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评估背景下学校教育本质的再思考 

胡寿根 

 

摘  要 从 2011年下半年开始，教育部对未参加过教学工作评估的各类新建

普通本科学校开展教学合格评估。这既是对新建本科院校办学水平的一次检验，

也是提升其办学水平的契机。新建本科院校要在评估中取得好成绩，有必要对学

校教育本质进行再思考。只有认清学校教育的本质，才会自觉地在办学过程中树

立以学生为本的思想；才能理性对待本科教学合格评估，不会盲目跟风为评估而

评估；才会从教育的本质出发，努力通过评估，提升教学水平，促进学生的成长

成才。新建本科院校应以此次评估为契机，从学校教育的本质出发，认认真真、

踏踏实实地做好本次评估工作，顺应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自觉担当创新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重任，在新建本科院校这一方阵中主动追求自己的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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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Year 2011,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ill 

carry out teaching qualification assessment in all kinds of newly-founded 

ordinary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at have never participated 

in teaching work evaluation. It is a test of schooling level as well as an 

opportunity of improving schooling level to the newly-found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get good grades in the evaluation, it’s 

necessary for the newly-found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rethink about the school education essence. Only when they grasp the 

essence of school education, can they consciously set up the student-oriented 

idea in the process of running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can they treat 

rationally the undergraduate teaching qualification evaluation, but not blindly 

follow suit for assessment; can they proceed from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strive to pass the assessment successfully, and improve teaching level and 

promote the students’ growth into useful persons. The newly-found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take the assessment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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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ing point, proceed from essence of school education, do the assessment 

job of the time conscientiously in a down-to-earth way, conform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higher education, bear consciously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training application-oriented innovative talents, and pursue 

voluntarily their own excellence in the phalanx of newly-found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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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1 年下半年开始，教育部对未参加过教学工作评估的各类新建普通本

科学校开展教学合格评估。这既是对新建本科院校办学水平的一次检验，也是提

升其办学水平的契机。新建本科院校是 1999 年以来，随着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

展，一批高职高专院校升格或由多所高职高专院校合并而成本科院校。目前，新

建本科院校约占全国本科院校的 1/3，在校本科生人数约占全国本科院校在校生

人数的一半以上。新建本科院校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

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其办学水平影响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

平，其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地方（行业）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新建本科院校要

以此次评估为契机，在评估中取得好成绩，向社会交一份满意的答卷。为此，有

必要对学校教育本质进行再思考。 

 

一、认清教育本质，这是办好新建本科院校的前提 

当前，高等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也在不断增

多。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时期，不少教育工作者却迷惘了，对新建本科院校发展

看不清，对人才培养没有方向，得过且过，跟着感觉走，学校发展中重硬件轻软

件，重建设轻管理，没有真正把学生的成长成才放在首位。所有这些，都是缺少

对教育本质的思考，缺少学校应给学生什么的追问。关于教育的本质，在中外教

育史上，尽管对于教育的解说各不相同，但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基本点，都把教

育看作是“一种有目的的培养人的活动，它规定着人的发展方向”。那么学校教

育的本质就是促进受教育者丰富、提升和完善自我，实现生命个体由自然人向社

会人的高度转化。因此，学校教育给人的影响可谓全面、系统和深刻。只有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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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的本质，才能增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感、责任感，才会激发起教育工作

者投身教育改革的自觉意识，才能从对人才培养的茫然无措到自觉自信，才能主

动担当起培养人才的重任。因此，认清教育的本质是办好学校的前提。 

新建本科院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我们有必要站在较高的理论层面

和实践层面对教育的本质进行再思考，以便使我们更好地办学，顺利通过评估。

我们认为，作为一所新建本科院校，必须顺应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努力探索高等

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努力使办学更加

适应市场需求与就业导向，办学应该符合教育规律和学校实际，办学更应具有改

革意识和超前规划。惟其如此，新建本科院校才能在日益激烈的教育市场竞争中

找准优势，强化不可替代性，形成核心竞争力，走特色发展之路。 

 

二、回归教育本质，对应用型人才培养进行顶层设计与推进 

在对教育本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新建本科院校应对应用型人才培养进行顶

层设计。所谓顶层设计就是学校领导层运用集体智慧，从符合学校实际、反映学

校传统、突出学校特色，顺应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战略高度，把握学校工作大局

和重点，对学校自上而下的一种系统化设计。学校的发展如果缺少顶层设计，就

如一盘散沙，很难凝心聚力、汇聚全校智慧，推进学校科学发展。因此，必须加

强顶层设计对学校发展的助推和保障作用，确保学校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首先要制定科学的规划，对应用型人才培养进行顶层设计。如上海第二工业

