500 台联网的计算机供学生们使用。所有的学生都可得到基本的信息技术培训，

以便熟悉各种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温切斯特大学的大学中心是一栋四层的大楼，大楼内将设有一个新的学生

会办公室、餐饮设施、书店、超市以及学习咖啡馆。 

http://www.baike.com/wiki/%E4%BD%93%E6%93%8D
http://www.baike.com/wiki/%E9%A4%90%E9%A5%AE
http://www.baike.com/wiki/%E5%92%96%E5%95%A1%E9%A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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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周四 

参观温莎城堡 

温莎城堡是英国王室的行宫之一，现任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经常到温莎城堡，在这里进行国家或是私

人的娱乐活动。古堡历史悠久、气势恢弘、景色优美、内涵丰富，体现了英国人的绅士和优雅。 

 

 

 

 

 

 

 

 

 

 



 

 17 

 

 

 

 

 

 

 

 

8 月 16 日/周五 

上午参观访问巴斯斯帕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下午访问巴斯古罗马浴场和时装博物馆 

途经 巨石阵—世界文化遗产 

 

巴斯斯帕大学学院   简称 BSUC。1898 年成立，规模中等。该院的艺术设计学院设有美术、油画、雕塑、

视觉设计、动画、插图、摄影、电脑设计、多媒体、纺织设计、服装设计、陶艺等专业。其校园历史悠久，景

色迷人，充满了乔治时代的风味。巴斯是英格兰唯一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以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乔治时代

的建筑著称。城市中博物馆和美术馆众多，我们参观了巴斯服装博物馆，欣赏了近代的皇室及贵族服装。 

巴斯周围的环境有时也能成为灵感的源泉，在这样的地方学习艺术设计是再好不过了。许多著名的艺术家

选择住在巴斯，我们访问期间巧遇巴斯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是新聘任的澳大利亚籍女艺术家,国际化的教学团队为

教学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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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 日/周六 

参观 牛津及牛津大学各学院 

牛津共有 39 个学院，它们和学校的关系就像美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那样采用联邦制形式。每一

所学院都由 Head of House 和几个 Fellows 管理，他们都是各种学术领域的专家，其中大多数在学校都有职

位。6 个准学院（称为“永久性私人学堂”为各宗教教派所办），至今还保留着它们的宗教特许状。此外还有一

个继续教育学院。在 35 个学院中，众灵学院目前没有学生，只有院士（包括访问院士）。各学院规模不等，但

都在 500 人以下，学生、教师（院士）来自不同的专业学科。 

除学院外，牛津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主要由学部来组织，学部不是大学内的自治单位，它们都是跨学

院的机构，不附属于任何一个学院，不过各学部的教师和学生，首先必须是牛津大学内某一学院的一员。牛津

现有 16 个学部：人类学和地理学学部，生物科学学部，临床医学学部，英语和文学学部，法学学部，经典、

哲学和古代历史学部，数学学部，中世纪和现代语言学部，现代历史学部，音乐学部，东方学学部，物理科学

学部，生理科学学部，心理学学部，社会学学部，神学学部，文科学部下一般不再分系，理科学部下又分成 30

多个系，有的学部还设一些中心和研究所。此外，有的研究所（如教育研究所，招收有研究生）不隶属于上述

各学部，而直属于大学。 

 

 

 

  

 

 

 

 

http://baike.so.com/doc/4252531.html
http://baike.so.com/doc/835169.html
http://baike.so.com/doc/5377941.html
http://baike.so.com/doc/824511.html
http://baike.so.com/doc/3981470.html
http://baike.so.com/doc/3457011.html
http://baike.so.com/doc/4945564.html
http://baike.so.com/doc/5343249.html
http://baike.so.com/doc/1721836.html
http://baike.so.com/doc/5036874.html
http://baike.so.com/doc/5372661.html
http://baike.so.com/doc/2339269.html
http://baike.so.com/doc/4695841.html
http://baike.so.com/doc/561545.html
http://baike.so.com/doc/53504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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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温彻斯特市政厅举行结业仪式及欢送晚宴，由市长颁发结业证书 

