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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ople-oriented” is the nature of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of the “people-oriented” on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s much more essential, since universities are the important places of cultivating talents. On the whole, the paper is 

made up of two parts. Systematically, part one makes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s well as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people-oriented”. Part 

two explores application of “people-oriented” on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from three aspects: university talent cultivation modes, 

classroom teaching and student academic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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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坚持以人为本显得更加重要。本文在对

以人为本理念进行理论阐释的同时，主要从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课堂教学和学生成绩的考核和评价等三个方面如何贯彻以人为本的理

念谈些粗浅看法，敬请同行指正。 

关键词  以人为本；人才培养模式；课堂教学；学生成绩考核与评价 

“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是人类教育理念的重大进步。

从东西方教育发展史来看，“以人为本”的提出，实际上确

立了人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把教育活动的过程、技

术和目标，都集中到了人的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上。特别是，

在当代中国，随着中国共产党将“以人为本”确立为科学发

展观的核心，并将科学发展观纳入指导思想的体系，这标

志着中共指导思想的一个重大飞跃。同时，“以人为本”的

指导思想的确立，也为中国高校的教学改革中提供了根本

的方向。 

1．“以人为本”理念阐释 

要真正把“以人为本”贯彻到高校教学活动中，进一步

推进教学改革，首先需要我们破解三个命题：一是“以什么

人为本”；二是“以人的什么为本”；三是如何才能做到“以

人为本”。 

1.1  “以什么人为本” 

对于整个社会来讲，“人”就是指所有现实的人，即社

会全体成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其主体就是“人

民”。这里的“人民”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具体说就是指当

今社会中一切遵纪守法的公民。当然，对违法者的制裁也

应该贯彻“以人为本”，但在性质和内容上是不一样的。 

对于高校来说，以人为本的“人”是指全体教职员工和

全体学生。具体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人，是全体在校学

生，这是高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高校的工作就

是真正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所

以，毛泽东就说过：“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

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1 第二种人，是一线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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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的教职员工，还有一种，是教学管理层，主要是管

理及教辅部门的教职员工。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首先，从教育和教学过程的

规律来看，教师和学生是教育教学的密不可分的两个主体，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一个主体，学生是承受教育教学活动的

对象；第二，从教育管理学的角度来看，高校管理者对教

育教学质量起着关键的主导作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一线教师的职称评定、资源分配和关系调动等。第三，

学生、一线教职工、教学管理层，这三个方面的关系，决

定了一个高校的教育水平和教学质量，也决定了这个高校

的未来发展。 

1.2 “以人的什么为本” 

对于整个社会来讲，贯彻“以人为本”原则，就是要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最大限度的激发人的潜能和实现人的价值。马克思指

出:“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

切能力。”2 作为高校来讲，一方面要最大限度调动一切教

育教学资源，不断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只有心思在学

习上才能谈得上学习进步，将来工作中才能出彩。另一方

面，同时也要尽可能地激发全体教职员工的主观能动性，

让每一位教师都能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真正实现自身的价

值和目标。 

恩格斯强调，“每一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权全面发展自

己的才能”。3 从这一点上来说，在高校教育教学活动中贯

彻以人为本，就是要实现学生、教师、高校管理者的共同

的全面发展。因为，如果没有这三者的共同进步，共同提

高，就不可能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不可能实现教师的全

面发展，也不可能实现教学管理者的全面发展。 

1.3 是如何才能做到“以人为本” 

学校教育自身而言, 必须创新培训、管理、评价三种

机制, 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在培训内容上, 以师德为重；培

训形式上, 以校本培训为主；而培训效果的运用上, 与考核

评价挂钩。在管理机制上，牢固树立情感、制度、成功管

理的理念。在评价机制上，即要重视教师的共性又要重视

个体差异，建立促进教师发展的多元化评价。 

2．处理好“以人为本”与因材施教的关系 

众所周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都有自己的特

点。“以人为本”是指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接受教育、发挥自

己潜能的机会。“在人人都享有同等受教育机会的基础上，

使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爱好、才能和智慧的不同，来获

得他们的最高的发展”。4 当然，现代教育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往往是追求标准化的系统培养，这在一定程度上容易

抹杀学生的天赋。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总结经验，切实发

掘每一个学生的潜能，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3．“以人为本”理念在高校教学改革中的应用 

