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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中国海洋大学本科教学督导工作迎来了建

制二十周年，高教研究与评估中心段善利主任希

望我写点什么，一下子打开了我的思绪。

2000 年，学校建立“教学督察制”，这是教学

督导制度的起点。当时，我担任校长助理，协助

侯家龙副校长工作。我清楚地记得，在当时高等

教育大扩招的背景下，主管教学工作的侯家龙副

校长倡议学校制定了《青岛海洋大学关于实施教

学督察员制度的暂行规定》，以汪人俊教授为召

集人，邀请到十二位德艺双馨的老教师组成首届

教学督察团，以督察课堂教学的方式，开展本科

教育教学质量监控工作。值得注意的是，2001 年，

教育部下发了加强本科教学工作的“4 号文件”，

我们的教学督察制度早于这个文件的颁布，可见

海大对于教学质量的重视。正如李凤岐教授所

说“制度的生命在于坚持和落实。我校领导力排

重科研轻教学的时弊，坚持实施教学督导制度，

化解微词应对干扰坚持不辍 20 年，与时俱进，提

质增效，充分体现了对教学质量的高度关注”。

2005 年，学校将“教学督察制”调整为“教学

督导制”。那时，我作为副校长主管学校的本科

教学工作。根据汪人俊教授和督察团其他专家

的倡议，将“教学督察制”变更为“教学督导制”。

从“督察”到“督导”，仅一字之差，却反映了这项

工作指导思想、工作重心的转变，也就是淡化刚

性“监督”的成分，加强柔性“引导”的功能。在

2005 年全校教学工作会议暨第一届本科教育教

学讨论会开幕式上，我提出“点、面结合，评（评

估）、查（检查）、导（督导）结合的全方位、立体化

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的命题，基本上

明确了“课程教学评估工作从点上保证教学质

量，教学督导工作从面上着力进行教学质量的监

控和保障”的思路，我校教学质量保障有了更扎

实的基础。

2007 年，学校正式成立“教学支持中心”，这

是我国大陆高校第一个“教学支持中心”。至此，

自 1986 年开展课程教学评估算起，历时二十多

年，课程评估、教学督导、教学支持制度先后建立

起来，我校形成了“评估—督导—支持”三位一

体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这一体系系统地保障了

学校的本科教学质量，在实践中发挥了弥足珍贵

的作用。我们形象地将其称为海大本科教学质

量的“守护神”“定海神针”，绝非过誉。

2010 年，教学督导制度建立十周年之际，我

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应邀写下了“良师益友，十载

润物细无声；春华秋实，百年树人更卓越”。时任

校长吴德星教授赠言“尊师明德，追求卓越；树

人立教，取则行远”。这充分反映了学校对教学

督导制度的肯定和期待。

转眼间，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回望走过的

二十年，我在思索，教学督导得到广泛赞誉，一批

批德艺双馨的教授们不图名利投身其中，支撑着

这一事物发展的最根本的元素是什么？教学学

术、卓越教学、质量文化，这些日常在教学研讨中

经常出现的词汇一个个跃然眼前！是的，是“文

化”！就是文化的力量支撑着这一事物的发展！ 

在为 2007 年学校编撰出版的《质量之本 孜

孜以求——中国海洋大学教学评估和督导回顾

与展望》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我提到“中国海洋大

学的教学评估工作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教学督导

制度、教学支持中心的成立，其特色体现在哪里？

到底是什么力量使其历久不衰、不断发展？我

认为，归纳起来有两个最为显著的特点：一是它

的前瞻性和发展性，二是它的独立性和学术性”。

今天看来，这样一个判断依然没有过时。而支撑

其前瞻性和发展性、独立性和学术性的，正是那

些辛勤耕耘在课程评估、教学督导、教学支持一

线的教授和工作人员，他们持之以恒的力量来自

文化，来自对教学学术、质量文化的孜孜以求，来

自对海大的热爱，对青年学生成长的期许！

在下一个十年、二十年，我们的教学督导制

度向何处去？这是一个需要一起思考的问题。

在充分肯定教学督导工作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肯

定会感受到新的教育理念、模式、方法日新月异

的变化，注意到青年学生多姿多彩的新特点、新

追求，洞察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挑战、新趋势。

任何一个事物都需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扬

弃，由此方能永葆生机和活力。我建议深入总结

一下二十年来教学督导工作取得的经验，系统研

究一下“评估—督导—支持”三位一体教学质量

保障体系的得失，在更为宽广的视野中，充分考

虑体系内各单元的融合发展，系统优化，使中国

海大的质量文化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让“学

在海大”闪耀更加璀璨的光芒！

2020 年是我校本科教学督导工作建制二十

周年。20 年来，8 届 53 位督导专家共计听课

16000 余门次，涉及学校所有的本科课程门类，

涉及从助教到教授各个层面的教师，在教师教

育教学能力培养方面更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督导专家们同时还参与了课程教学评估、专业

