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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本科院校学风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以重庆文理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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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学生就业市场化等复杂背景，对大学生的学习提出了具体要求。为深
入了解我校大学生的学习现状，笔者围绕学习目标、学习动力、学习兴趣、学习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深
入调研，厘清了目前我校大学生学习的主流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存在的学风问题提出了解决
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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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Study Style Construction in Newly-built College
——Take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as an Example

YAO Zhiqiang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Abstract] The background of higher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and students' employment marketization put
forward specific requirements for college students'study. In order to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tudents' study, the author has deeply conducted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around the study goal,
study motive, study interest, study method and so on, to clarify the main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college students' study and advances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tudy style.
[Key words] study style construction; existing problem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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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研究，以期“窥一斑知全豹”，摸

调查显示：当前我校学生学习的主

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鼓励大学生积极树

清我校大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流状况呈现积极健康向上的状态，大多

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对大

进而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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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全面掌握我校学生学习的真实

人，占9.1％，大三学生151人，占31.2

调查问及“你对目前就读专业有兴

情况，及时了解学生学习中出现的新问

％。通过对调查问卷进行多层次、多角

趣吗？”时，回答“非常有兴趣”和“比

题，找到加强学风建设的新对策，为学

度的对比分析，形成了调研报告《新建

较有兴趣”的同学占56.9％，比例最高，

校更有针对性的管理、教育学生提供参

本科院校学风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另有35.2％的同学表示“有一些兴趣”。

考依据，笔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

—以重庆文理学院为例》。

这表明，大多数学生对自己本专业的学

学生的学习提出了“要勤学，下得苦功

我校大一至大三的学生进行了广泛深入

1 当前我校学风的主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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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问及“你认为，目前所就读的专业对

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进而对学校学

为3.85，比男生的学习动力值3.45要高，

你提高未来的生活质量有帮助吗？”时，

风建设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这

说明女生的学习动力比男生的学习动力

有51.4％的同学表示“非常有帮助”和

些问题应当引起学校领导足够的重视，

普遍要强。进行年级对比分析，大一、

“比较有帮助”，另有41.7％的同学表示

并尽力加以解决。

大二的学习动力值分别为3.65、3.52，

“有一些帮助”。这表明，大多数学生对
本专业的学习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专
业的自我认可度普遍较高。

2.1学习目标不明确，没有长久具体
的学习规划
学习目标是指“学生在学习中预期

比大三的学习动力值3.73要低一些，说
明大三学生的学习动力比大一、大二要
强一些。

达到的学习结果和标准。它可以通过对

在学习动力来源分析中，对“你认

学生的行动进行控制调节，从而使学生

为你努力学习的最大动力是什么？”的

调查问及“上课时，你的状态如

的学习维持稳定的方向并指向目标的实

回答，有37.2％的同学选择了“将来谋

何？”时，认为自己能“认真听讲，做

现，对学生具有导向、激励、凝聚、制

求一个理想的职业”，有29.7％的同学选

好笔记”和“基本能集中精力”的同学

约等心理作用”。制订合适的学习目标，

择了“满足自我发展的需要”，有23.4

高达84.1％。其中，表示能“认真听讲，

可以极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充分调

％的同学选择了“不辜负父母的期望”，

做好笔记”的占21.0％，表示“基本能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对学生的学习起

而选择“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振兴”的则

集中精力”的占63.1％。这表明，我校

着很好的激励作用。当调查问及“你是

很少。这表明，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造

的课堂教学状态良好，多数学生能较好

否制订过自己的学习目标或学习规

成了很多学生认为自己学习的最终目的

地遵守课堂纪律。问及“你有过逃课经

划？”时，选择“制订了学习规划，只

就是就业，以至于把就业作为自己学习

历吗？”时，表示“从来没有逃过课”

是偶尔执行”的同学占了56.2％，比例

动力来源的人要比满足自我发展需要、

的比例高达60.3％，
“偶尔逃课”的比例

最高，“只是草草制订，一直没有执行”

