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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风问题及学风建设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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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风建设不仅影响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更直接体现高校的综合竞争力，关系到高校科学
研究与文化传承功能。基于对上海某高校 5 565 名本科生的学风现状调研，分析学生在制定学习目
标、端正学习态度、掌握学习方法、探寻学习动力以及学风影响因素等方面的情况。研究认为，
学风存在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的问题：主观层面，学生个人的认知对优良学风的形成起到关键作
用；客观层面，学校、教师、家庭、环境对学风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要引导和解决问题，必须
因材施教，从源头抓起，进行统筹规划和设计，分层分类激发学生学习动力，明确学习目标；要
调动学校、教师、家庭的积极性，要擅长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创设优良的学习条件和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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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Learning Style
in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of Learning Style among 5 565 Undergraduates from One University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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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tyle not only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a university’s talent
cultivation, but also reflects its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university’ s
function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Based on the survey on learning style of 5565
undergraduates within a university in Shanghai,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status quo of students’
learning goals, learning attitude, learning method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illustrate the main factors of
academic atmosphere constructing.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re are mainly factors in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students’ cognition is the subjective factor crucial to learning style; on the other hand, such
objective factors as schools, teachers, families and environment can influence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take 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learning style. Guiding studen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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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helping them to find out their problems in learning, shaping a general plan
for them, stimulating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will contribute to their learning goal. Meanwhile,
mobilizing enthusiasm of teachers and families, building an excellent learning atmosphere will improve
the conditions and environment for learning in universities.
Keywords：universities；undergraduates；learning style；questionnaire；construction path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效问卷为 5 565 份，有效率为 99.98%。其中，学生

指出：“一所高校的校风和学风，犹如阳光和空气

干部经历的占 24.80%，但党员身份的学生比例较

决定万物生长一样，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成长。好的

低，只有 226 人，占全部学生的 4.06%。从男女生

校风和学风，能够为学生学习成长营造好气候，创

的性别来看，比例相当，分别为 49.88% 和 50.12%。

造好生态，思想政治工作就能润物无声给学生以人

从生源地来看，来自于农村的学生有 1 351 人，占

[1]

生启迪、智慧光芒和精神力量。” 这为高校学风

到 24.28%。此外，调研还采用结构式访谈，通过

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学风是衡量高校

一对一、多对多的形式访问了学校学生工作负责人、

[2]

办学水平、教学质量和社会声誉的重要标尺 。

辅导员、专业教师以及学生 200 人。

当前，国内专家学者对学风的现状、问题、问
题产生的原因以及研究对策等方面已经开展了较为
深入的研究，具体特征表现为：其一，研究对象主
要包括学生、教师、校园文化等几个方面；其二，
探索学风建设相关性因素中，主要从校园文化与学
生主体性两个方面开展，但与教师主体性、学校制
度机制相关的研究成果还较少；其三，学风相关理
论研究视角主要包括教学管理的视角、人才培养的
视角、学风评价的视角、学生管理视角以及实证调
查研究等五个方面。而在国外，自 20 世纪 60 年代
以来，国外学者围绕学风建设则主要集中在学习情
境 理 论 ， 包 括 环 境 （ Environment）、 校 园 文 化
（ Campus culture）、 学 习 方 式 （ Learning style）、
大学精神（University spirit）等方面。对于学风形
成及其影响，国外专家学者则聚焦在学生行为
（ Behavior）、 教 学 风 气 （ Teaching style）、 淘 汰
机制 (Elimination)、兴趣引导（Interest）等方面。
基于此，本文对上海某高校 5 565 名本科生开展调
研，访谈部分师生代表，聚焦学生维度，力争从学
习目标、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动力、学习满
意度以及学风影响因素等几个方面深挖学风总体情
况，掌握当前学风存在的问题以及学风问题存在的
原因，帮助学生寻找内在学习动力，制定科学合理
的学风提升路径。

