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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院校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综合改革研究
——以贵州省民族高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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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摘 要】 民族院校行政管理专业承担着为民族地区各级地方政府培养专门管理人才的重任。

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对人才质量提出的新要求，民族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综合改革也势

在必行。改革的关键在于三大方面：第一是把握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实际需求，结合

服务型政府创建培养新型人才；第二是要改革传统教学方式，创新培养模式；第三是要有利于促

进学生就业和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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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院校行政管理专业主要承担着为民族地

区各级各类地方政府培养专门管理人才的重任。

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高校行政管

理专业的传统培养模式已面临着多重挑战：第一

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建

设步伐的加快，以及政府职能转变、办公自动化

程度的提高，社会对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第二是教学模式老化，学生迫于修完学分而学习，

教师迫于完成工作量而授课．师生双方缺乏教与

学的动力；第三是大学生面临的“毕业就失业”

的问题。诸多问题共同构成了高校教育教学的现

实环境。根据系统论、权变理论等诸多理论观点

发现．民族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综合改革已势在必

行。我们深知，高等教育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它

源自于社会，服务于社会，但是教育一旦从社会

中分离出来，它又自成系统，按照自身的规律运

行，常常导致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的现

象出现。因此在进行综合改革之前，首先必须准

确把握社会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在此基础

上分析专业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而制定切实可行

的改革措施。唯有如此，才能把专业建设与社会

需要有机结合起来，改革也才能取得实效。

一、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

要求

近年来．贵州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省委政府制

定了“三化同步、后发赶超”的战略发展规划，力

争到2020年实现与全国同步小康的目标。与此同

时，贵州省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基层民主政治

建设、生态建设和民族文化保护等方面都展现了新的

需求，因此．向高校人才培养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地方经济建设的需求

从贵州省目前发展状况来看，毋庸置疑，它已

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是远远落后于东南沿海发

达省份。极大的差距带来了巨大压力。因此，欲求

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任重道远。总体来

看，贵州农业生产方式原始，工业发展落后，城镇

化建设水平低，信息化建设滞后，经济发展面临着

全面挑战。“十二五”期间，在以交通、水利、通

信、能源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城镇

化、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民生问题等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人才严重匮乏。同

时，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还在非公有经济组织、农

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新农村建设、现代物流、旅

游开发与管理等方面也对人才提出了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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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一定意义上说，长期以来由于多民族大杂

