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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truancy phenomenon of undergraduates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whole society. The phenomenon is caused by many reasons, which includes not only the factors of university student,
but also the social landscape, university and teachers. To explore the deep reasons of the truancy phenomenon, we should comprehensive analyze numerous factors behind this phenomenon. According to observing
undergraduates’ mind, strengthening the contingent of teachers and reforming universities’ system, we need
work together to reduce the rate of truancy phenomenon of under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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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大学生的逃课问题近年来已经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之一，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多方面的

原因造成的，不仅仅在于大学生自身的因素，而且存在社会形势，及其学校和教师方面的原因。深挖
大学生逃课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综合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多方面因素，通过从学生心态、教师队伍
建设、学校相关体制的改革等方面着手，积极努力去解决并减少大学生逃课现象的发生。
关键字：大学生；逃课；对策

1. 学生逃课现象的原因分析

过，遇到问题也是以差不多解决的思想标榜，针对逃
课现象采取的措施也是治标不治本，教师及学校行政

1.1. 社会方面的原因
1.1.1. 文化因素的影响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悠久的历史，留
给我们这个民族一些特有的习性和特殊的标志。从孔
子的儒家思想到当前的国学热，都在呼唤我们这个时

领导对这种现象的发生也是敬而远之，本着只要不影
响正常教学，不违法，不触犯校纪校规，就不会严加
管教的态度。在此体制的监督下大学生逃课现象愈演
愈烈。
1.1.2. 经济的冲击

代谨记先人前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特别是“中

现在学生都生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

庸”之道所倡导的凡事适可而止，不偏不倚的中立做

浪潮中，在这种大经济的环境下，使得他们对物资更

法。这些思想也是当前大多数中国人的真实写照，我

加敏感，也比任何一代人更加追求物资上的享受。市

们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一直都在潜移默化地受

场经济所固有的快速、有效收益在许多大学生当中根

着这种思想的影响，在谈及大学生逃课问题时，这种

深蒂固，这种想法也影响到他们的学业当中。鉴于现

思想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大家都存着得过且

代课堂枯燥的教学方式和过时的教学内容，很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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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宁愿多花时间在跟自己未来实际发展密切相关的课

践中才能学到知识，而对学校针对各自专业特点设置

程当中，而对一些基础理论抱着一种能逃就逃的心态。

的基础专业课程置之不理。逃课现象也变得十分普遍，

其中还有很多人相对专业课而言更加热衷于考取各种

甚至还有加大的趋势。

各样的证件。认为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纯属浪费时间。
在他们心中读书就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就业，所以他们

1.2. 学生自身方面的原因

希望在大学期间及早掌握一些社会技能以便更好的适

1.2.1. 自我约束能力差
大学对于经历过高考洗礼的他们来说，无疑是一
个理想中的象牙塔，逃离了高中阶段老师和家长的高
强度的监视和管理，来到一个陌生的离家较远的环境
里生活，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完全得到自由了。受高中
繁重学习压力的影响，很多大学生都渴望能在大学阶
段得到完全的释放。但是又由于学生自制力相对较差，
在涉及自己不喜欢的课程时，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逃
课。像哪天睡过头了，心情不好，然后是突然肚子不
舒服等等，任何一个小借口都足以让这些本身自我约
束较少、自制力较差的同学逃课。

应社会，为自己的将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而忽视
了自己本应该好好掌握的基础知识。所以对于学校开
设的选修课及公共课大都采取逃避的方式对待[1]。
1.1.3. 科技的飞速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的流行，各种信
息媒体的交流与泛滥，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
开放的信息传播体。学校教师也不再是信息的唯一载
体，处处都可以学到知识，人人也可以成为老师。尤
其是大学生，作为与现代技术接触的最多的一代人，
加上网络世界的丰富多彩及多变化性，他们不再把目
光集中在课堂中老师的讲授，而是把更多精力投入到
生活中，网络等这些信息传播的途径。

