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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教育质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的发展,提升高校教学质量势在必行,本文
根据当前高校教育现状,对不同的角色提出了相应建议,并通过反馈机制对教育方式进行调整,以达到持
续改进教育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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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not meet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educ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different roles and through the feedback mechanism to adjust
the way of educ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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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首先,教学质量的提高需要国家政策的号召,当前,在国家

二十一世纪以来高等教育在各方面都在不断地发展,高

十四五计划起步阶段,国家对人才培养工作极为重视,而大学生

校数量、师生数量、招收规模都在不断地扩大。但随着高校

则是国家发展建设最关键的角色,国家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旨

招生规模的扩大,大学生的教学质量并没有随着人数的变多

在提升高校教学质量。

而不断提升,学生总数的提升使得在高校中游手好闲的学生

高校自身是提升教育质量最关键的一环,高校教育应以学

数量也越来越多,这些学生在经过本科教育以后学习能力甚

生为中心,高校管理层需要响应国家政策,并针对本校情况,针

至退化的不如中学阶段,因此,高校的教育质量问题显得日益

对不同学生制定合适的方案,根据时代的发展制定学生的培养

突出。针对这一现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旨在提高高

政策,为学生教育工作提供支持,加强监督管理,为改进学生教

校教学质量。教育部先后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

育质量打好基础。高校老师应服从学校教学计划安排,不能在本

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

科学生教育上多上心,根据学生以及时代发展要求对课程教学

质量的若干意见》
《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

进行相应的调整,加强对学生上课期间的监管,高校老师是持续

评估的通知》等文件,强调要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加强质量监

改进高校教学质量重要的角色。高校学生也应该重视自身,清楚

控。2018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

本科教学的重要性,杜绝懒惰思想,配合学校工作,积极进行学

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了“切实提

校安排的上课,实习等教学安排。并且社会各界也应形成良好的

[1]

高课程教学质量” 。高校教育事关国家发展及民生问题,教

风气,积极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在中学减负,提升大学质

育质量低严重影响我国十四五发展战略,所以持续改进教学

量的背景下,摒弃以前那种中学努力大学轻松的思想,社会各界

质量刻不容缓。

也应该积极的对教育质量持续改进结果进行反馈,使高校教学

1 高校教学质量持续改进

质量可以持续的进行改进。只有这样,社会各界每个阶层共同行

高校教育质量不是一个小问题,大到国家发展人才需求,小

动,才能使高校的教学质量得到持续的改进提升。

到千家万户养家糊口,都与高校教育质量密切相关,因此,高校

2 高校教学现状及存在问题

教育质量的提升也不是仅靠一方就可以解决的,需要校内外各

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高校招生数量在不断的增加,但教学

方共同努力,才能持续推进教学质量的改进。

质量没有得到明显的提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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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办学规模、办学理念、办学方式、办学质量,还是在师资

生毕业而降低毕业标准,严格对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督察。积

水平、学生人数。高教投资、管理监控上都的到了较快的发展,

极的接受社会对教育结果的反馈,并对反馈结果进行调整。高校

但仍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远远未能适应与我国的社会

制度以及相关资源完备是教学质量持续改进的前提。高校在教

与经济发展。

学质量改进中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目前,高校教学质量在每个教学参与者中都没有受到足够

3.2高校教师教学质量持续改进

的重视,高校老师多重视科学研究而轻视了教学工作,对教学任

教学质量改进工作涉及面广,责任主体包括任课教师、实习

务准备不足,对课堂疏于管理；学生在经历了中学的高压式学习

实践指导教师、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教研室主任、学院主管教

后,也大多轻视了本科知识的学习,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甚至达不

学工作的副院长等,具体实施中需要多方合力完成。而现有的工

到毕业这一本科最基本的学习要求；在学生进入大学阶段学习

作体系对教学质量改进的实施缺乏监督,造成教学质量改进动

之后,家长也很少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了解,这些都是由教学参

[3]
力不足,特别是一线教师改进教学质量的积极性不高 。高校教

与者对本科教育的重视不够造成的,但是本科教育也正是学生

师是学生知识的传授者,如果没有合理的教学方式,学生接受知

阶段最重要的学习阶段,学生不管是以后进一步深造,还是投入

识的效果也不会很理想。现在高校教师普遍有重研究,轻教育的

到社会工作中,本科教学都是他们以后学习和工作的基础,而且

观念,只为了研究成果而轻视了对学生的基础教育,这是十分不

作为教育强国的基础和高等教育的起点,本科教育是凝聚人心、

好的现象,本科教育是以后人才研究以及工作的基础,教师也应

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的重要一环,也是奠

该把本科教育重视起来。

定大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和人格基调的关键一站。只有发展

美国的大学中,每位老师都需要承担相应的授课责任,而且

好本科教育,才可能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

老师都需要十分认真的对待。美国高校所有正教授,尤其是一流

人民满意的教育。

教授,都必须讲授本科课程,给本科生的专业学习以指导,对于

3 各阶层在教学质量改进中的作用
高校教学质量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在国家要求改进教学质