和课程建设、教学条件建设、教学秩序规范、教

学管理检查等，并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审

核评估、专业认证等工作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孜孜以求 躬耕不辍  勠力同心  担当作为

2000 年，学校针对高等学校扩招的新形

势，深刻认识到“抓好本科教学是提高整个高

等教育质量的重点和关键”，在学校原有的课

程教学评估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教学督察制

度，并聘请了汪人俊等数位具有丰富的教学经

验和教学管理经验的退休专家担任教学督察

员，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学校的教学质量保障

体系。时任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侯家龙明

确表示：要大力支持专家们的工作，并保持教

学督察工作的独立性、学术性，促进更多教师

由经验型向研究型、学者型转变。随着“教学

督察制”的实施，教学督察员们广泛地深入到

教学第一线，及时发现本科教学中涌现出来的

优秀教师、优良的教学方法，科学地总结他们

的教学经验，快速向全校推广；同时也及时地

发现本科教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并认真地进

行分析，研讨解决的办法，最终提出教学改革

的方案，并付诸实施，这对稳定和推动教学质

量的提高无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004 年，时任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于志

刚应教学督察专家们的倡议，将教学督察制度

调整为教学督导制度，从“评价”“检查”转移

到“诊断”“指导”上来，从“督察”到“督导”，

一字之差，却反映了这项工作指导思想、工作

重心的转变，折射着发展的思路和重心所倚，

也就是淡化刚性“监督”的成分，加强柔性“引

导”的功能。

同时，于校长又进一步提出要求，要从教

学、管理、学生等方面实施全面的“督教、督管、

督学，导教、导管、导学”；并明确了课程教学

评估工作与教学督导工作的关系：如果说课程

教学评估工作是从“点”上保证教学质量，那

么教学督导工作则是从“面”上着力进行教学

质量的监控和保障。

2007 年，学校在现有的课程评估、教学督

导工作的基础上，在国内大陆高校率先成立了

教学支持中心，进一步整合丰富的教学资源，协

助教师改进工作方法，分享教学经验，提升教师

教学能力，并建立合理可行的教学指导制度与

教学评价制度，创造良好的高等教育环境，提升

教学质量。学校由此成了一个由行政管理系统、

专家学术系统和学生反馈系统组成，评（评估）、

查（检查）、导（督导）相结合，多层次、全方位、

全过程的教学质量监控保障体系。

在学校开展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迎评

创建过程中，学校教学督导团专家勇担重任，在

自评估、咨询评估和教育部专家组进校评估的

过程中，献计献策，查遗补缺，积极作为，为学校

本科教学迎评创优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守正笃实  久久为功  功崇惟志 业广惟勤

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工作的推动下，学校

本科教学质量保障工作体系完善，职责明晰，

流程优化。一届届教学督导专家们奔走于鱼

山、浮山、崂山三个校区，为学校本科教学工作

持续发力，保驾护航。李巍然副校长曾多次在

教学督导工作会议上亲切地将督导专家们赞

誉为“中国海大本科教学质量的守护神”！“创

建评估—督导—支持三位一体的教学质量保

障新模式的探索”也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二

等奖。

在 2010 年教学督导工作建制十周年活

动中，时任学校党委书记于志刚和校长吴德星

欣然受邀分别题词：“良师益友，十载润物细无

声；春华秋实，百年树人更卓越。”“尊师明德，

追求卓越；树人立教，取则行远。”

