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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学生学习源动力现状及其提升策略探究
−基于上海市 8 所高校实证调研分析
施冰心，刘

成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学习自我效能感是研究学生学习动机的一个重要理论。大学生的学习源动力作为推动大学
生学习的内在力量，不仅激发大学生的学习信念、锻炼其学习能力、使之养成良好的学习态度，
而且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学业情况、学校学风建设和高校人才培养质量。通过对上海市 8 所高校的
750 名学生的学业现状、学习动力认知情况和教师激发学生学习动力作用进行调研，发现：内在因
素即学生的认知、外在因素即教师的行为和环境因素即学校课堂教学环境三个方面会直接影响大
学生的学习目标确定、学习态度养成、学习行为培养和学习效果。因此，应注重从大学生自我认
知、教师育人能力和在校教育教学环境三个层面考虑，积极营造优良的学风和校风，从而激发大
学生学习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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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nse of learning self-efficacy is an important theory to study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t not only stimulates the students’ learning belief, exercises their learning ability and
forms a good learning attitude, but also directly affects the students’ study situ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 style of study and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750 students in 8 universities in Shanghai,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atus quo of their
studies, their cognition of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the role of teachers in stimulating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rnal factors, namely students’ cognition, the external factors, namely
teachers’ behavior and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namely the classroom teaching environment,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goals, the formation of their learning
attitudes,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learning behaviors and the learning effects. Therefor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elf-cogni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ability of teachers to educate students and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 in school , thus stimulating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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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大学生的学风建设，他

业状况，教师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和教师参与课程思

指出：“校风和学风既影响和决定着,又反映和体现

政情况等方面展开研究，通过找到影响大学生学习

[1]

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水平和成效。” 当前部分

源动力的相关因素，进而提出针对性策略。

大学生存在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动力缺乏、学习
行为习惯不好等现象，从而直接导致其累计绩点较
低、挂科多、毕业难等问题。学习动力按照作用方
式有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之分。内部动力是指产生
于学习者自身需要而推动学习的一种力量，它以动
机为核心，包括学习目的、兴趣、自觉性、努力程
度等主要因素。外部动力是指由外界客观目标、要
求或激励因素等诱发的一种学习力量，受到外界的
激励或压力所推动，包括社会、家庭、学校等因素
[2]

施予的激励作用（包括正强化和负强化激励） 。
学习自我效能感是研究学生学习动机的一个重
要理论。班杜拉将自我效能感作为其社会认知理论
的核心概念提出用以解释动机对行为的影响。当前
国内研究者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研
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一是对自我效能感内涵的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课题组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来自上海市“双
一流建设”高校、地方高水平建设高校和一般普通
院校的学生进行调研。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75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4.3% 。样本分布上，来自
“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生占 54.3%，地方高水平
建设高校占比为 34.9%，其他类型高校占比 10.7%。
学生学历层次方面，以本科生为主，占比 92.4%，
研究生学历占比 5.1%，专科生占比 2.5%。性别比
例上，男女生比例约为 6∶4。年级分布上，以低年
级为主，2018 级、2017 级学生占比 71.5%。政治
面貌上，以共青团员为主，占比 83.9%，中共党员及
预备党员占比 8.5%。学生干部经历上差别不太明显。

研究：有研究者主张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有效控

调查数据处理工具为 SPSS21.0 软件。具体的

制自己生活诸方面能力的知觉或信念，是个体对自

数据处理方法有：方差分析、交叉分析和相关性

己行为能力的主观推测，对自己能否胜任某一任务

分析。

[3]

的认知 ；有研究者提出学业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
[4]

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学习任务的推测和判断 。

二、调研结果与分析

二是就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行为和动机的实证研
究：有研究者对学习自我效能感与成就动机、学业
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和预测作用进行了研究，研究
结论显示学习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情绪有较好的预测作
用，学习自我效能感对四类学业情绪的预测率在
5.7%~30.1%，成就动机在学习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情
[5]

（一）当前大学生学习动力现状
1. 大学生的学业状况分析
[8]

学业成绩是衡量大学生学业水平的重要指标 。

绪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有研究者对大学生自我

一方面，部分学生学业压力大，绩点低，有挂科现

效能感与应对方式和拖延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

象。分析发现，19.7% 的学生绩点低于 2.5（不含

研究，并提出研究结论“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积极

2.5），其中低于 1.8（不含 1.8）的达到 3%。另一

应对方式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且能够负向作用于拖延

方面，不同类型高校学生的学业成绩存在差异。

[6]

