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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建设“双一流”的时代背景下，加强高校学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当前高校学风建设的实际，进行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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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高校学风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加强学风建设，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必

然要求

高校有三大功能，分别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和服务社会，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高校的一项重要

任务，而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风建设必须先行。

只有优良的学风作为保证，才可能使大学生在学习

期间获得真才实学，才有可能在将来国家建设的各

行各业贡献力量。

（二）“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校和学科发展的

必然要求

高校改革探索进入深水区，“双一流”建设成为

高校新阶段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双一流”

政策对于学校办学层次和学科发展质量两方面有

着较高的要求，在学校办学层面上，高校在更加强

调本科教学的同时，将教学资源向研究生教育倾

斜，以提升学校办学层次，向着研究型大学发展。在

本科生的教育管理中，要着眼于引导和鼓励学生继

续深造，向更高的平台发展，这就需要学生筑牢根

基，加强对专业学习的要求，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和专业素养。在学科发展方面，提升学科建设水平，

要求专业培养计划趋向系统化和科学化。这就导致

专业课程的难度提升，课程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这在理工科体现得更为明显，如果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有一门课程没有完成培养要求，就会导致基础

不牢固，影响后面课程的学习，使得后面很多课程

学习困难，甚至不及格。同时，连续的学业困难会使

学生的学习自信心受到打击，带来严重的心理问

题，从而产生连锁反应，造成恶性循环。

（三）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严峻就业形势的必然

要求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对于

高校的人才培养带来更为复杂的要求。非热门专业

的就业更为困难，本科毕业生人数持续增长，高校

学生如果想在竞争中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优秀的学

习成绩和其他方面的素质。此外现在用人单位对人

才的需求层次在不断提高，因此鼓励广大同学能够

继续深造，以提高的学生自身的竞争力和就业质

量，要做到这点依然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学风建设。

（四）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创办“负责任的教育”

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要求“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

本任务”，这就要求高校在办学中坚持负责任的态

度，将创办“对学生、对教师、对学校、对社会、对未

来负责任”的高等教育作为办学的重要标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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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建设，培养高质量的毕业生，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才，是高校的社会责任。

另一方面，现在绝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每个

家庭都对学生的成长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尤其是对

于经济困难的家庭更是如此。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学

习成绩，为将来发展提供条件，这对学生和家长来

说无疑是一种失败；如果学习出现问题，走上降级

或者退学之路，那对一个家庭将更是一个沉重的打

击。因此，从对学生和家长负责的角度来讲，也应该

加强学风建设。

二、当前高校学风建设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以学生为主体发掘高校学风建设中的问题