二、研究内容
学风是学校的灵魂，通俗来讲是关于教与学过
程中的学习风气。关于学风的理论研究来源主要有
情境学习理论、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群体动力理
论等。情境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要参与文化实践，
学习者要主动参与真实的学习情境，才能获得真正
的知识；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则通过大量实验分析，
提出了个人行为、认知以及环境等三个影响学习的
要素，认为个人的自身性格、自我效能感、学习动
机等决定着个人的学习行为，影响着个体发展；群
体动力理论则关注个人、群体、环境之间的管理，
群体本身自由分正式与非正式，个人的进步受到群
体成员及群体文化的影响，改变个人则要改变其所
在的群体。基于对学风的理论来源进行研究，文章
认为，影响学风的核心要素分为内外两层视角，从
内部视角来看，主要包括学习目的、学习态度、学
[3]

习方法和学习纪律等 学生主体可控的方面；从外
部视角来看，则主要包括学习困难的影响因素（例
如课程难度、教学水平等方面）、专业选择对学
风的影响（外部评价、社会影响、家庭期望等
方面）。
（一）学习基本情况

一、研究对象

数据显示，学生学习基本情况总体良好，学业
累计绩点 3.0 以上的学生有 2 267 名，占全体调研

本次调研以问卷调研与结构式访谈为主，问卷

学生的 40.74%；但仍有 51.63% 的学生存在挂科的

调研共发放问卷 5 566 份，回收问卷 5 566 份，有

情况，超过了调研对象的半数；6.11% 的学生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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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3 门。结合学生年级属性来看，随着年级的递
增，学生累计绩点 1.8 以下的逐渐减少，挂科门次
也逐渐降低，高年级学生的学业情况明显好于低年
级。这是由于高年级学生受到就业和升学的压力，
多数会选择重修和补考，以弥补自己学业较差的情
况。值得注意的是，高年级学生呈现两个极端，有
3.54% 的大四学生挂科 5 门及以上。
（二）学生学习态度
1.课堂表现情况。学生在专业课或学科基础课
课堂上表现整体较为良好，但是依然面临很多问题。
从 5 565 份有效问卷中可以看出，能够非常积极，
上课一直认真听讲，参与讨论的学生占比 18.6%，
比较积极，上课时偶尔走神，有时参与讨论的学生
占比 57.33%，表现一般的占比 19.45%，不积极和
情况欠佳的学生占比为 4.61%；从年级－课堂表现
分布情况可以看出，随着年级的递增，学生课堂表

有规划并执行的学生在课外学习、学业累计绩点、
坐班答疑参与次数等方面都要比没有规划、缺少执
行的学生表现得积极。学生制定学习规划对于自主
学习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学校方面可以加强学业
规划指导。实际上，学生主要的学习途径还是依托
课堂教师讲解，其次是网络新媒体、图书文献以及
与同学和课题组交流，这说明学风建设要加强课堂
主渠道的建设，学习的方式方法则可以进行大胆的
创新改革，例如推广慕课学习，加强师生课题组建
设等。另外，还应重视图书馆建设，增加学校的藏
书量和优质书籍推广力度。
2.学习动力来源情况。课题组围绕学生学习动
力来源做了细致研究，设置亲朋好友希望、学习内
容兴趣、各类荣誉、改变生活现状、为就业做储备
以及为国家发展做贡献等 6 个变量，采用 1~5 分表
示程度强弱，来具体掌握学生动力来源之间的差异
性。调研结果如表 1 所示。

现呈下降趋势，新生上课表现非常积极，比其他年
级的高出近 15%。
研究表明，刚入学的新生对于新的学习充满能
量，再加上刚步入大学的他们，还保留高中时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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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生学习动力均值体现
Tab. 1 Mean value of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项目

描述统计量

21.您学习动力的
主要来源是

N

活，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学习环境中，渐渐变得散漫。

亲朋好友的期望

5 565

1

5

3.26

1.351

由此可见，学校应加强新生适应性教育、不断优化

学习的内容有趣

5 565

1

5

2.79

1.257

奖学金等荣誉表彰 5 565

1

5

3.25

1.297

习态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融入大学生

教学改革、课程设计和营造良好的整体学习环境。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针对通识课程课堂表现不如专业课程课堂表现，结