不辜负父母期望的人多得多，而国家和

占35.9％。这表明绝大部分同学的学习

的占了20.3％。这表明，虽然高校在入

民族的使命感等理想、信念层面则考虑

态度较端正，在学习上普遍具有较强的

学教育中大都有相关学习规划或职业生

得很少，巨大的就业压力使学生的学习

自律意识。当问及“你大多数作业的完

涯规划的教育，但力度远远不够。在经

动机带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功利性。

成情况是？”时，有40.7％的同学表示

历了高考的“独木桥”后，相当一部分

能“独立按时完成”
，另有53.8％的同学

学生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丢弃了自己

表示“不会的作业会主动的请教别人或

的学习目标，这就为学生四年的学习和

参考资料”。这表明学生对学习的重要环

就业埋下了隐患。需要各高校敦促二级

“成功=刻苦努力+方法正确+少说废

节——独立完成作业执行情况较好，能

学院对学生加强教育力度，引导学生制

话。”从这个大家公认的公式我们可以

严格要求自己。

订近期、中期、远期的学习规划或学习

看出，正确的方法是成功的三要素之

1.3有良好的考风

目标并坚持实行，让学生为个人的成长

一。而对大学生来说，掌握正确的学习

调查问及“请你对学校的总体考风

和将来的就业找到努力的方向。

方法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好的

1.2能较好遵守学习纪律，学习态度
较端正

状况打分”时，按照从0～10评分，其中
73.4％的同学打了表示“良好”的6分以

2.2就业压力较大，但学习动力不
够强

2.3学习方法不正确，学习主动性
不强
美国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

学习效果。
当调查问及“你会对所学课程进行

上。这表明，绝大多数学生对我校整体

学习目标和学习动力之间是相辅相

预习或复习吗？”时，有高达67.9％的

的考风情况持肯定态度，而这种良好的

成的关系。可以说，
“学习目标是产生学

同学只是“偶尔会预习或复习”，比例最

考风同时又会反作用于学生的学风，有

习动力的源泉，而学习动力是学习目标

高，还有14.8％的同学根本不预习或不

利于促进学校学风建设的良性发展。

实现的发动机”。学习行动前对目标的期

复习。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望能转化成强大的学习动力。调查问及

当调查问及“你主动向老师咨询过

虽然我校学生学习的主流状况普遍

“大学期间，你觉得你的学习动力如

某些学习问题吗？”时，有57.3％的同

向好，但不可忽视的是，学生学习中还

何？”时，采用从1（最弱）到6（最强）

学表示“偶尔咨询”，另有32.4％的同学

不同程度地存在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

的6级评分方式进行均值分析，得出我校

表示“从未咨询过”，仅有10.3％的同学

方法不科学、学习动力不强、学习氛围

大学生的学习动力均值是3.59，处于中

表示“经常咨询”，这表明，相当一部分

不浓等问题。如果不注意改进，并在力

等水平，学习动力强度一般。同时，对

学生没有把握好预习、复习、咨询老师

所能及的限度内满足学生的需求，就会

男女生进行比较分析，女生学习动力值

等基本学习环节，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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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学习方法。
当调查问及“你如何准备考试？”

学习氛围，为提高学校的应用型人才培

对未来人生发展的重要意义。其次，利

养质量提供“软件”支撑。

用周末思想教育的时间，由辅导员组织

2.5学生对课堂教学的满意度有待

时，选择“不怎么准备”和“考前突击
准备”的同学高达66％。这表明，大部

提升

学生进行类似“综合性职业能力倾向”
的测验或讲座，让学生对自己未来的学

分同学平时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学的基本组织

习目标或职业规划有一个初步认识，并

没有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只是靠临时

形式，也是教学过程的主要形式，更担

借此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能力等

突击的办法来应付考试，
“60分万岁”的

负着高校人才培养的重任”，其重要性不

制订适合自己的学习规划，同时鼓励学

思想在学生中还有很大市场。

言而喻。但当调查问及“你认为影响你

生努力坚持实施，帮助学生尽快走出刚

学习积极性的因素有哪些？”时，数据

升入大学时出现的学习目标“迷茫期”。

或自习室吗？”时，有64.5％的同学表

显示，讲授内容与现实脱节（34.1％）、

另外，深入推进专业教学计划和培养方

示“偶尔会去”，比例最高，表示“没有

教师教学方式单一（35.9％）、教师专业

案改革。利用学校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

去过”和“只有考试前会去”的同学各

素养和人格魅力不够（31.0％），三项所

模式、全面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契

占12.4％。当问及“你平时去图书馆或

占比例较大。当调查问及开放性问题“你

机，在现行学分制的框架内，对不适应

自习室的原因是什么？”时，选择“准

觉得重庆文理学院学风上存在的主要问

社会需求的专业课程和人才培养模式

备各种等级考试”和“其他”的同学高

题是什么？”时，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

进行大胆改革，使之更符合社会发展的

达70％。当调查问及“你的课余时间主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不强（13.8％）、学习

需要。

要花在哪里？（多项选择）
”时，排在前

氛围不浓（10.3％）、教师课堂教学方法

四位的分别是“看小说，听音乐”
（占49.3

单一（3.1％）等问题。这表明，学校在

％）、自习或在图书馆（占42.1％）、
“上

由传统发展模式向应用型发展模式的深

网，玩游戏”
（占40.3％）、
“逛街或闲聊”

