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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加强教学控制和提倡教学自由是教学 管理中必须 兼顾的 两个方 面, 走向任 何一个 极端都 会给
教学工作的健康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本文分析了教学管 理过程中过 度控制 的几种 表现, 在此 基础上 探讨了 推行
弹性管理, 实现教学控制与教学自由相对平衡的三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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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onflict to Harmony: Balance between Teaching Control and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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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wo aspects of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teaching control and teaching freedom should be given same attention
to. It will exert negative influence on teaching to concentrate only on one aspect. The paper analyzes some patterns of over- control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it discusses the three suggestions to realize relative balance
between teaching control and teaching freedom with elastic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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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与 自由从来 就是 一对矛 盾体。在 教学 管理 的过程
中, 教学控制与教 学自 由的冲 突与 调节构 成了 院校 教学管
理的重要内容。努 力在 教学控 制与 教学自 由之 间寻 求一种
平衡, 营造和谐向上 的教 学管 理氛围, 是 教学 管理 工作追
求的重要目标。

一、控制与自由: 教学管理的两难选择
所谓控制, 5 现代汉语词典6 解 释为 / 掌握 住不使任意
活动或越出范围0 [ 1] 。管理 学中对 控制的 定义是: / 所谓控
制就是监督 管理的各 项活 动, 以保 证它们 按计 划进 行并纠
[ 2]
正各种偏差 的过 程。
0 对 于任 何一个 规范 型的组 织而 言,
其管理目标 的实现、组 织活动 的监 督和检 查等 都需 要必要
的控制来保障。如果组织缺乏控制, 就会 造成资源的 浪费、
组织活动的 混乱 和无 效。因此, 有 效的管 理离 不开 有效的
控制。院校作为一种 规范 型组 织, 为了保 证教 学最 基本的
秩序, 实现教学管理最基本的目标, 提高 教学管理的 效率,
教学控制是必不可少的。
一直以来我 们对 学术 自由的 关注 和讨论 比较 多, 而对
教员最基本的权利 ) ) ) 教学自由似乎 关注不够。自由, 5现
代汉语词典6 的解释是: / 在法律规 定的范围 内, 随自己意
[ 3]
志活动的权利。
0 而教学自由则是 指 / 教员不 受外界压力
的不合理干 扰, 在教 学领 域充 分自由 地活 动, 用他 们认为
恰当的符合业务要求的方式进 行教学0 [ 4] 。毋 庸置疑, 控制
不可避免地 会限 制组 织成员 的行 为自由, 因此, 我 们在关
注控制给管 理工作带 来积 极影响 的同 时, 也不 应忽 视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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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给管理 造成 的消极 影响。控 制过 度, 对组 织成员 的自
