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l卷第6期

2009年12月

黄山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V01．11．NO．6

Dec．2009

当前高校部分大学生厌学原因的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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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学院教育系，安徽黄山245041)

摘要：大学生厌学现象对高等教育质量有严重不良影响，通过问卷调查发现部分大学生的学习态度、

学习行为确实存在一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可归为社会、学校教育与个体因素三方面。其中学生个体因素至

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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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迅猛发展．招生数量

逐年递增，高等教育已由“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化

教育”。当前大学生的主流是积极向上、勤学进取

的，各高校在“质量工程”建设中也取得了丰硕成

果。但也应看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逐年上升的

同时，高校的生源质量在逐渐下降，随之而来的旷

课、课堂纪律涣散、考试作弊等厌学现象也日益严

峻。虽然厌学者在目前看来只是大学生中的少数。

但他们的言行正对高校的学风起着很坏的侵蚀作

用，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质量，阻碍着高等教育质

量的提高。111研究大学生的厌学现状，分析其成因，

从而探索出切实可行的防治措施对学风建设、提高

教育质量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大学生厌学现象的调查

(一)研究方法

调查在国内数所高校发放问卷390份．共获有

效问卷376份，回收率96％。调查时间为2009年3

月。施测时采取团体测验的方式，由心理学专业教9币

担任主试，在教室内向学生发放问卷并说明要求，

学生当场填写并统一回收。

调查问卷有开放性、半封闭式与封闭式三种不

同形式，其中半封闭式问卷专门围绕厌学现象设计

了18道问题，主要包括大学生在校学习基本情况、

对教9币教学等的评价、学习兴趣、专业认同等几个

方面。封闭式问卷则采用Likert五点量表形式，对大

学生厌学、厌学动机、厌学表现、厌学原因等进行深

入了解。为使调查结果更具有真实性，打消被调查者

的顾虑，问卷不要求被调查者署名。

(--)研究对象

为使调查结果更具有代表性，研究采用分层随

机抽样方式。以使样本涵盖不同专业、年级、性别的

学生。样本中大一学生120人，大二学生122人，大

三学生134入；男生205人，女生171人；理科生

210人．文科生166人。所有被调查者均为在校全日

制本科生。

(三)统计方法

由于本次调查所使用的问卷有多种形式，故统

计方法各有不同。对开放性问卷采用手工汇总，如

实记录被试填写内容；对半封闭及封闭式问卷则先

用Excel软件进行简单的统计汇总．然后再采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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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统计软件SPSSl2．0(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进行

