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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will b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between students in terms of ability and quality. Teachers, teaching 

management staff and workers in charge of students' affairs should be aware of and recognize the differences in ability and 

quality of each student in the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work, and then carry out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tudent. For this reas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kind of student class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ability and quality oriented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gives suggestions on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students. In order to realize Student - centered by teach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and then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can be improved grea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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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学生之间在能力与素质方面难免会存在个体差异。任课教师、教学管理工作人员和学生工作者在教育教学和管

理工作中须意识并认识到每名学生在能力和素质方面的不同，然后须根据每名学生的具体特点开展教学和管理工作。

为此，本文提出了一种以能力和素质为导向以学习成绩为参考的学生分类方法，并根据不同类别学生的特点给出了开

展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的建议。因材施教才能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进而能够大幅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能力与素质，因材施教，以学生为中心，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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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由集合中元素的的确定性、无序性、互异性[1]，同时

考虑到中国目前的高考制度以及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

现实，大学本科生之间在能力和素质等方面必定会存在一

定程度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应当引起广大教学管理工

作人员、学生工作者和任课教师的高度重视[2,3]。因人而

异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才能收到事半功

倍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效果。 

目前，中国很多高校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以学生为中心，

学生学习与发展成效驱动”的教育教学理念[4]。这一教育教

学理念要想得到真正实施，就必然要求从过去高度甚至是

过分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转向更加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