 

 

8 月 18 日/周日 

参观伦敦大英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包括埃及文物馆、希腊罗马文物馆、西亚文物馆、欧洲中世纪文物馆和东方艺术文物馆。埃及

文物馆是博物馆中最大的陈列馆之一，这里展有大型的人兽石雕、庙宇建筑、为数众多的木乃伊、碑文壁画、

镌石器皿及金五首饰，其展品的年代可上溯到 5000 多年以前，藏品数量达 7 万多件，其中包括 19 世纪英国

海军统帅纳尔逊从法国国王拿破仑手中夺取的古埃及艺术品。 

大英博物馆里最引人注目的要数东方艺术文物馆。该馆有来自中国、日本、印度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文物

十多万件。其中，中国陈列室就占了好几个大厅，展品从商周的青铜器，到唐家的瓷器、明清的金玉制品。仅

来自中国的历代稀世珍宝就达 2 万多件，其中绝大多数为无价之宝。如中国各朝代的绘画、刺绣，各个时期的

出土文物、唐宋的书画、明清的瓷器等等，其中最名贵的为《文史箴图》、宋罗汉三彩像、敦煌经卷和宋、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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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商朝钢模为两只连体的绵羊，中间驮着一个圆形的楼盖，造型非常美观、精巧。还有一只来朝的瓷酒壶，

底座和责周围是一朵荷花，壶盖上坐着一只狮子，更是难得的珍品。博物馆后门的两只大石狮也是从中国运去

的 

 

 

 

 

 

 

 

 

 

 

 

 

 

8 月 19 日/周一 

返程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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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学习总结 
十几天的学习交流很快就结束了，感触很多，开阔了眼界，找到了差距，也看到了优势，

在比较中英学生管理教育中，总结如下： 

英国是现代大学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其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进程长达数百年时间。近

年来，英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高等教育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学生群体

需要和特征日趋复杂，英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内容和形式也随之不断发展。在考察中，我发

现英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对我院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具有实际借鉴意义。 

一、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服务学生 

英国高等教育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努力在管理中经营好校内外资源，营造优良

的校园自然、人文环境，运用心理学、教育学等理论来有效地服务并引导促进学生的学习和个

人发展。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以服务学生的需求为牵引，把工

作落到实处。 

我们虽然较早提出了“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但往往是认识不够到位，只停留在口号上，

做做表面文章，而且部门分工配合不紧密，没有统一思想，导致实际效果不够理想。我们必须

要实实在在地关心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这是我们学生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以法律为基石，完善监督机制 

英国高等教育的全部管理都建立在遵守法律的基石之上。依法办事在英国大学学生事务中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前我们面临许多法律空白，高校和学生都缺乏相应足够的法律保护。在这个环境下，我

们要加快学院章程的建立，更加清晰地界定学院和学生的权利和义务，既充分保障学院的权利

和利益，又充分保障学生的权利和利益。 

三、加强管理职业化、专业化 

英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作专业化。英国高校针对不同情况分设了较为合理有效的工作内

容、服务项目和工作岗位，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学生服务工作的细分是专业化发展的基础，

进而有效地推动工作不断深化和提高。工作专业化就要求从业人员具有高学历和较深的研究基

础，如学生心理咨询中心的老师都是心理学的博士，并有相关职业证书。 

四、加强学生管理与教学结合 

加强学生事务与学术事务的联系，避免学生工作与教学工作各自为政。教学工作是高校的

中心工作，学生工作常因与教学工作争时间、争空间而受到限制。英国高校学生事务与学术事

务密切联系的举措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思路。从机构的设立到工作内容的安排，把学生工作

和教学工作互相渗透，从而使教学工作真正发挥教书育人的作用，使学生工作在第二课堂自觉

服务于教学，最终形成合力达到全员育人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