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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private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he key to developing private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assroom teaching. However, at present, private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re facing
some problems, such as low basic level of students, low learning enthusiasm of students, loose
classroom management and outdated teaching methods, which lead to the low level of classroom
teaching quality. Therefore, through teachers’ attention to basic knowledge teaching,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class teachers, classroom teaching management of school and teachers’ active reform
of teaching methods, we can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correct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s, improve teachers’ teaching quality, increas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improve
classroom teaching quality in private undergraduate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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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办本科高校的发展水平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发展民办本科高校的关键则是提高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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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然而目前民办本科高校面临着学生基础水平较低、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课堂管理松散和教
学方式比较陈旧等问题，导致课堂教学质量水平不高。因此通过教师注重基础知识教学、班主任加强思
想教育工作、学校加强课堂教学管理以及教师积极进行教学方式改革这四项措施，可以提高学生学习效
率，端正学生学习态度，提高教师教学质量，增加学生学习兴趣，从而提升民办本科高校课堂教学质量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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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 12 月 14 日，由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指导，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浙江
树人大学承办的“‘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教师教育质量’论坛暨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高等教育专
业委员会年会”成功举办。会议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指出“民办高校是中国高等教育不可或
缺的方面军，没有民办高校良性发展就没有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没有民办高校质量提升就无法建成高等
教育强国，民办高校发展是天大的事。教育质量是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要精准把握新时代高
等教育的新变化新要求。”民办本科高校的发展水平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 [2]，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发展民办本科高校办学水平的关键所在[3]。
民办本科高校也称为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它是由社会企业组织或者公民个人，使用与国家教育经费
无关的财政经费，面向整个社会大众依法成立的本科高校[4]。民办本科高校办学历史较短，大多是由 20
世纪 90 年代陆续开始建设的[5] [6]。因此许多新建的民办本科高校，缺乏办学经验，师资力量不足，教
学质量也有待提高[7]。并且在学生方面，其民办性质导致民办本科高校在社会认可度上存在偏差，因此
许多学生不愿就读于民办本科高校。所以民办本科高校的学生相对于同等程度的公办本科高校来说基础
相对较差，学生学习积极性相对较低，课堂教学质量水平也相对落后。因此，本文通过找出民办本科高
校在课堂教学质量方面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切实的解决办法，来提升民办本科高校
课堂教学质量水平。

2. 民办本科高校课堂教学质量面临的问题
2.1. 学生基础水平较低
民办本科高校与公办本科高校一样，都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成分[8]。并且我国已经在《民
办教育促进法》中明确规定到“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社会优待以及参加先进评选等方面
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同等权利。”也就是说，民办本科高校和公办本科高校只有在办学
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在学历和证书上都存在着同等效力。
但是，由于民办本科高校不是由国家教育机构成立的，其私立学校的性质导致民办本科高校在社会
认可度上存在偏差[9]。并且只要是民办本科高校，都基本是以“学院”来命名的。相较于以“大学”来
命名的同等层次的公办本科高校来说，学生更愿意就读于后者。同时民办本科高校的收费也远高于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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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高校，这也是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放弃选择就读于民办本科高校的关键问题。这就造成民办本科高
校经常存在招不满学生的情况，只能降低招生条件进行扩招，也就导致民办本科高校的生源相对较差，
学生基础水平相对较低。
学生基础水平较低，就会导致教师授课难度增加，从而影响课堂教学质量。高等学校教学相对于中
等学校来说，其知识水平难度较大，授课速度相对较快。学生基础知识差，不仅对教师所讲内容难以理
解，还跟不上教学进度。这就造成课堂教学效率低下，学生知识掌握水平不高，导致教学质量相对较差。