居、小聚居的原因，贵州省是传统社会特征保护完

好的一块土地，但这也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的保守性

和封闭性，民族间的交往受惯例的影响还比较强，

严重制约着省内外信息流通与技术推广，使各民族

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停留在传统秩序之内。但

在近几十年来，受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影响，各民

族原有的社会秩序也受到了极大地冲击，民族间原

有的不和谐因素沿袭F来，新的不和谐因素也凸显

出来，从而导致构建新型的、健康的民族关系秩序

成为地方社会建设所需。

(三)地方民主政治建设的需求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

20世纪80年代后期推行的村民自治制度，双重自

治制度使贵州省民族地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表现出

特殊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践在维护政治稳定、

增进民族团结、促进地区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

用，同时对于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也发挥了

积极作用。但是，贵州省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亟待规

范和加强——明目张胆的贿选现象，民族势力、宗

族势力干预选举的现象，无序参与的现象等还在一

定范围内存在。诸多现象表明地方民主政治发展面

临着多方面的需求：第一是基层民众的政治素质普

遍有待提高，公民参与教育严重缺位；第二是缺乏

有政治远见的领导人，缺乏有组织、协调和团结能

力的地方精英：第三是体制弊端尚未消除。

(四)地方生态建设的需求

贵州省是一个多山的省份，地表崎岖而且卡斯

特地貌占有相当比例，加之近年来在实施“跨越

式”发展规划过程中．“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比

较严重，导致了人为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比较普

遍。正如我们在调研过程中所看到的盘县煤矿开采

对森林田地的破坏、龙里县发展工业造成的空气污

染、凯里矿产资源开发对水资源的破坏等都是鲜活

的例子。上述事实充分表明了贵州省人与自然之间

的紧张，同时也说明贵州省生态建设难度大，生态

保护的难度更大。一方面需要研发新技术，制定科

学规划来改造自然面貌，另一方面需要加大宣传和

教育的力度。培育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开发

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观念。

(五)民族文化保护的需要

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对于贵州省来说也是现实之

曼』璺：曼照理接箕冀露鼎薹封上皿延段耍重再夏门 11i
需。至于说保护的价值与意义我们在此姑且不论，

仅仅针对我们在调研中所看到的具体事实作以说

明。近年来，贵州省已经在逐步实施民族民间文化

进校园、进课堂的计划，以此来保护和传承民族民

间文化，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我们发现，此项工

程的推进过程中还存在如下一些制约因素：第一是

资金投入不足：第二是专任教师缺乏；第三是学

校、家庭、社会及各主管部门配合程度低；第四是

各主管部门之间职责不清。我们调研的惠水县好花

红小学、麻江县的下司小学、花溪区的孟关小学均

存在上述问题，尤其表现在师资方面，在这些学校

民族民间文化虽然排进了课表，也走进了课堂，但

却没有专任教师。往往都是学校临时聘请的民间艺

人在承担此项工作。同时，各主管部门职责不清的

现象普遍存在，民族民间文化进课堂的任务究竟由

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民族宗教事务局还是由

学校来负责．各单位或部门分别承担何种职责，发

挥何种职能，这些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六)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近几年贵州省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建设过程中人才缺口大，根据贵州省“十二五”人

才开发研究报告获知，2008年贵州省人才总量已

达到192．39万人。按照人才类型分解为：专业技

术人才78．22万人、技能人才52．78万人、农村实

用人才27．54万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17．59万人、

党政人才16．26万人；预计到2015年人才总量将

达到249．52万人．上述各种类型的人才将分别达

到85．29万人、70．73万人、51．17万人、22．74万

人、19．35万人，人才总缺口为56．89万人；预测

到2020年人才总量将达到307．02万人，上述各种

类型的人才将分别达到91．3万人、88．1万人、

79．41万人、28．2万人、20．1万人，人才总缺口为

114．63万人。上述数据显示在未来5～6年时间内

人才总量缺口超过百万，而贵州的实际情况表明，

本省人才外流严重，弥补人才缺口的现实途径主要

是依靠引进，而依靠引进必然加大财政负担，从而

导致了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与人才供给之间的紧

张。缓解这种紧张的理性选择是，一方面适量引进

人才．另一方面充分挖掘本土高校的潜能．通过改

革创新培养方式、改革教学模式来培养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所需人才。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在贵州省地方经济建设、

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生态建设以及民族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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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护等各方面都存在极大的需求，一定意义上

说，这些需求都是地方社会自身难以满足的．必须

求助于各级政府、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尤其是地

方发展对人才和各种技术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必须依

赖于高等教育来实现。依赖于有现代观念和技能的

人才来实现。

二、行政管理专业设置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一)贵州省民族院校行政管理专业设置状况

贵州省民族院校共有4所：贵州民族大学、黔

南民族师范学院、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02年更名为凯里学院)和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其中有三所高校设置了行政管理专业：贵州民族大

