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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完全学分制改革是海南大学创
建世界一流学科和国内一流大学，提升办
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一项重大举措，
是一项需要多方面协调配合的系统工程，
除教学管理模式改革以外，还需要相关配
套支持体系同步推进。

为此，海南大学成立以党委书记和校
长为组长的完全学分制改革工作领导小
组，全面领导学校完全学分制改革工作，
研究部署和协调完全学分制改革总体工
作，同时设立完全学分制改革领导小组办
公室，负责各项改革任务的具体落实。

自改革启动以来，学校专门印发了
《海南大学完全学分制改革方案》《海南大
学完全学分制改革实施技术路线》，明确
了改革各项任务和实施“路线图”。与此
同时，涉及学生选课、修课、学籍管理、成
绩置换和学分认定等多项配套管理制度
陆续推行，为改革保驾护航。

学校探索建立了本科专业责任教授
制度，在全校范围内遴选了一批具有较高
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熟悉国内本专业建
设与改革情况的责任教授，牵头负责拟定
专业整体建设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制定专
业建设方案和精品课程建设方案，多渠
道、多举措组织开展毕业生就业指导，促
进毕业去向落实率和就业质量的提高。

同时，还结合学校书院制改革，为每
位学生配备学业导师。根据人才培养目
标，结合学生个人兴趣和志向，指导学生
做好生涯规划、专业选择、课程学习和科
研引领，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接下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学校还
将构建适应完全学分制要求的学生激励帮
扶体系和学分收费制度，促进学生更好成
长成才；加快推进人事管理和分配制度改
革，构建有利于深化完全学分制改革的人
事管理和分配制度，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
性，支持教师多开课、开好课；完善教学一
体化管理平台，形成学生入校、注册、日常
教学、毕业管理等各环节的闭环运行；加强
教学条件保障建设以及深化后勤管理改
革，提升服务质量，满足教学需要……

多措并举下，完全学分制改革顺利推
进。学生间形成想学、好学、乐学的积极
学风，教师间正在逐步形成爱教、善教、研
教的良好教风。

“我们要以更高站位认识改革，以更
大决心推进改革，以更强力度保障改革，
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的根本性问题，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
师队伍，构建更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加
快提升科研创新能力，精准高效打出改革

‘组合拳’，全面激发办学活力和人才的创
造活力，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发挥参与
者、参谋部、孵化器和后备队的重要作
用。”海南大学党委书记符宣国表示，作为
推动海南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
平台和强劲引擎，海南大学将继续以完全
学分制、书院制和协同创新中心为深化改
革的主攻方向，全面推进建设与海南自贸
港发展相适应的一流大学。

（撰文/晁悠 王群生 耿刚 余梦月）

“一生一策”，开启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自定义”
——海南大学实行完全学分制改革，探索跨越式改革创新路径

“要支持海南大学创建世界
一流学科”。“4·13”以来，海南大
学牢记殷殷嘱托，紧抓海南自贸
港建设重大历史机遇，贯彻落实
教育部与海南省“部省合建”海南
大学和海南省委、省政府“聚全省
之力办好海南大学”的各项决策
部署，坚持“支撑引领、特色取胜，
高位嫁接、开放创新”的办学理
念，敢闯敢试、勇于创新，持续深
入推进学校综合改革，加快推动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学校各项事
业取得跨越式发展。

完全学分制、书院制和协同创
新中心三大改革举措，是海南大学
遵循高等教育办学规律，正确认识
和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探寻的
一条跨越式改革创新路径，目的就
是构建学院-书院-协同创新中心
“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新格局。三
大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让各支队伍
回归“主责主业”，让专业的人专心
做专业的事，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
更高质量的育人目标，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为进一步总结和
展示好学校改革发展成果，更好地
让大家理解三项改革的内在逻辑，
服务学校中心工作、促进师生发
展，海南大学围绕三大改革陆续推
出系列专题文章，4月18日推出了
书院制改革的文章，本期则着重介
绍完全学分制改革的思路与实践。

“在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申请大学英语课程成绩转换和学分认定后，我成为学分制改革切身的体会者与受益者，拥有了更
多时间来选择和学习我感兴趣的课程。”有了更加清晰的人生目标，海南大学法学院2021级法学专业学生叶雯的学习劲头更足了；

