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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实践育人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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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围绕高校实践育人状况，课题组在全国 ６ 所高校面向 １５００ 名大学生开展了问卷
调查。调查数据和综合分析表明，当前高校实践育人工作成效明显，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
问题。课题组在客观呈现大学生对实践育人工作评价的基础上，分析了制约实践育人工作质量
提升的影响因素，
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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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确把握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状况，研判影

医学及其他学科类学生占 ８．４％（Ｎ＝１２２）。

响实践育人工作质量的因素和环节，课题组于
２０１６ 年 ６—９ 月对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西南大学、

二、
工作评价

华南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中医药大学等
６ 所高校的 １５００ 名大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

大学生是实践育人工作开展的重要参与者和
受教育对象，他们对实践育人成效的评价，成为有

一、
调查概况

效把握和科学分析当前实践育人工作开展状况的

调研采用问卷调查与座谈访谈相结合的方

重要方面。
（一）总体评价

式，其中调研采用课题组自行研制的调查问卷和

从思想认知来看，对实践育人工作“非常了

访谈提纲。调查共发放 １５００ 份调查问卷，回收有

解”或“了解一些”的比例为 ４０．９％，了解程度“一

效问卷 １４５９ 份，有效回收率 ９７．３％。数据采用

般”
的比例为 ３６．７％，
“不清楚”
的比例为 ２２．４％。从

ＳＰＳＳ２２．０ 进行统计分析。此外，调研组召开 ２０ 余

行为实践来看，多重响应的分析表明，大学生参与

场访谈座谈会，
累计访谈座谈 ３００ 余人次。

过的实践育人活动中，比例从高到低是：志愿服务

总样本中，男生占 ４６．８％（Ｎ＝６８３），女生占

（５９．１％）、社会调查（４８．６％）、勤工俭学（ ４０．４％）、

５３．２％（Ｎ＝７７６）；
汉族学生占 ９２．９％（Ｎ＝１３５５），少数

实践教学（４０．２％）、公益活动（３９．５％）、军事训练

民 族 学 生 占 ７．１％（Ｎ＝１０４）； 本 科 生 占 ４３．０％

（３６．７％）、生产劳动（１８．１％）、科技发明（８．１％）、挂

（Ｎ＝６２７），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占 ３７．３％（Ｎ＝５４４），专

职锻炼（８．１％）。从成效评价来看，对实践育人工作

业学位型硕士研究生占 １４．９％（Ｎ＝２１７），博士研究

评价为“非常好”或“较好”的比例为（５２．５％），评价

生 占 ４．８％（Ｎ＝７１）；
“９８５” 高 校 学 生 占 ６５．７％

为“一般”的比例为（４２．８％），认为效果“较差”或

（Ｎ＝９５８），非“９８５”高校学生占 ３４．３％（Ｎ＝５０１）；人

“非常差”
的比例为（４．７％）。由此可见，大学生对实

文科学类学生占 ２０．０％（Ｎ＝２９２），社会科学类学生

践育人工作的了解程度不尽如人意，参与实践育

占 ２４．５％（Ｎ＝３５８），理工类学生占 ４７．１％（Ｎ＝６８７），

人活动的比例有较大提升空间，实践育人工作的

本文为 ２０１５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高校实践育人的协同机制及实践路径研究”
（项
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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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成效亟待进一步提升。
（二）不同类型大学生对实践育人工作的评价
１．基于自然因素的分析。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对
实践育人工作的评价并未存在显著性差异（
＝６．１０６，Ｐ＞０．０５）。男生认为实践育人工作效果“非
常好”或“比较好”的比例为 ５３．３％，高于女生的

评价为“一般”的大学生比例为 ４８．７％，认为效果
“较差”
或
“非常差”
的大学生比例为 ４．０％。对学生
参加实习实践计算学分的评价为“合适”或“较合
适”的大学生比例为 ６４．９％，评价为“不合适”的大
学生比例为 １６．１％，
“不关心”或“并不知道学校有
此规定”
的大学生比例为 １９．０％。

５１．８％。而男生认为实践育人工作效果“较差”或
“非常差”的比例为 ５．２％，高于女生的 ４．５％。不同
民族的大学生对实践育人工作的评价并未存在显
著性差异（