学行政管理本科专业设置在管理学院，1988年开

始招收该专业本科生，每年的招生规模在50人左

右：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本科专业设置在管理科学

系。2001年开始招收该专业本科生，每年的招生

规模为在50人左右，该校还设置有行政管理成人

教育专业。招收本、专科学生，招生规模每年在

100人左右：兴义民族师范学院行政管理专业设置

在政治历史学院，但是只有行政管理专科专业。由

上观之．贵州省设置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民族院校

共2所——贵州民族大学和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每

年的毕业生为100人左右。

(二)专业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重招生、轻培养。由于现代高等教育直接与

学校的经济利益挂钩，招生数决定了财政拨款额

度．所以各高校普遍在每年招生时的力求向上级主

管部门争取更多招生指标，但是学校的配套设施、

配套管理远远达不到现代高等教育要求，致使学

生、学生家长乃至社会对学校的满意度低。贵州省

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分别设置在二级学院，但是二级

学院没有独立的财政支配权，致使真正的教学机构

常常处于尴尬境地，很多创新计划和方案难以实现。

2．重理论、轻实践。“重理论讲授、轻实践教

学”是我国高校人文社科类专业培养模式中存在的

普遍现象，贵州省各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也不例外。

有些高校的学生进校四年时间从来没有过一次真正

的实习、实训或实践，以至于他们毕业之后不清楚

各级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职能配备、

财政预算、中长期规划等，他们的知识只是停留在

教材之中。以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即便是考取

了公务员或者是选调到各级地方政府，他们也需要

很长时间的适应期，去学习、熟悉老一套的地方政府

口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管理，更不用说创新地方治理模式。

3．重教学、轻教研。虽然目前各高校行政管理

专业都设置有教研室．但这些机构基本上从事的是

一些常规性的工作——编写课程计划、征订教材、

安排教师课程、检查教师撰写的大纲讲义、了解学

生对老师授课评价、组织命题评卷登分、组织听课

评课、撰写学年工作总结等，而在教学团队建设、

教材体系建设、课程体系梳理、衔接本科教育与研

究生教育地方努力不够。其结果是没有成型的教学

团队。教师授课杂乱，难以对相关课程进行深入研

究：教材体系设置不科学，有些学校甚至在行政管

理专业开始物理、化学课程；有些相近科目由于是

不同教师讲授。某些章节内容重复教学现象普遍：

照本宣科．不注重学科前沿、热点问题研究，等

等．诸多现象导致学生厌学情绪严重，挂科现象普

遍。

4．重学分、轻能力。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开设的

课程按照课程性质分为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

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等，按照规定要修满170

学分左右才能毕业。前三种课程主要包括《行政管

理学》《管理学》《行政组织学》《管理心理学》《西

方管理思想史》《社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

务管理》《政府经济学》《地方政府学》《政府政策

研究》《行政案例分析》《公共部门决策理论与方

法》《民族学》《民族理论与政策》《贵州省情》《民

族地区行政管理研究》《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研究》

《贵州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研究》《政治学原理》《比

较政治制度》《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法学概论》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宪法学》《行政法律法规》

《管理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电子政务》《社会

统计学》《基础写作》《秘书学》《公文写作》以及

一些公共课，修完这些课程加上毕业论文等基本上

已经足够修满学分，专业选修课流于形式，无法满

足学生的兴趣。同时学生在大学四年的学习重心基

本放在理论课上，一种象牙塔式的教育模式，难以

训练学生的实际能力。

5．重目标、轻激励。在对教师的管理方面，通

常强调的是是否有大纲、教案、讲义，是否按照教

学进度授课。是否给学生安排有作业，是否完成规

定听课评课数量，是否按时授课，是否有旷课、迟

到、早退现象，是否完成了教材安排的全部教学内

容，完成了这些指标，没有出现所谓的教学事故，

则年度考核就在合格及以上等次，年终可以全额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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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绩效奖，而且有些学校的绩效奖是以二级学院为

单位的“大锅饭”式的奖励方式，优秀、良好、合

格三个等级差异不大，人为控制现象严重。这样一

种管理模式对教师激励严重不足，致使教研、教

改、创新教学几乎陷于停顿。这种管理模式无法使

教师获得成就感．无法使教师把教育教学作为自己

毕生最热爱的事业。

三、行政管理专业综合改革的对策与建议

行政管理专业综合改革的总体目标在于：通过

改革使行政管理专业建设能够适应贵州省工业化、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服务于民族地区社

会管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以下方面着手

改革。

(一)更新教学理念，创新管理体制

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以后，地方院校的管理

权限从中央部委下放到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

地方院校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地方院校对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取决于各专业培养的人才质量

和水平。因此，行政管理专业建设必须把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总体目标，把专业内涵建设、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水平作为专业综合