和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构建核心价值塑造、综合能力养

成、多维知识探究“三位一体”的新人才培养模式。 

在群体教育中要实现“以学生为中心”是非常困难的

[5]，这就要求教学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工作者等相关人

员必须具体问题问题具体分析，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简单

的管理方式。目前，在一线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中，部分教

学管理工作人员、学生工作者和任课教师还尚未能深刻理

解“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学习与发展成效驱动”的教育教学

理念，在日常的学生管理工作中，仍会按照“一刀切”的惯

性思维陷入一个按成绩高低对学生进行分类评价并以此

为依据开展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的误区。 

成绩高低固然重要，因为成绩确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学

生的学习态度及其能力和素质。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成

绩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学生的综合能力与素质。例如，有

些本科生其在读期间学习成绩平平，但毕业多年后其事业

却红红火火。这种现象的存在，使部分教学管理工作人员、

学生工作者和任课教师在回答学生关于“为何有的学生在

学习阶段其成绩一般，但是毕业踏入社会以后他们却能开

创一番事业？而有些学生，尽管在校期间其成绩很高，但

是毕业踏入社会以后他们却表现平平？”这些问题的时候

感觉颇为为难。有些学生甚至会直接问：“老师，成绩真

的那么重要吗？学生只考个及格难道不行吗？”个别教学

管理工作人员、学生工作者和任课教师在解释这些问题的

时候，总是会跟学生讲一番大道理，强调学习的重要性，

尤其强调如果成绩不高则会丧失免试推荐攻读硕士研究

生的机会等等。这样的解释有些牵强、空洞，如果学生四

年或五年的本科学习不以攻读硕士研究生为目标难道不

可以吗？对于这些学生又该如何解释上述问题，让他们觉

得能够接受从而端正学习态度好好学习呢？尤其是目前

在校的本科生已经以“90后”为主，且“00后”也开始迈入大

学校园，这些学生的个性更强、思维更活跃，他们通过互

联网与社会接触更多，对社会的了解也更多[6,7]。如何在

这种新形势下找到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方法

做好学生管理工作值得进一步思考。 

2．．．．基于能力和素质的学生分类方法基于能力和素质的学生分类方法基于能力和素质的学生分类方法基于能力和素质的学生分类方法 

随着“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学习与发展成效驱动”的教

育教学理念在中国高校的深入贯彻落实，新型人才培养的

指挥棒将会从“成绩”向“素质”和“能力”逐渐转移，教师和

学生乃至整个社会都将会逐渐接受、适应这种转变。 

考虑到学生毕业后在社会或产业、行业的发展规律，

以及当代大学生的特点，本文尝试以能力和素质为导向以

学习成绩为参考将学生大致划分为五类，并按照每类学生

的特点提出有针对性的开展学生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的

建议。 

第一类学生，能够主动观察问题、深入思考问题、全

面分析问题、自主解决问题，对于毕业后的去向有明确的

志向，并且勤奋，学习成绩优秀。 

例如，有的中国高校的本科生在就读本科期间就能够

在《Nature》等国际顶尖期刊上以共同第一作者的身份发

表高水平科研论文[8,9]；有的学生在创新的基础上完成了

创业，进入了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单，成为

中国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典范[10]。 

第二类学生，总体上基本能够主动观察问题、深入思

考问题、全面分析问题、自主解决问题，对于毕业后的去

向稍微模糊一些，不是特别勤奋，学习成绩一般介于良好

和中等之间。 

此类学生在参加工作以后，一般能够结合所在的产业

或行业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相关复杂工程问题，较好地

达到了高校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既具有创新精神和意

识，又具有比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此类学生在工作初期

就会在工作中崭露头角，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和好评。 

第三类学生，在主动观察问题、深入思考问题、全面

分析问题、自主解决问题方面有所欠缺，但对于毕业后的

去向较为明确，一般追求免试推荐攻读硕士研究生或考取

硕士研究生，死记硬背或生搬硬套的能力较强，学习勤奋，

学习成绩一般为优秀。 

很多用人单位对此类学生的评价一般是“高分低能”。

此类学生也可能会成为高校开展相关教育综合改革、教学

方法和考试方法改革的阻力。 

第四类学生，基本上做不到主动观察问题、深入思考

问题、全面分析问题、自主解决问题，对于毕业后的去向

也较为模糊，死记硬背或生搬硬套的能力一般，学习不太

勤奋，学习成绩一般介于中等和及格之间。 

第五类学生，做不到主动观察问题、深入思考问题、

全面分析问题、自主解决问题，对于毕业后的去向很模糊，

死记硬背或生搬硬套的能力不足，学习不勤奋，学习成绩

一般介于及格和不及格之间，通常以不及格居多。 

中国高校为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底线，一般都会根据本

校实际结合教育部的规定[11]，制定本校的“学生学业成绩

未达到学校要求予以退学”的相关规定。此类学生若无针

对性学业帮辅或者其本人不接受学校提供的学业帮辅，则

往往会因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而被退学。 

3．．．．学生管理方法学生管理方法学生管理方法学生管理方法 

对于第一类学生，其学习效率较高，不仅能保质保量

地完成任课教师布置的课内及课外作业，而且能够举一反

三，触类旁通。此类学生一般占当届学生总数的不到5%。

对于此类学生，任课教师应注意引导其扩展视野，向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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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介绍本专业相关科研工作国内外的最新进展，并为其参

加各类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活动提供条件和支持；教学管

理工作人员和学生工作者可根据此类学生的性格等特点，

积极鼓励此类学生争取担任学生会干部、班长、团支书、

学习委员等学生干部职务，通过此类学生的榜样作用带动

整个班级乃至整个年级的学习风气。 

对于第二类学生，由于不像第一类学生那样勤奋，因

此其学习效率一般，对于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能够保质保量

地完成任课教师布置的课内及课外作业，对于自己兴趣不

高的课程，则可能会采取糊弄的态度，从而在主动观察问

题、深入思考问题、全面分析问题、自主解决问题方面与

第一类学生有一定的差距。这类学生对于学习的态度其功

利性较淡，较为看重个性化发展，不太注重学习成绩的高

低。此类学生一般占当届学生总数的不到10%。对于此类

学生，任课教师应注意以丰富的社会与生产案例以及课堂

上较为充分的师生互动引导其建立对于课程学习的兴趣，

并鼓励其积极参与各类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活动；教学管

理工作人员和学生工作者可根据此类学生的性格等特点，

积极鼓励此类学生多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为其将来走

向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对于第三类学生，由于其学习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

