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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学考试学生在与主考学校的统招大学生资源互动上,存在相关部门对自学考试工作的重

视程度不足、主考院校缺乏资源互动的意愿三个问题,可以采取加强相关部门与领导的重视程度、加强网络在资源互动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加
强主考院校的主体作用等三种措施渠道加强资源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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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lf-study exa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he self-study exam students have different attention
to the self-study exams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college students' resources, and the lack of resources for the main colleges. The
problem can be to strengthen the interaction of resources by strengthening the attention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leaders,
strengthen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network in the interaction of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main role of the main examination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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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07年教育部发布规定,要求“部属高校停止招收各类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社会助学脱产班,也不能与其他机构合作举办脱产班”,作为大多数自
学考试专业主考院校的部属高校,与自学考试学生教育及培养已经基本脱
离,职责范围基本限于参与命题和评卷、实践性学习环节的考核、学位申
办等工作内容。
近年来,随着高考的招生数量的不断提升,通过自学考试改善学历的

其次,在自考的管理中,大部分管理部门认为由于自学考试学生自身
素质不高,在于统招大学生互动时容易出问题,比较难以管理,也就导致了
对于与自学考试学生进行资源互动的主观能动性严重不足。
第三,在对自考工作优劣的考评中,关于资源互动工作的内容和效果
一直不是其中一项,导致大家普遍工作积极性不高。
2.2缺乏经费支持
在统招大学生与自学考试学生资源互动方面,离不开经费的支持,比

需求降低,自学考试招生人数开始逐年递减,因此,自学考试也在谋求转型,

如说教师授课需要发放讲课费,学生们一起活动需要购置相应的资料和设

改革得到不断深化,以求适应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要求。为

备,网络课程需要搭建相应的平台等。作为自学考试的主考院校,由于不收

此,教育部于2018年1月出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设置实施细则》,标

取学生在读的费用,所以也就没有列支相关预算,在推动资源互动方面不

志着自学考试从1981年创立以来最重要的改革举措大幕开启,文件中明确

甚积极。

指出自学考试的培养目标为“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适应职业发展、具
有创新意识的应用型人才”,自学考试的招生及学生培养工作进入了新的
阶段。

2.3主考院校缺乏资源互动的意愿
对于主考院校来说,其负责的统招大学生教学、科研以及学生管理,
是现有体制下对其的根本要求,而对于其所招收的自学考试学生,大都被

本文主要研究作为自学考试重要参与方的主考院校,探讨统招大学生

认为是创收项目,对其身份并不是非常认同。与此同时,由于自学考试学生

与自学考试学生资源互动的可能性以及相关运行机制,以期为自学考试的

自身素质原因,如果与统招大学生同等待遇,耗费的精力将很巨大。与此同

改革与发展开辟出一条全新的路径,以供决策参考。

时,同样是学校的创收项目,自学考试不同于在职硕士,自学考试单个人缴

2 统招大学生与自学考试学生资源互动存在的问题分析

纳费用很低,毕业后校友的层次普遍不高,所以,学校普遍缺乏开放资源的

通过与省教育考试院、继续教育学院、高职高专院校负责自学考试工

意愿。

作的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沟通,我们认为,目前,在统招大学生与自学考

3 对策与建议

试学生资源互动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3.1加强相关部门与领导的重视程度

2.1相关部门对自学考试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

自学考试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要更加清晰的认识资源互动的重要性,

首先,2015年1月3日,原吉林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原吉林省高等教育

明确资源互动的负责机构和责任人,加强顶层设计,明确资源互动的机制

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原吉林省普通中学考试办公室合并组建吉林省教

与内容,与此同时,为资源互动工作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确保工作的正常

育考试院,合并后的考试院将负责管理研究生考试、高考、自考、成考以

开展。

及各种社会化考试。
笔者就此对自考工作访谈了相关领域的部分专家,大家普遍表示,在
现有体制下,自考变成了考试院的一小部分业务范围,得不到重视。

3.2加强网络在资源互动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正处于移动互联网时代,要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手机、自媒体、
app、微信等平台资源,加强统招大学生与自学考试学生的资源互动,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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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学习情况,帮助他们客观认识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并加以提升和改进。

自考学生分布不均衡的问题。
3.3加强主考院校的主体作用

与此同时,教师自身也要进行不断的能力提升,积极参与专业培训,全面提

要明确主考院校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掘自考学生群体中的优秀分子进

高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必要时骨干教师还要发挥传、帮、带作用,帮助青

行培养,选拔优秀学生参与学校相关活动,鼓励优秀学生攻读主考院校的

年教师实现“教师角色”的转型。有了专业的师资队伍支撑,教学改革才

硕士研究生。与此同时,依托主考院校建立健全学生组织架构,使考生更有

能更进一大步。

校园归属感,对学生素质提升、情感认同等具有积极意义。

4 主考院校教学改革新思路分析

5 结语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作为高校继续教育工作的一部分,应该也必须得到

4.1创新教学理念与方法

足够的重视。充分挖掘自学考试工作的潜力,建立健全自学考试学生组织,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高校教师必须先做好思想的转变,在教学改革

积极引导统招大学生与自学考试学生资源互动,加强主考学校的主体作用,

中注重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教学理念。具体来讲,教师要在课堂教学中允

才能使处于高等教育边缘化的自考学生有机会提升自身素质与水平,更好

许学生有自己的理解与认知方式,积极帮助学生进行潜能的开发,增强

的为社会服务。

合作探究意识,同时还要认识到学生在人才培养中的主体地位,以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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