三、
因素分析

＝４．００３，Ｐ＞０．０５）。少数民族大学生认

从大学生的视角分析影响高校实践育人成效

为实践育人工作效果“非常好”或“较好”的比例为
４２．８％；汉族大学生认为实践育人工作效果“非常

的因素，对增强实践育人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提

好”或
“较好”
的比例为 ５３．２％ 。少数民族大学认为
实践育人工作“较差”或“非常差”的比例为 ５．２％，
高于汉族大学生的 ４．５％。
２．基于教育因素的分析。首先，不同高校类别
大学生对实践育人工作的评价存在显著性差异
（

＝２７．２３７，Ｐ＜０．００１）。“９８５”高校的大学生对实

践育人工作的评价为“非常好”或“较好”的比例为
５５．８％；非“９８５”高校的大学生的评价比例为
４５．２％。其次，不同学历层次的大学生对实践育人
工作的评价并未存在显著性 差异 （ ＝１２．９５５，
Ｐ＞０．０５）。本科生、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专业学位型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对实践育人工作的评价
为“非常好”或“较好”的比例依次为 ５３．８％、
５２．７％、
４９．８％、４９．３％。由此可见，随着学历层次的
升高，对实践育人工作的效果持正面评价的比例逐
渐降低。最后，
不同学科背景的大学生对实践育人
工作的评价存在显著性差异（

＝７７．１０５，Ｐ＜０．０１）。

学科背景为历史学、理学、工学、文学的大学生对
实践育人工作的评价，
“ 非常好”或“较好”的比例
分别为 ６２．４％、
５７．９％、
５６．８％、
５６．８％；学科背景为
艺术学、管理学、哲学的大学生对实践育人工作的
评价，
“非常好”或“较好”的比例分别为 ３５．０％、
３４．７％、
３０．０％，
持正面评价的比例相对较低。
（三）具体工作评价
调研表明，对目前实践教学工作评价为“非常
好”或“较好”的大学生比例为 ５５．４％，评价为“一
般”
的大学生比例为 ４０．８％，认为效果“较差”
或
“非
常差”的大学生比例为 ３．８％。对目前社会实践工作
评价为“非常好”
或
“较好”
的大学生比例为 ４７．３％，
１０４

高实践育人的质量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总体情况
影响实践育人成效的因素，按照选择相应选
项的大学生比例从高到低是：
“政府部门、企事业
单位、基层社区等参与度不高”
（６４．５％）、
“政策、资
金的帮扶力度不够”
（５３．０％）、
“指导服务体系建设
不足”
（４５．３％）、
“创业基地建设不足”
（４３．８％）、
“学
校人才培养方案不够完善”
（４３．１％）、
“其他”
（２．２％）。在选择
“其他”
因素的大学生中，提到了部
分实践育人活动“不接地气”
“一刀切”
“形式不够
灵活，让部分学生觉得收获不大”等。超过一半的
大学生认为，造成实践育人工作存在薄弱环节和
突出问题的主要因素是“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
基层社区等参与度不高”和“政策、资金的帮扶力
度不够”。因此，要整合力量，统筹资源，形成社会
各方面共同支持、
全面推进的良好局面。［１］
（二）不同类型大学生对影响实践育人成效因
素的看法
１．基于自然因素的分析。首先，不同性别的大
学生对影响实践育人成效因素的认识存在差异。
调查显示，分别有 ５３．４％、
４４．１％的男生认为“政
策、资金的帮扶力度不够”
“创业基地建设不足”是
影响实践育人成效的因素，男生在这两方面的比
例均分别高于女生的比例。分别有 ６４．４％、４２．９％、
４１．０％的男生认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基层社
区等参与度不高”
“指导服务体系建设不足”
“学校
人才培养方案不够完善”是影响实践育人成效的
因素，男生在这 ３ 方面的比例均低于女生。其次，
不同民族的大学生，对影响实践育人成效因素的
认 识 存 在 差 异 。 分 别 有 ５４．７％ 、６６．３％ 、４７．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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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２％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政策、资金的帮扶

