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第 30 卷第 1 期
2007 年 3 月

V ol1 30, No11
M ar1 2007

Journa l of Hig her Education Re sea rch

对研究生课程调停课现象的分析与思考
张航宇, 陈 晨, 彭再求, 黄
( 国防科技大学

[摘

要]

研究生院, 湖南

长沙

y

楠

410073)

正常教学秩序的维护是保障教 学质量 的重要 内容, 调停 课现象 是影响 正常教 学秩序 的主要因

素之一。本文对研究生 课程调停课纪录进行了统计分析, 对研究生 课程频 繁调停 课现象 的深层 次原因 进行了梳
理并提出了相 应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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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生课程调停课现状的统计分析
( 一) 总体情况

[ 文章编号] 1672- 8874 ( 2007) 01- 0041- 03
占总开课数的 16195% , 其 中, 调课 87 门, 占调停 课总数
的 80% ; 停课 17 门, 占调停课总数的 16% , 新开课 4 门,
占调停课总数的 4% , 如表 1 所示:

根据我校 2005 年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的教学 计划, 全

( 注: 调停课程均以 每调停 2 学时计 1 次)

校共开 设 637 门研 究生 课程, 调停 课共 涉及 108 门 课程,
表 1 调停课类型及各类型数量比例
调停课类型

停课

新开课

调课 ( 次数 [ 5 次)

调课 ( 次数> 5 次)

调停课数 ( 门)

17

4

48

39

占全部调停课总数的比例

16%

4%

44%

36%

( 二) 调停课 中各种课程级别所占比例

我校研究生课程按 课程内容 可分 为公共 基础 课程、专

我校研 究 生 课 程 按 授 课 对 象、课 程 难 度 等 因 素 分 为

业核心课程以及专业选修课程。其中公共基础课调停 1 门,

500、
600、
700 和 800 级 课程, 其中 500、
600 级 课程主要 面向

占调停课 总 数的 1% ; 专 业 核心 课 调 停 38 门, 占 总数 的

硕士生 开设, 700、800 级课 程 主 要面 向 博士 生 开 设。其 中

38% ; 其他专业 选修 课程 60 门, 占 总数 的 61% , 是 调停

500 级课程最为突出, 调停 42 门, 占调 停课总 数的 39% ; 其

课比例最高的类型。数 据说明, 公 共课程 调停 现象较 少发

次是 600 级 课程调停 32 门, 占 30% ; 700 级课程调 停 24 门,

生, 专业核心课程次之, 而专业课程调停的次数较多。

占 23% ; 800 级课程调停 8 门, 占 8% 。由 数据可 知, 调 停的
课程数量随着课程级别的增加而减少, 规范调停课秩序 的工
作重点应放在 500 级和 600 级 的硕士生课程上。
( 三) 调停课中各种课程类型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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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调停课中任课 教员职称分布情况
调停的 108 门课程共涉任课教员 98 名, 其职称分布如图
1 所示, 调停课的任课教员职称按人数排列由 多至少为: 副教
授 47 名( 占调课教员总数的 48% ) , 教授 33 名( 占 34% ) ,

图 1 调停课涉及任课教员的职称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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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 13 名 ( 占 13% ) , 副研究员 3 名 ( 占 3% ) , 研 究员和
高工各 1 名 ( 分 别占 1% ) 。由数据 可知, 职称 为副 教授和
教授的教员 调停 课 比例 较高, 这与 他们 的 教学 任 务繁 重、
科研任务紧 迫有关。同 时此次 调停 课统计 中任 课教 员的职
称分布也反 映了我校 教学 工作的 实际 情况, 主 要任 课教员
为讲师、副 教授以 及教 授; 而研 究员、副 研究员 以及 高级
工程师为科研和管理编制, 在任课教员中所占比例较少。
对我校研究生课程 调停课 现状 的统计 反映 出一 定的规
律性。一是我校研究生课程调停课现象比 较普遍, 一学年当
中有 17% 的课程存 在调停 课现 象, 其中近 40% 的 课程 调整
次数超过 5 次( 10 学时) , 而我 校研究 生课 程通 常设置 为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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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课程调停课原因的统计分析
从研究生课 程调 停课纪 录统 计情 况分析, 申请调 停课
的原 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与任课教师承 担的 科研任 务或 者实验 任务 相冲 突,
或者 任课教员参加各类学术会议等;
2. 教学计划改变或者与其他课程相冲突等;
3. 由于教学保障等方面的 问题, 如电脑、投影 仪等多
媒体 设备的故障等;
4. 任课教员个人原因的事 假、病假等, 如任课 教员因
身体 原因而临时调整;

