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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ed with the new round of teaching evaluation in military academies which has 
recently opened its curtain, we should turn around the three key perspectives of evaluation goal 
orientation,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evaluation subject, and change the evaluation goal orientation 
from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implementing standards" to "promoting development with strong 
conno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from "measuring with a ruler". On the 
basis of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hre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same university" to targeted 
classification guidance and the evaluation subject from "single" to "multiple", we should grasp the 
overall conception and core essential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first round of evaluation 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the new round of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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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面对近期揭开帷幕的新一轮军队院校教学评价，扭住评价目标导向、评价标准、

评价主体这三个关键视角，在对评价目标导向由“抓落实促规范打基础”向“强内涵砺特色

促发展”转变、评价标准由“用一把尺子衡量不同院校”向有针对性的分类指导转变、评价

主体由“单一”向“多元”转变这三个转变的深入剖析上，掌握其区别于首轮评价的整体构

想和核心要义，为新一轮评价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1．引言 

军队院校教学工作评价自 1986 年启动研究论证以来，在探索中发展、在改革中完善，逐

步走上了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大致经历了预研论证（1986-1997 年）、试点探索

（1997-2005 年）、全面普评（2005-2011 年）3 个发展阶段，并于 2011 年完成了对全军 61

所院校的首轮评价任务[1]。在后期对评价工作系统地总结梳理和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随着 19

年 3 月军委训练管理部《关于开展新体制下军队院校教学评价试点工作的通知》下发，标志

着新一轮教学评价揭开帷幕。本轮教学评价在评价目标导向、评价模式理念及评价组织方式

上，都与首轮评价有着鲜明的区别，做好新一轮评价的准备工作，需把握以下三个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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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价目标导向由“抓落实促规范打基础”向“强内涵砺特色促发展”转变 

体现在指导思想选取上。首轮教学工作评价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以评促建、以评促改、

评建结合、重在建设”[2]。这一指导思想符合当时军队院校转型建设的现实需求，对参评院

校的办学基础有显著提高。但首轮评价中“重在建设”的评价导向在执行过程中被部分院校

片面理解，导致教学建设出现“重硬件轻软件、重形式轻内容”的倾向，对教学活动过程的

诊断和改进作用小。新一轮评价经过 15 年的研究论证和探索实践，将指导思想和原则调整为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聚焦实战、重在质量”[3]，其中“以评促建、以评促改”：是对首轮

评价指导思想的继承，即继续实现“促进被评价对象不断完善行为、提升水平”的本质目的；

“聚焦实战”坚持实战为纲、强化实战导向、注重实战引领，是习近平强军思想在评价领域

的落地，是牵引人才培养和教学建设中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观点和论述的有力抓手；“重在质

量”体现了内涵式发展理念，引导各个院校从较多地关注解决短板的教学建设，转变到遵循

教育规律和客观需要，确立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目标和质量保障体系上来。 

体现在评价定位选取上。首轮评价使用“教学工作评价”一词，从概念界定层面分析，

其主要包括教师的教学成果评价、教学环境评价、教师素质评价、教学行为评价等评价内容，

从实际工作开展层面分析，评价重心更多地放在“抓落实促规范打基础”上，属于“教学评

价”的下位概念；而军队院校新一轮的评价立足“统筹考虑办校治学的各个环节，引导院校

走内涵发展道路，构建系统完善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确保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各项建设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一种针对院校办学定位、教学体系建设、质量管控、教学效果等的综

合性评价，定位不再限于“教学工作”。通过调整评价定位，用“军队院校教学评价”替换了

“军队院校教学工作评价”，引导院校注重整体办学水平和教学效益的提升，走内涵式发展的

道路。 

体现在评价理念选取上。首轮评价注重对院校综合办学水平现状的评价，对院校自身发

展的增量评价较少；新一轮评价采用发展性评价理念，以促进评价对象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

