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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学运行管理是提升独立学院教学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管理人员则是教学运行管理有效性的根本保
障。但是随着独立学院教育教学工作的快速发展，作为教学运行管理的实施者，教学运行管理人员的状
况却不尽人意。本文就目前独立学院教学运行管理人员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从加强运行管理人员的管
理理念、培训学习、考核机制、管理信息化等方面探讨了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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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operation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whil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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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management staff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of teaching operation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in independent colleges. Bu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colleg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work, as the implementers of teaching operation management, the status of
teaching operation management staff is not satisfactory. The status of teaching operation management staff in independent colleges was deeply analyzed. The solutions were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management concept, training and learning, evaluation mechanism, management
informatiza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teaching operation management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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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及其发展模式改革的重大创新，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随着独立学院的快速发展，其原有的教育教学运行管理机制出现了管理惯性和无效性，从而影响教育教
学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因此，独立学院应立足于自身特点，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提炼出一套适合独立
学院的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教学运行机制，以促进独立学院的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提升。本文结合笔者自
身的工作经验积累和深入思考，从独立学院教学管理人员的工作现状和解决途径展开讨论。

2. 独立学院教学运行管理人员工作现状
教学运行管理作为高校链接教学活动各个环节的桥梁和纽带，其职能是根据学校现有的人才培养计
划和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对教育教学活动进行科学合理地组织、指导和协调，以保证学校正常的教育教
学秩序。但由于独立学院的教学运行管理人员组成复杂，职称、学历不均衡，业务水平参差不齐，经验
不够丰富，严重制约了独立学院教学运行管理人员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水平，导致独立学院的教学运
行管理人员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

2.1. 教学管理理念滞后，思想认识不到位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校教改活动的不断深化，为了确保各项教育教学改革活动的顺利推进，高
校教学管理者应当积极落实先进教学管理理念，以此带动和促进课堂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升。正如康莉
所说“教学管理工作还应随着教育改革的实践发展而不断创新”[1]。但由于独立学院建设起步较晚，学
生起点又相对较低，对各项管理工作的要求更加精细有效，而教学管理是高校各项管理的关键和核心，
从独立学院的角度，对于教学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求。目前，独立学院的教学管理现状已不能
适应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和学生成长成才的现实需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于教学管理存在
误解，将教学管理等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认为教学管理就是按照时间顺序和相应的程序要求将每个教
学环节的管理工作安排下去，按时收交材料，整理归档。日常工作没有深度，也缺少温度，缺乏专业性
和技术含量，相当于例行公事，工作目标就是按顺序完成每个阶段的管理任务，工作上随意性较大。教
学运行管理人员的管理理念没有与时俱进，及时更新，创新观念和意识淡薄。在教学运行管理过程中，
没有深入思考不同学科、专业在教学管理方面的共性和个性需求问题，没有充分认识到不同教学管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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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和每项教学管理具体工作在育人和人才培养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也没有自觉将“三全育人”和以生
为本等先进管理理念融入到教学管理过程中。教学运行管理人员在教学管理实践中还是按照传统管理模
式，凭借个人积累和固化僵化的经验开展工作，往往会导致现有的管理方式和采取的管理措施与实际状
况和现实需求脱节，自然就不会产生应有的教学管理效果。