1.学生奋斗目标不明

中国的基础教育阶段普遍采用灌输式教育方

法，缺乏独立思考和自我管理的教育。在他们的心

中只有一个努力考试通过高考的目标。面对大学丰

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和自由支配时间，许多学生感到

无所适从，更加茫然失措。存在着相当一部分学生

缺乏理想信念，在学习上缺乏追求，但迫于家长和

老师的压力去学习，秉持着“60分万岁”的态度去应

付考试，没有上进心。现在大学生多是独生子女，生

活条件较好，但是“自我成才意识不强，对家庭、社

会缺乏责任感。因此学习缺乏动力，学习纪律松懈，

作风疲塌”。［1］

2.学生自我管理能力低下

由于大学阶段和高中阶段的学习和生活存在

着众多的不同，尤其是从原来的老师管理向自我管

理的转变，很多学生由于没有养成良好的自我管理

和自我控制能力，很难适应学习和生活。“许多大学

生没有把学习摆在第一位，投入学习的时间和精力

不足，学生迟到、早退、旷课等不良现象比较普遍，

上晚自习的学生也相对较少。”［3］甚至出现有人在网

上招募代打卡和替考等有悖诚信，违反校规校纪的

错误做法。有一些学生在考试诚信问题上缺乏足够

的认识，考试作弊时有发生，道德观念和法制意识

淡薄。

3.自主学习能力较差

大学阶段的学习和高中阶段的不同之处就在

于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但很多学生习惯于高中填

鸭式应试教育，只把上课时间用来学习，如果课余

时间老师没有要求，就不愿意花时间去学习，对学

业发展带来不良的影响。一方面，学习效率低下。部

分学生习惯于中学阶段的“题海战术”，入学之后没

有掌握符合大学的学习方法，导致学习效率低下，

不能解决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难以为继，

打击学习积极性，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自主规

划能力较差。大学之前的学习首先是老师在学校的

手把手辅导，其次是家长在旁边不断督促，学生很

少去独立思考，缺乏合理规划时间和学习的能力。

4.学习兴趣缺乏

一方面，现阶段的高校招生和专业分配制度，

导致很多学生不能按照自我的个人意识和兴趣爱

好选择专业，加之学生自我目标的丧失，强化了学

生专业厌恶情绪。另一方面，高校缺乏行之有效的

专业引导教育，学生对专业的认知程度较低，认同

感也随之下降，导致学习的兴趣和动力下降，出现

了一些学生不能及时调整学习状态，出现厌学情

绪。而这种消极情绪也会传染给身边的同学，带来

更多的不良影响。

（二）以教师为主体发掘高校学风建设中的问

题

现阶段，多数高校教师都是从大学博士毕业后

直接留校任教，在教育中缺乏足够的教育能力的培

养。多数高校教师的教育学理论和教育技术方法多

来自于入职后短期培训，缺乏足够的理论和实践支

撑，导致高校教师的教学水平参差不齐，很难满足

大学生对于高质量课堂教学的需求。

另一方面，以科研为导向的教师考核体系，制

约了教师参与教学工作的积极性。很多教师，尤其

是年轻教师面临着考核、升职的巨大压力，却要承

担大多数的教学任务，自然不愿将过多的精力放在

教学研究上，很多时候都是在照本宣科，下课立即

走人，成为被学生诟病的一个正常的“怪现象”。

（三）以高校管理为主体发掘高校学风建设中

的问题

1.缺乏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

高校学风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优良学

风的形成需要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目前高校中，

学术不端、论文抄袭和考试作弊等现象时有发生，

部分教师和学生对学习与科研赋予太多功利的色

彩，种种不良的文化因素都阻碍着高校学风建设工

作的有效推进。另一方面，校园文化活动侧重于能

力提升的素质教育，忽视了核心学业文化营造，校

园文化活动存在着过度娱乐化的问题，给校园文化

氛围带来了较差的影响。

2.缺乏全面而系统的建设

高校学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诸多

教育工作者相互结合的共同产物。因此学风建设需

要得到学校、学院、教师和学生等多方面共同努力。

目前，高校在学风建设上缺乏统一规划与部署，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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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沟通机制不健全，没有整体策划和合力推进，

存在部署工作任务繁重，但是实际操作却不尽然。

三、加强高校学风建设的有效路径

（一）发挥学校在学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1.加强学风建设的舆论引导，营造学风建设的

良好氛围

自新生入学伊始，通过《新生家长导读》、新生

家长会、年级大会等形式，强调学校的各专业特点

和学习的重要性，每年专门针对大一学生开展“大

学生学业规划”的专题讲座，帮助大一新生明确学

习目标，科学规划学业。其他年级通过召开学风动

员大会、年级大会和班会等，进行更细致的宣传和

动员。学风建设氛围要从最基础的环节开始，利用

网格化管理措施，从寝室入手，优化寝室风气，进而

引导班级班风，从而净化校风。在此基础上，要形成

导向作用，加强激励，以评奖评优促学风。在校级及

以上各类评奖评优工作的基础上，大力推进院级表

彰。奖项的设立，主要目的是对广大集体和个人进

行激励，以评奖评优促学风。

2.建立分年级学业目标教育体系

结合不同年级的特点，制定分年级学业目标教

育体系。一年级学生重点帮助其完成高中向大学的

过渡，树立学业目标，打牢专业基础；二、三年级学

生则以强化专业学习，推动英语、计算机等级考试，

鼓励科技创新，做好考研和出国的前期动员和引

导；四年级重点推进保研、考研和出国的科学指导、

督促、激励和帮扶，确保考研和出国的成功率。

3.建立科学的学风考核机制

当前国内的学生学风考核机制比较单一刻板，

多是以学生课程成绩和挂科率作为唯一衡量标准，

忽视了不同层次、学科类型的高校和学生的特殊

性。加拿大高校基于结果导向教育理念，建立了学

生学习成果评价机制。“学习成果评估的目的是通

过收集和分析相关知识和技能等学生能力增值以

及情感、态度变化情况的信息证据，呈现学生在知

识、技能、学习、态度及行为方面的表现和进步，以

证明学生的学习情况；根据所处学习阶段的内容、

水平和成绩对学习成果进行科学合理评价，并根据

评价结果来改进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最终提升高

校人才培养质量。”［2］在高校针对学生学业的评价内

容上，应该兼顾全面性和特殊性，针对不同的课程

类型设置不同的标准。按照不同大学和学科的培养

方向，评价成果从科研到应用也要有所侧重。

在考核标准的科学化建设中，要重点完善学业

预警程序。对学习存在一定问题的学生及时记录，

列入重点关注对象，动态关注其发展情况。必须与

此类学生家长取得直接联系，告知问题的严重性，

并定期与家长沟通此类学生学习情况，以坚持不懈

地对其进行帮扶。

（二）发挥教师的作用，增强专业认同感，提升

专业学习兴趣

1.发挥德育教师在学风建设中的核心作用

明确辅导员在学风建设中的核心作用，首先要

确保学风建设在工作中的主体地位。辅导员在每学

期开学前期均召开工作研讨会，明确各年级的工作

重点。认真落实谈话制度、听课查课制度、寝室走访

制度等。同时，要求辅导员每学期初和学期末召开

年级大会，布置工作重点，总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这一系列深入细致的工作，确保辅导员在学风