或 54 学时, 过于频 繁的 调停课 现象 必然对 教学 效果 造成不

5. 学校、
研究生院等单位组织大型活动而引起调课的。

良影响。 二是 从 课 程 类型 上 看, 公共 课 程 调 整少 ( 几乎 没

其中, 由于/ 学校、
研究生院等单位组织大型活动0引起的

有) , 专业课程调整情况 多; 三是 听课 人数较 多、修课 学员涉

调停课是以通知形 式告知各 学院, 此类 调停课不 需进行审批

及范围大的课程调整少( 如公共基础课 和大部分 专业核心课

程序, 故该因素引起的调停课情况不列入此次数据分析之列。

程等) , 而相 应修课人数较少, 只涉及单 一专业学 员的课程调

根据调停课 的纪 录, 我们 分别对 调停 次数 不大于 5 次

整多( 如部分专业选修课程) ; 四是调停 课纪录中 授课教员职

和大于 5 次 ( 包 括全部 停开 的课程 ) 的调 停课 程的调 停原

称为副教授的教员所占比例最高, 将近一半。

因进 行分析, 得到的结果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图2

图3

次数不大于 5 的调停课程各类原因分布示意图

次数大于 5 的调停课程各类原因分布示意图

根据以上 分析 可以看 出, 少 量调课 的主 要原因 为 / 科

/ 教学保障0 ( 20% ) 和 / 科研 任务 或实 验任 务0

( 18% ) 。

研任务或实 验任务0 ( 79% ) , 其次 是 / 计划 改变或 课程冲

另外所有停 开 课 程 的 停开 原 因 均 为 / 计 划 改 变 或课 程 冲

突0 ( 21% ) ; 而大量调课 ( 调课 次数大于 5 次的调停 课程)

突0 。这些数据表明, 课程停开或者大 量调整主要 是由于在

的主要原 因为 / 计 划 改变 或 课程 冲 突0

课程开设之前没 有做 好相关 的调 研工 作, 无法 合理安 排课

( 62% ) , 其 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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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计划, 引起学员选 课冲 突或 者改变 课程 计划; 个 别学时

严肃 性。因特 殊情况 需要 调停课 的, 必须 严格 执行教 学管

的调课主要是由于任课 教员其 他教 学任务 或者 科研 任务繁

理规定, 办理 申请 报批手 续并 通知 到位; 第三 , 加强 监督

忙, 课程时间与之相冲突引起。

检查 机制, 把 全面检 查与 随机抽 查, 定期 检查 与不定 期检

三、研究生课程调停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分析

查有机结合 起来。层 层落 实监督 检查 职责, 有 序组织 各级

针对以 上调停课 的原 因及其 分布 情况进 行分 析, 我们
认为引发频繁调停课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

领导 、教学督 导人员 以及 机关教 学管 理人员 深入 课堂, 监
督任 课教员授课情况, 切实保障教学秩序的稳定。
( 二) 科学编排课表, 消除调停 课隐患。校院 两级教学
管理部门要 密切 协作配 合, 认真 组织 课程教 学工 作, 在广