的，注重评价对象的个体差异性和进步幅度，弱化院校之间的“同比”，注重院校自身的“环

比”，绝对标准与相对标准结合以相对标准为主、结论标准与过程标准结合以过程标准为主、

状态标准与发展标准结合以发展标准为主，充分调动了院校自主发展的内动力。并且，发展

性评价有效顺应了军队调整改革新形势，随着军队院校管理体制、院校类型发生的根本性变

化，出现了同校异地多点多层次多培训类型办学等新情况，基本每个学校都是“独一份”，亟

待更新评价理念引导院校自主设计建设与发展，彰显院校各自特色与优势。 

3.评价标准由“用一把尺子衡量不同院校”向有针对性的分类指导转变 

体现在方案体系设计上。我军首部院校教学评估方案，是 1997 年颁发的对工程技术类院

校的评估方案。后续，随着院校体制编制的调整变化，相继出台了本科、中级任职教育等五

种评估方案，覆盖了除国防大学外全军所有院校。尽管出现了分类评价的雏形，但颗粒过粗，

同类院校办学基础存在较大差异，用同一方案进行评价不够科学和客观。新一轮教学评价构

建“1→X”的评价方案体系，即由军委机关制定军队院校教学评价方案（基本方案）“1”方

案，各院校在基本方案的基础上，制定符合院校自身建设与发展的“X”评价方案，作为对该

院校实施教学评价的依据。方案的共性部分体现了军委机关对院校教育教学的共同要求，和

各院校应共同遵循的基本教育规律；方案的个性部分突出了分类指导的针对性，全军每所院

校各有一个不同于其他院校的评价方案，满足了不同院校的特点和实际。 

体现在评价模式选取上。首轮教学工作评价采用的是行为目标模式为主的水平评价，其

特点是由评价主体制定目标(即评价标准)，然后评价被评者对目标的实现程度。这种评价对

于规范院校教学工作、解决薄弱环节作用明显，但却容易导致院校把过多精力放在弱项补差

上，忽视了院校特色优势的发展，阻碍了评价导向和激励功效的发挥，且取“短板”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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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论与公众对院校印象有反差，影响了评价结论的科学性。新一轮评价采用融发展性评

价与总结性评价于一体的审核式评价模式，是按照审核准则对院校发展目标、质量保障体系

的科学性、有效性、达成度进行核实，做出价值判断的一种模式。即采用开放性指标，由院

校根据自身状况自制标准，外部审核时依据院校的标准评价院校，充分体现了分类指导，实

现“用自己的尺子量自己”。 

体现在指标体系构设上。首轮评价的 5 类院校教学工作评估方案的基本框架均由办学思

想、教员队伍、教学建设、教学环境、教学管理和教学效果 6 个基本模块组成，且每一类指

标体系下设相同的评价指标标准，忽视同类院校之间的差异，“用一把尺子衡量不同院校”的

问题非常明显。新一轮评价采用泰勒行为目标模式改良的 CIPP 模式，对教育活动的背景、信

息输入、教育过程和结果给予全面评价，由受评院校依据本方案中具有方向性规律性规范性

的“导向要求”，结合自身实际确定具有发展性目的性引导性的“建设标准”，专家按照建设

标准的科学性、建设水平的先进性、建设状态的发展性和建设目标的达成度这“三性一度”

进行评价，更加注重评价对象的个体差异和增量发展、特色发展。 

4.评价主体由“单一”向“多元”转变 

体现在多元价值需求上。首轮评价中，评价方案和指标体系由总部统一制定，并由总部

组织专家进校考察给出 终评价结论，“主体单一”是反映突出问题之一。现阶段，由于部队

建设和军事人才培养的需求越来越多元，院校评价需要打破上级机关单一主导的格局，通过

拓展参与评价的主体范围，实现不同利益主体各自的发展需求与价值取向。新一轮评价方案

由军委机关和院校共同完成，作为军队院校发展建设的主要规划和实施者，通过“1+X 方案”

完美融合实现了两者共同的价值诉求。同时，通过设置“部队评价与分析反馈” 一级指标引

入部队评价主体，不仅是贯彻落实推进院校教育向实战聚焦、向部队靠拢的有效举措，亦是

满足部队主体对院校军事人才培养价值诉求的重要抓手。 

体现在多维评价融入上。首轮评价中，评价结论仅依赖专家进校的考察结果，大单位、

院校协作中心、院校等各级没有主动权，军委机关、大单位等组织的专项检查结果未能融入

评价体系。新一轮评价吸收借鉴国内外先进评价理念，探索形成多元评价主体，采用综合评

价与专项评价相结合、外部评价与内部评价相结合、专家评价与部队评价相结合的形式，把

军委机关、军兵种机关组织的评价、考核、日常检查结果或其他部门单位组织的专项评价结

果纳入结论依据，充分体现教学评价主体的多元性、充分赋予各级各类单位参与评价的自主

权、充分运用部队及用人单位的评价反馈结果。 

体现在多位方式组织上。首轮评价组织方式单一且具有临时性，主要依赖专家进校考察，

迎评现象严重且评价后的整改和成果巩固无人监管，质量提升闭环未形成，没有发挥教学评

价的真正效益。新一轮评价吸收了国内外、军地教育评估先进理念，在借鉴地方以院校为主

体、以学生为根本、以常态监测为手段的自我评估、院校评估、专业认证与评估、国际评估、

教学状态常态监测“五位一体”[4]中国特色教育评估制度的基础上，探索形成了组织方式由

集中突击向常态运行转变的全新军队院校教学评价体系。一是健全了评价组织机构。军队编

制体制调整改革后，全军各个院校成立了教学考评中心，负责在军委和军兵种机关指导下组

织开展教学评价相关工作。随着组织机构的落地，教学评价作为院校应常抓不懈的教育训练

工作，其重要地位亦被明确。二是建立了信息采集发布制度。顺应教学质量监控信息化、精

准化需求，借鉴地方高校建立“全国高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经验做法，建立了军队院校

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发布机制，制定相关数据清单及标准，做好常态化数据积累，为教学

管理、教育决策、教学评价提供数据支撑。三是改变了入校考察方式。为减轻评价工作对院

校正常教学训练秩序的影响，引导院校注重日常建设积累，新一轮评价改变专家组考察评价

方式，将其分为进校前集中研判院校教学信息数据和进校现地考察两个阶段，大大减少了院

校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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