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衡阳师范学院旅游管理专业的前身是衡阳师范专科学校 1993 年设立的专科旅游

管理专业，2001 升格为本科专业。其基本情况如下： 

1．师资队伍 

旅游管理专业在近年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以高职称和中

青年教师为主体的师资队伍。现有专任教师 11 人，其中，教授 4 人，副教授 1 人，博

士 4 人（在读 1 人），硕士 6 人。本专业教师中拥有全国优秀教师 1 人；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1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1 人；省级教学名师 1 人、省级学科带

头人 1 人；省青年骨干教师 1 人，院级青年骨干教师 3 人，5 人拥有导游证，其中湖

南省高级导游 1 人。 

 

2．人才培养 

根据旅游业的发展情况和人才需求特征不断进行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研

究和修订，迄今为止，已经修订了四次。根据旅游业的发展和人才市场的需求，本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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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一步确定了“培养系统掌握中外现代旅游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具有较坚实

的中外旅游文化知识基础和浓厚的现代管理意识，具备一专多能的业务素质，熟练掌

握一门外语和办公自动化技术，能独立从事旅游业的管理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高级专门

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一方面重视专业基础课程教学，狠抓课堂教学质量；另一方面，

根据旅游管理操作性和实用性强的专业特点，加强饭店管理技能实训课程和英语口语

课程课时数，重视实践环节，利用培训基地鼓励学生参加导游资格证考试和进行导游

兼职。 

 

3．课程建设 

旅游管理专业课程建设突出旅游专业综合性特征，实行“平台+模块”的课程结构体
系。其中“知识平台”由公共基础课平台、专业基础课平台、专业课平台、专业选修课平
台和综合素质课平台构成，是旅游学科综合性的需要；能力模块包括导游技能、饭店
服务技能、英语口语能力构成，是旅游业应用性和实践性以及涉外性行业的需要。 

旅游管理专业十分重视重点课程建设，积极申报课程建设项目，鼓励教师进行课

程建设研究。《区域旅游规划》、《中国旅游地理》先后被确定为院级重点课程和精品课

程，《区域旅游规划》于 2007 年被确定为省级精品课程。在教材建设当中，一方面认

真执行教材建设计划和教材选用及评价制度，尽量采用教育部批准的国家九五重点或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另一方面积极编写适合专业特点的新教材，并积极推广使用

自编教材。近几年来，本专业教师主编或参编教材 10 余部，发表有关教学研究和课程

建设论文 30 余篇，获得教学改革成果奖 5 项。杨载田、刘天曌等主编的《中国旅游地



 

理》是湖南省高教 95 重点教材和 21 世纪课程教材，随后多次修改再版，已广为国内

各大高校指定专业教材，并被翻译介绍到国外。 

 

4．实践教学 

（1）提高实践课程比例，注重应用能力培养 

按照旅游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能力素质要求，我们在教学计划中制定
了自行安排的两周旅行社实习、为期两周的野外专业综合认知实习、为期 6 个月的酒
店专业实习和停课 8 周的毕业论文写作以及包括旅游交际礼仪、饭店服务技能、模拟
导游训练等 14 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实践性课程中包含 120 课时的实训内容。认真制
定实习计划和实习指导书，并严格贯彻实施，注意选派具有较强的专业指导能力和工
作责任心的教师担任实习指导教师。充分发挥校外实习基地作用，加强基地的专业培
训、职业教育和思想管理，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就业能力。 

（2）加强实习基地建设，提升校企合作水平 

实习基地是实践教学方案有效执行的重要基础。旅游专业从创建初始就提出面向
旅游市场、面向旅游企业的专业建设思想，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工作为实践教学打下坚
实的基础。 

十年来，旅游管理专业开展了大量的“走出去，请进来”的基地建设活动，为后
期的基地建设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也形成了重视基地建设的风气。几年来，我们主
要以走访、讲座、座谈会三种方式，与范围涉及旅行社、酒店业、餐饮业、娱乐业、
度假村、风景区、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地方政府的多家单位进行广泛交流，我们从中
选择了在业界有相当影响力，符合我系人才培养需要的单位建立长期深入的合作关系。
如为期半年的酒店实习，经过多年努力，成效显著。一是在珠三角、长三角设立了长
期稳定的 5 个实习基地（多为国内外著名饭店集团旗下品牌），其中广州翡翠皇冠假日
酒店还被评为教育部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2013 年）；二是加强实习管理，各实
习点由一名指导老师带队，从前期引导、中期指导、后期提升三个方面进行辅导；三