主权利和自 由行 为限制 过多, 极 易扼 杀他们 的积 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 性, 抑制 他们 的创新 精神, 最 终势 必影响 组织
活动 的效率。作为教 员的 核心权 利, 教学 自主 权和教 学自
由关乎教学 的成 败, 关乎 改革的 成败, 在 院校 教学管 理中
赋予教员相 应的 自主权 力, 保障 其真 正的教 学自 由, 这不
仅是教育规 律的 内在要 求、教育 创新 的必然 要求, 更 是由
教员工作 的专业 性、科学 性、创造 性等 特点决 定的 。如果
对教员的教学自 由约 束和侵 犯过 多, 就容 易引 发他们 的心
理健康问题, 而这 种心理 健康 问题 在教员 与学 员交流 互动
的过 程中又很容易 / 传染0 给学 员。随 着教 育教 学改 革的
逐步深入, 教员不仅 要 / 传道、授业、解 惑0 , 而且 要面临
课程开发、教 学设 计、教学 研究等 多项 任务, 这 些教 学目
标、任务的变 化, 都在客 观上 要求 教员拥 有足 够的专 业自
主权和教学自由 权, 以保 证他 们始 终具有 参与 教学改 革的
积极 性和热情, 真正成为教学改革的推动力量。

二、过犹不及: 过度控制的极端化表现
为了维 护良 好的教 学秩 序, 取得 优化的 教学 效益, 教
学控制和教学自 由都 是不可 或缺 的。良性 的教 学管理 应当
是 / 既有纪 律, 又有 自由; 既 有统 一意志, 又有 个人 心情
舒畅0 , 要想在教学管理中做到 / 统而不死0 、/ 放 而不乱0 ,
就必须努力在教 学控 制与教 学自 由之 间寻求 一种 平衡。但
现实 的教学管理过程中, 由于教学 控制过多、过 死、过滥,
造成 的教学控制与教学自由失衡的现象并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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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之一是教 学监控 与调 整企业 化、制 度化, 教 学质
量评估片面 化、功利 化。许多 院校 在教学 管理 中把 规章制
度细则化、标准化, / 制定了很多规 定和量化考核指 标[ 5] 0 ,
再配合以量化评分和 经 济制 裁, 但由 于 / 这 种量 化指 标往
往忽视了教 育科研活 动的 特殊规 律, 忽视 了教 员自 我发展
的真实需求 [ 6] 0 , 从而陷入 了制度 主义的 窠臼, / 见 章不见
人0 , 缺乏人文关怀。
表现之二是教 学研究 行政 化、权 威化、 刚性 化。院校
集权式的管理方式和 科 层制 的管 理结 构, 一方 面使 / 话语
权0 、 / 信 息权0 牢牢 把握 在管理 者的 手中, 导 致人 际沟通
与学术交往 的障碍, 另 一方面 也使 教员在 强大 的行 政力量
面前为保存 安全而出 让教 学自主 权。相当 一部 分院 校更以
抓教学质量 为名, 统一 规定 教 员的 评分 标 准和 评 价方 式,
剥夺了教员 评价学员 的部 分权利。 不少校 长或 以校 长为代
表的行政力量在教学 管 理中 大树 / 领导 就是 权威、专 家就
是权威、机关就是 权威0 的管理 理念, 压 制和 泯灭教 员的
创造性、独 立性和 开拓 性, 排斥 教员的 教学 个性。而 在推
进教学改革 的过 程中, 个 别教 学管理 者不 注重本 地区、本
院校的教学 水平和教 学条 件, 全盘 否定本 校教 员的 原有经
验, 要求教员全盘 接受、强 行推 广所谓 的先 进的 / 教 学模
式0 , 这无疑是 / 大跃进0 在教育教学领域的翻版。
表现之三是教 学工作 和环 节过于 精细 化、程 序化、机
械化。有些 院 校热 衷 于推 行精 细 化管 理, 这 本 无 可厚 非。
问题是搞得 过 了 头, 无 论 教学 管 理 的 计划、 督 促、检 查、
总结的 每 个 过程, 还 是备 课、 教 案、上 课、 作业 、辅 导、
考试的各个 环节, 其 条目 都过 分细化。这 样做 的后 果是不
仅工作效率没有得到有效提高, 反而会陷 进程序化的 泥潭,
助长官僚化的蔓延。
表现之四是教 学督导 官僚 化、形式 化。一些 教育 主管
部门为了便 于教 学督 导, 往往 将检查 要求 细化, 而 这些便
于检查的细 化内容不 少是 脱离教 学实 际的, 比 如优 秀教案
的标准是书 写工 整、环节 齐全, 而 不是教 案设 计的 科学与
实用。为了不在检查中出纰漏, 教员大都 采取应付的 态度,
相互抄 袭, 或者 直接 抄旧教 案。教员 在教 案 / 做秀0 的同
时, 往往还 会另写一份自用的 / 教案0, 如 此 / 二皮脸0 的