深入统计分析。

(四)调查结果

从调查结果看．多数学生对学习还是比较投入

的．如39．4％的学生表示对学习非常喜欢或比较喜

欢；36。8％的学生表示在上课时基本能全身心投入；

36．4％的学生表示对自己所学专业很满意或比较满

意．42％的学生认为自己一直在努力学习。但厌学者

也同样存在．如13．9％的学生表示不大喜欢或很不

喜欢学习；6．9％的学生没有什么学习目的，2．7％的学

生仅是为了修满学分。25．6％的学生仅将少数课余时

间用在学习上．更有4．7％的学生几乎从不把课余时

间用来学习。将近1／4的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不满。

31．9％的学生觉得高校生活很空虚。详细情况见表一：

表l：大学生学习态度、学习行为概况

同意 选 项

气非常喜欢5．麟B．比较喜欢33．5％
我对学习的态度是——。 C．一般46．8％D．不大喜欢12．3％

E．很不喜欢1．6％

八喜欢学12．9％B．为将来找工作

袁学习的目的是——。 67．1％C．修满学分2．7％D．没目的
6．9％E．报答父母10．4％

在棱期间。袁课余生活
九绝大部分5．9％B．2／3左右22．6％
C．1／3左右41．2％D．少敦25．6％E．

——时间甩在学习上。 几乎没有4．7％

袁对白己所学的专生
A很满意6．9％B．比较满意29．8％

C．一般化39．4％D．不满意13．3％
毫列——。 E．很不满意10．6％

与高中的学习生活相比．
凡非常自由轻松25．畅B．很空虚
31．9％C．和高中差不多6．996 D．压

袁宽得高校的生活——。 力更大21．5％E．很无聊13．8％

不良的学习态度自然会影响到学生的课堂行

为，在调查中发现有少数学生时有逃课现象，而在

课堂上能坚持认真听讲的也只有1／3左右。课堂上

分心走神者不在少数，而且表现多种多样。具体情

况见表二：

表2：大学生课堂表现

问题 逢 项

A．一直坚持上课．而且认真听讲
16．5％B．能一直坚持去．但不一定听

袁对上课的态度是——。 66．1％C．不敢不去．老师要点名
10．6％D．能不去就不去。经常会找理

由不去5．9％E．很少去上课0．9％

九全身心投入1．嘲B．大多敷时问投
入34．996 C．有吸引我的内容能投入

袁上乖时能——。 51．6％D．很少投入8．2％E．几乎不

会听3．4％

A．认真听讲34．7％B．打瞌睡5％C．

老师讲司I时或常常
看其他的书16．3％D．听音乐或发短
信2．4％E．与同学聊天3．5％F．不知在——。 干什么。但就是心不在_焉34．6％G．
其他3．5％

从封闭式问卷的调查结果也可发现同样的厌

学现象．如“早上起床不得不面对学习时我感觉很

无奈。”一题有25．5％的学生选择“比较符合”或“完

全符合”：14．9％的被试觉得“我常为自己的补考或

重修太多而苦恼～比较符合”或“完全符合”自己的

现状；还有13．4％的学生表示“甚至都开始讨厌看

到课本了”。

若按年级、性别分别比较也能发现一些有价值

的信息，如对学习的态度一题，随着年级的上升，表

示“非常喜欢”与“比较喜欢”的比例从大一的36．7％

上升到大三的41．8％，而表示“不大喜欢”与“很不喜

欢”的比例则由大一的14．1％逐步下降到大三的

11．9％。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他们对专业的满意度

在逐渐降低．表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自己所学

专业者从大一的50．1％下降到大三的27．6％．而表

示“不满意”或“很不满意”的则由大一的9．2％上升

到大三的33．6％。从性别比较看，女生显然比男生更

用功，如35．9％的女生把课余生活的大部分时间用

在学习上，而男生的这一比例只有21．4％。40．1％的

女生上课时能认真听讲．而只有28％的男生能做到

这一点。

二、大学生厌学现象的原因分析

大学生厌学只是一种表象．它有着背后种种深

刻的成因，新时期大学生厌学的成因是由一系列富

有时代特点的因素所导致。田

(一)社会原因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的加快。在校大学生

数量逐年增长。根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2008年全

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普通高等

教育本专科共招生607．66万人．我国在校大学生总

数已达2021．02万。2009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61 1

万人，比2008年增加52万人，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而我国尚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数行业处于国际

产业链的低端．第二产业的产业升级尚未完全完

成．多以简单的加工制造为主，对高技术、高学历人

才的需求量有限。唧而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有限又制

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也限制了对大学生的需

求量。结果导致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日益沉重，很多

学生从大三开始就忙着为就业做准备，可经过一年

多的东奔西走仍然是失望而归。从2008年开始的

全球性金融危机更使就业形势雪上加霜，据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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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截止2009年7月．高校毕业

生签约率仅为68％。这也就意味着至少有180万的

毕业生尚未找到工作。沉重的就业压力对学生的学

习心理有很大影响，从上文中表一可见，有67．1％的

学生表示现在学习的目的就是“为将来找工作”．这

种外部动机当然比不上内部动机稳定持久。由于我

国仍是一个人情社会．学习成绩在就业竞争中所起

的作用常常不如关系、人脉的效果．这也导致有些

学生产生对努力学习重要性的怀疑。I．j如问卷调查

中有一题“成绩好的学生就业也一样困难，所以成

绩好坏没关系。”有13．3％的学生比较或完全同意这

一观点。更应引起关注的是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部

分学生忧心忡忡，无心学习。如在回答“对学习不感

兴趣的原因”时．31．9％的学生选择了“对将来的迷

茫”。在该题各选项中选择人数最为集中。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价值观El趋多元．以