2.2. 教学运行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水平不高
影响教学管理质量的关键因素是从事教学管理人员的素质。目前，一般高校教学运行管理人员素质
参差不齐，整体水平不高，尤其是建立和发展时间较晚的独立学院更是如此。主要表现在从事教学运行
管理的人员学历层次偏低，大多数都是非管理专业毕业，因此，普遍缺乏基本的管理知识和管理理论，
严重制约了教学管理工作质量的提升。教学管理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老年化问题比较严重。早期从事
教学运行管理的老师没有考虑太多，不论待遇高低和上升空间大小，坚持了下来，年龄偏大，凭经验办
事，上进心和活力不足。稍晚一些走上教学管理岗位的老师，干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没有发展前途，
影响个人发展，一部分老师又转回到教师岗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或者外出访学或读博深造，造成
教学管理人员队伍不稳定，且数量不足，出现青黄不接的断层现象。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从新引进的老
师或博士家属中安排一些进入教学管理岗位，业务素质高低不一。这些人一方面缺乏管理经验，另一方
面存在错误认识，认为自己的工作不重要，可有可无，就会带来日常管理工作随意性较大，不能严格按
程序和规章制度办事，导致教学管理工作不严谨，缺少规范性，自然会影响到教学管理的效果和管理职
能的发挥。教学管理人员的工作态度和思想觉悟也参差不齐，一部分管理人员没有发展目标和追求，得
过且过，不愿在管理工作中加大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更不要说去研究教学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限
制了教学管理水平的提升。与办学历史长的普通高校相比，独立学院的教学管理人员不到位现象尤为突
出，由于人手紧张，使得每位管理人员的工作量都很大，满负荷运转，没有可能和机会外出参加专业培
训，教学运行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难以提升，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一时难以改变，整体管理水平维持在
较低水平。这样的状况势必会对独立学院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和推进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阻碍独立学
院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更不利于独立学院的“三全育人”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2]。

2.3. 教学运行管理人员考核制度不完善，缺乏激励机制
随着独立学院的不断发展完善，其管理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也在不断的提升，但在快速发展过程中
也存在着诸多管理问题。就其考核制度来看，影响教学运行管理人员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主要表现在：
其一，独立学院的教运行学管理人员需要全天上班，工作环境基本固定在办公室内部，平时大多数时间
和精力都忙于日常事务，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开展教研或科研工作。但是当前高校对管理人员的专
业技术职称评审和行政职务晋升主要以参考学术研究成果为主。其二，独立学院对教学运行管理人员的
职称评审未考虑其工作性质和特点，有的学校甚至没有相对应的职称评审渠道，与普通老师标准一致，
使他们在进行职称评审时竞争力较弱，这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上升和发展空间，长此以往，会
严重影响到教学运行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不愿意长时间从事教学运行管理工作。其
三，由于学校对教学运行管理人员工作业绩考核机制相对较弱，缺乏客观量化的考核标准和制度，考核
结果基本上由领导和同事的简单评价，“能者上、平者让、劣者下”的激励机制没有形成，致使干好干
坏的都一样，这样影响到一些教学运行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3]。

3. 重视教学运行管理，提高教学管理质量和效率
教学运行管理人员是独立学院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直接实施者，想要在提高独立学院的教育教学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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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上使得管理体系具有推动和促进作用，就需要提升教学运行管理人员的职业素质，对现阶段的独立院
校来说，由于办学历史相对较短，教学运行管理人员较少，经验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要从根本上解决教
学运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3.1. 采用轮流坐班制度，营造重视教学管理氛围
对高校管理部门来讲，完成所有管理工作的目的就是推动学院各项事业的发展。独立学院因为运行
管理人员数量严重不足、工作繁重，疲于应对日常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制约了教学运行管理人员的改
革与创新意识。这就需要首先解决教学运行管理人员不足的问题，除了采用更多地引进相关管理人才外，
可充分挖掘和利用学院现有资源，即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年轻的专业教师轮流坐班，参与到学院一线的教
学运行管理工作中去，这样一来可以达到分担部分教学管理任务的目的，使得教学运行管理人员有时间
和精力去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二来通过亲身参与教学运行管理，可以使专业教师更加了解教学运行工
作的操作流程，为日后他们在处理类似问题时能够快速准确地按照规定办理，也更能够理解和体谅到教
学管理工作的诸多艰辛和不易[4]。