1.2.2. 专业方向不明确，学习目标不确定
首先，很多大学生大学的专业并不是自己真正所
感兴趣的，很多是迫于家长的压力。家长的一味要求，

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教学设备的提高，很多大学

作为学生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服从。他们以为兴趣可

甚至中学都采用多媒体形式教学，很多教师的讲义都

以在以后的学习中慢慢培养，但是到了现实大学生活

是通过多媒体电脑呈现并讲授的。因此这容易让学生

当中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他们开始对自己的专

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上课可以不好好听讲，只要课后

业产生怀疑。

把老师的课件复制下来，等自己有时间或者期末考试

其次，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很多学生倾向于选择

之前突击一下就可以取得好的成绩了。这样很多学生

赚钱比较多的金融及经济管理等相关专业，可是真正

就不会安心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一些枯燥的理论知

回到大学课堂，教师传授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理论上的

识，他们就选择逃课去干一些在他们看来更能提高自

知识，对于急于掌握赚钱技能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当

己社会技能的实效性本领。

头一棒，他们渐渐对自己的学习失去信心，觉得课堂
上教不会他们这些实际的本领，因此很多人就采取了

1.1.4. 就业形势的影响
近年来由于大学普遍施行的扩招政策，及其大学
本身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脱节，再加上大学生自身
对待职业的期望值过高与现实存在的种种冲突等等因
素的影响，大学毕业生普遍存在就业难问题已经成为

逃课的做法来回避枯燥的理论知识[2]。
1.2.3. 社会心理严重，急功近利
由于市场经济的短期收益、见效快等特征，很多
大学生深受此影响，急于在社会上去闯荡，认为只有
在社会上赚钱才能显示自己学有所成，才能真正发挥

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很多

自己的优势。反对甚至反感校园内那些认真学习科学

大学生未能看到就业难背后的深层原因，而片面的认

文化知识的同学，认为他们是死读书，而自己在社会

为大学里多读书也没多大用处，只要能混张文凭就可

上活学活用，书本知识只不过是自己应付考试赚取学

以了。

分拿毕业证的通道而已，又有些同学是由于家庭方面

因此很多大学生忙于报考各种辅导班，考取各种

的原因，不得不过早参与到社会为自己赚学费及生活

证件，急于在社会上去锻炼自己，认为只有在社会实

费，因此他们更加倾向于社会性，身处校园却无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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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怎样去社会上赚钱。

谐甚至是关系到教学的成败。但现实大学师生关系中
还存在很多问题。

1.3. 教师方面原因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力量,担负着“传道、授
业、解惑”的重任。但从调查中我们了解到,部分教师
“授课方式呆板,照本宣科”、“无真才实学”、“知
识老化,思想保守”、或“忙于科研,不重视教学”的
现象普遍存在。

一方面，很多教师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心态。
由于现代教师评定标准的弊端，很多教师心理上都普
遍存在着课上得好坏不要紧，只要在核心期刊上多发
表些文章就能说明一切。因此很多教师无心专研教学，
上课只是简单的知识讲述，没有深入，对于学生知识
面的扩展毫无帮助，这种情况下的授课让学生感到无
比枯燥，逃课也不足为奇。

1.3.1. 部分教师专业素养不高，教学方式、方法等陈
旧，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一方面，目前很多大学采用的教材大部分都比较
陈旧，其中很多教材是七八十年代编写的或只是七八
十年代教材的翻版,而由于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
这些教材并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大学生知识增长的
需要。因此面对这些陈旧的教材，就需要教师在授课
时要对教材的内容做进一步的发挥和升华,理论联系
实际、站在科技、知识时代的前沿、开阔学生的眼界,

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大学的教学制度和教师的考
核制度与高中相比都发生了改变,教师和学生之间的
相处没有也不可能像高中阶段那样无微不至，教师和
绝大部分学生之间的沟通也只停留在基本的交流上，
这样就导致师生间缺乏了解和沟通。教师的人格影响
力淡化,有些教师教学风格呆板，缺乏现代教师应该具
有的基本的素养，学生对于教师的讲课丝毫提不起兴
趣，学生和老师行同陌路。