往人们认为学生只有努力学习。将来才可能有好的

前途，学校中的“好学生”常成为周围人们羡慕的对

象。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一方面年轻人越来越强调

个性、自我，所谓“我喜欢，我选择”，常认为只要是

自己喜欢的事，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另一方面取得

成功的途径越来越多，对“成功”的定义也有多种不

同版本，对大学生而言，刻苦学习不再是唯一选择。

在一些大众传媒中，学生也时常看到诸如亿万富翁

的初中学历、大学生退学办公司、游戏玩家的潇洒

生活之类报道；与之对应的是拥有高学历、高智商

的博士、教授们时常成为嘲讽的对象。社会价值观

的多元乃至混乱正对年轻的大学生产生着巨大的

冲击，他们纷纷作出自己的选择。有些学生积极谋

求在社团活动中崭露头角：有的忙于打工兼职挣

钱；有些则醉心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也有少数沉

迷网络，将日进斗金的游戏高手作为自己崇拜的对

象⋯⋯这些学生对学习常是无所用心．只求不要挂

科、顺利毕业就行，如调查中有19．7％的学生表示

“对考试成绩只求通过就行”。更有甚者总盼着早日

离开校园，4．1％的学生承认曾多次萌生过退学的念

头。

(二)学校教育原因

在问卷调查中发现部分学生将厌学原因归之

于专业认同、教师教学水平、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

方面。如19．3％的学生表示对学习不感兴趣的原因

是不喜欢本专业；20．5％的学生表示如果有机会换

专业将会马上换。至于不喜欢本专业的原因，35．1％

的学生认为课程内容单一枯燥，21％的学生认为这

个专业没前途。应该承认，高校部分专业设置陈旧。

课程内容与社会需求、学生愿望存在脱节现象；有

些专业理论性、基础性色彩浓重，对学生将来的工

作缺乏实际用处。同时也应看到大学生在入学前对

高校各专业情况知之甚少，填报志愿时常凭个人主

观想象，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直到大二、大三后随着

专业课的大量开设，才对自己所学专业有了较清晰

的认识。因此不难理解为何专业认同水平会随年级

上升而逐步降低。

此次调查中有31％的学生对目前教师所采用

的教学方式、方法感到不满；48．1％的学生指出造成

自己不愿意听课的主要原因是觉得老师讲课单调；

问卷中反映出当前教学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教材职

业特色不明显、内容脱离实际与缺少实践教学设施

和手段等方面。由于对教学内容、教师课堂教学都

不大满意，所以有些学生在课堂上就无心听讲，出

现表二中各种行为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现行的评价体系引导下。多数高校教师将主

要精力放在科研上，对教学难以全身心投入，更缺

乏锐意改革的精神。课堂教学多沿用传统的讲授

法、一言堂，学生对课堂教学缺乏参与感，课堂缺乏

生机与活力。近年来随着在校生规模的迅速扩张．

高校的师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但部分年轻教师缺

乏教学经验与敬业精神，教学照本宣科、敷衍马虎，

更引起学生较大不满。地方高校在教材编写、选用

上缺乏自主空间．使用的经典教材往往理论性强于

应用性，与应用性人才的培养定位存在脱节。islaT-,蛄

一些地方院校的办学条件有限，如图书馆藏书、实

验室、多媒体教学设施等教学资源不能与扩招后学

生数量的增加同步增长，实践教学所需的各类硬件

也往往不完备，学生的学习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

此外，高校常见的课堂考勤不严、晚自习缺乏

明确要求、考试管理存在漏洞等问题也使部分学生

觉得有机可乘，从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学习上日

益懈怠。

(三)学生个体因素

必须指出．在导致厌学的各种原因中学生个体

原因是最主要的因素。因为大学生处在同样的宏观

背景之中。受到的影响大体相同。高校的教学、管理

问题由来已久．学生如何正确面对这～切，合理安

排自己的学习、生活却是因人而异。造成学生厌学

的一个重要个人原因就是目标缺失，在调查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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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6．4％的学生表示自己没有任何学习目的，31．9％

的学生认为高校的生活很空虚，16．5％的学生表示

上课觉得无聊，不上课更无聊。有些学生在读初中

时以考上好高中为目标，高中时则以上大学为目

标。进入高校后一下子不知道下一步的目标在哪

里，无目标则无动力，对学习更无所用心。有的学生

存在混文凭等毕业的心态，精神萎靡不振，生活懒

散松懈，厌学情绪日益严重。悯搏173尤其是一些考入

一般院校的学生往往觉得与其原先理想有差距．认

为学校的不少方面都难以令人满意，失望心理更易

引发厌学情绪。’

另～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学生的自觉性欠缺。他

们在中小学阶段早已习惯了教师的严格管理、家长

无处不在的监督．学习上被动依赖，严重缺乏自觉

性。而高校强调学生自我管理，院系、辅导员对学生

都不可能像中学那样管理。部分缺乏自觉性的学生

就沉浸在轻松自在之中，彻底放松，将4年的时间

任意挥霍。心思很难放在学习上。有些甚至本末倒

置。反而觉得学习、上课影响了他们正热衷的事物，

总找机会逃课。

至于大学生对学习的态度随着年级的上升而

改善的现象，主要是与入学适应有关。大一学生对

高校的管理模式、教学方法、课程难度等都有一个

逐步适应的过程，在不适应的情况下有抱怨、不满

自然在所难免。大二、大三之后随着学习、生活各方

面均步人正规，学习态度也能逐步端正起来。

学风建设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一个永恒

的主题．它是衡量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和管理水平的

关键因素。学风建设的关键是解决学生学习目的与

需求、学习动力与态度的问题。调查厌学现状，分析

背后原因。将有利于教育者与管理者在此基础上采

取针对性措施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进而提升高等

教育质量，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努力办成

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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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llege students’academic tiresome has serious side effects on the quMi哆of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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