“完全学分制由学生自己来选课，教师除了要提高专业学科素养外，还要进一步转变教学理念，更加重视学生的获得感。”当学生
“用脚投票”，海南大学公共物理教学部马艳平老师化压力为动力，琢磨如何打造“金课”……

这些变化，来自海南大学完全学分制改革的推行。
自2021年起，海南大学探索推进书院制、完全学分制和协同创新中心三大改革，三者相互支撑、协同并进，激发学校发展内生动

力。据了解，从2022年春季学期开始，2021级普通本科学生已开始实施完全学分制改革，其他年级将按有利于学生发展原则兼顾执
行。一项兼具“弹性”与“韧性”，致力于培养“会拉小提琴的爱因斯坦”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高质量教育服务的必然要求

“完全学分制是什么？”“为什么要
进行完全学分制改革？”面对新思路新
举措，不少师生对此很好奇。

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
实行学年学分制，即把课程划分为必
修课与选修课，每学期（学年）的课程
种类、学时数基本是固定的，学生只要
按学期（学年）修读完固定的课程，取
得相应学分，各学年累计总学分达到
毕业要求即可正常毕业。

与学年学分制不同，完全学分制
是以选课为前提，以学分和绩点作为
学生学习的质和量的计量单位，以取
得必要的最低学分为毕业标准，采用
多样的教育规格和较为灵活的过程管

理方式的一种教学管理制度，打破学
年学分制的时间和内容刚性，赋予学
生更大的学习自主权。

由此看出，“完全学分制改革”带
来的并不仅仅是教学改革需求，更是
系统改革需求。海南大学为何要进行
一个如此庞大的系统工程？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
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现代
大学的建设必须积极呼应这一重要战
略需求，推进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建
设。事实上，进入21世纪后，推进高
校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更受到国家层面
重视。2010年，我国出台《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提出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要深化教学改革，推进和完善学分制，
实行弹性学制；2018年，教育部出台
《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提出
要完善学分制，支持高校进一步完善
学分制，扩大学生学习自主权、选择
权；2018年，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
科教育工作会议强调“以本为本”“四
个回归”，打响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
战。

“海南大学的发展不仅要适应现
代大学的发展趋势，还必须与海南自
贸港建设同向同行，在建设高质量教
育体系中积极作为，蹚出一条跨越式

发展的道路。”海南大学校长骆清铭表
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国家战略、

“部省合建”海南大学、“聚全省之力办
好海南大学”的时与势，是海南大学高
质量发展的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决
心和信心所在。海南大学要推进高质
量发展，就必须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
展活力，以体制创新推进事业进步。

由此，海南大学确定了全面深化
改革的三个主攻方向：完全学分制改
革、书院制改革和协同创新中心。实
施完全学分制改革也成为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的重要举措，成为提升教师教
学水平、营造良好教风和浓厚学风的
有力抓手。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我的大学我做主”

以创建世界一流学科和国内一流
大学为目标，通过两年的谋划，海南大
学提出了有边界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完
全学分制，即完全学分制的1.0 版。

“学校根据基本教学资源和现实情况，
以学科专业、校区布局等为要素，建立
了六个专业组群。完全学分制改革实
施后，学生对专业的选择和课程的选
择有了很大的自主性，可以结合自身
兴趣、爱好和特长，在一定条件下自主
选择专业、选择课程和授课教师。”海
南大学教务处处长邱锡光介绍，通过
构建“一生一策”人才培养模式，使学
生由“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教师
教学由“漫灌式”转变为“滴灌式”，实
现因材施教，从本质上促进学校人才
培养质量和教育教学水平提升。

如今，完全学分制改革正在进行，
海南大学2021级学生自2022年春季
学期起就可以自主选择课程，这极大
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我之前所学的课程其实是有专业方
面的限制，但是在完全学分制改革后
我能够自主选择其他我感兴趣专业的
所有课程，这让我对学习充满了动
力。”该校管理学院2021级工商管理
专业学生胡尔豪说。

采用弹性学制的完全学分制，也
有利于学生提前设定各学期学习计
划，设定合理学习方案，培养学生的自
主意识。按照目前的规定，英语学习
能力强的同学，可以通过大学英语四、
六级、托福和雅思等测试成绩置换大
学英语课程成绩，免修大学英语课

