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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生态视阈下的高校教学评价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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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学评价作为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主要是在各评价主体的评价活动和与外部高校制度环境

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实现其服务与改进教学、促进教师与学生发展、提高教学质量的生态系统功能。高校教学评价
普遍出现生态错位，其诱因主要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在高等教育领域蔓延，绩效和问责的管理主义在高校大行
其道，不断强化的高校行政管理运行逻辑及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外部环境。要促进教学评价回归基本生态功能，
必须推动教学的多元价值融合，转换教学评价的行为方式，构建和谐共享的教学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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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Study on the ecology system
GUO Lijun
(School of Education,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As a subsystem of the ecosystem, teaching evaluation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ternal evaluation
activities and the exter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which it realizes its function in ecosystem, such as working for
teaching improvement,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However,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ecosystem develops in the wrong direction under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movement”in higher education.
To return to the basic ecological functions of teaching evaluation, it would be a feasible way to create a multiple valu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to transform the behavioral ecological paradigm of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to construct 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teaching.
Keywords: teaching evaluation; educational ecology;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教学评价是高校教学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价中各类价值主体、非主体要素的特质与交互作用

它规范和引导着教师的教学行为，是提高教学有效

关系[2]；或直面教学评价制度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性、保障教学质量、推动教学改革、促进教师专业

从教学评价理念、评价模式、评价目的、评价主体、

成长的重要手段。作为一种教学组织规范机制，教

评价方式等维度进行分析。这些研究主要基于不同

学评价牵涉多个参与者，内生多重关系，衍生出信

视角，犹如在聚光灯下展示了问题的不同切面，但

息的多样流动，涉及教学的多个方面，形成了一个

却缺乏一种动态联系的整体观。本研究拟借鉴教育

复杂的系统。学界既有的研究或从教育哲学的角度

生态学理论，以系统整体的观点对高校教学评价的

对高校教学评价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透视与

多重变量和关系进行分析，以利于准确把握教学评

辨析[1]；或从后现代主义视角界定梳理高校教学评

价的内涵，把脉评价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症结，更好
地实现其组织制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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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教学评价的教育生态功能
按照美国生态学家奥德姆的定义，生态系统是
指生物群落与生存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群落内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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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间密切联系、相互作用，通过物质交换、能量

