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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园林园艺专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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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安徽科技学院农学院袁安徽凤阳 233030冤
摘要 园林园艺专业的综合创新是农林学科发展的重点遥 本文分析了当前园林园艺专业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
题袁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袁包括学科整合尧提升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尧丰富教学手段等袁以期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袁
培养出合格的应用型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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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 Problems of Landscape and Horticulture Specialty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ts Reform Countermeasures

HU Youjun QIAN Jingjing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engyang Anhui 233030)
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of landscape and horticulture specialty is the focu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disciplines. This paper analyzed some problems in current teaching process of landscape and horticulture
specialty, and proposed corresponding reform countermeasures, including subject integration, improving students忆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abilities, enriching teaching methods, etc.,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teaching effect and train qualified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Keywords landscape and horticulture specialty; problem; reform countermeasure;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

近年来袁由于园林园艺产业的蓬勃发展袁对高素

1.2 师资力量有待提升

质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长遥 国内拥有园林园艺及相关

一部分园林园艺专业教师是在大学进修之后直

专业的大学数量逐渐增加袁并已从农林类学院逐步发

接进入高校进行教育工作袁他们缺乏一定的实践技能

展为综合性学院和艺术学院遥

和教育经验袁完全按照教科书内容死板教学遥 这种模

高校根据自身优势袁充分利用好当地的政策与资

式严重影响了教学与实践的联系袁学生对学习失去了

源袁发挥高校的优势袁避免短板袁建立可以展现高校特

兴趣袁专业能力很差袁无法满足社会需求袁这也是专业

色的园林园艺专业袁培养优秀的从业人员袁促进行业

素质下降的重要原因[3-4]遥 此外袁实践型教师的进修机

的更好发展遥

1 当前园林园艺专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1.1 学科标准不统一
目前袁我国各个高校的园林园艺专业课程设计还
没有统一的标准袁导致受过专业教育的学生差异很大袁

但有些人认为他们的差异是不同大学的野特色冶[1-2]遥 笔

会更少袁水平难以提高曰一些教师对其现有的工作条
件不满意袁导致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不力遥 这是当
前院校普遍存在的问题袁已经成为提高园林园艺高等
教育实践教学质量的制约因素遥
1.3 实践教学薄弱
在我国目前的园林园艺教学体系中袁理论知识和

者认为袁某些核心课程体系应统一标准袁不仅可以确

实践的不平衡导致园林园艺专业学生缺乏一定的动

保标准的统一实施袁也利于突出不同学院的特点袁保障

手能力遥 因此袁学生在整个大学期间应不断实践技能袁

学生个性的充分发展遥 当然袁课程标准的制定也应科

改革目前以野填充式冶教学为主的培养模式袁逐步形成

学合理袁以适应专业发展趋势遥

以学生为教学主体袁教师仅作引导的教学模式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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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革创新对策
2.1 学科整合袁提升综合素质
目前袁园林园艺学已发展成一个涉及生态尧植物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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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艺术等多学科尧综合性的现代学科袁专业设置

园艺专业的核心内容或是大多数学生难以掌握的专

形式更加多样化遥 因此袁园林园艺专业需要建立一个

业知识点转化成可视化尧直观化尧形象的知识结构袁让

完善的课程教学体系袁避免开设多个重复课程遥 原始

学生在相同的时间内掌握尽可能多的理论知识袁 从而

课程不能简单地拼凑或删除袁而应有机整合在一起遥

提高教学效率遥

例如袁在园艺课程中将果树尧蔬菜和花卉的教学内容

因此袁教师需要平日里多收集教材袁制作详细的

结合后袁依旧可以保障教学内容和课程主旨的完整性遥

多媒体课件袁以丰富多媒体教学袁使课堂教学内容真

综合考虑专业研究方向尧专业详细分类尧学校教育环
境以及每本教科书的特点袁将园林园艺专业所需课程

实尧生动尧直观袁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5-7]遥 例如袁在解释
花园结构布局时袁可以制作一些动画使学生对结构布

