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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graduate teaching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university.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local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ability to serve localities. This paper comb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local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takes the West Anhui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o conduct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student level and the teacher level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student discussion. The survey found that students lacked initiative in learning,
and teachers’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bility needs to be improved. Aiming at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in local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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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科教学是大学的根本，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质量是衡量高校发展水平和服务地方能力的重要标志。
本文梳理了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学质量现状，并以皖西学院为例，通过调查问卷和学生座谈的方式
就学生层面和教师层面进行了统计分析。调查发现学生在学习方面缺乏主动性，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亟
待提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质量提升的应对措施，以为促进地方本科高校教
育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提供借鉴。

关键词
本科教育，问卷调查，学风，教风，地方应用型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前全国上下都在学习近平总书记教育大会精神，并逐步落实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
议精神，会议都强调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重中之重，把学风建设提上首位，陈宝生部长就新时代全国高
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做了“四个回归”[1]的论述，指出要对大学生合理增负，增加课程难度，拓展课
程深度，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本科不牢，地动山摇”，本科教育质量事关研究生的生源，事关国家创
新创业的基石，乃国之大计，固本之基。
而地方本科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截止 2017 年，全国 1278 所本科院校
中，
在 2000 年以后的新建本科中有 400 多所[2]，
高等教育经历扩展式发展后带来了诸多教学质量的隐患，
如果解决不好这些问题，不仅难以实现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而且会降低研究生生源质
量，影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基础。

2.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概况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是指坐落在各地市，以应用型为办学定位，以应用型本科教育为主的本科院校。
由于区位劣势，此类院校生源较为单一，主要面向省内招生，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主，在人才引进和
安置上缺乏吸引力。总结起来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主要有以下的问题存在，如表 1 所示[3]：
Table 1. Problems of local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表 1.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存在问题
存在问题

具体描述

专业设置，教师结
构组成不合理

地方本科院校多数由以前的专科院校合并成立，专业规模数量大，地方本科院校反而成了综合性大学，
那些之前部属院校的专业反而没有地方院校多。但“大而不精”，一个专业几个教师也可以招生，生师
比严重不足，而且很多教师都是从学校到学校，没有任何教学经验和工程经验，教学质量难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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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的地方性和局
限性

地方本科院校一般都是省属公办办学，面向省内招生。招生的地域性，会限制高考选择的多样化。学生
对于人文素质的涵养和交叉缺少，同质文化降低了学生好奇心和学习的兴趣。

人才培养缺乏特色

在软硬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依然比照传统 211，985 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结果人才培养质量不断降
低，贻笑大方。但是地方自主权的缺失，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继出台的背景下，地方本科想走出自
已的特色特点很难做到。

教师考核导向偏离
教学本位

青年教师，“投机取巧”，写一些自已都不懂的东西。实验没做好不要紧，教学没搞懂不要紧，只要文
章发了，能评职称就行。待遇上去了，头衔上去了，个人占了好处，教学质量先往后放一放，能应付就
行。

服务地方经济能力
不强

与企业和地方对接不够，一方面企业不够大，容纳不了真正的校企融合，二是高校也没那么多钱，实习
实践费用严重不足，三是管理不到位，教师学生积极性都不高。企业的真正人才需求没有体现在教学中，
与企业合作开发的课程并没有。地方性果断就成了“地方”，一个知识上下断层的地方。

3. 本科教学课堂质量的“投机”学习数据调查分析
为充分了解比较分析不同年级在学习目标学风等差异性，针对课堂质量相关问题设计了 10 个问题，
每个问题设置 A、B、C 和 D 四个等级。考虑学校实际，大四课程较少，本次调查问卷主体为大一、大
二和大三等三个年级的本科生，总共发放问卷 1800 份，每个年级 600 份，随机文理工科等 20 个班级。
考虑样本的随机性，本次在随机样本中在各自不同年级抽取 336 份样本数进行比较。样本调查问卷表格
见附录。