在高校教学改革中，要把以人为本贯彻到高校的教学

活动、社团活动、管理活动等各个方面。 

3.1 以人为本，构建和谐课堂 

课堂教学是教学工作最基本的形式，努力做到启发式

教学和理论联系实际这两方面，从而实现活力和和谐课堂。 

一是大力提倡启发式教学，多和学生互动，给学生鼓

励，让他们勇于表现自己的观点。在课堂教学中注意把握

好学生的基础差异，对于基础较差的，就试着抛出相对简

单、以期鼓励下次进步的题目；而对于基础好，又想展示

的学生也要找到合适的机会让他们都能较好保持好的学习

状态。 

二是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学生的生活实际、思想

实际和社会实际）的教学方式，下面就如何在教学中将课

文的主题思想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相结合，进而实现学生在

掌握语言知识的同时在不知不觉中提高思想意识。实际每

个学期的八个单元的文章都是和日常生活及学生的思想息

息相关的。在刚刚进行的模块中就是讨论一个非常现实的

社会矛盾的，就是熟练技术工人短缺而大量的大学生又失

业之间的巨大差距。在教学中就引导学生对自己的未来人

生做好规划。 

以人为本，把课堂当做实施教育教学改革的主阵地，

进而构建和谐校园。 

3.2 以人为本，构建科学合理的学生学业成绩考核评价体

系 

以笔者的大学英语教学为例：一是变原来的一个层次，

为多个层次。由一到多是较为科学化地转变。原来的大学

新生都是统一的教材，一份试题。这样的问题非常多，包

括高考英语成绩 140 分的学生和 40分的学生又都处在了同

一条起跑线。这样，水平差距巨大导致了部分字母认不全

的英语低分学生彻底丧失信心而破罐子破摔；高分的学生

又因为沾沾自喜而不屑于课上听讲，这种由于水平差距悬

殊而导致的教师无法正常授课。全英文的授课无法进行，

而全汉语授课又失去了语言教学的实际环境。在新的成绩

考核评价体系中就很好避免了这个矛盾。将全部的大一新

生分成多个层次，有音体美等艺术生、专科生；第二个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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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普通本科生的慢班；最高层次的是普通本科生的快班。

其中快、慢班的分班是在入学后的统一测试中的成绩划分

而来的。分班结束后就是教学进度的差距了，对于第一个

层次的学生学习的是大学预科的教材，其难度相当于高中

水平。而第二个层次的学生是占大多数比例的，是按照正

常的大学英语教学进度，在第四个学期期参加大学英语四

级考试，而最高层次的学生是在第二个学期就有资格参加

四级考试了，到第四学期的时候，大部分的学生就可以参

加大学英语的六级考试并取得不错的成绩了。 

二是学生英语学业成绩考核评价由原来的结果性评价

变成了现在的过程性评价。原来的一学期一张试卷，就是

结果性评价，它有很多弊端。现在的过程性评价就是指，

学生的学业成绩组成分成多个模块，基本原则是期末的试

卷占全部成绩的百分之四十；其它的称为平日成绩。而平

日成绩的组成更加复杂，包括课堂表现的百分之三十，口

语测试的百分之二十，网上自主学习系统的百分之十，这

些合并成学生百分制的最终成绩。由结果性评价变成过程

性评价的好处日益凸显。 

首先是，教师可以很好地利用课堂时间来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因为老师有很大的自主权，并通过对学生的

出勤情况来了解学生的学习。课堂表现的这百分之三十，

很明显地遏制了学生旷课现象，毕竟学习较差的学生希望

通过满出勤来拿到稍高的分数。教师还可以通过课堂的互

动来实现提高课堂学习效率的目的。在课堂上如果积极主

动互动、并且较好得回答问题的学生都可以拿到较好的课

堂表现，甚至是满分。其次，口语测试也是对于语言学习

评价至关重要的，只有做到听说测试，才能算得是较为科

学的语言测试。再有，课下的自主学习，学生只有在课下

登录、学习、提交了作业，才能拿到这总评的百分之十的

成绩。这样就很好地做到了课上与课下相结合，教授与自

学相结合的目的。 

总之，由于英语学业成绩考核评价的改革，我们看到

了可喜的发展和进步，学生和老师的状态都得到了明显地

提升，这些都与“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教学成绩评价上的贯

彻和应用分不开。也可见科学合理的学业成绩考核评价是

多么重要，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3 以人为本，进一步推进高校教师和管理者的自身发展 

教育是一门艺术，是教师把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经

验、知识和技能，系统地有计划、有步骤地传授给年青一

代的过程。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有着自己特殊的规律。 

从目前看，高校贯彻“以人为本”，就要逐步建立和完

善中青年教师的培训进修计划，有针对性地制定人才发展

方案，优化教师队伍，提高教学水平。要积极开展教学评

估，建立科学合理的教训评估体系，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要创新高校管理方式方法，敢于打破各种陈

旧的条条框框，逐步建立以服务学生和教师为中心的高校

管理体系。 

作为高校的教师和管理者，一定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知

识素养，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理论水平，遵循教育规律和

教育管理，锤炼教学艺术，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大胆改革创

新，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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