的大学生认为影响实践育人成效的因素为“政策、

力度不够”
“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基层社区等参

资金的帮扶力度不够”的比例为 ７０．６％，这一比例

与度不高”
“指导服务体系建设不足”
“创业基地建

在 １１ 个学科背景中为最高。学科背景为哲学、教
育学、艺术学的大学生中，分别有 １００％、
７２．５％、
７０．０％的比例认为影响实践育人成效因素为“政府

设不足”是影响实践育人成效的因素，少数民族大
学生在这 ４ 方面的比例均高于汉族大学生。３８．９％
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不够
完善”是影响实践育人成效的因素，这一比例低于
汉族大学生。
２．基于教育因素的分析。首先，
“９８５”
高校大学
生和非“９８５”高校的大学生，对影响实践育人成效
因素的认识存在差异。调查表明，分别有 ４６．０％、
４４．６％的“９８５”高校大学生认为“指导服务体系建
设不足”
“创业基地建设不足”是影响实践育人成
效的因素，
“９８５”高校大学生在这两方面比例均高
于非“９８５”高校的大学生。分别有 ５７．２％、６６．５％、
４７．４％的非“９８５”高校的大学生认为“政策、资金的
帮扶力度不够”
“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基层社区

部门、
企事业单位、
基层社区等参与度不高”。学科
背景为教育学、文学的大学生中，分别有 ５２．９％、
５６．７％的比例认为“指导服务体系建设不足”是影
响实践育人成效的因素。学科背景为教育学、医
学、艺术学的大学生中，分别有 ５４．９％、
５２．０％、
６５．０％的大学生认为“创业基地建设不足”是影响
实践育人成效的因素。学科背景为哲学、医学、管
理学、艺术学的大学生中，分别有 ５０．０％、
５５．１％、
５３．６％、
５５．０％的大学生认为“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不
够完善”是影响实践育人的因素。

四、
结论和建议

等参与度不高”
“ 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不够完善”是
影响实践育人成效的因素，非“９８５”高校大学生的
在这 ３ 方面比例均高于“９８５”
高校的大学生。

（一）一般与个别：育人对象的群体差异

人 成 效 因 素 的 认 识 存 在 差 异 。 分 别 有 ５９．１％ 、

调查表明，不同性别、民族、学历层次、学科背
景、高校类别的大学生，调查结果的差异性较明
显，有的还十分显著。第一，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对

５３．０％、４７．７％、
４８．６％的本科生认为“政策、资金的
帮扶力度不够”
“指导服务体系建设不足”
“创业基

实践育人工作的了解和评价差异显著。第二，随着
学历层次的提升，对实践育人工作的效果持正面

地建设不足”
“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不够完善”是影

评价的比例逐渐降低。调研表明，
本科生、
学术型硕
士研究生、专业学位型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对
实践育人工作的评价依次下降。第三，
不同高校、
不
同学科的大学生在社会实践各方面的参与度存在

其次，不同学历层次的大学生，对影响实践育

响实践育人成效的因素。本科生在这 ４ 方面的比
例均高于研究生。６８．１％的专业学位型硕士研究生
认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基层社区等参与度
不高”是影响实践育人成效的因素，专业学位型硕
士研究生的这一比例均高于本科生、学术型硕士
研 究 生 和 博 士 研 究 生 。 ５５．７％ 、３７．１％ 、２４．３％ 、
３５．７％的博士研究生认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
位、基层社区等参与度不高”
“ 指导服务体系建设
不足”
“创业基地建设不足”
“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不
够完善”是影响实践育人成效的因素，博士研究生
在这 ４ 方面的比例均低于本科生和研究生。调查

显著差异。以挂职锻炼为例，不同高校 （ ＝２２．
５５２，Ｐ＜０．００１）、不同学 科（
＝１０９．２５７， Ｐ＜０．００１）
的大学生参与度的差异非常明显。第四，少数民族
大学生对实践育人工作的了解和评价得分相对较
低。对实践育人工作评价得分为 ９３．９（汉族大学生
为 ９５．５）。因此，要积极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教育
思想，因材施教，根据个体的不同和差异，设计适

单位、基层社区等参与度不高”是影响实践育人成

合不同人员的实践内容和采取不同的方法措施，
促进每一个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２］
（二）理想与现实：实践内容的供需矛盾

效的因素。
最后，不同学科背景的大学生，对影响实践育
人成效因素的认识存在差异。学科背景为教育学

大学生日益增长的实践能力提升需求与高校
实践育人工作的吸引力、实效性、针对性不足之间
存在一定矛盾，尤其是一些实践活动形式大于内

表明，有接近 ２／３ 的大学生认为“政府部门、企事业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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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情况表现在实践

践行之间存在分离现象，将大学生对实践育人的

育人工作中。调查显示，
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还存
在“活动选题不新颖”
（４３．２％）、
“活动形式不活泼”
（４２．５％）、
“ 活动创新性不足”
（４３．０％） 等问题；有
６５．７％的大学生认为“实践活动与专业联系不紧