行为，消极应对的方式能够正向作用于拖延行为” 。
学习动力是激发学习、维持学习并将学习导向
某一目标的原动力，是大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
[7]

“双一流高校”学生没有挂科的比例超过 72%，分
别高出其他两类高校 7% 和 11%；而其他类型高校
的学生中挂科课程超 5 门的人数是“双一流高校”

发挥的前提和基础 。基于此，大学生学习源动力

和“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学生之和的两倍。

是指直接推动大学生学习的内在力量，是激发学习

累计绩点方面，“双一流高校”学生累计绩点为 3

信念、锻炼学习能力并将之导向某一目标的学习行

以上的比例高出其他两类高校近 30%，累计绩点

为。因此，本研究围绕大学生对学习动力认知及学

为 4 以上的学生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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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见表 1。
大学生的学习态度则可以依据其学习行为和学

大学生在日常学习过程中会对学习动机、学习

习规划来衡量。调研发现，学校层级越高，学习态

态度和学习行为进行自我评估，以便衡量自身学业

度越端正，评价越高，学习规划越仔细，越具体。

情况。分析大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行为发现学校层

具体表现：91.41% 的双一流高校学生表示自己有

级越高，学生的学习行为越积极、正面。具体表现：

学习规划，其中有学习规划但未执行规划的学生比

来自双一流高校的学生在课堂上采取积极的学习行

例最低为 25.26%，低于拥有同类行为来自其他类

为较多，消极行为较少。如将“认真听课”作为第

型高校学生的 31.58% 和来自地方高水平建设高校

一选项的综合平均得分（满分为 10 分）最高为

学生的 29.96%。而暂无计划和还没考虑过计划方

6.93，而将“课堂上玩手机游戏”作为第一选项

面，来自双一流高校学生比例仅为 8.59%，其他类

的综合平均得分最低仅为 2.04，将“早退或不来

型高校学生拥有这一行为的比例高达 13.16%，详

上课”作为第一选项的综合平均得分最低仅为 0.5，

细见表 2。

表1
Tab. 1

不同类型高校学生在课堂上的行为表现评价 (/综合平均得分)

The class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types of universities

类别

认真听讲

积极与教师
交流

玩手机
游戏

看手机资讯或
看其他书籍

聊天

睡觉

早退或不来
上课

双一流高校

6.93

3.51

2.04

3.76

1.40

1.35

0.50

地方高水平建设高校

6.64

4.40

2.49

3.03

1.69

1.30

0.60

其他高校

5.86

3.70

2.61

3.61

2.12

1.86

0.89

关性。此外，教师的教学水平对学生的学习动力产

3. 教师对大学生学习动力影响情况分析
教师的教学水平、学术能力和激发学生动力的
行为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学习动力。课题组通过运用

生影响。课题组通过相关性分析得出：“教师在授
课过程中融入思政教育”与“锤炼持之以恒的毅力
对 促 进 学 习 动 力 ” 之 间 的 关 系 值 p 值 为 0.008；

方差分析发现，教师的学术水平对学生的学习行为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融入思政教育”与“激发远大

产生影响。具体体现：“您觉得贵校教师的学术水

理想对促进学习动力”之间的关系值 p 值为 0.006；

平如何？”与“上课认真听讲”积极行为之间关系

以上 p 值均小于 0.05，说明教师的教学水平特别是

值 p 值为 0.035，小于 0.05，说明教师的学术水平

教师在授课中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对激发学生学习动

与学生课堂上认真听讲的积极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相

力具有显著相关性。

表2
Tab. 2

不同类型高校学生的学习规划情况（/%）

The study plan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types of universities