为就业做储备

5 565

1

5

2.33

1.202

合学生访谈，主要原因在于学生对课程重视程度不同。

改变生活现状

5 565

1

5

2.63

1.315

为国家发展做贡献 5 565

1

5

2.91

1.294

2.课外学习情况。针对学生课外时间的学习情
况，文章围绕课前课后的预习与复习做了调研。数
据表明，有 48.43% 的学生难以充分利用课外时间，

结果表明，当前学生学习动力的来源与我们日

不能按时完成课后的复习总结和课前的预习，且每

常感性的认知有所差距。表 1 显示，学习动力来源

天课外的学习时间在 1 个小时以内，但也有近三分

排在前三位的是亲朋好友的期望（这一结果通过访

之一的学生可以拓展课堂所学知识，高效地完成预

谈，主要来自于家庭和父母的期望）、奖学金等各

习和复习。总之，学生在课外学习方面主要是为了

类荣誉表彰以及为国家发展做贡献。相反，为就业

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学生主动拓展知识的积极性

做准备、改变生活现状和学习内容有趣则排在末三

不高，学生自我学习能力，自我管理能力较弱。

位。可以看出，现在多数学生对自身发展的动力来

（三）学习规划和动力来源
1.学习规划制定情况。在制定学习规划方面，
30.01% 的学生表示只听从学校教学安排； 31.34%
的学生虽然制定了学习规划，但并未执行，结合访
谈结果，这类学生表示有规划等于没有规划。结果
表明，超过 60% 的学生对自己的大学生活和未来
发展缺少规划设计，并且执行力较低。数据显示，

源主要来自外界，尤其是家庭父母和学校给予的肯
定和表彰，其关注点主要在于当下的获得，对未来
发展的关注程度较弱；结果还表明，多数学生现阶
段缺乏职业生涯意识，学习规划和学习目标，以及
对就业方向、自身现状改变、以及专业所学内容缺
乏密切关注。因此，学校除了增加奖惩措施，加强
家校协同之外，还应深化职业生涯发展教育、构建
[4]

专业知识体系以及建立课程思政长效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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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导致学习困难的影响因素

己的理想、亲朋好友的建议、就业前景好以及服从

问卷进一步围绕学生学习困难的影响因素进行
研究，如表 2 所示，设置“学习基础薄弱，学习方
法不恰当，不向老师/同学请教、学习时间少、自我
管理能力差、教师教学水平差和课程内容缺乏吸引
力”7 个变量，调研学生对每个变量的认知程度。
结果表明，影响学生学习的主要因素与日常我们认
知差距较大。我们认为学生学习困难主要由学生自
我管理能力差、学习方法不恰当以及课程内容吸引
力不够等造成的。但调查数据显示，影响学生学习
困难的最主要的三个因素分别是教师教学水平差、
不向老师/同学请教以及学习时间少，且教师教学水
平差要高出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差近 1 个均值。
表 2 学生学习困难主要影响因素均值体现
Tab. 2 Mean values of major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tudents’ learning difficulties
项目

2022 年 第 44 卷

描述统计量

调剂”4 个变量。数据显示，亲朋好友建议和服从
调剂对学生专业选择的影响程度最大，而自己的理
想和就业前景影响程度相对较弱（见表 3）。结合
师生访谈，调研结果表明，多数学生的专业选择更
多由外部力量决定，高考结束后一些学生缺乏对专
业认知、未来发展等相关信息的了解，至于服从调
剂则是无奈之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说明
学生从高中进入大学认知内容的连续性和一贯性，
即对于未来就业前景、未来自身发展关注度较弱，
甚至少数学生采取不关注和回避的策略。
表 3 学生专业选择主要影响因素均值体现
Tab. 3 The mean value of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tudents’ professional choice
项目

描述统计量

20. 影响您选择现在
这个专业的主要因素
有哪些

N

服从调剂

5 565

1

5

3.55

1.598

就业前景好

5 565

1

5

3.18

1.296

亲朋好友的建议

5 565

1

5

3.6

1.309

自己的理想

5 565

1

5

3.07

1.402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19.您如果有学习困难，
主要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N