2.2. 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
民办本科高校因其生源相对较差，学生目标相对较低，每年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学生选择出国考研，
多数学生毕业后都致力于找工作，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大多数民办本科高校的学生在大学期间仅以毕业
为目标，再加上学校对学生管理方式较为僵硬，就造成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十分影响课堂教学质量。
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 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经常逃课。高校虽然课程相对较难，但毕业要求不高，学生只要每门课程
都能达到及格要求便能顺利拿到毕业证书。许多学生仅以毕业为目标，他们只是对所考课程进行突击准
备便能顺利通过考试，并不在意课堂授课的重要性。因此这些学生平时会经常存在逃课现象，只要教师
不点名就基本不去上课，只有在考试前才会学习。甚至有些课程只有寥寥几个学生来听课，导致该门课
程的教师无心上课，课堂教学质量自然也就不高。
2) 学生沉迷于玩手机、玩游戏。当今社会，大学生沉迷于玩手机、玩游戏在高校中已经是很常见的
现象。个别学生整日待在宿舍或者网吧里，沉迷于手机和游戏，逃课已经是家常便饭，甚至连考试也不
重视，多门课程存在挂科现象，连毕业都岌岌可危。即使去上课，如果教师管理比较松散，这些学生也
只是在睡觉或者玩手机，基本不会听课，课堂教学质量自然也会受到影响。
3) 学生忽视能力方面的培养。民办本科高校大多也是实行学分制[10]，学生可以自由选择选修课程。
因此部分学生只会选择容易通过的课程，并不在意这些课程对自身能力的提升有没有帮助。高校不仅仅
是学习知识的地方，更是培养大学生能力的地方。许多十分实用的选修课程可能因为考试较难，导致只
有很少的学生选修这门课程，甚至选修人数不够而无法开课。正是这些学生忽视自身能力方面的培养，
以消极的态度选修课程，从而对部分选修课程的教学质量造成不利影响。

2.3. 课堂管理松散
在教师方面，个别教师课堂管理比较松散，一些自制能力较弱的学生就趁机逃课或者在课堂上睡觉、
玩手机，造成课堂教学质量水平低下。个别教师对于授课可能只是抱着一种“完成任务”的态度，并不
在意课堂教学质量的好坏，课后也不对本次上课情况进行反思。同样这些教师上课不点或者很少点名，
对于违纪学生也不进行管理，只管自己将课程讲解完毕。个别学生就会更加明目张胆地逃课、上课睡觉
或者玩手机，严重影响课堂教学质量。
在学校方面，学校对学生和教师在课堂教学质量方面的管理也有待提高。个别学生频繁逃课、上课睡
觉、玩手机等行为不仅仅需要授课教师进行管理，学校方面也应该做出努力。同时学校对于教师在授课水
平方面的管理也有欠缺，教师之间缺乏竞争意识，导致个别教师在课堂教学管理方面呈现一种消极的态度。
这些教师只是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并不关心学生学习效果如何，课堂教学质量也存在很大问题。

2.4. 教学方式比较陈旧
民办本科高校的课堂教学方式比较原始，学生学习兴趣不高，课堂教学质量水平也随之降低。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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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本科高校仍然采用教师讲授，学生听课的传统教学方式，课堂教学氛围较为枯燥，无法提起学生的
学习兴趣。而且学校和教师对现在比较流行的慕课，翻转课堂等教学方式运用较少，学生对课堂教学的
参与感较弱，无法很好的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因此部分学生感觉整个课堂毫无生机与乐趣，久而久之缺
乏学习的兴趣和热情，对课堂教学质量造成不利影响。

3. 提高民办本科高校课堂教学质量的路径及方法
3.1. 教师应注重基础知识教学，加强课堂管理
高校所教授的课程普遍较难，尤其像高数、大物和各种专业课等课程难度更高。学生对其所教授的
知识理解起来比较困难，教师的教学难度也会随之增加，课堂教学质量也会受到影响。因此，教师在授
课时，应针对该门课程的基础知识重点进行讲解，让学生将基础打牢，就能减轻日后难点课程的授课难
度。教师可以在课后为今天所学知识布置对应的作业题，并且在下节课开始时对错误较多的题进行讲解，
随机提问学生上节课所学知识点。同时教师可以进行简单的测验，对于基础较差的学生采取“一对一帮
助”的方法，让基础知识掌握比较牢固的学生对其在课堂学习和作业方面进行帮助，提高学生整体的基
础知识能力。学生只有将基础知识掌握牢固了，才能更好更快的学习后面各种复杂的知识点，提高学习
效率，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水平。
教师在课堂上不仅要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还要加强课堂纪律管理，才能更好的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水
平。在上课前，教师可以进行抽查点名，记录无故逃课学生，并按照学校的相关规定严格进行处理。在
上课时，教师应维持好课堂秩序，口头提醒上课睡觉、玩手机的学生，并且在课堂上随机抽学生起来回
答问题，使学生在课堂上精神高度集中。在快下课时，教师也可以偶尔进行抽查点名，防止有学生出现
早退现象。对于无故早退的学生，教师可以按照与无故逃课学生相同的处理方式进行处理。