大学通过“十二五”规划的制定，明确学校的发展定位是以工科为主、经管文理

协调发展，实施一流的、多层次的高等技术与职业教育，培养知识型高技能创新

人才的国内知名特色大学；发展目标是以培养多层次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为主要

任务，以本科层次教育为主体，有序和适度发展工程硕士等研究生层次教育，逐

步调整优化专科层次教育，以适应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具有更高知识水平，掌握更强技

术能力，承担更大社会责任的新时期“智慧劳动者”。为推进“十二五”规划的

实施，提出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围绕定位、加强内涵，团结奋进、改革凝聚，突

破提升、特色发展。 

其次要采取具体措施，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如上海第二工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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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施了“十二五”内涵建设工程（简称“085”工程），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

质量保障。通过此项工程建设，明确了学校内涵建设项目的目标、思路、内容和

方法。其总目标是：通过五年的建设，使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总体办学水平在全

国新升本科院校中名列前茅。其具体目标可归纳为“一、二、三”。一是建设一

支队伍，即建设一支符合知识型高技能创新人才培养要求的知技复合、专兼结合、

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师资队伍。二是突出二个重点，即重点建设适应先进制造

业发展的本科专业群和符合国家特需专业人才培养要求的学科群。三是实现三个

创新，即探索和实施基于能力本位的工程人才培养新模式；构建一批整合校内外

资源、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新平台；创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新机制。其

具体任务是在五个方面开展 11 项具体建设。通过这些具体建设，能有效提高办

学水平，促进育人水平的提升。 

 

三、理解教育本质，做好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工作 

只有理解了教育本质，才会真正懂得学校的定位及人才培养目标，才会自觉

地在办学过程中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学校一切工作出发点为是

否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成才，是否有利于教师成就事业，是否有利于学校的科学发

展。只有理解了教育的本质，才能理性对待本科教学合格评估，不会盲目跟风为

评估而评估；才会从教育的本质出发，努力通过评估，提升教学水平，促进学生

的成长成才。做到了这些，评估才会起作用，否则，迎评就会变成一场应付战，

最终最受害的将是学生，而这又极大违背了评估的本质。 

新建本科院校在迎评促建时期，首先要深刻领会评估工作的重要意义。开展

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抓手，评估不仅能鉴定学校教

学工作的质量和水平，诊断学校教学工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还可以发

挥评估指标的导向作用，引导学校更新教育观念，明确发展方向和目标，深化教

学改革，推动产学合作教育深入开展。同时，评估具有激励和督促作用，能够促

进学校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教学管理、建立并完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形成

自我约束和监督机制。“十二五”期间，中国高等教育更加强调内涵发展，更具

质量意识。本科教学合格评估是新建本科院校落实“十二五”规划一个强有力抓

手，将有力推动各院校“十二五”内涵建设，为全面完成各学校“十二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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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要注重评建结合。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

在建设”的方针，练好内功，加强内涵，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弄虚作假，做到以

评估总结办学成就，以评估推动各项建设，以评估规范制度管理，以评估促进教

育创新，以评估凝练办学特色。同时要处理好评估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力求

把迎评工作和日常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形成迎评工作和日常工作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的良性运行机制。要通过自查，及时找出薄弱环节与不足，重在建设，

加强投入，加强规范，加强监督落实。 

三要举校一致，团结协作，共同做好评建工作。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工作是一

个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各个部门相互理解、相互配合，需要全校每一位师生员工

的参与和支持。只有全校师生员工都能牢固树立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举校一致，

以饱满的热情、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入到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工作中来，才能

顺利通过评估，并在评建过程中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从而提升育人品质。 

 

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充分实现全体学生知识、技能与责任的丰富、提升

与完善，是学校教育的本质所在，是我们永恒的教育价值追求。而做到这一切关

键在于新建本科院校教师们的良心责任、精力投入与亲历亲为，在于教师们的不

断自我丰富、提升与完善。愿新建本科院校能从学校教育的本质出发，认认真真、

踏踏实实地做好本次评估工作，顺应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自觉担当创新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重任，在新建本科院校这一方阵中主动追求自己的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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