有机整合在一起袁使课程内容得到简化和优化袁在极

局有更清晰尧更直观的认识袁从而促进学生对基础知

大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学业负担袁进而提高了课堂教

识的掌握袁进而提升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袁提高教学质量遥

学的效率遥 例如袁教师带领学生走出教室袁现场讲授袁

例如袁在整理出校园植物名录的基础上制作了带有二

走近植物袁观察尧掌握植物形态特征和生态习性袁学生

维码的树牌袁并对校园内的主要树木进行了挂牌遥 二

现场观察尧感受尧拍照或采集标本袁不仅加深了学生对

维码树牌简要介绍植物的中文名尧拉丁名尧科尧属袁并

植物的记忆和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袁更提高了学生的观

附有链接至百度百科的二维码袁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

察能力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遥

可快速获取该树种的全面信息遥 二维码树牌极大地扩

2.2 提升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

展了物种信息量袁改变了传统树牌信息量少的弊端袁符

园林园艺专业的目标是培养符合新时代社会需
求的复合型应用人才袁其必须具备专业基础知识和扎

合当代大学生的学习习惯袁可以强化学生对植物学习
的兴趣袁极大地方便了学生自学遥

实的实践操作技能袁且具有专业性尧实用性和较高的

此外袁 园林园艺专业涉及许多课程和大量信息遥

综合素质遥 因此袁加强实践教学袁重视应用能力的培养

虽然多媒体教学可以直观地展示给学生袁但是学生的

和训练具有重要意义遥 对于园林园艺学科袁现代教育

理解和吸收需要时间袁如果在此期间遗忘或有困惑袁

方法不能代替室外作业培训遥不认识尧不专业和不熟练

可以在校园网平台上增加野在线解惑冶功能模块袁以便

始终是实际教学要解决的问题遥 因此袁有必要加强该

学生在此平台中提问遥 教育工作者在网络平台上及时

专业的实践教学袁增加动手实训的课程时间遥 将室内

对学生的疑惑进行回复袁可以很好地解决大学生在学

与户外教学相结合院 室内讲解园林园艺基础知识袁以

习中遇到的课业问题曰同时能够让教育者进一步了解

了解园林园艺在城市环境应用中的理论作用曰户外活

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袁以更好地促进将来的课堂教学袁

动主要以现场教学为基础袁着眼于园艺植物生长发育

从而提高教学质量[8-9]遥

的观察与研究遥 例如袁让学生分组观察和记录茎尧枝尧

3

结语

芽尧开花尧结实等特点遥 校外实习可要求学生深入城市

通过以上总结的教育方法和改革创新措施袁可以

公园尧住宅区尧工厂和企业袁以进行园林植物的维护和

提高高校园林园艺专业教育实力袁培养和训练学生的

管理遥 让学生练习并提高他们的植物栽培尧整形修剪尧

应用能力袁改革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袁提高学生的

防治害虫尧土肥水管理等专业技能袁在实践中了解园

学习兴趣袁改善教学效果袁从而提高了园林园艺专业

林园艺一线工作的实际情况袁掌握园林园艺植物生产

人才质量袁以期输出大量优秀人才袁为我国园林园艺

技术尧园艺企业的新设施和现代管理理念袁从而提高

行业的稳定发展提供条件遥

园林园艺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遥 教师还应组织园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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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小杰等院案例教学结合雨课堂在动物寄生虫病学课程的应用

4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案例教学法结合雨课堂平台在动物寄生虫病学
课程中教学效果良好袁但是已有家畜家禽动物寄生虫
病的成熟病例较少袁一些临床症状不具备典型的特征
性和指示性袁甚至和动物传染病发生时的临床症状相
似或相同袁而且也不排除在寄生虫寄生部位同时有细
菌感染袁在不进行病原体诊断时得到的结论往往不具
有极强的说服力遥 雨课堂平台虽然使课前尧课上尧课后
的野教冶与野学冶无缝衔接袁但在课上学生不能直接语
音袁而是通过弹幕或者投稿的文字形式袁造成学生与
教师之间的沟通滞后遥

5 结语
案例教学法具有较强的启发性和引导性袁能够提
高学生的参与热情袁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袁通过雨课
堂平台的授课将课前尧课上尧课后无缝衔接袁教师原有
教学方式不变袁学生只需要一部手机即可袁操作简单遥
二者相结合在动物寄生虫病学课程的教学中将会逐
步完善并一直延续使用袁在动物医学专业的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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