3.2. 班主任应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形成良好学风
课堂教学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态度。只有学生在课堂上认真听讲，主动配
合教师的教学，课堂教学质量才会得到提高。而班主任作为学生在学习生活上的领导者，应该帮助学生
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进而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水平。班主任可以从与学生单独
谈心、定期举行班会、与学生家长进行沟通这三个方面来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
1) 对于经常逃课、违纪，或者多门挂科影响毕业的学生，班主任应单独找这些学生进行谈心，告诉
他们大学生活的重要性，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大学生活不同于以前的中学生活，学生不会受到
太多约束，相对比较自由。因此部分学生自控能力不强，多数时间都花在吃喝玩乐上，经常逃课，分不
清主次，耽误自己的学业。这时班主任就要对这些学生做好指导工作，私下找这些学生进行约谈，端正
他们的学习态度。
2) 在大学期间，班主任应该定时举办班会，带动本班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班级里形成良好的学习
氛围。在开班会前，班主任可以与班级各任课教师进行沟通，了解本班学生前段时间的课堂表现情况，
存在哪些问题。然后在班会上，班主任应该重点挑出这些问题，对本班学生进行指导。同时，在开班会
时，班主任也要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从思想上引领学生注重课堂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从而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水平。
3) 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态度，主要取决于自我管理能力，但家庭方面或多或少也会对学生产生影
响。很多家长在学生读小学、中学时，都会对学生在学习方面进行严加管教。但一到学生步入大学，家
长就会很少关心学生的学习情况。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学生离家较远管理不到，家长不了解学生的学习情
况。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家长也认为学生只要能毕业就可以了，疏于管理。从而造成学生思想上放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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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学习态度出现问题。因此，班主任对于在学习上出现问题的学生，不仅要单独约谈，还要及时与家
长进行沟通，让家长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告诉家长大学阶段的学习对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性。只有在
学校和家庭两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才能更好的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

3.3. 学校应加强课堂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
首先，学生的课堂教学纪律不仅需要任课教师进行管理，学校也应该实行相应政策。例如，早上学
校可以安排相关人员对学生宿舍进行查看，防止有学生在宿舍睡懒觉、玩游戏而存在逃课现象。在上课
前学校可以临时让学生将手机统一上交，下课后再归还。平时学校也可以举办一些关于端正学生学习态
度方面的讲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然后，学校可以针对教师制定一套关于教学质量的测评系统，提高教学竞争力，从而提升课堂教学
质量水平。在学校部分教师只是单纯的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并不关心自己的教学效果怎么样。学校通
过教学质量评估，奖励教学质量水平较高的教师，对于教学质量水平较差的教师则进行通报批评，以此
来让教师对课堂教学质量引起重视。
最后，许多新建民办本科高校师资力量不足，一些新教师缺乏教学经验，从而教学质量水平不高。
因此学校可以通过让教研室一些拥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进行听课，并在课后对这些新教师提出建议，
提高他们的课堂教学能力，从而提升学校整体的课堂教学质量水平。

3.4. 教师应积极进行教学方式改革，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除了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以外，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是影响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民办本科高校现有
的教学方式比较原始，单纯的教师讲授学生听课的教学方式，会使部分学生逐渐丧失学习兴趣，从而出
现逃课、上课睡觉、玩手机等现象，进而影响课堂教学质量。因此，教师可以对现有的教学方式进行改
革和创新，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更好的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水平。
教师可以采用翻转课堂等比较先进流行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更好的融入到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在
课堂上多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让学生自己上台进行讲课，增加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参与感。教师应该让
学生作为课堂的主角，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课堂上多与学生进行互动，活跃课堂教学的氛围。只
有学生真正对课堂教学感兴趣，在课堂上积极配合教师进行教学，教学质量水平才能得到提升。

4. 结论
民办本科高校的发展一直都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环节，但针对目前民办本科高校在课堂
教学质量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解决：教师应对各门课程基础知识重点对学生进行讲
解，提高学习效率，从而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水平；班主任应加强思想教育工作，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
从而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水平；学校应加强课堂教学管理，减少学生违纪现象，提高教师教学质量，从而
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水平；教师应积极对教学方式进行改革，增加学生学习兴趣，从而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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