学习基础薄弱

5 565

1

5

3.26 1.342

学习方法不恰当

5 565

1

5

3.22 1.204

不向老师/同学请假

5 565

1

5

3.51 1.207

学习时间少

5 565

1

5

3.42 1.258

从学生对专业的满意度和服从调剂相关性进行

自我管理能力差

5 565

1

5

2.95 1.307

分析，发现当学生被调剂时，对于专业比较抵触的

教师教学水平差

5 565

1

5

3.88 1.176

人数占比 56.35%，不感兴趣的占 41.72%。在学生

课程内容缺乏吸引力

5 565

1

5

3.16 1.233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访谈中也发现，学生为了选择一个相对较好的大学，
往往忽略了专业，或者被迫调剂。这部分学生到了

可以看出，一方面，多数学生习惯将影响学习

大学之后，对专业又提不起兴趣，进而导致学业水

困难的因素进行外归因，认为教师教学水平、师生

平比自主选择专业的学生要显得差些。为此，学校

互动学习、以及学习时间欠缺等方面是造成自我学

采取大类培养模式，并且制定适度的重选专业条件，

习困难的原因。另一方面，数据的两个极端值相差

让学生在大学阶段还能够有重新选择的机会，这样

1 个均值，多数学生认为教师教学水平需要提高和

有利于正向循环，持续发展。

改善。课堂教学是学生学习的主阵地，而教师教学
水平则是影响课堂教学质量的最直接因素，教师教

三、分析与讨论

学水平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对课堂是否感兴
趣、对专业内容是否感兴趣，决定了学风的主要走
向；此外，学生外归因程度高于内归因程度，学校

（一）课内外时间利用率不高，学习途径分散化

应着手增加学生的认知教育，强化学生对自我的认

研究表明，部分学生的课堂内外时间利用率不

识与管理，提高自我管理能力，防止出现认知的极

高，这主要是受到学生自我管理能力、课程重要性

端化和片面化。

和内容吸引力、教师授课水平和管理能力等因素的

（五）专业选择对学风的影响
针对学生专业选择的变量，问卷设置了“为自

影响，但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移动媒体、电子
图书、微课、远程教育等形式也成为学习的重要工
具。学习途径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往往让缺乏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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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能力的学生更容易无所适从，尽管主观上想努

调研结果还显示，当前大学生对未来的关注度

力学习，但依旧无法从庞大的信息库里筛选出自己

不高，即对未来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从事什

需要学习的知识点，学习过程的碎片化使得学习内

么样的职业，想做出什么样的成绩和贡献缺少大多

容的系统性受到影响。因此，无论是在课堂指导还

数人眼中“应有”的关注；相反，他们更多关注的

是辅导答疑过程中，教师除了对知识难点进行讲解

是当下，关注的是外界的评价，是一种称之为“即

之外，更应该找到合适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方法、

时的获得感”。这种“即时的获得感”往往容易激

途径等方面加强指导，这也将有助于课内外时间利

发学生选择的情境、目标和手段，包括学生当下能

用率的提高。

够感受到的快乐、悲伤、忧郁、激动等多种情绪，

（二）学习目标规划不明确，执行情况不容乐观

也包括学生当下体会到的别人的、外界的评价与议
论。文章对“即时的获得感”进一步深入研究，发

研究表明，部分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一直处

现这和当前学生身上所体现的“佛”“宅”（社会

于教师和家长督促的高压状态，教师或家长往往给

语）的特征不谋而合。学生表现出来的不关心、不

予较明确的阶段学习目标，而大学期间相对宽松的

关注，恰恰是学生对当下情境的一种体验，他们容

外部学习环境，容易导致学生缺失学习目标，不能

易停留于这种体验而不自觉，也就用“自动化思维”

严格要求自己，学习态度不端正，自我管理意识松

习惯性地回避了未来的“不确定”或者一种被称为

懈，从而学习行动力下降。

“危险的存在”，抑或者他们惆怅于外界，尤其是

部分学生虽然制定了学习目标，但是规划并不

亲朋好友的评价，转而逐渐选择自我关闭讨论交流

明确，往往依据以往固有的学习经验，不主动适应

的机会、关闭探索的机会。因此，围绕、关注和服

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环境和学习内容的变化，目标

务学生要能够抓住学生当下情境里的体验和

容易定得过高或者过低，从而导致事倍功半，学习

“即时的获得感”，抓住外界评价或议论在学生身

效果不明显。加之自身的受挫能力较弱，学生在学

上的影响，要有针对性地对学生的当下赋能，也要

习过程中，体会不到学习是一个“水滴石穿”的过

有计划性地将未来或外界的评价和议论转化为对学

程，缺乏“迎刃而解”的学习获得感，同时学习成

生的引导与激励，让学生鼓起勇气面对“不确定”