3.1. 学风环境和学习目标方面
班级学风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学校学风。经调查发现，在班级学风方面，呈现出年级越低越肯定班级
学风的特点。如图 1、图 2 所示，一年级 42%的学生认为班级学风很好，35.7%的学生认为班级学风较好，
只有 2%的同学认为班级学风较差。二年级 73%认为班级学风很好，班级学风的整体评价学生对班级学风
的整体评价三个年级的学生基本趋于一致，77.67%学生认为班级学风很好或好。在学习目标方面，呈现
出年级越高，学习目标越明确的特点。一年级 66%的学生学习目标明确，仅 5%的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或
者没有目标。

Figure1. Evaluation of class style of study in different grades
图 1. 不同年级对班级学风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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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Evaluation of class objectives in different grades
图 2. 不同年级对班级目标的评价

3.2. 学生独立性和自律性方面
独立完成作业方面 66%的学生能够按时独立完成作业，仅 7%的学生不能按时独立完成作业。课余时
间 25%的同学课余时间主要用于阅读，仅 8%的同学课余时间主要用于兼职，41%的同学选择了其他。图
3、图 4 是学生独立性和自律性方面的统计。

Figure3. Work independently
图 3. 独立完成作业

3.3. 课堂表现方面
图 5、
图 6 显示到课率 75%的同学认为到课率达到 90%~100%。
仅 1%的同学指出该班的到课率为 50%
以下。还有 6%同学认为到课率为 50%~60%之间。课堂纪律管理方面 10%同学认为 10%~30%的教师严格
管理，15.7%的学生认为 40%~60%教师严格管理。
图 7 显示课堂教学吸引力整体情况较乐观，对教师教学的满意度较高，且呈现出随着年级升高对教
师教学内容和方法不满意度也逐渐升高。大一 80%学生都认为教师教学有吸引力，大二则是 78%。17%
的大一学生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太满意，大二是 21%，大三则是将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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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On the utilization of extracurricular time
图 4. 课余时间利用方面

Figure5. Class-attendance rate
图 5. 到课率

Figure 6. Classroom discipline
图 6. 课堂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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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Classroom attraction
图 7. 课堂吸引力方面

3.4. 师德师风和诚信价值观方面
图 8、图 9 数据表明大一与大二学生均认为 70%以上的老师都能教书育人，在课堂上进行价值观的
正确引导。在师德水平上有 30%左右的学生认为老师是不能胜任的。84%的同学能够自觉抵制作弊，6%
同学承认有作弊念头但不敢作弊，4%的学生承认有过作弊行为未被发现。

Figure 8. Guidance of teachers’ values
图 8. 教师价值观引导

Figure 9. Morality level of teachers
图 9. 师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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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学生座谈会主要反馈
以上数据是对标准样本采集的数据统计，以下是通过班级信息员在学校层面的座谈会，系部座谈会
反映的部分问题，如表 2 所示，这些问题多数是由学习相对较好的学习委员等提出。主要反映了部分教
师的上课能力、态度等问题：
Table 2. Reflections from student seminars
表 2. 学生座谈会反映情况
反映的问题

具体表现

教学内容方面

专业知识匮乏，把握不住课程重难点，授课读 PPT 现象常见，如果停电了，只能停课。

教学方法方面

教学方法枯燥、单一，不够熟练。视频案例教学成了只放案例没有解析。课后作业重布置，轻修改，导致
学生抄袭现象普遍。

教学模式方面

对新教学模式并未掌握就仓促实施，例如美其名曰的翻转课堂成为了学生主导，教师偷懒翻转。

师生关系方面

教师与学生不仅在课堂上缺乏互动，课后答疑辅导等情况也很少。甚至课程结束，部分学生都不能正确说
出授课教师姓名。

教学研究方面

教师重科研论文等成果，对本科阶段的应用型成果总结少，课件十年不换一次的也大有人在，授课效果落
后于社会实际。

教学效果方面

学科竞赛指导投入严重不足，习惯于速成赛事，缺少攻坚克难的持续性投入。

教学评价方面

结性评价以期末考试为主，考试不划重点很难考过，划了重点抄袭现象更严重。缺乏对学生考试结果的深
入分析和反思。

4. 基于调查问卷的的学生主体原因分析
为探究上述现象产生的影响因素，对部分学生进行了二次问卷调查和随机回访，从调查结果来看，
以下几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风氛围不浓，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