一是思想上对 研究生 课程 教学重 视不 够。首 先, 少数

泛征求任 课 教员 的意 见 和建 议的 基 础上, 综合 考虑 学 校、

教学管理部门和任课教 员没有 意识 到正常 的教 学秩 序的维

学院教学条件 现状, 各 专业、课程的具 体特点, 基础 课程、

护是保障教 学质量的 重要 因素, 对 规范研 究生 课程 教学秩

核心课程 及 专业 课程 之 间的 逻辑 关 系, 各 任课 教员 教 学、

序的重要性 认识不够, 造成了 研究 生课程 在教 学组 织上相

科研工作等 实际, 在 开课 之前认 真做 好需求 调研, 本 着遵

对本科生课程比较松散、自由, 计划 性偏弱的现 象。其次,

循教育教学 规律, 综 合提 高教学 资源 利用效 益的 原则, 科

由于研究生 的 培养 质量 的 主要 评价 标 准为 学位 论 文水 平,

学编 排课程表, 将调停课的可能减小到最低水平。

导致研究生导师将研究 生培养 的工 作重点 放在 了抓 学位论

( 三) 进一步加强教学基础设施条件建设, 提高教学保障

文环节, 因此造成 个别 任课教 员对 课程教 学重 视不 够的情

管理服务水平。学校应进一步提高教学保障的硬件条件和水

况, 调停课的随意性较大。

平, 教学管理服务部门要加强教学设施设备的管理与维护, 确

二是客观上任 课教员 的教 学、科研 任务 繁重。研 究生

保教学设施设备正常使用。要加强与教学管理部门及教学实

课程的任课 教员绝大 多数 为研究 生导 师, 同时 又是 学科带

施单位的交流, 主动了解和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解除教员

头人或科研 工作骨干 和中 坚力量, 承担了 大量 的教 学任务

教学的后顾之忧。要 加强机关 各部门间的 工作协调, 建立完

以及科研和 学术研究 的工 作, 而且 需要经 常性 地参 加各类

善的教学管理服务体系, 切实做好教学保障服务工作。

学术会议或 其它学术 及社 会活动, 使得时 间安 排上 出现冲
突, 无法协调, 造成调停课现象的发生。

( 四) 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教育, 切实增强教 员教书育
人的责任 感。切 实把 教 学工 作 作为 重点 和 中心 工作 之 一。

三是研究生 课程 开设 和安排 不尽 合理。在 研究生 课程

任课教员不 仅要 加强业 务学 习, 不断 提高教 学水 平, 还要

体系建设方 面, 由于 管理 机制 的不够 健全, 使 得我 校在新

注重加强师 德师 风修养, 切实增 强教 书育人 的责 任感, 正

开研究生课 程的管理 方面 相对宽 松, 新开 课程 单纯 考虑本

确看待课程教学 在研 究生培 养过 程中 的重要 作用, 充 分认

单位、本学科专业需求, 导致研究生课程 的开设大量 冗余,

识稳定教学秩序 的重 要意义, 进而 自觉履 行在 课程教 学中

课程数量 多, 内容 重复、交 叉现 象严重, 致使教 学资 源浪

严格 调停课制度、稳定教学秩序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费, 管理工 作难以 实施。另 一方 面, 在课 程教 学 ( 尤 其是

( 五) 加强 课 程教 学师 资 队伍 建 设。为 减少 调 停 课现

专业课程) 的组织实施上, 在开课前缺乏 必要的需求 调研,

象, 在课程建设任 务中将 任课 教师 队伍建 设作 为课程 建设

具体安排上又没有考虑 各课程 之间 在知识 结构 方面 的逻辑

的重要内容予以 明确, 做 到一 门课 程能够 有多 名教员 具备

关系, 再加之面向 全校 学员开 放式 的研究 生课 程教 学组织

授课能力, 授 课教 员梯队 结构 合理, 做 到一专 多能 。这样

形式, 导致教学实施 过程 中学 员课程 学习 时间冲 突, 一定

不仅有利于促进 学科 的健康 发展, 而且有 利于 缓解教 员教

程度上也造成了教员调课的随意性。

学与 科研等工作的矛盾。

四是教学基础设施设备条件和教学管 理服务水平 有限。

( 六) 进一步整合优化课程体系。 课程教学是 研究生培

目前我校教学基础设施条件还不能很好地 满足教学的 需求,

养的重 要环 节。要 进一 步 凝练 专业 方 向, 梳 理 课程 体 系,

教室结构状 况影响了 教学 任务的 落实, 也 影响 了教 学运行

整合教育资 源, 突破 行政 隶属关 系的 约束和 学科 壁垒, 整

秩序; 同时, 教学 设施 设备的 管理 与维护 工作 没有 落实到

合教 学内容, 精简课 程数 量, 建立 一套科 学合 理的研 究生

位, 无法确保所有教 学设 施设 备正常 使用, 从 而影 响课程

课程 体系。要 严格控 制新 开课程 审评 程序, 避 免个别 为教

教学的正常进行。

学时数而开课的 现象, 杜 绝按 科研 项目方 向开 设课程 的现

四、对于研究生课程调停课现象的对策

象, 确保开设 课程的受益面。
( 七) 推进研究生教学模式改革。 研究生课程 教学必须

( 一) 严格 落实教 学管 理有关 规定。首 先, 各级 教学

坚持以经典内 容为主, 兼顾 学科 前沿的 教学 目标, 针对 不同

主管领导和机关相关人 员应当 进一 步加强 对研 究生 教学工

课程 特点, 采取灵活 多样的 课程 教学方 式, 如基 础理论 型课

作的管理, 尽职尽 责、从严 审批 调停课 申请。任 课教 员更

程以课堂讲授 为主, 专业性 前沿 型课程 可增 加讨论 班、专题

应当把校内 教学任务 放在 第一位, 自觉维 护研 究生 教学计

讲座、大作业、
课程设计 等灵活多样的授课模 式, 增 强学员修

划、安排的 严肃性; 其次, 采 取弹性 调课 管 理规 定, 既考

课积 极性, 减少课程冲突, 提高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

虑到导师科 研学术任 务重 的特点, 又能够 保证 教学 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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