绩上也无法获得高分，长此以往，形成不良循环。

或者“危险的存在”。

部分学生虽然规划了明确的学习目标，但因为思想
活跃，对新知识、新技术的了解和掌握异常迅速，
对获取新信息的渠道和媒体比较敏感，从而抵御外
界干扰的能力和自制力较弱，较难持之以恒。
（三）生涯发展意识较薄弱，对未来关注度不高

（四）学生特征出现新变化，学习动力来源
向外延伸
以往，我们在针对学习动力的研究中，往往比
较关注内在影响因素，例如学习目标不明确或者设
置过高，对学习内容不感兴趣等方面。但研究表明，

研究表明，部分学生生涯发展意识较薄弱，一

学习动力来源正向外延伸，其中家庭和父母的期望

方面，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一些学生对于“知识

成为学生学习动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学生在学习成

改变命运”的需求在下降，较少思考读大学的目的

长的过程中尤为关注家长的看法和建议，同时，还

或者意义，表现出一种对知识“无欲无求”的冷漠，

注重奖学金等荣誉的当下获得，对于及时的精神和

认为大学仅仅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高中之后的学习，

物质奖励较为敏感，而对于学习内容本身是否有趣

往往将“能顺利拿到文凭”设定成终极目标，导致

并不重视。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为国家发展

学习成为一种应付。另一方面，一些学生的功利性

做贡献”也是重要的外在学习动力来源，这表明大

较强，思考问题视野不够开阔，往往将“能拿到奖

部分学生已经有了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相结合的

学金”设定为终极目标，满足于现状，缺乏对学习

大局意识，教师和家长可以结合这个特点加强指导。

和发展之间关系的思考。事实上，多数学生认为生
涯发展的规划应该是大四毕业前才需要思考的问题，

（五）教师教学能力需提高，教学方法仍显陈旧

缺少对就业方向、对自身现状改变以及专业所学内

课堂教学是学生最主要的学习途径，教师教学

容的密切关注，没有将生涯发展与大学的四年学习

能力是影响课堂教学的最直接因素，教师教学水平高

充分结合。

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对课堂是否感兴趣、对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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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是否感兴趣，决定了学风的主要走向。研究表

程思政改革的大背景下，课堂教学应围绕课程性质

明，目前在教师教学能力方面，还存在以下一些不

与内容、授课方式方法做出调整和改变，将传统教

足需要完善，如部分教师授课仍存在完成任务的教

条性质的填鸭式教育、师生主客体性质的启发式教

学态度，按照传统教学方式照本宣科，缺乏案例教

育向双主体性质的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 教育

学，不注重因材施教，缺乏互动性和营造良好的学

转变，提升教师本人的育德能力，关注学生课堂的

习氛围，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部分教师过分

知识需求和价值需求，挖掘课程的育德资源，将德

关注课程满意度，担心学生评教，从而降低课程难

育内容融入专业课，让学生知道所学知识的应用与

度，并对学风纪律不敢管；还有一些教师为了提高

价值。课程设置上应更符合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照

课程考试的通过率，有意在考前给学生勾范围、画

本宣科、脱离社会需求的课程得不到学生的欢迎。

重点，考后提成绩；也有个别教师因个人原因经常

教师要将理论知识和应用相结合，增加实践内容，

调整既定的教学计划，不按时按点上课，给学生造

通过让学生多动手激发其专业兴趣。有些课程的内

成不守时不守信的印象，导致学生容易效仿。

容严重滞后，学生反映课程内容完全可以上网查到。

[6]

