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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在校大学生数量不断

的增加，大学生群体在学习基础、规划、能力、效果等

面出现了较大的分化，高校学业困难大学生数量不断的

增加，困难情况日益多样化。一些学生面临着降级，延

期毕业，甚至退学等情况。”大学生的学习困难不仅影

响学生本人的发展和成才，也给学生家庭带来了精神上

的痛苦和经济上的压力对高校育人工作也带来了一定的

影响。

一、大学生学业困难的含义

学业困难即在学习上有困难的大学生。他既包含因

智力底下造成的学习困难，也包括因学习的心态，心理

障碍，学习方法等等因素引起的学习困难。例如有些大

学生智力正常，但在学习的动机，方法上的错误，导致

无法完成学校规定的学习任务。如今，智力正常因其他

非智力因素引起的学业困难的大学生占多数，而这些问

题，障碍是可以通过某些途径克服的。

二、大学生学业困难的表现

学业困难的大学生直观上会表现为，学习成绩下降，

规定的课程分数底下，学业排名落后，面对降级，退学

的等问题。而还有最不容易让人在意的性格，心态上的

改变。这些有学业困难的大学生会表现的特别焦躁，情

绪底下，自我否定，消极，对事怠慢，无精打采，厌学，

甚至意志障碍，包括散漫，不思进取，自制力差，以及

人际交往中出现重重问题等等。

三、大学生学业困难的成因

1. 学习盲目自信，学习投入不够

在进入大学之前，很多高校学生都是班级的佼佼者，

在学习上充满着自信。于是，在大学中，因为与高中学

习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很多学生的学习方法应该进行调

整，但是，这些过于自信的学生，自认为自己的以前的

学习方法很正确，或者认为自己在学习上会一直处于佼

佼者的为位置，所以，他们盲目自信，造成自己对自己

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定位，从而忽视了自我的管理及时间

的合理安排和利用。在学习上投入的时间及精力过少，

最终导致学习效果底下，成绩难以提高等问题，最终是

他们的高傲的心灵受伤，自信心受挫，从而产生消极心理，

更有甚者，直接放弃学业。

2. 适应能力差，学习方法不对

因为在高中学习中，是一种被动式的教育学习，学

习内容相对集中，学业难度相对简单。在大学，学习模

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在是被老师家长看着的被动学

习，而是自己将拥有者大把的时间去学习，学习变得更

加自主，单次课程教学内容，课程容量大幅的增加。面

对如此众多的改变，新生容易出现对大学学习的适应不

良的现象。加之，学习环境的巨大的改变，对于大多数

学生而言，大学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对于那些适应

能力强的学生来讲，这一切是那么简单，但对于那些适

应能力差的学生而言，这将是一个灾难。他们在学习方

法上，仍然采用高中陈旧的被动学习方式，不去尝试去

找适合自己现如今的好的学习方法或者找不到好的方法，

最终学习上的弊端慢慢浮现出来，结果就是，学习成为

了折磨自己的魔鬼。

3. 对专业认知不足，学习兴趣低下

有些学生，由于一直在父母的溺爱下长大，所以从

来不自己去处理事情，包括在报考上。他们考完试后自

认为自己任务完成，剩下就是父母或老师的事了，所以

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报了什么。还有的人，因为高考

成绩不理想，所以被调剂到其他陌生的专业。而这会导

致，在大学中，因为对专业知识一无所知，了解一片空白，

就不能明确自身学习目标，目标缺失的他们学习就会很

被动，自然而然在学业上就变得懒散懈怠，学习兴趣底下，

甚至产生厌学心理，导致学习效果差，成绩底下，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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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学业困难的局面。

4. 学习自律性差，学习态度不端正

高中学习生活中，均是在老师和家长的监控下进行

的，学习长时间处于约束状态，往往学习及生活自律能

力差。例如，他们不能去网吧去通宵玩游戏，没有办法

去了解一些形形色色的东西等等。进入相对宽松自由的

大学后，学生失去了约束力，他们对很多东西都好奇，

所以什么都想去尝试，无论是好是坏。他们被社会上形

形色色的东西诱惑，又缺少自控力，以及辨别力，容易

自我放纵，沉迷网络等等，经常存在逃课现象，少数学

生甚至出现旷课情况，整天不务正业，他们的心思已不

在学习上，最终导致学习一塌糊涂，更有甚者被学校留

级或劝退。

5. 学生个人的家庭因素

有些来自于偏远的地区的经济相对困难的学生，他

们在校期间，因为家庭条件相对困难，不得以为了完成

学业要出去做兼职，而这就占据了学生的大量时间，即

对学生的时间有损耗，有对学生的身心，精力有一定的

影响。这样就导致学生放在学习上大物时间大大减少，

学习状态底下，学习效率不高，最终造成学业困难。

四、学业困难学生的几点建议

第一，重视新生入学专业教育及职业规划。

新生刚刚经历完相对辛苦的高中生活，怀揣着憧憬

进入大学这个全新的环境，传统的思想还没改变，错误

的认为大学的学习是相对轻松，甚至有些学生认为只要

在考试的前一两周在学就可以考过。所以新生一入学就

应该讲明白我真正的大学生活。因为他们缺乏对自身职

业的一个完整的规划，并且在进入大学前所有的教育阶

段均没有接触过职业规划的相关的教育。所以高校应重

视专业教育及职业规划教育的重要性，只有让新生认识

到自己专业内涵，制定合理的职业规划，是他们有目标，

有方向的前行。勇敢的面对学习过程中的所有困难。因此，

高校应该重视职业规划的教育，积极的调动全校相关的

部门和老师参加到职业规划的教育中，完善教育管理机

制，让学生充分的了解自己，做出合理的规划，了解自

己专业的就业前景。让大学生尽快的适应大学生活。

第二，构建各高校学业预警及帮扶工作。

目前各高校均建立了自身的学业预警机制，不可否

认一个好的学业预警机制确实对学业困难的学生提供了

一定的帮助，使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但是一定不要做的

过于流于形式化，要真真正正的帮助同学。及时判定学

生存在的学业困难，当然，不能仅仅依靠于辅导员，因

为一个人毕竟时间精力有限，所以要建立一个高效的帮

扶组织。

第三，加强学业困难生的行为规划教育。

加强学业困难生的行为规划教育必不可少。因为不

少学生有逃课，旷课的行为，高校要及时把握这种情况，

对他们进行及时的教育，让他们了解弊端，真正的认识

到行为的不正确性和危害，让他们从心里想着去改变。

同时加强道德的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和学习观。

第四，对经济困难的学生建立“绿色通道”。

对于经济困难的学生，高校应完善且真实的建立贫

困档案，为这些学生开辟一个特殊通道。尽可能在不违

反国家规定的条件下引导办理学贷及其他资助，以免去

学生的后顾之忧，可以安心的学习，顺利的完成学业。

总而言之，高校尽可能的完善管理机制，学生不断

的提高自己道德，自律，自强的能力，那么学业困难将

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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