因此注定在此类学生心目中学习成绩高于一切。对于免试

推荐攻读硕士研究生有加分等优惠政策的各类大学生科

技创新创业活动其或许能够参加，但其对于免试推荐攻读

硕士研究生没有加分的项目及活动则往往提不起兴趣。对

于直接参与平均学分绩计算的必修课程其学习态度较为

认真，对于其他选修类课程则可能兴趣不高甚至可能会以

及格为追求目标。此类学生一般占当届学生总数的不到

15%。对于此类学生，任课教师教学中要竭力避免照本宣

科，而且在设计作业或试卷时，应力求避免通过死记硬背

或生搬硬套就能获得高分的题目，应通过科学的作业或试

题引导此类学生转变学习态度，转变到真正理解知识、灵

活运用知识的层次上来；由于此类学生非常注重遵守学校

的校规校纪和其他各项管理规定，加之其学习成绩也较为

突出，因此在教学管理工作人员和学生工作者中会形成一

个认识误区，即认为这部分学生是“好学生”，从而放松对

此类学生的管理。实际上这一类的学生其承受挫折的能力

往往较弱，反而应当是学生管理工作的一个重点，教学管

理工作人员和学生工作者应有意识地加强对此类学生抗

挫折能力的训练，并应与任课教师一道引导其多参与各类

实习和实践锻炼，有意识地使其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重要性。 

对于第四类学生，由于其对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不强，

也不掌握大学阶段的学习方法，因而对于学习不甚重视，

难以做到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往往会对任课教师布置的

课内和课外作业采取糊弄的态度，有时甚至还会大量抄

袭别人的作业和实验报告等；同时，对于上课出勤也不

重视，迟到、早退甚至旷课的现象时有发生，有时即使

上课出勤也“出工不出力”，不认真听讲，上课期间思想

容易开小差，听课效率较低，久而久之由于跟不上任课

教师的思路从而丧失对课程的学习兴趣。此类学生一般

占当届学生总数的60%左右。对于此类学生，任课教师

课上课下都要加强管理，对其严格要求，对其作业抄袭、

迟到、早退、旷课等不良行为等应及时提出严厉批评，

断绝其蒙混过关、得过且过的念头；当然，在严加管理

的同时，也应注意加强对此类学生学习兴趣的保护，对

于主动找教师答疑或交流的学生，教师应保持最大的热

情，通过耐心细致的讲解拉近其与教师的距离，激发其

学习兴趣。对于此类学生，教学管理工作人员和学生工

作者应注意加强与任课教师的配合，既加强管理又要调

动和保护其学习兴趣。 

对于第五类学生，由于其对学习基本丧失兴趣，因而

很难激发出其对学习的热爱。此类学生一般占当届学生总

数的不到10%。对于此类学生，其管理重点不在于任课教

师，而在于教学管理工作人员和学生工作者。教学管理工

作人员要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制定出较为严格的过程淘

汰制度，对于不适合继续在大学进行学习的学生要及时予

以预警，对于预警无效而又达到退学红线的学生要顶住一

切压力予以清退，以儆效尤。学生工作者要关注此类学生

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转变，在工作中既动之以情又

晓之以理，本着为教育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不以有色眼

镜看待这些学生，尽一切努力关心和支持这些学生的成长

和发展，促使其能够通过自身的学习顺利毕业；对于不能

顺利毕业的学生要做好其思想工作，使其认清社会现实，

以保证使其在社会中吸取其自身在校学习期间的教训，走

好人生以后的每一步。 

4．．．．基于因材施教开展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改革基于因材施教开展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改革基于因材施教开展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改革基于因材施教开展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改革 

在开展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改革的过程中，高校要高

度注意“两头”即第一类和第五类学生。对第一类学生要给

予其宽广的学术和科研舞台。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积极

鼓励并大力支持学生创新创业，由学生团队完成了“紫丁

香一号”“紫丁香二号”两颗小卫星的研制和发射后的卫星

管控工作，成全国之首[12,13]。对第五类学生，哈尔滨工

业大学近年来持续加强对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业帮辅工作

[14]，成效显著，应届本科毕业生的结业率和“学生学业成

绩未达到学校要求予以退学”本科生数量实现了双下降。 

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除了灌输式教学、

不重视引导学生讨论探究这些缺点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

特点那就是由于教师和学生是“一对多”的关系，所以在同

一间教室、同一堂课上，教师很难照顾到所有类型学生的

不同需求。对教师而言，同样的授课内容、授课方式，对

于第一类和第二类学生而言可能会觉得授课进度过慢、内

容过于简单，而对于第四类和第五类学生而言则可能正好

相反，可能会觉得教师的讲课速度过快、内容多且难以马

上接受或理解。如何才能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因材施

教”值得授课教师思考。 

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曾经说过：“有

教无类”。孔子所说的“类”主要是指“阶级”，与本文所提出

的分类并非同一含义，“有教无类”是指无论人的出身贫富、

贵贱其都应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孔子也是最早采用

“因材施教”这一教学方法的教育家之一[15]。时至今日，

因材施教仍然是各级各类教学中广泛采用的一项重要的

教学方法。根据学生自身能力和素质的不同，任课教师、

教学管理工作人员和学生工作者可以因材施教，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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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行各项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尽最大可能发挥学生的

长处同时弥补其不足，从课堂教学、创新创业实践和社会

实践等角度出发，想尽一切办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树

立学生学习的信心，从而促进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全面综合

发展。 

为达上述目标，哈尔工业大学自2010年起持续推进以

“三个废除”为核心的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改革，即废除一

张考卷定成绩，推行累加式考试方法改革，注重对学生学

习过程和能力与素质的全面考察；废除照本宣科灌输式教

学，积极推行启发式、互动式教学方法；废除千篇一律的

实验实习，开放实验室[16,17]。近年来，哈尔滨工业大学

还大力开展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并提出了“MOOC+SPOC+

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模式，依托信息化与教育教学的全

面深度融合，不断开展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改革，关注学

生学习与发展成效，促进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深度学习

[18,19]。 

这些改革措施，深入贯彻落实了“以学生为中心，学

生学习与发展成效驱动”的教育教学理念，改变了学生以

“成绩”为指挥棒的传统学习模式，对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20]。 

5．．．．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从深入贯彻落实“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学习与发展成

效驱动”的教育教学理念入手，本文通过依据学生自身的

能力和素质对学生进行类别划分，然后根据各类学生的具

体特点因材施教。由上述所介绍的以能力和素质为导向以

学习成绩为参考的学生分类标准可以看出，第一类和第二

类学生由于其能力和素质较为综合全面，因而尽管第二类

学生的学习成绩比照第三类学生稍差一些，但是在走向社

会或工作岗位以后，第一类和第二类学生的发展往往很有

可能会好于第三类学生。这也许能够解释前文所提出的一

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学生在学习阶段其成绩一般，但是

毕业踏入社会以后他们却能开创一番事业。 

以上分类方式与高校目前倡导建立的多维知识探究、

核心价值塑造、综合能力养成“三位一体”的新人才培养模

式是相对应的，可供相关任课教师、教学管理工作人员和

学生工作者参考，只要能在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中意识及

认识到每个学生在能力和素质等各方面的差异，然后针对

不同类别学生的具体特点因材施教，就会使学生获益，从

而能够提高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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