类别

长期、短期规划都
明确并执行

有规划，但
未执行

只有短期规划
并执行

暂无计划，一切随
学校教学安排

还没考虑过

双一流高校

36.46

25.26

29.69

7.29

1.30

地方高水平建设高校

36.84

29.96

24.70

7.69

0.81

其他高校

27.63

31.58

27.63

9.21

3.95

（二）学习源动力不足的具体表现

社会上的竞争能力和实现亲人的美好期望等方面。
如在被要求对自己的学习动机按照优先级排序时，

1. 学习目标不远大

“取得好成绩，保持领先的位置”“具备在社会上

根据调研数据分析得知：当前部分大学生将学

的竞争能力”以及“实现亲人的美好期望”成为大

习目标放在取得好成绩，保持领先的位置；具备在

学生排序的前三选项，而“为民族振兴、国家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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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贡献”“经常感到学习本身带来的快乐”的学习
动机则被排列在最后，详细见表 3。由此可见，设
定好学习目标是大学生学习的关键一步，部分大学
生在学习生涯中目标不够远大，功利性较强。
2. 课堂表现力不佳
通过分析“近一学期来在课堂上您通常会（请
按照优先级排序）”选项发现：第一选择为“看手
机资讯或看其他书籍”、“聊天”或者“睡觉”的
学生挂科率为 54.7%，绩点 2.5（不含 2.5）以下的
高达 37.9%，且超过 20% 的同学认为自身学习态度
很差不太好，详细见表 4。由此可见，部分大学生
在知识学习上存在浅尝辄止、不求深究的情况，课
堂教学中存在缺乏参与性和积极性、表现力不佳等
现象，甚至出现“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的不
良行为。部分大学生自身存在的这些不良现象和行
为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其激发学习源动力。
3. 自主学习性不高
自主性学习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自
身主观能动性和主动意识，从被动式学习向主动性
[9]

学习的转变 。分析发现，一方面有学习规划但未
能 执 行 的 学 生 挂 科 比 例 高 达 39%， 累 计 绩 点 在
2.5（不含 2.5）以下的学生比例为 22.5%，分别比
有学习规划并长期执行的学生高出 16% 和 4%。另
一方面经常复习的学生挂科比例为 16.6%，且挂科
3 门以上为 3.3%；绩点在 2.5（不含 2.5）以下为
14.2%；而考前一周和三周开始复习的学生挂科比
表3
Tab. 3

例 为 33.5%， 挂 科 3 门 以 上 为 9.8%； 而 绩 点 在
2.5（不含 2.5）以下比例高达 21%。由此得出，部
分学生进入大学后无法适应大学的学习规律和学习
方法，出现自主学习能力不足、执行力不强等情况。

三、学习源动力的成因分析
当前部分大学生存在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动
力缺乏、学习行为习惯差等现象，从而直接导致其
累计绩点较低、挂科多、毕业难等问题。为进一步
找到影响大学生学习动力的因素，课题组将研究视
角聚焦于大学生的内在因素、外在因素和教学环境
三个方面。
（一）内在因素对大学生学习动力的影响
大学生对自身学习态度评价与学校校风、教师
授课水平和学术水平评价、教师激发学生学习动力
和对课程思政的态度等相关。大学生对自身学习态
度的不同认知直接影响对学校校风好坏、教师授课
水平高低和学术水平强弱、教师激发学生学习动力
效果和课程思政的态度。“如何评价您自己的学习
态度”样本与“您认为贵校学生的学习风气如何”
“您觉得贵校教师的授课水平如何”“您觉得贵校
教师的学术水平如何”“您觉得贵校教师在激发学
生学习动力方面做得如何”“您觉得贵校教师在授
课过程中融入思政教育方面做得如何”的 p 值分别
为 0.002， 0.001， 0.002， 0 和 0.002， p 值 均 小 于
0.01，说明大学生对自身学习态度评价与对学校校

不同类型高校学生的学习动机（/综合平均得分）

Learning motivation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types of universities

取得好成绩，
实现亲人的
保持领先的
美好期望
位置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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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经常感到学 对专业所学
为民族振兴、
具备在社会上
为获得更高
习本身带来 内容有浓厚
国家进步做
的竞争能力
学历做准备
的乐趣
兴趣
贡献

双一流高校

5.16

4.39

2.8

4.88

2.74

2.77

3.53

1.91

地方高水平建设高校

5.14

4.79

4.1

5.68

3.15

2.89

2.7

1.73

其他高校

4.49

4.71

3.29

4.11

2.96

2.2

2.51

1.97

表4

课堂中将非学习行为作为第一或第二选择的学生挂科、绩点及自身学习态度情况（/%）

Tab. 4 Course failure , GPA , and learning attitudes of students who view non-learning behaviors as priority in class
挂科情况

