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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结合长江大学过去几年创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经历 ,介绍了地方高校申报国家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的 4 点体会 ,即 :扎实做好中心的建设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是做好申报工作的基础 ,认真准备“两个

材料”是做好申报工作的关键 ,上下一致重视是做好申报工作的保障 ,虚心学习请教是做好申报工作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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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Yangtze University’s thoughts are int roduced about how to apply national experimental teaching

demonst ration center according to their const ructing experience. Their main thought s for the application suc2
cess are that the center’s const ructing work is solid and obvious effect is the base ;“two materials”preparation

is the key ; high attention f rom all levels is the guarantee ; consultation and learning from other national demon2
st rating centers’experience are a good way for application.

Key words : experimental teaching ; demonst ration center ; elect rotechnics and elect ronics ; const ruction and re2
form

收稿日期 :20082 082 19

作者简介 :余厚全 (1958 —) ,男 ,湖北省荆州市人 ,博士 ,教授 ,中心主

任 ,主要从事网络通信与信号处理方面的工作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教学研究项目 (20060244) .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 ,作为高等教育质量工程

的一个重要内容 ,已越来越多地引起全国各高校和教

育主管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125 ] 。长江大学电工电子

实验教学中心 3 次申报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最

终被批准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 ,其间

经历了不断学习、建设、提高的过程。本文结合我们过

去的经历 ,就如何做好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申报工作 ,谈

谈 4 点体会。

1 　扎扎实实地搞好中心建设是做好中心申报

工作的基础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建设标准是一个系统

的评价标准 ,它全面地考察一个实验教学中心的各项

工作。我们的体会之一是 :只有深刻地理解评价指标

的内涵 ,扎扎实实地做好实验中心的各项建设工作 ,并

取得了明显得成效 ,才能为申报工作奠定一个坚实的

基础[ 627 ] 。

我们中心在 2005 年被批准为湖北省省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当时中心已经完成新的实验教学基本体

系、新的实验教学硬件平台的建设 ,开始推行实验教学

的开放式管理 ,正在着手系统地进行软件建设。由于

我们中心的建设在省内高校起步较早 ,在省属高校中

相对突出一些 ,因此当年即被湖北省教育厅推荐申报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但按照评价体系的要求 ,

中心存在的问题是显易而见的 ,开放式实验教学管理

机制正在探索完善 ,针对部分优秀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的模式、方法正在尝试摸索 ,2003 年以来所进行的教

学改革的成效和成果还没有反映出来 ,由于时间的关

系 ,申报材料准备的也不够精细。因此 ,一旦进入全国

范围 ,在部委高校和地方高校统一评审的情况下 ,申报

就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

根据 2005 年申报暴露出来的问题 ,在原有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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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 ,2006 年我们继续进行认真的整改和建设 ,进

一步完善实验教学平台和实验教学体系 ,分层次、按模

块、逐步地实施实验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和管理模式

的改革 ,抓好教材建设 ,加强创新基地的工作 ,组织学

生进行各类竞赛培训。因此 ,2006 年中心有 3 部教材

入选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 ,新增省级精品课程 1 门 ,

新增省级品牌专业 1 个 ,学生在当年的各类竞赛中取

得可喜的成绩。另一方面 ,2006 年申报材料准备的相

对充分 ,因此第二次申报时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专家

网评 ,到北京参加了集中答辩。但是由于我们对评价

体系的理解不够准确 ,实验专职人员配置与实验教学

规模比例不尽合理 ,学生竞赛成绩与其他参评学校还

有差距 ,最终与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失之交臂。

2007 年我们针对存在的问题 ,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 ,调整师资队伍的比例和结构 ,一方面抓好计划内实