使他们能较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但在实际的教学活

部分大学生特别是新生由于不适应大学生活的新

动中，由于部分教师,尤其是一部分刚从高校毕业走上

变化,认为老师对自己不关心,产生了对老师的不信任

工作岗位的年轻教师,其自身并不具备精深扎实的专

和反感,因而对该科目也产生了厌烦心理,久而久之无

业知识和广博的基础知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知识水

心上课,产生逃课心理,表现在行动上便是逃课。即使

平往往停留在七八十年代所接受的教育水平上,致使

还坐在课堂上,也是“隐性逃课”。

学生上课时感到课程过于简单及单调。久而久之,他们
便对该科目产生了厌烦和排斥的心理,发展到极点便
是逃课。
另一方面，在实际的教学操作过程中,部分教师,

1.3.3. 教师采取的考核方式的影响
大学考核方式完全不同于高中阶段，在对大学生
的成绩考评中，教师对于学生的成绩评定拥有绝对的

尤其是一部分老一辈的教授,虽然知识渊博扎实,但是

话语权，这其中涉及到不像高中阶段是以学生最后一

其教学方式死板、枯燥、乏味，采取的多半是诸如注

次考试成绩为准，而更多的是学生平时表现和教师的

入式、教条式、单向纵深式、理性泛化式、苛严管束

态度。由于现代大学一般都采取平时成绩加期末成绩

式之类的陈旧教育方法,学生只能被动接受知识的灌

的总和，平时成绩又会涉及到学生的出勤率。老师一

输,师生之间没有教学互动与交流,束缚了学生主动

般都会采取点名方式来确定学生是否来听课，但是这

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大学生认为这种扼杀他

种点名很多情况有规律可循，由于大学一堂课，特别

们独立思考能力和造成他们思维定势的教学方式,无

是选修课及公共课学生众多，教师无法每堂课前对每

疑是自己成长的桎梏。因此他们试图通过逃课这种方

个学生进行点名，所以一般采用抽点方式。

式来找回自己失去的东西。其逃课率与教师的学历、
职称、年龄呈现不平衡性。

1.4. 学校方面的原因

1.3.2. 部分教师重科研轻教学心态，和缺乏作为一名

1.4.1. 学校相关教育教学法规实施不力

优秀教师应有的人格魅力，师生关系紧张
教学关系作为学校人际关系特别是师生关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处理得好坏直接影响到师生关系的和
Copyright © 2011 Hans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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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学期缺课达到多少节被记过严重者劝其退学等处

以上原因的分析从四个方面总结了为解决大学生逃课

罚，但是具体到实施时，由于教师本身的于心不忍，

现象发生所应做出的努力。

或者是家长到学校后对学校方面的请求，加上当一些
大学生真正意识到问题严重性时也开始认错，这些因
素的存在都导致了学校的相关政策形同虚设，最终都
是以批评教育学生或者记过处分收尾。让另外一些有
相似问题存在的学生产生了一种侥幸心理，认为自己
即便逃了再多的课学校也不会真正给处分。因此逃课
现象也是屡禁不止。

2.1. 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纠正错误思想
2.1.1. 端正学习态度，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
一般大学生从高中进入大学这个全新的环境很难
适应，思想上及行动上也跟大学阶段的学习不合拍。
因此辅导员及教师应当及时对这部分学生进行针对性
的思想疏导，告诉他们大学生活更加注重学生自己的