程。这让人文传播学院2021级戏剧
影视文学专业学生陈艺旻十分开心。

“申请英语免修后，我可以将多出来的
时间更好地安排自己的学习步调，去
拓展兴趣爱好或者优化学习计划，让
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涯更有含金量。”陈
艺旻说。

当学生不再按照固定学制“齐步
走”，而是可以“挑选”老师时，那么老
师能否站上讲台就取决于学生选择。
教学认真负责、教学质量高的授课教
师所授课程通常备受欢迎，而教学呆
板、枯燥无味的课程常常遭受冷落，甚
至会出现同一门课程，因为授课老师
不同，而呈现一边冷一边热的现象。
这都会极大地刺激老师不断提高课程
质量和教学水平，更新教学观念及教

学方式。
“学生自主决定学习目标和学习

进程会反向影响教师开课，什么样的
课程能满足新时代学生的需求，什么
课程受学生欢迎，什么样的课堂受学
生青睐，什么时间开设什么课程符合
学生对该学科的认知规律，诸如此类
的问题是完全学分制背景下，大学英
语老师需要不断思考和探索的话
题。”该校大学英语第一教研室主任
夏美丽表示，从教学管理的角度说，
大学英语将在未来几年不断开发满
足学生出国、就业、考研方向的英语
课程，并通过每月两次的教学研讨的
机会，帮助教师更新教学理念和服务
观念，打造全新的大学英语教学新环
境和新景象。

整合校内育人资源——“擘画改革路线图”

实行“完全学分制”，无疑对学校
的课程建设、教学管理、学生就业服务
等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为从本质上促
进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教育教学水平
提升，海南大学擘画改革路线图，举全
校之力构建适应完全学分制改革的本
科人才培养体系。

为打造具有较强内生力和拓展力
的专业体系，海南大学建立起过渡性
学科专业组群分类体系，按照学科专
业的大体分类，建立六大学科专业组
群，分别是理工专业A、B组群、农林
专业组群、人文哲社专业组群、儋州校
区组群和其他组群，这些组群里的课
程又分为必修课、选修课、第二课堂三

大属性。与此同时，通过规范课程属
性、优化开课学期、丰富课程范围等举
措，引导学生结合自身兴趣、爱好和特
长，自主选择专业和课程，加大学习自
主权。“届时，由学科专业群组内部自
主选择逐步放开到学生跨学科自主选
择，允许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跨年级
及灵活修读选修课程，自主选择上课
时间，自主安排学习进程，自主选择不
同模块和不同规格的课程，让学有余
力的学生拥有更多学习的自主权和选
择权。”邱锡光透露。

课程教学改革也成为完全学分制
改革的重点。据介绍，海南大学已实
施课程主讲教师负责制和挂牌上课制

度，鼓励教师积极参与课程建设、教学
研讨和教学改革。同时开展课程考核
改革，采取“第三方命题”“试题库随机
拼题”等“教考分离”的方式进行，完善
教学质量评价机制，以此杜绝教师在
评分时“放水”，以打高分“吸引”学生
选课的问题，全面提升教学质量。为
此，海南大学还建立了本科专业责任
教授制，为本科专业配备责任教授，推
动专业规划建设、课程体系建设等人
才培养关键要素落细落实。如今，“水
课”少了，有收获的“金课”多了；干巴
巴念PPT的老师少了，倾囊相授的教
授更多了。

当学生可以自由选课程、选老师、

选专业，这也对学生的自主意识、自主
能力、对目标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
要求。此次完全学分制改革中，学业
导师制应运而生。海南大学为每位学
生配备学业导师，指导学生做好生涯
规划、专业选择、课程选读，制订个人
学习计划，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作为海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
长，郑育声同时也是6名学生的学业
导师，常常为学生们答疑解惑。“有些
学生不太了解相关科目的性质，有的
学生对于学习计划不太清晰，学业导
师则为学生进行学习内容的合理规划
和安排，成为学生自主学习的帮助者、
规划者和监督者。”郑育声说。

20余项制度推行——
“全面打造支持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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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学生在绿荫校道上骑行。
本版图片均由 高林 摄

在海南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联合国
际旅游学院，学生在课堂进行全英文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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