4.1. 主流价值观的背离
高等学校在社会价值观群体中也分着较严格的层次，“一流大学 985，二流大学 211，三流四流非主
流”，在这样的价值观群里中，教师学生教书氛围和学生学习氛围也存在较大差异，比如说 985、211 之
类的学校本身学生的素质要求趋向于自主学习，而在地方二本类院校学生多部分在严格的家长陪同下读
完的中学，多数缺少自律，尤其在“快乐的大学”错误理念引导下，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变得尤为懒散，
上课经常出现三无产品“无教材、无笔记、无笔”现象。更有甚者打趣地把教室的座位划分为“学霸区、
伪学霸区、睡神区和迟到党之类的区域”。社会的不良风气，如金钱至上，学习无用论等价值观念也影
响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调查中发现在校大学生很多创业的，不乏挣了不少钱的，这导致学生在学习中
难以静心，学习功利主义思想滋生蔓延，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现状。

4.2. 独生子女家庭现状
在皖西学院这样的地方本科院校调查中，独生子女占到了 80%以上，这个也是与国家的计划生育政
策契合的。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处于被照顾，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缺乏主观能
动性。更严重的，会产生独立孤僻的性格。这里指的性格孤僻主要是在不能主管学习的情况下，更不善
于交流，长期处于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不善于与同学老师交流，发现问题不善于解决，宁可不会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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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和同学老师讨论交流，追逐知识的内涵。部分有明确学习目标的同学，也缺乏对自身能力和自身兴趣
深度的思考。通过调查发现，有学习目标的同学中多数就只有考研一个目标，并没有把专业基础打牢，
参加各种专业赛事的想法。自已认为哪些学习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这极大阻碍了专业领域知识的
互通性，学生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造成专业知识的层层阻塞。

4.3. 新时代手机依赖症
00 后被称为移动互联网原住民，90 后大学生是移动互联网移民。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智能手机在
当前大学生中的普及率达到 100%。伴随着手机 APP 的广泛开发应用，移动互联网已成为学生生活和学
习的一部分。利用智能手机购物和完成相关课程作业，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与网络上精彩纷呈，
吸引眼球的资讯相比，课程教学内容显然过于枯燥、乏味，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持续性的关注。缺乏
自律性的学生则沉浸在移动网络所建构的虚拟世界中，无法自拔。更多的网络游戏成瘾学生则在游戏的
世界中荒废了才华和梦想，直至荒废了大学四年时光。此类事例也常见于报端，屡见不鲜。

5. 基于师德师风和教书育人能力的教师主体原因分析
调查结果发现，越是高年级的学生认为教师的教书育人能力越弱，这是基于学生本身随着知识的积
累也表现的一种专业专注。新华每日电讯最近在网络上发了一篇文章“高校青年教师之困：能发论文，
会不会讲课都行？”[4]，文章点出了重点院校教师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如职称项目相关评审的“四唯(唯
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评价考核轻教学重论文的导向等。相对于重点院校，地方应用
型本科院校的科研压力略微小一些，但是在教学能力提升和教风方面存在着科研倾向化和教学浮躁的问
题。

5.1.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科研 GDP 导向越来越严重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虽然不要承受与 985 或者 211 高校同等的考核压力，但是学校要上台阶，就要
科研 GDP。上一百堂课赶不上一篇论文奖励，而且评上教授，职权工资等待遇都提上去了，导致教师们
在课程很多的情况下，一味追求科研奖励，老老实实教学不仅让同事看不起，而且会觉得自身无能，犯
傻，导致课堂教学质量逐步下降，教学质量的下降对于本身学习主动性不强、素质不高的学生更是雪上
加霜。