1.4.2. 学校重就业率，轻视学生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

自觉性，包括学习和生活。为此，首先应当让他们树

近年来，教育部开始对各大高校实施评估手段来

立严格的纪律观念，做到有事请假，不无故缺席学校

衡量大学的教育质量水平，对评估过关并且优秀的院

或班级组织的任何一次集体活动，上课也不允许随便

校国家给予相对资金予以支持其继续发展，而对一些

缺席，强化他们心中的纪律性，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

评估不过关的学校则做出禁止招生等强硬手段。为此

制度[3]。其次，需要对大学生进行专业指导，让他们

大学为了给自己争取到更多的资金支持，开始疯狂的

一开始就明确自己的专业方向，指导他们尝试在各个

针对评估标准提高自己院校的一切与评估有关项目。

不同阶段确定自己的学习及发展目标，培养他们对自

由于现在大学与大学之间的比较除了一些硬件上的指

己专业的兴趣，鼓励并引导他们在追寻自己专业发展

标，还有一些软件上的比较。不仅包括了在入学率上

道路上坚持不懈。

区分彼此，更重要的是彼此院校的毕业生就业率成为

2.1.2. 正确处理好专业学习和社会兼职之间的矛盾

各个高校为之疯狂的硬性指标。甚至很多毕业生毕业

在对待专业学习和社会兼职关系时，需要给予学

后都发现被就业了。诸如此类看似荒唐的做法其实也

生正确的思想引导。让他们明确，社会兼职固然可以

说明了，一个大学的毕业生就业率在评估一个学校教

增加他们的社会阅历，并且可以缓解甚至解决生活上

学质量等方面起着重要的关系。

的困难。但是相对于专业学习来说，社会兼职只能是

基于这种现实因素，很多院校更多关注本校学生

他们大学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实现是不能以牺

毕业后能否顺利就业，而对于学生在上学期间的其他

牲专业学习时间为代价的。专业学习在大学生整个大

表现相对忽视。特别是当上课与从事社会兼职的时间

学学习生涯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能深刻的影

发生冲突时，在考虑了各种压力及规则的情况下，学

响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对他们未来事业及自身

校都会下意识地倾向于支持或者默许学生从事社会工

的发展会起到很大推动作用。并且作为身处校园的大

作，忽视了科学文化知识对学生自身成长可能产生的

学生来说，所从事的社会兼职绝大部分都是毫无或者

更为重要的影响。

极少技术含量的重复性劳动，许多兼职工作除了能给

许多本来就不想上课的同学在看到这种情况，固

大学生带来一些微薄的收入外，只是在浪费他们宝贵

然是能逃的课就尽量逃，而且还会光明正大的找理由，

的学习时间。因此，大学生以牺牲专业学习的宝贵时

逃课现象盛行。

间去从事这些重复性工作是极不划算的。

2. 解决对策

2.1.3. 纠正错误的就业观念
目前在大学生当中流行的观点是，大学生到大学

分析以上所提出的关于大学生逃课的一些原因，

来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而专业知

我们看到造成学生逃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较复杂的

识的学习只要达到 60 分就行了。大学生学习的最主要

结合体。针对这些原因要想减少或者是消除大学生逃

目的的确是能在毕业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但是需要

课这一现象的发生也需要对症下药，因此下文通过对

让他们明白的是，满意的工作是以他们专业学习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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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专业学习都搞不好，那么

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让艺术性的教学留在课堂，

他又怎么能在他以后的社会岗位上干好本职工作呢？

也让大学生深刻感受到大学教师的风采，减少大学生

所以大学生如果希望自己能在未来能够有一个好的就

因为枯燥的课程学习而做出的逃课的举动。

业发展首先就必须学习还自己的专业知识，打好自己
的基础，学习的过程是一种存储能量以便在将来更好
的发挥的过程。所以大学生们应该尽早的摆脱那种 60
分万岁的错误思想，好好学习专业知识，培养自己各
方面的技能，为以后就业增添足够的砝码。

2.2.3. 加强教师个人素养的训练，构建和谐的师生关
系
大学生绝大部分是已经步入成年的一个群体，而
且很多人都是寄宿在学校，远离家长和亲人的呵护。
在由高中步入大学这样一个转型阶段，大部分大学生

2.2.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高校教师的素质

是需要一定时间来慢慢适应的，因此学校的辅导员和

2.2.1. 完善教师的考评制度，教学和科研并重

关系处理的好坏对于学生在整个大学生活乃至今后发

现代大学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现状，教师工
资绩效的评定也大多只是依据教师上课的课时数和他

教师在大学生这个阶段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
展会起到很大影响。
教师为此应该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不仅要教好

们发表文章数来衡量。教师上课课时数这些数量上的

自己的专业课程，而且更要对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

评定对于教师专研教学，和学生的知识的增长是起不

价值观等会影响到学生一生发展的思想进行有效指

到多大作用的，最终只会导致大学教学质量的整体下

导。课堂课后都要抓住时机跟学生进行好好沟通，了

降。教学的基本秩序都很难保证，更别提大学生能够
自觉地遵守了。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首先就是要从完善教师考评
制度做起，需要把课堂教学这些最基本的因素增加到
年末教师考评中[4]。例如，需要随时考核教师上课大
学生的出勤率，同时对学生进行过程性调查，了解教
师的教学方法或者教风是否都符合学校的一些标准，
是不是做到了一个合格教师应该具备的素质等等，让
师生共同监督，共同提高，对课堂教学引起充分的重
视，共同取得进步。逐步像教师灌输教学与科研并重
的思想。
2.2.2. 增强教师教学的艺术性

解和关注学生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动态，和学生构建一
个良性的交流平台。让学生感受到自己的思想有一个
很好的归宿，不会处于一种很迷茫的状态。一种和谐
的师生关系是井然有序的课堂的基本保证，教师应该
拉近学生之间的距离，融入学生群体中，从根本上消
除大学生逃课的比率。