每门具体课程,无论是核心课程,专业课程,还是选修课程,正式
[4]
上课前,教师和本科生都分别要求认真做好自己的准备工作 。

量大大趋势下,校内外各个阶层都应该负起责任,共同努力,才

学校也会对每门课配置相应的助课来辅助教学,并且他们的教

能使高校教育现状得到改善。

学方式更能发挥出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对课程教授的过程也

3.1高校教学管理监管制度

十分重视,他们的学生仅仅通过最后的课程考试是不够的,需要

作为改进教学质量最重要的一环,高校担负着最重的责任。

学生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都认真对待。我们可以从美国的本科

教育改革的主要对象是学生,一切都要以学生为中心。高校应该

教学中学习他们较为优势的地方,高校教师应该严肃认真的对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对自己相关教学制度进行合理的调整。随着

待学生的教学,根据社会的需要对自己所教授的课程进行相应

时代的发展,部分课程所教授的知识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

的调整,配合学校制度,根据督导审查结果对自己的教学方式进

需求,学校应对此展开研究,对学生的培养课程进行相应的调

行相应的调整。课前仔细准备课堂内容,课中严格要求学生学习,

整。同时学生与教授老师的教学过程以及结果要有相应的反馈

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而不是只单纯的关注学生的成绩,坚决反

机制,因此,学校需要建立一支较为专业的督导团队,选取真正

对考前“划重点”的行为严肃考风考纪,提升考试质量。最终根

了解相关课程以及课程教授方式的人员来组成这个督导团队,

据学生的课堂听课效果以及教课结果对课程进行合理的调整,

并已不打扰老师正常上课的形式对上课的过程以及结果展开专

使学生可以接受到高质量的教学内容,才能切实的提高学生的

业调研,并对调研结果仔细分析,对分析结果奖惩分明,并且要

知识水平,进而持续提升高校的教学质量。

及时将反馈结果呈现给相关老师,让老师对自己的课程根据反

3.3学生学习意识和方式对教学质量的影响

馈结果进行合理的调整。目前,高校教学质量评价较多采用标准

学生是教育的核心,学生也应重视自身,清楚自己肩负着国

化、客观化、效率化、数量化、外向化、工具化等指标来衡量

家发展及家庭希望的责任,在高校中仍然发现学生上课迟到早

本是充满个性和特色的教学活动,这样虽然能够获取部分资料,

退、旷课替课、上课低头族等不良现象。学习的态度不够端正,

但是很难准确、深入地了解现象与反映各学科和专业特点,也对

惰性较大,依赖性强,自我约束力差,学习不够主动。经调查发现

教师教学自主性的发挥造成障碍；再加上评价人员的学科背景

多是因为中学阶段监管过严,在大学阶段在没有教师、家长监管

不同,难免出现仅凭感觉和印象打分的现象,从而使评价的可信

的情况下,缺乏自我管理意识,沉迷于其他课外活动,严重影响

[2]
度降低,也就不能准确地反映教师的实际教学水平和质量 。要

学习；还有部分学生因难以适应大学教学和生活方式,导致学习

严格考试制度,杜绝学生考试作弊行为,提高期末考试的严肃

效率不高,导致学习情况较差。针对以上情况,学生要积极配合

性。因部分学校设备已年久失修,严重影响课堂教学质量,学校

学校工作,严肃对待学习任务,完成课堂以及实践的相关要求,

也应对软硬件设施进行相应的升级,对相关实验设备进行更新。

提高自己责任意识,一切课余娱乐都应在完成学习任务以后,明

对评教机制进行调整,不能让这个学生对教学结果的反馈机制

白高校学习的重要性；对于适应高效生活和学习方式较差的学

形同虚设。严格毕业制度,坚决取消“清考”行为,杜绝为使学

生,应该积极与同学、辅导员以及任课教师沟通,快速适应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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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只有学生的能力真实的提升了,教学质量的改进才是
有了真正的成果了。

教育问题事关百年大计,事关发展民生,与所有人都息息相
关,在提升本科生教学质量的过程中,应该在各个环节都重视反

3.4影响高校教学质量的社会因素

馈机制,重视反馈结果,根据反馈结果对教学进行持续的改进。每

在中学减负的大背景下,中学不仅仅要减轻学生的课业负

一个人都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共同推动教育的发展,才能使教

担,更要做好中学与大学的衔接工作,很多学生在高考后进入大
学后是迷茫的,他们对自己以后所学知识以及可能从事的职业

育质量能够持续的改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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