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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学院校院级教育教学改革
项目管理的实践与思考

摘  要

目的：院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是推动口腔医学院校教育教学发展的重要举措，科学有效的管理体

系是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质量的重要保障。通过梳理某口腔医学院校院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管理现状与

存在的问题，提高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管理水平，从而保障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质量，真正提高学院教育

教学水平。方法：采取文献分析法、材料分析法等，对 20 年来的院级教育教学项目和管理方式进行梳

理。结果：现行教学教学改革管理方式存在管理理念落后、管理制度不完善、管理方式粗放的问题，

并从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过程等角度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管理策略，

要转变教改项目管理理念、增加激励措施和细化管理制度、重视和完善管理过程、积极推进教改成果

推广和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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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新时代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大会上陈

宝生部长强调“要着力提升专业建设水平，推进

课程内容更新，推动课堂革命，建好质量文化”[1]。

这对高等医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教学改

革项目（下面简称为教改项目）是推动教育教学

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为提高本院校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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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水平，各医学院校在积极争取国家级、省部级教

改项目的同时，也根据本院校具体情况，设立院校

级教改项目。与国家级、省部级教改项目相比，院

校级教学改革项目是立足于本院校，以本院校急需

研究和重点解决的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 [2]，是立足

于自我发展的反思性应用研究 [3]。因此院校级教改

项目将更符合本校教学发展需求，研究成果更具有

实效性。但要充分发挥教改项目的作用，教改项目

规范化管理必不可少。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体

系是教学改革项目顺利开展、提高项目建设质量的

重要保障 [4]。

某口腔医学院从 2001 年开始设立院级教学改

革项目，至今已完成 20 届立项。随着高等教育教

学改革的深入，现行的教改项目管理方式日益凸显

出各种问题。为促进教改项目研究的深入，确实发

挥教改项目的实效，本文通过总结院级教改项目管

理经验，梳理和反思存在的问题，从而不断改进教

改项目管理，真正推动教育教学的发展。

2  院级教改项目管理的现状与问题

2.1  院级教改项目偏重实践教学研究

某口腔医学院从 2001 年开始设立院级教改

项目，从 2001 年至 2010 年，每年立项约 10 项，

2011年后，每年立项约15项。至今共立项245项，

现已结题 217 项，结题率 100%。

在 245 项教改项目中，项目主持人全部是各教

研室教学主任、教学秘书、教辅或任课教师等与教

学相关的人员，其中教学主任 75 人次（30.6%），

教学秘书31人次（12.7%），教辅 1人次（0.4%），

任课教师 138 人次（56.3%）。任课教师是以当年

带学生实习的青年教师为主。245 项教改项目共有

165 位项目主持人，其中 116 位（70.3%）项目主

持人只主持过 1 项教改项目，49 位（29.7%）主持

过 2项及以上教改项目。

在 245 项研究项目中，教学理论相关研究项

目共计 68 项，占总项目数的 27.8%；实践教学研

究项目共计 177 项，占总项目数的 72.2%。该学院