改革的关键。在管理体制方面，秉承民主管理理

念。坚持调动师生参与教学过程和环节管理，完善

激励机制，激发师生工作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

(二)改革教学方法，创新培养模式

鼓励教师大胆创新教学方法．根据课程和学生

的特点，采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

学方法，尽可能地利用现代教学手段，使课堂丰富

多彩，轻松愉快。在培养模式方面，改革传统封闭

式、填鸭式的象牙塔培养模式，采用“5+3+2”

的“理论学习——实践运用——科学研究”的人才

培养模式，即，在本专业学生四年的大学学习过程

中．安排50％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专业理论知识学

习，安排30％分时间和精力进行实验、实习、实

训，安排20％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科学研究，真正

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三)整合课程体系，优化教学团队

由院系领导牵头，由教研室主任负责，认真梳

理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根据专业特征和民族

地区的实际需要，删减一些课程或重复的章节，增

加一些前沿性的、实用性的、服务民族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课程。根据行政管理专业特点，可以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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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课程科学而又合理地进行分类，使之形成课程

群。具体分类如下：管理学课程群(包括《行政管

理学》《管理学》《行政组织学》《管理心理学》

《西方管理思想史》《社会管理》《入力资源管理》

《财务管理》等课程)；政府学课程群(包括《政府

经济学》《地方政府学》《政府政策研究》《行政案

例分析》《公共部门决策理论与方法》等课程)；民

族学课程群(包括《民族学》《民族理论与政策》

《贵州省情》《民族地区行政管理研究》《贵州世居

少数民族研究》《贵州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研究》等

课程)；政治学课程群(包括《政治学原理》《比较

政治制度》《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课程)；法学课

程群(包括《法学概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宪法学》《行政法律法规》等课程)；现代技术学

课程群(包括《管理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电子政务》《社会统计学》；写作学课程群(包括

《基础写作》《秘书学》《公文写作》等课程)。在此

基础上组建与之相匹配的教学团队．通过教学团队

协调教学内容，这样既有助于课程体系建设。也可

以避免重复教学的问题。

(四)开辟实习基地，提升实践能力

根据行政管理专业特点，尤其是学生毕业后的

去向主要是民族地区各级地方政府，所以应该在民

族地区广泛开辟实习、实践、实训基地。贵州省有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还有其他市的自治县和

民族乡．可以为行政管理专业师生进行教学实践提

供很好的平台。基地建设应该采取共建的方式，由

各校行政管理专业所在院系与地方政府共同负责．

而且要建立长期合作机制。第一是要定期开展活

动。让该专业师生参与、了解、学习地方政府的运

行过程，研究地方政府面对的改革与创新难题。第

二是要将研究的结果、方案反馈给当地政府，以便

为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通过基地建设实

践，来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五)把握学科前沿，加强科学研究

在专业综合改革阶段，还要本着“走出去、

请进来”的方针，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建立长期合

作关系．共同开展项目研究，聘请知名专家来学

校指导科研和专业建设，选派贵州高校行政管理

专业教师到合作学校考察学习。力求通过交流学

习，进一步深化合作领域，拓展合作范围。同时

在专业综合改革阶段，还要不断扩大合作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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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尤其是加强与国内民族院校的交流与合作．

整合各民族院校的资源，组建跨校科研团队。建

立合作机制。

(六)广开就业渠道，引导学生分流

近年来，由于招生规模逐年扩大带来了一定的

就业压力，学生毕业之后能否顺利就业已成为社会

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在培养阶段就要本着“统

一培养、分类指导、注重能力、合理分流”的原

则，科学预测，合理培养，便于分流。结合贵州省

“十二五”规划对党政人才、企业管理人才、专业

技术人才、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的需求实际．

特别是随着贵州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战

略的展开，大批企业迫切需要大量的技术和管理人

才，广大农村迫切需要技术服务与管理人才。因

此，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按照“4+3+2+1”模式

引导毕业生分流比较合理的，即：40％的学生进入

各级各类公务员队伍，30％的学生进入各种企、事

业单位，20％的学生进入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建设

行列，10％的学生考取研究生。

口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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