建设中的核心作用。

其次，要注重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

改进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和强制式管理，加强对学生

的引导，激发学生自主性。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和地

区的发展性辅导的学习辅导方式，针对个体或团

体，进行针对性的学业辅导咨询工作，实现学风教

育的入心入脑。

2.建立专业老师参与学风建设多样化渠道

首先，提升教师的教学业务素质。教师是课程

教学的负责人，课堂教学水平高低对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学习质量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提高教师的业务

素质，尤其是增强课堂教学能力是解决学风问题的

根本性方法。要严把教师的选拔关，提高教师的在

教学方面的准入门槛。加强教学技能的培训，引进

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技术，提高教学能力。建立

激励措施，转变唯科研的教师考评机制，试点将教

学水平纳入考核范围，推广教学晋升职称制度。

其次，加强学业引导。为了帮助学生消除专业

情绪，增强专业认同感，提升专业学习兴趣，在新生

军训结束后，邀请专业内的专家老师给予指导和讲

解，开展了专业知识讲座，意在引导学生更好地了

解和认识本专业的同时督促学生学好基础知识，为

将来更好地学好专业知识奠定基础。

最后，推行班导师制度。在各专业知名教授对

学生进行引导和指导的基础上，分班级设立班导师

制度。班导师对学生进行着细致的引导，为学风建

设工作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为了班导师更好地

开展工作，可以每年召开班导师工作经验交流会。

3.健全全员育人体系

培养人才不仅仅是专业教师和辅导员的工作，

而是高校的基本职能，是立校之本。推进学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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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打通学校管理部门和基层院系的障碍，实现齐

抓共管，将学风教育落实到学校日常管理的各个方

面，“形成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

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组织育人长效机制。”

（三）发挥朋辈支持系统的作用

1.丰富形式，深入开展学习互助工作

开展传统形式的“一帮一”、“一帮多”、“多帮

一”的学习互助工作，由各班找出各科学习成绩优

秀者，在全年级范围内针对学生在学习中最关心的

知识点和难点进行每周两次的讲授。在班级内部组

织“我是老师”活动，由学科成绩好的同学为同学们

在自习室授课，在帮助同学们学习的同时，也提升

了自己的水平。

2.加强学长辅学工作

以寝室为单位，配备一名学业优秀的高年级学

生担任低年级学生的辅学学长，一方面来为学生解

答在学习上的疑惑和好奇，另一方面可以在个人成

长和职业发展方面给予一定的指导和帮助，为学生

后续的学习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3.加强学习交流

在学习互助和学长辅学的基础上，开展学习交

流活动。每年考研成绩公布后，挑选成绩优异的学

生与低年级学生进行交流，对低年级学生如何更好

地学习进行指导。邀请符合各专业人才培养特点的

高年级优秀学生进入各班级进行交流辅学。

4.注重发挥学生骨干的典型示范作用

学生骨干包括学委、班级干部及成绩优秀的同

学以及党员，他们在班级内部首先要起到先锋模范

作用，为其他同学树立典型，形成良好的寝风、班风

和学风，带领集体前进。另外，要增强学生干部的责

任感，帮助学习困难同学共同进步。

（四）加强家校联系工作

发挥家长在学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除了新生

入学初为所有新生家长发放《新生家长导读》，召开

新生家长会强调学风建设外，每学期均向所有学生

家长邮寄《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在信中除了学生

的学习成绩、综合表现外，还向家长强调年级的重

点工作以及如何引导学生加强专业学习。建立了家

长QQ群、微信群，以方便辅导员与学生家长进行联

系。对于学习成绩存在一定问题的学生，随时保持

与家长的联系，及时得到家长配合，帮助学生克服

学业上的困难。

加强高校学风建设，是现阶段高校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会议精神，“培养又红又专、

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要求。同时，推进学风建设也是

实现大学基本功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进高等

教育内涵式发展，创建“一流高校、一流学科”的根

本性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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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ute Choice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ies’Academic Atmosphere

WANG Ye, YUE Dengxiao
（College of Science, Northeastern Universit, Shenyang Liaoning 110004，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time background of pursuing " Double First-rate " , enh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atmosphe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atmosphere for higher edu-

cation, this article made a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conducted a meaningful exploration. It illustrated some urgent issues of construc-

tion of academic atmosphe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accordingly put forward several reasonable solutions.

Key words: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ies’academic atmosphere；the route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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