在教育部新一轮的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

估工作中，正是由于一届届督导专家前赴后继

忘我工作，不辞辛劳提掖后学，以及全校上下

的鼎力支持和帮助，学校的迎评工作较以往更

为淡定、从容和自信。

在审核评估校长报告中，于志刚校长对于

学校教学督导工作更给予进一步的充分肯定，称

督导专家是学校教学质量保障的“定海神针”！

传承发展  继往开来  不忘初心 行稳致远

转眼间，学校教学督导工作已经走过 20

个年头。站在 20 年的交汇点上，适时梳理和

总结 20 年来的工作积淀和经验，有助于认清

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和待突破的瓶颈，固化成

果，厘清思路，明确方向。 

学校始终坚持不断加强教学督导专家队

伍建设，组织教育教学制度政策的学习、参加

全国教学督导工作会议、高校互访交流调研，

不断更新理念和认识，学习技术和方法，深化

对教与学工作的研究，提升教学督导工作的视

野和格局，增强预见性、前瞻性，进一步发挥引

导性、引领性作用，切实提高督导能力和水平，

使其成为引领本科教学深度改革的风向标和

推动教学质量和水平提升的有力助推器；及时

调整工作补贴标准，关心专家、尊重专家，充分

肯定教学督导专家们的劳动付出以及为学校

教育教学工作所作出的贡献。同时，学校坚持

与时俱进，适时修订教学督导工作实施细则，

进一步明确职责要求、工作任务、方向导向等，

压实工作要求，也使该项工作能够更加凝聚共

识和具有更好的传承性。

点面结合，提升教学督导工作的效度和力

度。通过深度参与课程教学评估工作，为课程

教学评估工作提供大力支持，同时也让课程教

学评估工作成为优秀教师、教学专家、督导专

家的“孵化器”“蓄水池”。而在面上，则通过

一对一联系指导青年教师、问题课教师，多次

性、连续性、全方位深度指导；教学档案、教学

模式、考试模式等的专项督导；全面的督教、督

管、督学，导教、导管、导学。

学校将进一步丰富工作模式，提升督导工

作质量。个体式的督导向个体与团队结合的

督导模式转变，促进互学互鉴和共识达成，并

大力加强与学院工作的结合；与当前本科教

学工作的改革与发展相契合，促进随机式督导

向随机式与主题式、专项式结合的督导模式转

变；由分散陈述向分散陈述与主题报告会议模

式转变，明确发言主旨，讲深讲精，提质增效。

学校还将进一步推进教学督导工作的系

统化、信息化建设，校、院协同，各部门协同，丰

富工作方式方法和手段，进一步强化督的力度，

提升导的效度；继续推进课程评估、教学督导、

教学支持三方的进一步协同、融合，实施参评课

程全过程的评估指导、全校范围课程教学的面

上督导、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培训培养的深度结

合，三项工作彼此间有别但不相离，进一步形成

融合协作、相辅相成、互助互补的工作态势，选

优树先，由点及面，发挥模范示范和引领带动作

用，鼓励先进、督促后进，促进互学互鉴、共同提

高，共同推进卓越教学质量文化的建设。

李巍然副校长在为教学督导工作建制 20

周年文集《底·器》撰写的序言中指出，教学督

导工作是“学在海大”的根基所依，是学校保障

教学质量的操之重器。于志刚校长则在为文

集撰写的感言中动情地写下这样一段话：“回望

走过的二十年，我在思索，教学督导得到广泛赞

誉，一批批德艺双馨的教授们不图名利投身其

中，支撑着这一事物发展的最根本的元素是什

么？教学学术、卓越教学、质量文化，这些日常

在教学研讨中经常出现的词汇一个个跃然眼

前！是的，是‘文化’！就是文化的力量支撑着

这一事物的发展！” 领导们不遗余力的支持，各

部门的通力协作，师生的充分肯定与广泛欢迎，

这些都是激励教学督导工作前行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引用《管子·乘马》中的古语“事

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告诫人们要用深

谋远虑的眼光、真抓实干的精神和自我警醒的

忧患意识来干事创业，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新的 20 年，我们将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廿年，夕阳如朝阳，壮心不已；

廿年，倾情督与导，敏学敦行；

廿年，量变换质变，杏坛百花争妍；

廿年，涓流汇成海洋，卓越教学质量文化

深入人心！

文化的力量
——中国海洋大学本科教学督导制度建立二十年感言

■  校长  于志刚

立德树人  成己成物
——写在中国海洋大学本科教学督导工作建制二十周年之际

■  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教学支持中心主任  段善利

1.2010 年，李 巍 然 副 校 长（右 一）、

原副校长侯家龙（左四）、高等教育研究

与评估中心原主任王洪欣（右二）、高等

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主任宋文红（左一）

与部分教学督导专家合影

2.2010 年，于志刚书记（左一）为教

学督导颁发聘书

3.2010 年，李巍然副校长（右）为第

五届教学督导团李凤岐团长颁发聘书

4.2006 年春季学期期末总结座谈会

1. 督导专家讨论工作

2.2017 年，第八届教学督导团合影

3. 第八届教学督导团团长肖鹏（右

一）对青年教师开展一对一指导

4.2019 年，教学督导专家在海洋与

大气学院抽查教学档案

11 月 18 日，庆祝中国海洋大学教

学督导工作建制二十周年座谈交流会

召开，学校领导与教学督导专家们一

道，回顾过往谈传承，展望未来话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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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志刚校长

李凤岐教授

张永玲教授

肖鹏教授

马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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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长龙教授

方奇志处长

王萍教授

李春霞教授

马慧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