价密切相关的制度环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

转化和信息传递，成为占据一定空间、具有一定结

是高校教师相关的管理制度，包括教师岗位设置、

构、执行一定功能的动态平衡整体[3]。这一思想在

聘任、晋升、培训、进修等，主要关涉评价反映的

后续的发展中被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广泛应用于复

教学业绩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关系；二是高校教学管

杂多样的人类社会现实境况的解析。作为一种人工

理制度，包括教学质量监控、教学研究、教学过程

生态系统，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是高等教育系统内部

管理、教学信息系统等，主要关注教学评价的制度

各要素之间及其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所

协同和系统化问题；三是高校的奖励制度，包括教

形成的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复杂系统，其主要包

学奖励、教师的评奖评优、教学质量工程与项目等，

含两个层面：一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

其重心主要落于教师教学行为的组织认可、尊重和

系，二是外部环境与内部各要素的相互作用。高校

激励，教学评价作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成为奖励制度

教学评价作为高校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亦包

的主要依据。教学评价正是在内部各评价主体的评

含着这两个层面的动态联系与作用，形成执行一定

价活动和与外部高校制度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中

功能的平衡整体。

实现其服务与改进教学、促进教师与学生发展、提

作为教学评价的实施者，高校教学评价主体主

高教学质量的生态系统功能。

要包括学生、教学督导、学校教学管理人员、同行
和教师自身，他们负责对教师教学工作的质量和学

二、高校教学评价的教育生态位错乱

生的学习效果进行价值判断，其评价行为与教师的

高校教学评价是对教学活动的现实价值或潜

教学活动和教学效果之间通过内在的调控机制建

在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活动和过程的子系统。它为

立起联系，共同构建了在高校内部运行的教学评价

高校教师的教学行为提供了可预测行为的结构，有

系统。学生评价是高校教学评价中采用最广泛的一

利于高校和教师建立稳定的教学效果预期，高校也

种形式，因其作为教学的对象和教学效果的直接感

可籍此建构和实施一系列持续的激励机制、监督机

受者，学生依据学校设计的课程评价指标对教师的

制和惩罚机制来规范教学行为，引导和鼓励教师开

课程教学及其质量进行评定，建构了教师教学活动

展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高校发展目标的教育教学

与受教育者感知的学习效果之间的导学关系。教学

活动。这种教学评价的生态系统扎根于具体的教学

督导和教学管理人员作为课堂外部的介入者，主要

情境，相关群体对大学教育及其教师教学活动的理

依据多年的授课经验和教学管理的要求通过课程

解贯穿于评价活动的始终，其系统功能的落脚点应

的观察对教师教学的共性特征做出独立的评价，形

始终是“教”的价值，而“评”只是一种手段。然

成了课堂外部参与者与教学实际行为及呈现的直

而，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蔓

观效果之间的监督规范关系。同行与教师基于高深

延，绩效和问责的管理主义在高校大行其道，行政

学问的特性和真实的教学经验对教学的认同与反

管理的逻辑日益昌盛，教学评价置于行政控制不断

思性评价，则建构了教学行为的实施者与教学效果

强化的外部环境之中，“评”的工具性价值被不断

之间延伸至课堂时空之外的反馈与改进关系。随着

强化，“教”的价值逐步被遮蔽或异化，由此造成

教学信息在多个教学评价主体之间的流动、反馈与

教学评价在高校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错乱。这种错

循环，教学评价系统内部建构的这三重关系呈现出

乱突出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动态流动的过程，反映着教学活动与教学质量评判
之间的复杂性和联动性。

一方面，强势行政管理及其运行方式扭曲了教
学评价系统内部的生态关系。

与此同时，教学评价又置于高校教学管理系统

教育目的的实现具有很长的延宕期，“教”的

之中，与高校管理的整体环境和制度相互作用，形

价值并不是可以根据眼前表象而直观判断的，而行

成内外部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功能系统。与教学评

政管理偏爱借助形式化的数字和量化的指标进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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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协调、指挥和控制。高校行政管理日益强化的

级，对不同等级的教师分别给予奖励或惩罚。奖励

可操控性、可量度化的价值取向，诱致各评价主体

或惩罚既体现在教师直接的经济报酬上，又与其职

在评教时偏重采用统一而简单明了的评价指标体

称评审、评奖评优、人才选拔、进修提升等建立起

[4]

。

线性的联系。学校主要基于利益分配在教学评价与

因此，依据指标体系的量化评价分数也就成为评价

教师职业发展之间建立信息流动和激励机制，以引

主体与评价客体之间的主要信息流。这种评价方式

导教师的教学行为契合教学管理的预期。这种工具

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客观依据，但其消解了教学

理性思维主导的外部制度与环境，意在确立教学评

多样性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就学生评价

价与教学优秀及其各种奖励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

而言，如果将丰富的教学活动和多样化的教学要素

教育教学过程的复杂性和关涉变量的多元性被简

仅以面向学生的简单问卷和统计数据作为评价结

化乃至忽略，教学活动与教学评判之间的复杂性被

果，就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学生作为课堂参与者

外部可见的“手段—目的”的因果机制所替代。这

的主观判断。因为基于简单问卷和统计数据的评价

种高校行政管理上看似具有价值的、基于 “事实”、

结果只是教育现象整体特征的统计性描述，难以反

“数据”的教学评价制度和外部环境实际上背离或

映课堂中教师与学生的导学关系所蕴含的丰富的教

者扭曲了教学评价系统的生态基本功能。

系，并以此作为充分反映教学质量的通用标准

学互动和情感交流，也难以解释评价对象的行为与
特定环境的逻辑关系[5]。与此同时，基于简单量化评

三、高校教学评价的教育生态位回归

价的同行与教师自评而建构的反馈与改进制度又囿

生态平衡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特征，主要表现为

于熟人社会的人情文化和教学管理功利化的应用取

结构、功能、输入和输出物质和能量的平衡，也是

向，更多地停留在形式层面而被忽视或弱化。总之，

一种在发展中的动态平衡。教学评价系统的生态位

就教学评价系统而言，日益强化的高校行政管理的

错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系统中基于不同规范机制的

运行逻辑更多地把“评”置于“教”之上，教学的

两种力量的失衡，即基于大学教学本质的合法性机

本真价值、教师和学生对教学的个体判断被压抑，

制与基于大学管理规范的效率机制。目前以行政管

难以发挥教学评价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

理为取向的效率机制的过度介入造成教学评价内

另一方面则是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外部环境
与教学评价系统的生态基本功能相悖。