2.3. 实行弹性化学分体制及多样化评价体系
2.3.1. 注重过程性评价，弱化终极评价体系，多样化
考核方式
过去对学生的考核办法就是教师期末之前划重

教师的教学艺术性一般对中小学教师要求比较

点，期末考笔记，考记忆，那么平时没怎么上课的同

多，大学生作为一个已经成年的群体理应具备很好的

学只要期末的前几天好好背诵这些内容，特别是文科

自制力和自我约束能力，大学教师好像也不应该被要

学生，通常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平时不怎么上课的学

求过分注重教学过程的艺术性。但是一名优秀的合格

生跟那些经常去上课的学生考的成绩差不多，甚至比

的大学教师具备一定教学艺术性会对教学起到意想不

他们还高。这些考核方式对部分认真学习的大学生来

到的很好的效果。不仅对于自己专业提高有很大帮助，

说，的确有失公平。因此应当改变这种现状，形成一

也会让大学生更加热爱课堂，教学质量能够得到很大

种更加公平、合适的评价体系来衡量学生。弱化总结

提高。因此教师应该好好努力专研自己的教学，充分

性评价的作用，不能仅仅以最后一次期末考试来评判

发挥各自的教学艺术性，及时补充自己的专业知识，

学生一学期的所有表现。为此应当注重学生的每个学

同时也要博览群书，增强课堂的感染力，让自己的教

习阶段的过程性评价，对学生分几个阶段进行考核，

学更加生动。改变过去的一些陈旧的、呆板的教学方

并采用多样化的方式，像小组讨论、口试、小论文、

式，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联系实际生活，了解和

实践等都是可行的。然后把这些成绩量化，组成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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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终成绩。一方面可以监督大学生好好学习，另一

不仅需要班干部、任课教师日常的考勤登记,还需要学

方面也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和教学质量。并且也应当对

校教学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经常深入课堂教学第一

那些考核不合格的学生进行一定处罚，大学生为了不

线检查监督。

被处罚，逃课现象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2.3.2. 减少专业课程的设置，多开设一些选修课，给
学生多些选择
大学课程的设置包括了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
公共课和一些校级选修课，一般专业必修课和公共课
是每个大学生都必须学习的本专业课程，而对一些选
修课大学生可以根据总结的兴趣及专业发展需要进行

其次，可以由学校管理人员轮流进行抽查,发现逃
课学生及时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写检查,旷课达到一
定数目就应全校通报,对违背了校规校纪的要坚决处
理。
切实把学校的相关制度政策落到实处，坚决对那
些敢于挑战学校规章制度权威的学生进行批评教育，
严重者进行处罚，让学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学校纪律
的严重性，消除逃课的念头。

选择。但是至于这些课程开通的比例依据教育部规定
标准基础上，各高校根据本校培养方案进行设置。为

2.4.2. 弱化过分追求高就业率的思想，加强学生思想

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也为了提高大学生的学习兴趣，

素质建设，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

学校应当适当减少专业课程的设置，可以通过指导学

社会上很多人评价一个高校的好坏大多数情况下

生进行课外阅读来自学一些课程[5]。同时适当增加选

都量化到一个大学的录取分数和毕业生的就业率这些

修课的开设比例，让学生在选择课程时拥有更多选择

数字上的表现了，包括一些大学本身也把这些量化的

权，提高他们上课的积极性，根据各自的爱好学习更

东西看的很重，因此而忽略了大学生发展所需要的其

多的知识。丰富学生的学习，让他们在掌握专业知识

他一些素质。这种思想必须坚决予以拒绝，高的录取

的同时可以学习更多的与专业无关的其他知识，增加

分数和高的就业率固然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但是并不

他们的知识面。

是全部。
要知道高的录取线和就业率本身就是以学校能够

2.4. 转变高等教育办学理念，严格规章制度

培养拥有较高素质和掌握高技能并能适合社会发展的

2.4.1. 规范相关校纪校规，并建立督导部门予以监督

大学生为前提的，其中对大学生的思想素质教育尤为

执行

重要，没有健康的心理，掌握了再高的技术将来也会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个组织严密的机

存在隐患。因此学校在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教育的同

构都需要一些硬性的规章制度予以监督，只有这样才

时，也要努力加强大学生的思想素质教育，对他们进

能保证机构运行的井然有序。但前提必须是这些规章

行健康的素质方面的锻炼，这样才能做到真正培养合

制度是真正起到监督和警示作用了，否则制度只能是

格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大学生。也只有大学生的思

形同虚设。

想素质得到提高才能够正确对待专业学习，才不会无

在涉及到大学生逃课现象日益盛行的问题时，不
是大学没有相关惩罚措施，只是因为这些规章制度并

故逃课。

没有真正落实，大学生才逐渐忽视了逃课行为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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