 

是实习结束后举办酒店实习大赛，提升学生的专业素质能力。 

（3）指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进行研究性学习 

我们利用本专业的师资和科研优势，结合教师的科研课题，吸收学生参与老师的

科研、教改项目；组织学生开展旅游考察调研、旅游扶贫和旅游策划等，有利于学生

的科研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课余进入旅游企业服务或兼职工作，培

养学生实践工作能力；指导学生旅游社团活动，培养学生旅游组织、策划、公关和创

新能力。 

 

实习单位名称 隶属及主要业务 
 

备 注 

广州翡翠皇冠假日酒店 
五星级（洲际国际饭
店管理集团） 

世界五百强企业 
世界饭店管理集团排名第一 
教育部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
基地 

广州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五星级（洲际国际饭
店管理集团） 

世界五百强企业 
世界饭店管理集团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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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华侨豪生大酒店 
五星级（温德姆国际
饭店管理集团） 

世界五百强企业 
世界饭店管理集团排名第二 

苏州金鸡湖凯宾斯基大酒
店 

凯宾斯基国际酒店
集团） 

世界五百强企业 
世界饭店管理集团排名第十 

杭州太虚湖假日酒店 
五星级（东方文化园
管理集团） 

中国最佳休闲度假胜地，浙江
省优秀品质饭店 

衡阳华天大酒店 
四星级（华天饭店管
理集团） 

国内饭店管理集团排名第九 

南岳衡山风景区 国家5A级旅游景区   

衡阳国际旅行社 经营出境旅游业务   

（4）“任务驱动型”的课外任务式教学 

成立旅游管理学生工作室，专门自助管理学生课外“任务式”教学和学科竞赛相关
事项，以提高学生的外语口语、导游技能、交际能力等旅游综合技能。 

5．教研教改 

近年来，在教学研究和教学改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共获得省级和院级教研项
目 10 余项，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30 余篇，获得相关的奖励 10 余项。丰富的教学研究
成果被运用到专业教育与教学实践中，受到社会、学生和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具体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研教改成果应用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是专业人才培养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在修订过程中除了
对社会和企业需求进行了解、对相关的教师、学生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对兄弟院校
同类专业走访和调研外，还要充分地利用教师在专业定位、课程体系设置、实践教学
改革等方面的课题和研究成果。将相关教研教改成果的教师列为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主
要成员，并组织他们就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专场汇报，专业教师参与讨论，然后不断
完善。实践证明，教师高水平的教研教改成果应用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后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人才培养方案更能体现 “宽口径、高适应、通用性”的人才需求的特点，
更具科学性和实用性，受到专家和学生的好评。 
(2)教研和教改成果应用于课程教学与教材建设 

资源环境与旅游管理系十分重视教材与课程的建设，积极申报课程建设项目，鼓
励教师进行课程建设研究，《区域旅游规划》、《中国旅游地理》先后被确定为院级重点
课程和精品课程，《区域旅游规划》于 2007 年被确定为省级精品课程。在教材建设当
中，教师积极编写适合专业特点的新教材，并积极推广使用自编教材。近几年来，本



 

专业教师主编或参编教材 8 部，发表有关教学研究和课程建设论文 30 余篇，获得教学
改革成果奖 5 项。杨载田教授主编的《中国旅游地理》是湖南省高教 95 重点教材，随
后多次修改再版，已广为国内各大高校指定专业教材，并被翻译介绍到国外。教师主
持的精品课程和自编的教材应用于教学实践后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多名老师在学院
的教学质量评估中获得 A 类课教师、青年教学能手、十佳授课教师等荣誉称号。 



 

 
 

(3)教研教改成果应用于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

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资源环境与旅游管理系在实践教学中非
常注重教师教研和教改成果的应用。在实践教学计划制定、教学内容设计、任务安排
等环节中都充分吸收教师有关课程实训、专业实习等有关实践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并指派在专业实践教学的教研教改方面取得成果的教师作为实践教学的负责人，以有
利于教研教改成果的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5．社会服务 
基于旅游管理的实践性特征，我们一直十分重视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加强与实