5.2. 教学工作考核话语权缺失
相较于可以量化统计的科研论文而言，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不易测量和评定，因而难以使用量化标
准来考核教师教学成效。在这种情况下，用心教学的授课教师往往面临着很大压力。一边是自己教书育
人的理想，一边则是跟自己能否保住饭碗直接相关的指标与要求。更有甚者会有这样的导向，越严格教
学越好的老师，在期末的教学评价中分数反而却很低，一方面是教学评价系统学生的样本数低，二是复
杂的社会学习环境学生反而有逆反心理，越严格，越在好老师在越缺位的残缺价值观。有位青年教师这
样说“在这样的评价体系里，作为同事的老师是缺席的，作为教学对象的学生也是缺席的。很多受到学
生欢迎、认真教学的老师，往往是以牺牲职称晋升为代价的。”

5.3. 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渠道少
在地方本科院校中用于教师走上教师岗位的教学训练、科研训练和应用实践方面比较欠缺，以皖西
学院这样的地方本科为例，35 以下青年教师占比总体达到 40%，工科专业比例占到了 60%。多数青年教
师研究生毕业之后即到学校工作，教育教学方法极大缺失。教师社会实践能力差，教师应用现代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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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低，尤其互动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案例教学应用低，课件制作质量差。尤其现在技术变更快，教
师的知识更新速度落后于社会，尤其在信息化背景下，知识更新的速率过快，学生接受新事物和信息的
速度很快，如果不能把教学的内容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教学枯燥无味，教学课堂质量达不到应用要求，
学生没有课堂获得感。

6.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的破立并举
教学质量是高校教风、学风、师生精神面貌的具体体现，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通过以
上分析，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面临的问题总体归结为学校定位不明确，特色不鲜明，与地方对接融合不
明显；在教育教学评价制度建设上，亟待建立多维的评价制度；在教学联动上，需要建立结构合理、作
风优良的教学团队，发挥协同育人作用。“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教
学不是大楼所在，是大师所致，因此做好地方本科教育必须落实在“四个回归”，以此作为高等教育改
革发展的基本遵循。针对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高校主要建议如下：

6.1.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应找准定位，与重点院校错位发展
地方本科院校发展过程中由于师资和硬件资源的匮乏，在发展建设过程中依赖于重点院校的指导，
以至于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却形成了一样的课程体系，一样的理论和实践学时，但事实学校培养人才的
就业方向不同，层次不同，因此人才培养定位应与重点院校等区别开来。在找准学校定位和人才培养方
向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本校实际的地方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方案中要对理论知识结合企业实际需
要进行精简，建设校企联合培养机制，重点以解决实际复杂问题的能力作为重点导向，增加应用型实践
课程体系比例，力求实践课程体系每个环节对接企业需求。

6.2. “弹性引进”，提升“双能型”教师比例
二是加大“双能型”师资队伍建设，通过“弹性引进”、“企业挂职”等方式不断提升教师的理论
水平和实践水平。通过前述调研数据也了解到但凡有企业经历的，学历较高的老师深受学生欢迎，他们
对问题讲的准讲的透，学生掌握的比较深入。因此对应于学校应该深化改革人才招聘机制，对于在企业
已经工作五年以上的，具有硕士以上学历或者具有高级工程师以上职称的可以实行“弹性引进”。同时
对学校引进的硕士博士加大“企业挂职”、“挂职考核”等制度，改变地方本科学校教师学校到学校的
现状，让教师真正“不仅能动口而且能动手”，这种模式也比较契合工业发达的德国技术型人才培养模
式。

6.3. 强化制度建设，完善教风监控机制
教风的提升必须建立一整套完善考评机制和激励机制，让教师能真正沉下心来教书，让教书好的人
有好的待遇，让教书好的人有好的礼遇。这需要学校二级学院和系部建立完善的教学监督管理机制和考
评机制。
在学校层面上应该做好顶层约束机制和奖励机制，设计合理教学评价制度、加大教学质量在职称评
审中的权重等顶层机制。并建立完善的教学信息反馈系统，促进教风不断循环改进。系部层面应建立专
业化的考量机制，比如课程由谁主导，课程的建设方向，课程内容的设定更新等，构建多层次多维度教
学评价体系，形成较精准的考核。
改变现有教师评价模式，在注重标准规范的基础上教师的口碑还是非常重要的，恰巧这个口碑在教
学评价中是缺失的，能够坚持完善课件，积极改进作业，课下与学生互动交流的这些有人情味的老师在
教学评价中尤其是缺失的，因此在教师评价中设计多维视角，比如让学生班级组织对授课教师现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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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给出一个专业教师的排序等。将自我评价、同行评价、教学督导评价、专家评价、领导评价、学
生评价等相结合，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评价。