验教学 ,加大实验中心开放的力度 ,同时 ,开展校内各

种软硬件设计竞赛活动 ,组织学生参加各类省部级及

以上各类电子设计竞赛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工程

实践能力 ,成效显著。2007 年新增省级品牌专业 1

个 ,省级精品课程 1 门 ,出版教材 8 部 ,学生在“挑战

杯”和“飞思卡尔”杯等竞赛中有了新的突破。另一方

面 ,经过两年的申报过程 ,通过专家的指导 ,我们对评

价体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结合我们所做的工作 ,对过

去的申请材料做了进一步的修改、补充和完善。与此

同时 ,2007 年教育部增加了示范中心评审的名额 ,调

整了评审的政策 ,给地方高校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以至

我们在第 3 次申报时 ,再次顺利通过了专家网评 ,并免

于答辩 ,直接进入终审评议。

3 次申报留给我们的最大感受是 :示范中心的评

审是一个推动实验教学改革、促进实验室建设的手段 ,

示范中心的申报是一个系统总结中心工作、对外展示、

接受评价、发现问题的机会 ,中心的建设工作、取得的

成效和形成的特色是专家考察的主要的内容。只有按

照评价体系的要求 ,注重过程 ,扎扎实实做好了中心的

各项工作 ,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

才有可能在申报工作中取得成功。

2 　认认真真地做好“两个材料”是做好申报工
作的关键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评审分为 3 个阶段 :第

一是专家网评 :申请单位将申请材料上传到教育部指

定的网站 ,并开放中心的网站 ,接受专家评审 ,其结果

有 3 种情况 :得分优秀的单位直接进入第三阶段 —终

审评议 ,得分良好的单位进入第二阶段 - 集中答辩 ,剩

下一部分被淘汰。第二阶段是集中答辩 ,答辩通过者

进入第三阶段。从评审过程可见 ,第一阶段专家评审

主要依据 2 个材料 ,第一是实验教学中心的申请书和

相关附件材料 ,第二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网站建设 ;在

集中答辩阶段 ,专家也要预先花一段时间审查、比较参

加答辩单位的“两个材料”。因此 ,认认真真地准备好

“两个材料”至关重要。如何准备好“两个材料”,我们

有如下几点具体认识。

2. 1 　深刻理解评价体系的基本内涵是准备好两个材

料的基本前提

专家的评审是以评价体系为依据的 ,申请书格式

也是按照评价体系设计的。因此 ,只有认真学习教育

部关于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评价体系 ,正确地领会评

价体系各项指标的内涵 ,才能写好申报材料。

2006 年申报时 ,我们比较注意中心的覆盖面、工

作量 ,将毕业设计部分工作也纳入了实验教学工作量 ,

以突出中心的效率和效益。结果在 2006 年申报材料

中 ,年实验教学工作总量达到 61. 5 万人时 ,专兼职实

验教学人员 52 人 ,但专职实验人员 18 人 ,最后在评审

时受到专家置疑 ,那就是不到 20 人的专职实验队伍 ,

承担超过年 60 万人时的实验教学任务 ,教学质量是难

以保证的。

同样 ,中心的投入经费和使用面积与中心的教学

工作量也应该有一个合适比例。有的学校实验中心年

实验教学工作量 30 万人时左右 ,投入的设备经费却超

过 4000 万 ;有的中心年实验教学工作只有 30 多万人

时 ,可是实验室使用面积却达到 8 千多平方米 ,这都是

有背于评价体系指标的 ,也是让专家诟病的地方。因

为体系指标的基本内涵是利用有限资源 ,在保证基本

硬件的条件下重点加强软件建设 ,使中心在培养高素

质人才方面发挥最大效益 ,而不是经费、设备和房屋的

示范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闲置和浪费。因此 ,准确地理

解评价体系标准非常重要 ,否则适得其反。

2. 2 　要注意申报材料的一致性 ,不要前后矛盾

申报材料一致性包括几个方面 ,其一是申请书本

身前后一致性 ,其二是申请书与支撑材料的一致性 ,其

三是申请材料与网站资源的一致性。一致性不仅反映

申报单位认真细致的态度 ,而且也是专家评价申报单

位所做工作真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申请书的一致性首先是基本数据的前后一致性 ,

这是容易被我们注意的 ,但是申请书内容的一致性以

及申请书与附件材料的一致性有时容易被我们忽略。

在省级示范中心评审时看到一份申请书 ,写了很多如

何进行实验教学内容改革与更新工作 ,但是申请书上

所列出的实验项目就发现没有新意 ;还有一份申请书 ,

在实验教学内容改革一节介绍了他们如何精选实验项

目 ,但是在他们支撑材料中发现在 5 门实验课程中开

出了同一个实验项目。由于申请书和支撑材料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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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教师整理的 ,撰写申请书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