教师更偏重于实践教学研究。在具体研究内容中，

研究项目以教育技术类（112 项，45.7%）、教学

方法改革（66 项，26.3%）为主，对课程内容和

教学理论（39 项，15.9%）、教学评价（28 项，

11.4%）等研究较少。

2.2  院级教改项目管理过程偏重于立项和结题

院级教改项目管理过程主要分为项目立项 - 中

期检查 - 项目结题三个阶段。在立项时，申报者需

填写《教改项目立项申报书》，并参加开题答辩，

经专家评审后择优立项。中期检查时，课题负责人

需向教学管理部门提交《教改项目中期报告书》，

无需答辩；项目结题时，课题负责人需提交《教改

项目结题报告书》和研究成果，并参加结题报告会，

通过专家评审，方能结题。

从管理过程可以看到，教改项目管理存在“重

两头、轻过程”的问题[5]。教学管理部门非常重视“立

项”和“结题”两个阶段，在立项和结题环节把控

比较严，但是对教改项目的中期检查非常薄弱，中

期检查流于形式，没有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此外，

在结题后，缺乏“成果推广”阶段，这也造成许多

课题结束后，研究成果没有继续应用于教学实践中。

2.3  院级教改项目研究显性成果少

设立院级教改项目，其目的是为了能直接解决

学院中教育教学中的问题，不断提高教学水平。梳

理 20 年来院级教改成果，却发现很多项目是“一

次性研究”[6]，研究者在研究过后，其成果并没有

继续用于其后的教育教学中，没有真正起到提高教

学的效果。此外，教学论文发表数量不及立项项目

数量的四分之一。各级各类教学成果奖更是微少。

可见，显性教学研究成果明显不足，教改项目研究

成果的推广力度又不够，没有真正将研究成果应用

于教学实践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研究成果的 

浪费。

3  院级教改项目管理问题原因分析

院级教改项目研究和管理中存在以上的问题，

与现行教改项目管理的理念、制度、方式等有密切

关系。

3.1  教改项目管理理念落后，偏重于“管”

在实际教改项目管理过程中，教学管理部门作

为整体把握院级教改项目管理的主体，其关注点更

着重于如何通过硬性的“管控”手段来促进各项目

负责人按期完成教改项目。教学管理部门在管理教

改项目时，更多关注于对教改项目管理的过程、经

费预算和下拨、教学成果申报等基础性工作，尚未

从上传下达的行政性管理机构转变为服务型机构，

没有从管理工作转变为管理、指导和服务工作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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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然而现代教学管理理念不再仅仅强调“管理”，

同时也强调“指导”和“服务”。因此教学管理部

门不应仅仅发挥管理作用，更要转变观念，起到指

导与服务的作用。

3.2  教改项目管理制度不完善，无激励作用

可以看到，70.3% 的任课教师只申请过一次教

改项目。这一方面与口腔医学院“双师型”教师特

点有关，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教师缺乏教学及教改的

热情。在口腔医学院，教师都是由口腔临床医师担

任的，教师的医教研工作任务繁重。青年教师更偏

重于医疗和科研工作，缺乏教学热情，只是按照科

室的要求完成教学任务，因此教学任务一旦结束，

就不会再关注教学工作，更不会主动去参与教学改

革。且现有的教学管理制度以及教改项目管理制度

更偏重于“罚”，缺乏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改的激

励措施。因此要促进青年教师关注教学、积极投入

到教学改革中，必须从职称晋升制度、教学制度、

教改项目管理制度等多方面进行完善，对教师进行

激励。

3.3  教改项目管理过程不完整，管理方式粗放

项目管理需要对整个项目进行全过程、全方位

的监管。具体到教改项目管理，需要对前期立项、

中期项目检查、后期结题和成果推广几个阶段进行

有效的监管。但现有管理方式，偏重于前期立项和

后期结题两个环节，对于中期项目管理和成果推广

重视程度远远不够。查阅相关资料，发现“重立项

结题，轻实施过程”的现象比比皆是，教学管理部

门缺失对项目的过程性管理，或虽有中期检查等相

关管理制度，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流于形式 [7]。

因此教学管理常常无法对有需要帮助的项目及时提

供帮助，对进展不佳的项目进行预警。此外，教学

管理部门更重视“结题”而忽视“推广”，结题后

教学管理部门没有再追踪研究成果是否继续应用于

教学中，这就造成很多课题结题后，研究也戛然而

止，研究成果也束之高阁，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因此必须加强对教改项目管理的全过程、全方位的