做法不仅失 去了备课 的意 义, 而且 分散了 一线 教员 的精力
和时间, 加重了他们的负担。教学督导的 本意是促进 教学,
但事实上 / 例行公事0 的倾向限制了教员的教学自由。

三、走向和谐: 追求控制与自由的平衡
革除以 上的 弊 端, 实现 教 学控 制与 教 学自 由 的平 衡,
应该成为当 前大力推 进有 效教学 管理 的着力 点。要 增强教
学管理的弹性控制, 构建人性化的教学管理机制。
第一要推进教 学管理 制度 的民主 化、科 学化。院 校要
建立民主 开放、多 元参 与的 教学管 理机 制, 改变 以往 / 家
长式0 的管 理方 式, 充分 调动教 员、学员 以及 相关人 员参
与管理的积 极性, 如建 立以教 员为 主的教 职工 代表 大会制
度, 使广大教员有 一种 法定的 形式 和渠道 参与 院校 的民主
管理和 监督; 建 立诸 如民主 评议 制度、系 ( 教研室 ) 主任
联席会议制 度等民主 协商 对话机 制, 让广 大教 员和 学员真
正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院校教学改革和管理工作。
第二是推进保障教员教学自主权的制度建 设。/ 教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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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院校最 为重 要、最为 宝贵的 资源, 一 切教 育活动 都离
不开 教员的创造性劳动 [ 7] 0 , 院校教 学管理者要 树立 / 以教
员为本0 的理念, 在制度 上保 证他 们应 该享 有的 一些 教学
自主权, 如教 员能 够根据 教学 计划、教 学安排 等要 求, 结
合自己的 教 学个 性特 点, 自 主 确定 教学 形 式和 教学 方 法,
自主组织课堂教 学活 动; 教员 能够 按照课 程标 准以及 教材
等要求自主确定 教学 进度和 教学 内容, 大 胆地 对教材 进行
调整、重组、删 改甚至 再创 造; 教员 可以在 完成 规定 的教
育教学任务的前 提下, 自 主开 展有 利于教 学改 革的研 究和
实验 ; 教员可 以依据 有关 要求, 对 学员的 学业 成绩和 品行
表现 自主进行尽可能客观、公正的评价, 等等。
第三是推 进 旨在 促进 教 员专 业成 长 的考 评 制度 建 设。
/ 军校教育管理在目标上必须促 进人的全面 发展。
0 [ 8] 机械划
一的教学管 理制 度, 只会 导致教 员被 动地工 作, 阻碍 其教
学创造性和个性化 发展, 从而 限制 教员 教学 / 生产 力0 的
发展。因此, 建立 和完善 旨在 促进 教员专 业成 长的考 评制
度对于院校管理 来说 至关重 要。单 纯以论 文数 量和刊 物等
级来考核教员的 做法 只会限 制教 员的 创造性, 甚至滋 长学
术腐 败。制订 的考评 内容 和标准, 要体现 教员 创造性 劳动
的性质和教员角 色转 换的要 求以 及教 学改革 的方 向, 同时
把教员的教 学研 究、教改 实验、创 造性教 学和 校本课 程的
开发以及 师 生关 系引 入 考评 内容 ; 在考 评 的组 织实 施 上,
要探索评价主体 多元 化的路 子, 尽 可能多 地让 教员和 学员
参与其中, 改 变单 一由领 导、专家 评价 教员的 局面 ; 在考
评技 术上, 淡 化分数 和等 级在教 员评 价中的 地位, 实 行定
量评价与 定 性评 价相 结 合, 量 化评 价与 质 性评 价相 结 合,
注意各项指标 的内在联系和整体性; 在考评 结果的使 用上,
要努力突出其 促进教员专业成长的功能, 为 教员建立 档案,
帮助教员全 面了 解自己, 正确看 待他 人, 明确 自己所 处的
成长 阶段和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冯友兰在 为西南联合大学起草的纪念碑文中 说: / 以其
兼容 并包之精神, 转移一时之风气, 内树学 术自由之 规模,
外来 民 主 堡 垒 之 称 号, 违 千 人 之 诺 诺, 作 一 士 之 谔 谔
, ,[ 9] 0 西南联大之 所以 在极 其艰苦 的条 件下孕 育了 杨振
宁、李政道 两 位 诺贝 尔 奖 得 主、7 位 / 两 弹 一 星0 元 勋、
171 位两院院士等璀 璨群 星, 其秘 诀也许 就在 这里。因 此,
努力在教学 管理 的 过程 中 寻求 控制 与 自由 之间 的 平衡 点,
还教员以应有的 教学 自主权 和学 术自 主权, 也 许就是 院校
办学 成功的真谛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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