刻变革中，部分教师还没有完全适应新

来的学习干扰，使学生专注于学习活动，

（占37.2％）。以上数据表明，大多数学

形势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需要，在

从而获得克服困难的成功感和满足感，

生没有养成主动读书或自主学习的习

教学中还存在着诸多不足，需要继续深

进而提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成为自我

惯，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去自

化教学改革，狠抓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

转化的力量”。为此，第一，正确认识学

习室或图书馆看书、学习，课余时间大

估，扎实开展学科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

习目标、端正学习态度、树立科学学习

都花在看小说、玩游戏、逛街等娱乐活

工作，大力提高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观是激发学习动机的第一要义，要利用

动上，更谈不上正确的学习方法，这也

质量。

周末教育时间，教育、引导学生养成良

当调查问及“你平时经常去图书馆

是造成学习氛围不浓的原因之一。
2.4学习氛围不够浓郁
学习氛围是指“一个学习群体中，
全体成员对待学习的动机、兴趣、努力
程度等特点的综合。良好的学习氛围可
以有效促进学生积极主动的进行学习，

3.2培养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习
动机
“浓厚的学习兴趣可以抵御一切外

3 对策与建议

好的学习习惯，鼓励其不断强化自主学

对我校大学生在学习中出现的问

习能力，同时积极参加科研、社会实践

题，要有理智清醒的认识，必须抓住问

等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其

题关键，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引导和管理。

学习兴趣。第二，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

3.1明确学习目标，引导学生制订大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贯彻我校“教学即服务、学生即顾客”
的教学原则，积极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

对其学习习惯的形成和学习效率的提高

学习目标是“学习活动的出发点和

使自己的教学活动尽可能富有吸引力，

具有很大帮助”。但调查数据显示，当问

原始动力”。明确学习目标是“大学生进

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三，学校

及“你觉得平时周围的学习氛围如何？”

行学习活动的前提，是培养学习兴趣、

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宿舍

时，有高达60.5％的同学选择了“一般”。

提高学习自觉性的关键，更是衡量学生

文化建设活动等，注重兴趣团体等非正

在开放性问题“你觉得重庆文理学院学

学习活动成效的标尺”。为此，学校和各

式群体的建设，并采取多种激励措施鼓

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时，更

二级学院应采取积极措施，引导学生尤

励学生全面参与。

有54.1％的同学认为该校的“学习氛围

其是大一的新生制订适合自己的学习目

不浓郁”。这表明，学生对周围的学习环

标或职业规划。首先，开设有关职业生

境不是很满意。希望学校能全面深化“五

涯规划与设计的选修课程或辅导讲座，

重庆文理学院属于新建本科院校，

大教学改革”，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让学生明白制订学习目标和职业生涯规

和那些老牌的985、211高校相比，生源

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积极营造良好的

划的重要性，帮助学生认识到大学学习

质量要差一些，这其中就涉及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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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欠缺。中学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

教学弊端。

“窥一斑而见全豹”，本次调研反映出

学生被动学习、被管理已成习惯。可进

3.4多措并举，加强教学与学习管理

的大学生学习上存在的问题，相信各二

入大学后，教师教学不拘一格，更加注

“学风问题的客观根源问题其实就

级学院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针对大学

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独立思考能力

是教风和学习管理问题，这其中包括教

生学习中暴露出的问题，希望各二级学

和学习中的自我管理能力，这就对那些

师的教学管理和学生的学习管理”。首

院充分利用本次学校加强学风建设的

依旧沿袭中学时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

先，应继续深化“五大教学改革”，努力

契机，结合各自实际，认真调研，摸清

的学生产生了学习的适应性困难。如果

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并扩大教学改革

本学院学风建设的现状，针对存在的问

不及时对其进行学习方法的引导，极易

的参与范围，掀起一场“人人参与”的

题提出改进学风建设的新对策、新方

导致学生的学习困难越积越多，最终导

教学竞赛。对教学效果优秀的教师进行

法，从而进一步改进自己的教育教学

致其失去学习信心。

大力表彰，对个别教学效果很差的教师

管理工作，以推进我校人才培养工作

鉴于此，首先，学校应成立专业的

采取调离教学岗位或培训后再上岗，努

更好更快开展，为我校早日实现高水

学习指导机构，邀请专业人员担任指导

力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其次，强

平应用型大学的办学目标贡献一份自

教师。这些指导教师可返聘一些有丰富

化教师的教学管理工作，尤其是要加强

己的力量。

教学经验的离退休教授或本校的专业教

教师对课堂的考勤管理和纪律管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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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方法的指导，把对学生学习内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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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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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方法的指导作为课程“思政”的重要

光辉”。本次调研尽管存在着覆盖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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