绩点情况

自身学习态度评价情况

类别
挂科比例

挂科3门以上

绩点<2.5

绩点≥4.0

非常好、比较好

不太好、很差

第一选择非学习行为

54.7

22.1

37.9

8.4

31.6

21.1%

第二选择非学习行为

33.4

10.2

19.1

9.5

62.5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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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教师授课水平和学术水平评价、教师激发学生学
习动力和课程思政的态度等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二）外在因素对大学生学习动力的影响
教师的教学水平、学术水平和激发学生学习动
力行为直接影响大学生学习行为、学习态度和学习
动力。课题组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您觉得贵校
教师的授课水平如何”与“如何评价您自己的学习
态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值为 0.451，“您觉得贵校
教师的学术水平如何”与“如何评价您自己的学习
态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值为 0.425，因而说明教师
的授课水平、学术水平与大学生的学习态度之间具
有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用卡方检验得出，“您觉得
贵校教师的授课水平如何”与“遇到不感兴趣的课
程时，仍按时上课听讲”之间的相关系数值为
0.41(p < 0.05)，意味着教师不同授课水平对学生学
习行为呈现出差异性。“您觉得贵校教师在激发学
生学习动力方面做得如何”与“遇到不感兴趣的课
程时，仍按时上课听讲”，“遇到不感兴趣的课程
时，自己学习其他课程知识”分别呈现出 0.01 水平
显著性 (chi = 31.235, p = 0 < 0.01) 和 (chi = 30.867, p =
0 < 0.01)，说明教师激发学生学习动力行为与学生
学习行为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三）教学环境对大学生学习动力的影响
课堂教学中教师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学生
学习动力、学校学风评价和革命文化精髓激发学习
动力之间具有相关关系。分析发现，“教师在授课
过程中融入思政教育”与“锤炼持之以恒的毅力对
促进学习动力”之间的关系值为 0.369，p = 0.008；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融入思政教育”与“您认为贵
校学生的学习风气如何”之间的相关系数值 0.450，
p = 0.001；“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融入思政教育”与
“您觉得贵校教师在激发学生学习动力方面做得如
何”之间相关系数值为 0.446，p = 0.001。以上 p
值均小于 0.01，因此，这些足以说明，“教师在授
课过程中融入思政教育”与“锤炼持之以恒的毅力
对促进学习动力”“您认为贵校学生的学习风气如
何”“您觉得贵校教师在激发学生学习动力方面做
得如何”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

四、建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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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动力应注重从大学生自主认知、教师育人能力和
在校教育教学环境三个层面考虑。
（一）认知：促进革命文化与思政课程相融合
一是以革命理想、革命精神、革命品格和革命
价值观帮助大学生树立远大学习目标，端正学习态
度，养成良好学习行为。“学生学习能力”以及
“积极与教师交流”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且为
正相关关系。因此，应加强大学生革命理想、革命
精神、革命品格和革命价值观教育，用革命文化传
承红色基因，帮助大学生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端
正学习态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二是依托思想政治理论课深入革命理想、革命
精神、革命品格和革命价值观，加强大学生理想信
念教育。习近平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10]

因此，思政课教

师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为载体，强化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素养，为正确认识、科
学辨别、理性传承革命文化提供基本立场和世界观、
方法论指导；要深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的革命理想、革命精神和
红色基因教育，为大学生树立为民族振兴、国家进
步做贡献的学习目标提供理论支撑；以“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课程为重点，结合党史，深入开展中国
近现代革命史教育，用革命先辈的真实事迹，讲好
中国革命故事，传承革命精神和革命品格，帮助大
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课程为途径，深植弘扬革命精神、传承革命
品格，肩负革命使命的道德土壤和氛围，培养大学
生的担当精神，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
（二）浸润：着力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其一，提升大学生学习动力，要着重发挥专业
教师教书育人作用。邓小平曾指出：“一个学校能
不能为社会主义培养合格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全
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
师。”

[11]

因此，专业课教师要主动帮助学生树立远

大的学习目标，端正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学习行
为；而且教师自身也应当加强革命文化学习，提升
革命文化素养，加大革命文化与专业课程相契合的
力度，开展课程思政建设。
其二，激发大学生学习动力，需着力推进课程

当前大学生学习动力受到其内在因素、外在因
素和教学环境的多重影响，因此，激发大学生学习

思政建设。加强课程思政建设，着力构筑专业课程、
思政课程协同育人局面，增强课程育人主渠道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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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如前文所述，教师的学术水平、教学水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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