6.4. 以课程为中心打造精品课程，形成承上启下师资团队
课程是学生学习的载体，学生心目中的评价是喜欢这么课程，喜欢这门课程的老师，因此无论顶层
设计或制度建设如何完善，学习的效果最终落实在课程上。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最主要特征是围绕地
方经济建设和人文建设服务的。因此在错位发展的定位上，学校应该重点打造优质课程，特色课程。
一是学校建设优质课程资源平台，规范课程资源，系部重点对优质课程的专业性每年要进行考核，
学校对深受学生欢迎的课程给与课时补贴和奖励，促进课程建设稳步从校级到省级乃至国家级精品课程。
二是注重教学团队建设。通过学生座谈会和调查分析数据表明一个教师的教学水平一般会随着年龄
增长、社会实践增多、教龄和职称水平的提高而提升。因此，加大课程教学团队建设，以老教师的“传
帮带”作用，不断提升中青年教师的科研水平和教学水平，教学团队建设可以不断提升青年教师的获得
感和依赖感，同时教学团队中老教师和教学名师的带头示范作用可以让教师很快找准位置，找到课程的
重难点。
三是加大师德师风建设。要不断加大尤其是中青年教师的优良作风汇聚、凝练起来，使教师形成一
种人文精神和信念，让教师意识到教育的根源在于人与人爱的水乳交融，将育人工作和专业知识教学有
机融合起来，并在全校生根发芽，形成舆论氛围，最终升华为全校教师共同的思想道德准则、行为规范
和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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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2018 第一学期皖西学院信息员调查问卷
为进一步了解我校课堂教学管理情况，营造更好的教风和学风，增强软实力并在一定程度上给我校

教师及管理人员提供参考，特设计此调查问卷，请认真填写，积极反馈。谢谢您的配合！
)班级(

您的专业(

)

1. 您认为学校的学习环境能否满足学习的需求？(
A、可以

B、差不多

C、不可以

)

D、说不清

2. 您认为在校园的学习和生活中能否发挥您的个人潜质？(
A、可以

B、差不多

C、不可以

D、说不清

3. 您对学校专业课程安排的满意程度(
A、十分满意

B、满意

C、一般

B、满意

)

D、有待改进

4. 您对各类课程使用教材的满意程度(
A、十分满意

C、一般

)

D、有待改进

5. 您对学校学科竞赛了解程度(

)

A、十分了解

C、不太了解

B、大部分都了解

6. 您认为现在的课堂纪律与课堂氛围(
A、优秀

B、良好

C、中等

7. 您认为现在的到课率情况(
A、优秀

B、良

C、中

B、良

C、中

D、差
)

D、差
)

D、差

9. 您觉得我校教师课堂教学准备及完成情况(
A、优秀

B、良

C、中

D、完全不了解

)

8. 您认为我校教师的课堂纪律管理情况(
A、优秀

)

)

D、差

10. 针对大学生课堂玩手机的现象，您有好的建议吗？

知网检索的两种方式：
1. 打开知网首页：http://cnki.net/，点击页面中“外文资源总库 CNKI SCHOLAR”，跳转至：http://scholar.cnki.net/new，
搜索框内直接输入文章标题，即可查询；
或点击“高级检索”，下拉列表框选择：[ISSN]，输入期刊 ISSN：2331-799X，即可查询。
2. 通过知网首页 http://cnki.net/顶部“旧版入口”进入知网旧版：http://www.cnki.net/old/，左侧选择“国际文献总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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