收集、统计和更新资料的过程。如果没有统一校对 ,就

会出问题 ,这是需要在申报过程中务必注意的。

中心申报材料与中心网站资源数据的一致性是最

容易出错的地方。2006 年和 2007 年参加了省级电工

电子实验教学中心申报材料的评审 ,发现了有些中心

的申请材料与网站上的数据不一致。以上这些不一致

会使评审专家产生非常不好的感觉 ,直接对中心的评

价。因此 ,在提交申请材料之前 ,一定要有人负责资料

的统一校对 ,确保数据的一致性。

2. 3 　要研究如何展示中心所做的工作

撰写申请书是一件重要而困难的工作。如何在已

做工作基础上 ,进行分析、归纳、总结 ,充分展示中心的

成效、成果和特色 ,就要求我们认真研究 ,虚心请教。

申请书的第一部分就是“中心建设发展历程”,

2005 年我们申请书的这一部分就是一个流水账。

2006 年我们进行了修改 ,还是不满意。后来省内一位

专家建议我们 :中心建设发展历程不应该写成流水账 ,

可以以时间为线条 ,但重点要反映中心建设发展的各

个阶段改革建设的主要举措 ,展示中心建设的主要成

就 ,表现中心的主要特色和亮点。我们按照这位专家

的建议进行了修改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申请书的第二部分是实验教学 ,其中一个重要内