外部对教师自主教学活动的挤压，使教学的价值和
意义在教学评价功利化和外在化的倾向下渐渐消

在教学评价的外部制度环境中，高校以行政理

弭。因此，要使教学评价回归其基本生态功能，关

性为主导的管理体制已将教学评价纳入高度完善

键在于协调和保持上述两种力量的张力运行，其重

的教育教学监管控制体系，并借助一系列精细的、

点则是尊重、维护大学教育本质的合法性机制的制

隐而不彰的操控手段，通过诸多外部性制度的影响

度基础，因为它对高等教育和教师教学行为的影响

将教学评价演化为一种质量管理工具，发挥着组织

深远。

控制的功能。例如，在教学管理过程中，专门的教

（1）推动教学的多元价值融合。作为一种生

学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教学事务时，依据

态系统，教学评价的使命在于教学的本真价值，而

“客体化”的教学“事实”，并将其延伸到教学评

其根基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如若教师

价活动中。教师和学生的个体行为及其价值都被规

和学生的价值诉求被忽略或被遮蔽，教学评价不免

约为教学管理系统中的数据或记录，个性化的教学

异化为“为评价的教学”，而非“为教学的评价”。

实践活动被统一整合到一套“技术理性”的教学管

因此，教学评价要回归本位，就应尊重教学的基本

理规制系统中。同时，在教师管理和奖励制度上，

规律，尊重教师基于专业知识逻辑和教学经验积累

高校教学管理部门将各评价主体的量化评教结果

下来的习惯，尊重学生学习的多样化需求和知识能

进行排序，依据分数将教师的教学评定为不同等

力的多维度提升需要。教学管理者的价值预设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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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容对教师内在教学满足的考虑，包容教师在课

家、教学管理者共同研讨评价结果，共同对教学行

堂教学时空中自在自为的自主教学诉求，包容学生

为、教学策略和教学效果进行分析与总结，针对问

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体现的心理和智力要求，包容

题与不足拟定改进措施，从而使教师立于自身教学

学生学有所获的认知维度。只有这种将管理者的价

个案的基础上通过评价信息的有效反馈改进教学，

值、教师的价值和学生的价值融合为一体的教学评

促进其教学能力的提高。

价系统才能由单一维度的一元价值确认转型为多

（3）构建和谐共享的教学生态环境。高校的

样化的动态生成，在评价主体与评价客体相互作用

教学生态环境主要由教学文化、办学制度等多方面

的过程中实现动态性、开放性的调适，最终走出教

的因素构成。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与高校教师的职

学评价结果与真实的教学质量脱节的怪圈，实现教

业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教学生态环境，教学评价也只

学评价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

有在良好的教学生态环境中才能真正发挥其系统

（2）转换教学评价的行为范式。高校教学评

功能。构建有利于交流的教学生态环境主要应在两

价系统具有鉴定、导向、激励、诊断、调解、管理、

个层面展开：在教学文化培育上，应加强新教师与

选择等多种功能，但目前以效率为主导的评价机制

老教师之间，教学能手和科研能手之间，不同专业

和模式过多强调管理、鉴定和选择，而诊断、调解

课程、学科门类、教学模式的任课教师之间的交流，

和激励功能日益式微。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

倡导教学资源共享，促进优秀课例的分享和研究，

习效果虽然可以通过评价结果予以鉴定却难以得

促进教师对自身教学实践的不断反思[6]，逐渐构建

到有效诊断、调解、激励和改善，因此，改进教学

教师乐于分享的教学文化；在过去主要由学校管理

评价设计，转换教学评价的行为范式，引导教师和

者包揽的办学制度设计、教学制度改革上，应有意

学生在教学中“相向而行”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路径

识地鼓励普通教师参与其中；在高校人事、分配、

选择。在评价标准上，可以根据专业性质、课程特

社会服务制度安排等方面将“教学”作为学术性工

点和不同成长阶段教师的差异设计不同的评教标

作予以界定并切实贯彻落实。

准，体现多元性和差别性。在评价方法上，既采用
量化评价形式，同时也提倡从教师、学生所关注问
题的视角，采用“质”的研究范式，加强与教师和
学生的沟通、交流，在理解、尊重、信任评价主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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