监管和指导。总体来看，教学管理部门项目管理方

式比较粗放，缺乏“精致化”管理。

4  加强教改项目管理的对策

为提高教改项目管理的质量，真正发挥教改项

目的效用，在梳理和总结学院以往教改管理经验和

不足后，需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项目管理策略。

4.1  转变管理理念，提高服务意识

转变教改项目管理理念，将纯粹的教改项目管

理转变为“管理、指导、服务”相结合。具体来说，

教学管理部门在申报阶段要进行调研，并发布课题

申报指南和以往立项项目名称，引导教师参与教学

改革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克服教学改革研究中盲

目选题与重复性研究的现象 [8]，确定一批能切中学

院实际教学需求又有一定研究水平的项目。在立项

后，利用微信群、院内平台等，为项目负责人建立

沟通平台，便于项目负责人相互讨论，相互借鉴经

验，共享有限资源。在项目结题后，为推进教学成

果转化提供便利条件，帮助和督促项目负责人主动

转化研究成果。通过全过程的指导、管理和服务，

教学管理部门确实调动和督促项目负责人的积极

性，从而提高立项质量和完成质量。同时，充分调

动科室管理的力量，要求科室在鼓励青年教师申报

课题时，也要有规划，要避免“一次性研究”，课

题研究要有连续性和发展性，能跟随教育教学理念

的发展和实际教学的需要不断阶梯式递进发展。

4.2  进一步制定教学激励措施，进一步细化

教改项目管理制度

教师不愿主动参与到教学研究中，与教学管理

制度缺乏激励措施有一定关系。因此需制定相应的

教学激励制度，鼓励更多青年教师愿意关注、参与

教学改革，并进行深入研究。同时需要根据院级教

改项目特点，进行分类管理。在教改项目管理规定

和立项指南中，明确不同类型的项目必须达到的基

本成果，如理论研究型的项目，结题时必须发表一

篇以上论文；对于应用型的项目，结题时必须有相

应的实物成果，鼓励发表教学论文，但不做硬性要

求。通过分类管理，细化管理规定，在项目结题时

更容易考察项目成果的落实情况。

4.3  重视和完善过程管理，加强全过程指导

和监督

教学管理部门需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教改项

目的全过程指导、监督和管理。首先，增设院级教

改督导专家，负责联系 1项教改项目，加强对课题

研究过程的全程监督和指导。第二，加强中期检查

力度。中期检查是重要的阶段性工作，可以督促项

目负责人审视和自检是否按照计划完成项目，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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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高质量完成课题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教学管

理部门首先对中期报告进行形式审核，对照项目申

报书审核其是否按照计划完成，并请专家对其已完

成内容进行审核，对其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指导。

对于尚未开展或严重偏离立项申请计划的项目，责

成项目负责人书面汇报原因，并根据专家评估意见，

给予警示或取消其项目。通过中期动态管理，一方

面从严管理项目，保证项目负责人认真对待并按期

完成；一方面也服务于项目负责人，帮助其解决项

目研究过程的问题和困难，保证项目顺利进展。第三，

加强对课题完成情况的反馈力度。在结题前，由第

三方或者教学管理部门组织项目研究对象（学生或

老师）对教改项目进行评价，形成第三方调查结果，

为专家评审提供参考。项目结题后，3年内再次对研

究成果落实情况进行调研，将结果反馈给科室和主

持人，督促教学研究成果真正落实到教学中。

4.4  积极推进成果推广和转化，提高教改项

目产出率

项目成果的推广应用不单单是项目本身的研究

任务，同时也是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应当承担的责任[9]。

针对学院教学成果推广和转化率不高的现象，教学

管理部门应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成果推广和转化。首

先，对于不同类型的项目，教学管理部门可以采取

不同的推广和转化形式。对于理论研究的项目，鼓

励项目负责人以参加教学会议交流、发表论文等形

式，积极推广研究成果；对于应用型研究成果，以

应用于教学实践为主要目标。教学管理部门联合科

室，项目负责人需将项目成果上交教学管理部门和

科室，科室需负责将研究成果继续用于下一届学生

教学中，并根据教学实际情况，指导相应项目负责

人继续深入研究。第二，加强院内交流。教学管理

部门在院内网站开辟专栏，供各项目负责人上传研

究成果并共享，其他科室也将之可用于教学。教学

管理部门在院内组织“教学改革项目展示会”，便

于科室和项目负责人相互交流和学习。第三，积极

申报相关教学成果奖。积极为项目负责人提供各类

教学成果奖申报信息，协助各项目负责人积极申报，

进一步提升成果的推广和转化。

5  小结

教改项目管理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这项

工程的好坏对教改项目质量有着深远影响。因此教

学管理部门在实践中梳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不

断加以改进，将能促进教改项目逐步提升质量，确

实达到设立院级教改的最终目的，促进本院教育教

学的实质性发展，提高学院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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