容是学校的相关政策。2005 年申请书中的这一部分

写得比较杂乱 ,没有分类 ;2006 年撰写时我们按管理

政策、队伍建设政策和实验教学政策进行分类 ,条例清

晰 ;2007 年在申请书上报前 1 个月 ,我们请校外有关

专家进行预审 ,一位专家建议我们 :有关学校实验的相

关政策不要仅仅限于分类列出这些政策 ,然后说详见

附件 ,而要对这些政策进行归纳 ,列出其主要精神 ,直

接在正文中表述。按照专家的建议 ,在学校的管理政

策部分增加了有关“实验经费投入”、“实验教师待遇”、

“实验教研成果等级”3 项核心内容 ,这样使申请书从

政策的层面直接反映学校对实验教学的重视程度。

教材建设是反映实验教学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 ,

在 2006 年的申请书中我们将中心过去 5 年出版的教

材以清单列出。在 2007 年 ,一位专家给我们建议 :“其

实你们的教材建设是一个亮点 ,不仅限于列出教材而

已 ,还可以从两个方面做进一步阐述 ,其一要统计列出

教材被外校采用的情况 ,其二要统计列出教材被多次

印刷和再版的情况 ,这样可以有效地展现教材的质量、

水平、影响和被认可的程度”。后来我们按照专家的建

议与出版社联系 ,获得了相关信息 ,进行了相关内容的

补充和完善 ,从而使成果的展示更加详实、充分 ,更具

说服力。

3 　上上下下的一致重视是做好申报工作的

保障

创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是一项提升教学水

平、促进学科建设、扩大学校影响的重要工作。不仅各

个中心重视 ,各个学校重视 ,而且各省教育厅也非常重

视。因此申请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竞争非常激

烈 ,要想取得好的结果 ,仅仅依靠中心的力量是远远不

够的。

在长江大学电工电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申报过程

中 ,省教育厅领导多次到中心指导工作 ,给予我们支

持、鼓励和督促。如果没有教育厅领导在我们遇到挫

折时及时给予鼓励 ,在我们懈怠时给予鞭策 ,就不会取

得今天的结果。

长江大学校领导非常重视实验教学 ,始终坚持理

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并重。在 2003 年学校合并组建之

初就将建设投资的重点放在基础实验教学设施的建

设 ,政策落实 ,经费到位 ,两次为实验教学中心建设让

房 ,保证了中心建设的顺利进行。学校主管实验教学

的副校长一直将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列为其

工作重点 ,在建设期间 ,多次到中心协调工作 ,解决困

难 ;在北京答辩期间 ,主管副校长在北京全程陪同 ,给

我们支持鼓励。学校实验教学主管职能部门 - 国资处

和教务处非常重视中心的建设和申报工作 ,从人、财、

物多方面给予支持。教务处有关领导亲自修改申请报

告 ,审查相关材料 ;国资处领导积极安排有关视频材料

制作 ,联系校外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预审 ,组织校内专

家进行模拟答辩 ,为中心的申报作了大量积极有效的

工作。

承建单位电信学院领导非常重视中心的申报工

作 ,学院院长担任中心主任 ,调动全院的资源主抓中心

的建设 ;全院教师积极参与 ,分类别、按模块进行实验

教学的研究、改革与建设。回顾所经历的过程 ,深切地

感到 :“如果没有上上下下的一致重视和齐心协力 ,就

不可能取得中心今天的建设成就”。

4 　老老实实的学习请教是做好申报工作的

良方

在中心 3 次申报国家级示范中心的过程 ,我们深

深的体会到 :主动交流 ,虚心求教 ,是做好申报工作有

效方法。

我们学校地处荆州 ,交通不便 ,人才引进困难 ,加

之我们认识有局限 ,尤其是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

这样一个新事务 ,有很多问题把握不准。因此我们认

为地方高校要创建省级、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

(下转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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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了学生的工程意识。

在中心建设过程与教学实践中 ,我们发现“工程

化”的确给实践教学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 ,方向也是正

确的。但是如何进一步巩固成果 ,进一步实现实验项

目的“工程化”拓展 ,如何进一步改造实验装置 ,使之更

能反映工程的本质 ,更具实践性、操作性 ,仍然有待于

更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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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加强对外交流 ,虚心向其他高校学习 ,虚心向各位

专家请教 ,结合自身的特点 ,开展建设。

在创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动因驱使下 ,我

们先后到全国许多著名高校的实验教学中心参观学

习 ;先后邀请省内外多位实验教学的知名专家教授到

中心指导工作 ;在每次申请书初稿完成后 ,我们又函寄

或面呈有关专家给我们提出问题和修改意见 ;在每次

评审结束后和答辩期间 ,我们特别注意收集专家对我

们的意见 ;另外我们注意派人参加各种实验教学中心

建设研讨会议 ,到一些做得好的实验中心请教学习。

2005 年北京的一位专家在看完实验中心后 ,提示我们

要注意加强优质教材和精品课程建设 ;2006 年南京的

一位专家在看完实验中心后 ,希望我们注意实训工作 ,

在目前加强实验的综合性和设计性的情况下 ,以后要

注意实验的趣味性 ,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 2007 年

省内的 3 位专家在看了我们申请书后 ,建议结合学校

的行业背景 ,凝练申请书特色部分 ;在参加北京教育部

组织的集中答辩时 ,评审组组长希望我们中心主任一

定要注意撰写教学研究论文 ,及时地反映中心的教研

教改工作 ,同时要求加强队伍建设 ,使队伍的编制与实

验教学的规模基本匹配。在 2006 年中心申报失败后 ,

我们访问了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青岛大学、兰州交通大

学和河南理工大学 4 所地方高校国家级电工电子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网站 ,找出我们自身的差距 ,及时整改。

2007 年我们得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全国国家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联系会议 ,也主动去旁听 ,学习全国高校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建设经验。

在创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过程中 ,通过

向国内其他高校学习 ,向国内知名专家请教 ,接受他们

的指导和建议 ,使我们及时发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明

确了中心的建设方向 ,避免了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 ,受

益匪浅。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接触

认识了省内外电工电子实验教学的知名专家 ,这是我

们中心建设发展的宝贵资源 ,他们无疑会对我们以后

的工作提供更多的指导和帮助。

5 　结语

在创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工作的推动下 ,

我们在学生培养、优质教材、精品课程、品牌专业、重点

学科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示范中心建设单位

获批后 ,教育部和教育厅又为中心提供总计 130 万元

的建设经费 ,为后续的工作提供了经费保障。回顾过

去几年的申报过程 ,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申报的过程就

是一个发现缺点问题的过程 ,不断认识学习的过程 ,逐

步完善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面临很多压力 ,

面对很多困难 ,但只要方向正确 ,以人为本 ,脚踏实地 ,

注重过程 ,抓好实验教学改革和建设这个基础 ,就一定

会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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