3.2. 加强业务素质培训，及时更新管理理念
教学运行管理工作是一项规范性、科学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工作，独立学院因为运行管理人员不足，
应对繁杂的日常管理工作，使得他们很少有时间和机会接受培训和外出学习，造成其缺乏现代的教育教
学管理理念和方法。因此，对教学运行管理人员应加强培训指导，注重其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其一，根
据工作性质制定出专门的专业培训计划(工作原因不能长期离岗的，可以为教学管理人员提供分阶段培训
和学习的机会)，对教学管理人员进行一定的动态知识结构的构建，即需要教学运行管理人员对管理的知
识和技能有所掌握，同时还需要增强其在变化的环境和形势下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使理论培训与
实践运用能够有效结合；其二，在落实培训和学习计划的同时，把组织教学运行管理人员与其他高校教
学管理人员进行经验交流当成一种常规工作，到兄弟院校特别是教学管理队伍管理理念先进、管理信息
化的技术应用上水平较高的院校进行对口学习交流，通过这种与同行面对面交流的方式，能够更好地了
解自身运行管理工作中的优点与不足，更有效地推动教学运行管理人员管理理念的转变和信息化管理技
术的应用。其三，组织教学管理人员更多地学习和了解同行发表的教学管理工作心得体会与论文，从中
可以获得生动又丰富的经验与启示，对提高教学管理人员工作能力、高质量地完成教学管理工作有着重
要作用[5]。

3.3. 完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
教学管理人员是保障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应该高度重视教学管理人员的个人发
展和能力素质提升。独立学院一线教学管理人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其在科研上难以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
学院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针对教学管运行理人员的考核评价机制，使他们在进行职称评审和行政职务
升迁时能够得到适当的倾斜，如：制定单独的教学管理人员职称评审和晋升评价标准，不与专业老师同
一标准，让一线的教学运行管理人员能够看到希望和发展前景，增强幸福感、获得感及干事创业的动力。
同时，制定和完善相关考核激励制度，对优秀的教学管理人员给予适当奖励，促成“能者上、平者让、
劣者下”的机制，这样才能保证教学管理人员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管理工作当中去，提高教学管理人员
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教学管理工作的不断发展[6] [7]。

3.4. 加大投入力度，提高教学管理信息化水平
教学运行管理的每一环节都是保障教育教学正常运行的关键，作为独立院校教学管理人员，工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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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普遍繁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处理教师和学生的日常管理事务。因此，一般高校，尤其对于独
立学院来说，今后应该加大经费投入，努力加强教学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最大程度上实现教学运行管理
工作信息化和自动化，从而使教学运行管理人员从繁重的日常事务管理中解脱出来，能够将更多时间和
精力用在管理能力的提升和个人发展上。信息化管理不仅仅是一种管理上的技术手段，更代表了一种思
维和理念，其能够推动学校教学与管理工作不断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只是教学管理工作中的自动化与
生产实践中的自动化不同，两者的标准和追求的目标有明显差异。当前的教学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数
据量越来越大，完全依靠人力来处理不但效率低，且错误率高。因此，通过信息化建设可以将许多传统
教学管理工作转移至教学信息管理平台来开展，可以显著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教学运行管理人员的工作
量，降低错误发生率，确保教学管理工作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同时，也可以提高教学运行管理的规范化
水平，实现教学管理资源共享，促进教学运行管理人员的素质提升，显著提升教学运行管理的自动化程
度。另外，在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教学运行管理人员还可以充分利用多种信息平台资源，如
微博、QQ、微信、钉钉等公众信息平台实现教学管理方面的交流互动和信息传递，从而进一步提高管理
工作效率和质量，真正做到有效的、高水平的管理[8] [9]。

4. 结论
独立学院是在母体高等学校充分挖掘教育教学资源，顺应我国高等教育形势发展，满足人才培养需
求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教学运行管理工作的有效性是保障独立学院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教学
管理人员则是保障教学运行管理有效性的关键环节。因此，独立学院在制定各种政策促进教师科研水平
发展的同时，也应该高度重视和关心教学运行管理人员的工作现状，从职称评审、职务晋升及工作环境
条件等多方面制定和完善政策和评价机制，让教学运行管理人员看到希望，拥有明确的发展路径和空间，
从而保证教学运行管理人员具有高涨的工作热情和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从而更好地推动高等学校，
特别是独立学院教学管理工作的提升，也能够更好地为独立学院的各项事业发展和高素质人才培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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