（3）始终把各类主题实践作为改善学风的重

四、结论与建议

要载体与平台，强化校园学习氛围，积淀校园文化
和大学精神，让学生时时刻刻处处感受到学校的关

了解和掌握学生的特征、需求和思考是我们转

心与关注。针对学生呈现出的“即时获得感”这一

变学风建设方式方法的重要前提。学生在学风建设

特征，主题实践教育的设计要能够抓住学生对情境

中不应处于客体的位置，而应该主动参与，作为主

的体验、感受，要能够把教育引导像“盐入水”一

体之一参与到学风建设中去。研究进一步显示，学

样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去，着重考虑学生

风建设不是哪个队伍哪个部门的单项工作，需要举

的当下，尝试转化和细化未来不确定性或“危险的

全校之力，从源头上、从顶层设计上抓起，学风好

存在”给学生当下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在进行职

不仅体现在寝室，也体现在课堂、实验室，体现在

业生涯教育的时候，不能泛泛而谈、不宜只教不谈，

学校的每个角落。

可以选择将生涯进行逐步分类细化，要在生涯的几

（1）始终把学生作为改善学风的主体之一，

个阶段和学生确立每个阶段所应承受的责任、义务、

增加师生双主体交流渠道，激发学生参与学风改善

生活需求、能力需求、价值需求等等。因此，第二

的动力。通过对课堂、各类主题教育、社会实践等

和第三课堂（网络）在改善学风方面，大有可为，

平台有系统有计划的设计，贴近学生需求，贴合时

大有作为；“三个课堂”相辅相成，不能分裂。

代诉求，能够吸引和激励学生参与。为此，要充分

（4）始终把家校协同、社校衔接作为改善学

了解和掌握学生主体的基本特征、思维方式和兴趣

风的突破口，全方位落到实处，明确家长、社会在

点所在；同时要充分了解和掌握教师主体在“三个

培养和引导学生成长成才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

课堂”的教学授课情况、主题活动参与情况、师生

多数学生在责任界定的时候会选择外归因，而不是

互动频率等内容，便于寻求探讨“双主体” 的契

内归因，即选择外界干扰、评价或议论对自己的影

合性、针对性和“供需”一致。进而做到因材施教，

响，而不是自己内在的不足，自我管理能力差。所

分层分类激发学生学习动力，明确学习目标。例如，

以学校在做好教育教学工作之际，要及时围绕学生

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专业，激发学生对学校认同感、

状态与家庭父母进行沟通交流，注重引导家长与学

对所学专业的认同感，了解行业需求和发展，明确

生学习共成长，但家长不是监督，而是参与沟通，

当下和未来的目标与诉求；帮助学生深入了解自己，

针对个别特殊学生，发挥家庭引导的作用。同时要

通过实践环节、各类测试等内容，辅助学生设定未

加强社会对学生的接纳与认可，争取社会资源，形

来规划，积极投入到积极的学习和实践中，并在实

成“开门办教育”“开门办思政”格局，通过先进

践历练中激发自己的责任感，做勇于担当的人。

模范进校园、举办大家讲堂、引进企业宣讲等各类

[5]

（2）始终把第一课堂作为改善学风的核心突
破口，提高教育教学成效，让学生愿意上课、喜欢
上课、参与上课。课堂，解惑与育人相结合。在课

活动，形成社会、学校、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从
而全方位培养和引导学生成长成才。
[ 下转第 31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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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始终关注学生不同情境下所展现出的不
同表现，通过大数据或信息手段，逐步探讨“三大
规律”的运行状态。研究进一步发现，特定场域或
情境中的学生所体现的情感、认知、性格、言行是
不一致的。例如：学生在与同学交流时，和他们在
与恋人交流时呈现的是不同的表现；学生在课堂上
与教师的互动，和他们在课后与教师的交流所呈现
的也是不同的表现。为此，在改善学风的路径中，
要能够对不同场域或情境中学生的变化进行掌握和
应对，学校可以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引入信息化技
术手段，善于借助大数据，挖掘不同场域里学生语
言、行为的特征和模式，从而促进思政工作规律、

（编辑： 程爱婕）

室的硬件设施建设，同时借助软文化布置，营造良
好的校园学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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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化中夯实，真正把改善学风落实落地；在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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