习基地的合作，不仅为学生提供了稳定而良好的实习条件和锻炼平台，而且这些基地
在选派有关专家和管理人员参与本专业教学改革研究、协办技能培训班、开展专业文
化活动和学术讲座以及接受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基地作用。如在本市的国
际旅行社分社设立实习基地，在长三角、珠三角建立了饭店实习基地，几年来不仅为
本专业学生常年提供开放性学习的条件，并且为修订本专业教学计划提供了帮助。此
外，学校还邀请业内成功人事进行专题讲座，开阔了广大师生的视野。 

十多年来，旅游管理专业在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本专业学生
不仅掌握了较广泛和扎实的专业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而且在各项基本理
论、技能统考及实践活动中表现突出。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在每年全省旅游论坛论文
大赛、衡阳市导游技能大赛、第五届“湘洽会”（2009 年，衡阳）、历届酒店实习汇报演
出、学院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均有出色表现。几年来本专业学生在各级各
类科技论文和文化知识竞赛中获奖数十项。在就业竞争中，旅游管理专业学生显示了



 

较好的综合素质和较强的竞争能力，就业率达 100％，名列全校第一。在历届研究生
考试中本专业学生中不乏佼佼者以优异成绩考取名牌大学，许多优秀毕业生在国内知
名酒店任职或是在国外进修工作。 

 

 

 
 

（1）累计开展旅游教育培训：12次 

（2）导游证考试年均通过率为：78% 

（3）2009年：湖南省优秀旅游教育培训示范点 

（4）2008年：湖南省优秀教研室  

 （5）专业老师给佛山蝴蝶谷酒店、衡阳华天 

          大酒店员工进行培训 



 

 
6．特色成效 
衡阳师范学院旅游管理专业自 2009 年申报为湖南特色专业以来，我校在适应社会

需求进行专业拓展的同时，始终注重专业内涵建设。按照教育部、湖南教育厅有关加
强“质量工程”本科特色专业建设的要求，紧密结合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改革
人才培养方案、强化实践教学、优化课程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和教材建设，为切实提
升我校本科教学质量奠定基础，也为同类型高校相关专业和我校的专业建设与改革起
到示范带动作用。 
（1）用特色定位教学 

作为师范学院的旅游管理专业，建设一个有特色、现代化的专业是旅游管理的教
师和学生们一直努力的目标。 

为了做到建设有师范特色的专业，旅游管理专业的领导与教师多次分析本专业的
现状、全国发展态势以及行业特点，制定出“开门办学之路”和“打造特色之路”的
发展方向，并根据旅游人才实际需要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调整专业方向、教学计划、
课程设置，使我们的学生既具备旅游业管理专业人员的基本素养，又具备师范生相关
技能的优势。 
（2）以特色培养教师 

旅游管理专业在教师的选择及培养方面也毫不马虎，根据专业的发展定位引进和
培养师资队伍，每位新教师上岗之前，学院都会对新教师进行必要的岗前培训，使新
教师完全熟悉自己的教学环境，明确自己的主攻方向。 

刘沛林教授与广州翡翠皇冠假日酒店 
外方驻店经理亲切交谈 



 

 旅游管理专业与旅游界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教师全面介入地方旅游业务，
学院的领导和教师直接进入省市旅游行业的核心层。学院领导鼓励和培养“双师型”

教师，有多名教师担任省市州各级的星级旅游饭店评审员、酒店管理顾问、导游考试
面试考官、命题老师等，并鼓励教师到国内外著名院校、企业学习、访问和升造。 
（3）融特色开展实践 

作为本科教育的旅游管理专业，没有一味的关起门来搞理论教育，而是以旅游资

源为依托，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实际业务操作能力和创新

能力。一方面通过现有实训室培养学生应用能力，如前厅实训室、餐饮实训室、客房

实训室、虚拟导游实训室、语音实训室、旅游规划实验室、形体训练室和茶艺实训室

等。学院还与国内外著名饭店集团（广州翡翠皇冠假日大酒店、宁波华侨豪生大酒店、

杭州太虚尖酒店、佛山蝴蝶谷酒店、南通三德大酒店）、湖南省优秀旅行社、国内优秀

景区达成实习协议，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其中，广州翡翠皇冠假日大酒

店于 2013 年被评为教育部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