认知落实到行为实践、内化为素养能力是关键，做
到教育成效的知行统一任重道远。
（四）评价与反馈：工作质量的关键环节

密、针对性不强”
，
４９．２％的大学生认为“实践相关
活动宣传引导不到位”
。在实践领域的选择上，大
学生更愿选择的前 ３ 位是行业企业（３９．８％）、事业

践单位反馈的问题及时跟进，研究完善规范制度、
修订培养方案、健全教育质量的评价体系，是真正
体现以学生为本、
提升实践教育质量之道。工作评

单位（２３．８％）、科研院所（１５．０％）。在岗位吸引力
上，大学生选择岗位目标“与专业学习相结合”

价方面，认为实践育人工作、实践教学工作、社会

在实践育人的实施过程中，对大学生、实习实

（６６．３％）、
“ 与专业契合度高”
（６０．５％）、
“ 与就业创

实践工作效果“较差”或“非常差”的大学生比例分
别为 ４．７％、
３．８％、
４．０％，对实习实践计算学分的相

业相结合”
（５１．１％）。在参加社会实践或挂职锻炼
的主要原因上，选择“锻炼提升自己”
（６６．８％）、
“个
人兴趣”
（４８．９％）、
“专业相关”
（４０．２％）的比例高于

关规定评价为“不合适”的大学生比例为 １６．１％，
“不关心”或“并不知道学校有此规定”的大学生比
例为 １９．０％。实践育人工作方面，分别有 ３５．３％、

“学分要求”
（３１．３％）、
“ 院校奖励”
（１８．３％）、
“ 活动
组织完善”
（１４．３％）。在参加挂职锻炼或实习实践
受到的影响因素上，分别有 ５１．８％、
２２．９％、
１３．９％

４１．２％、
４２．６％的大学生认为实践育人工作方面存
在“学校重视不够”
“学校相关部门沟通协调不畅”

的大学生选择了“个人发展”
“ 社会需求或要求”
“导师或辅导员等”
。大学生参加实践育人活动，主
观上倾向于选择与专业“对口”或结合度高的行业
企业岗位，内在动力是为了个人成长发展、锻炼提

“考核评估机制不完善，实效性不高”的问题。社会
实践方面，５２．０％的大学生认为“活动宣传不足”，
４８．４％的大学生认为“活动组织不完善”
，１１．９％的
大学生认为“活动时间过长”，１５．６％的大学生认为
“活动时间过短”。因此，有必要建立实践育人工作

升能力。因此，只有围绕社会对人才的终极需求，
厘定人才培养目标，不断完善教育教学体系，实现
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才能充分体现

的质量评价与反馈机制，定期开展高校实践育人
工作满意度测评，建立人才培养方案与专业建设
改革的倒逼机制，以此推动实践育人的良性互动、

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的规律要求。［３］
教育成效的知行分离
（三）认知与实践：

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质量
和水平。

大学生对实践育人的状况存在知行不一的现
象。调查表明，９５．３％的大学生对实践育人的整体

参考文献：

工作成效持肯定性评价，
９６．２％、
９６．０％的大学生对
实践教学、社会实践工作持肯定性评价。多重响应

［１］ 杜玉波．推动制度化常态化科学化 不断开创实践育

的分析表明，超过一半的大学生认为参加社会实
践的主要收获是“锻炼了自身表达、思辨、沟通协
作等能力”
（６２．４％），
“ 开阔了自身视野”
（５４．６％），

［２］ 郑邦山．着力完成五个转变 全面提升实践育人水平

“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的改变”
（５３．２％）。然而在
具体行为实践上，大学生的表现未及预期，仅有
８．１％、
８．１％、４０．２％、
５９．１％的大学生表示分别参加
过挂职锻炼、科技发明、实践教学、志愿服务，分别
有 ２４．３％ 、４７．３％ 、
１７．４％ 、
２７．３％ 、
６９．０％ 、
４０．５％ 、
７６．０％的大学生“从未参加”社会实践、生产劳动、
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勤工助学、挂职锻
炼。由此可见，大学生对实践育人的认知、认同和

１０６

人工作新局面［Ｊ］．中国高等教育，
２０１４，（１９）．
［Ｊ］．中国高等教育，
２０１６，
（１）．
［３］ 刘教民． 构建高校社会实践育人新模式的实践与思
考［Ｊ］．中国高等教育，
２０１４，
（１９）．

［责任编辑 许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