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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引发关注的大学留级新闻
笙2007年6月， 首都经贸大学发

布了2007年应届毕业生“清考”成绩，
500余人参加的考试有200名左右学
生未能通过。按照首都经贸大学的规
定，这些学生只能做留级处理，不管
其是否已经与用人单位签下合同，或
者已经考上研究生。该校称，此举是
为提高教学质量， 对学生负责。

笙2007年上半年， 山东临沂师
范学院出台文件， 对学生留级做出
规定： 每学年必修课程中不合格课
程学分超过应完成必修课30%， 该学
年作留级处理， 同时取消补考资格；
一学期取得的本专业学分总数低于
15学分的学生， 予以学业水平警告，

连续两次被学业水平警告者， 按留级
处理。 2008年11月， 该校在当年秋季
开学后， 对在2007至2008学年度学分
达不到升级标准的262名学生作出留级
处理。

笙2013年新学期伊始， 山东大学
全校共有368人收到了学校成绩警告的
处分， 有23人收到了学校警告且降级
修读的处分， 被降级修读的有260人。
他们被处分的原因， 多数是因为“不
及格学分超过25”、 “年平均学分小于
25” 等等。

笙2013年10月， 武昌理工学院根
据校规， 给予171名学生留级试读处
理。 校方解释， 这样做是为了从严治

校。 据了解， 2011年， 该校出台校规：
全面取消补考、 清考制度， 学生专业
课程有多门不及格者将给予留级处理。
从2012级新生开始全面实行弹性素质
学分制。该校学籍管理制度规定，只要
包含以下情形之一的学生都将给予留
级处理：第1学年度末，必修课程有2门
及以上不及格者；第2学年度末，必修课
程有3门及以上不及格者； 第4学年度
末，必修课程有4门及以上不及格者。

笙2014年10月， 陕西国防工业职
业学院为提高教育质量， 给予该校大
二49名学生退学处理， 大二5至6门功
课考试成绩、 补考成绩均不及的125名
学生留级处理。

焦海洋 绘

■应该尊重
大 学 办 学 自 主
权， 大学在遵守
法律法规的前提
下， 能根据自身
情况探索实施自
己的教育教学管
理模式， 因此大
学可以推行留级
制度。 但大学在
实 施 留 级 制 度
时， 要制定明确
合理的标准， 履
行合法合规的处
理程序， 从而确
保学生的受教育
权不受侵犯。

■“留级并
不是目的， 大学
还要是要本着治
病救人的态度，
对学困生进行积
极干预， 降低留
级生比例。”

■要从根本
上解决大学生留
级问题， 我国大
学需要实施彻底
的学分制， 大学
应在条件允许时
进行改革， 跟欧
美发达国家的大
学一样实施学分
制， 学制是弹性
的， 学生按学分
缴费， 什么时间
学生把学校规定
的 学 分 全 部 修
满 ， 就 可 以 毕
业。

留级：学困生的“起死回生路”？
■本报记者 刘盾

近日， 青岛工学院218名学生留级的消
息引发热议。 被留级的学生认为， 学校平时
疏于管理， 突然实施留级校规的做法欠妥。
而青岛工学院则称此举旨在提高教学质量，
且留级校规去年就已出台。

而此前， 已有多所学校因数百名学生留
级而引发热议。 部分大学认为， 留级制度是
给濒临退学学困生的“起死回生路”。 大学
留级生因何被留级？ 大学留级制度应如何完
善？ 记者近日对此进行了采访。

218名学生被留级，严控质
量还是另有缘由？

“都快毕业了， 学校让留级。” 10月中
旬， 青岛工学院大三专科生毛丹 （化名） 被
辅导员通知填写留级通告， 该通告称她因学
分不够被留级。

“不管签没签通告， 都被留级了。 学校
平时不严抓教学管理， 光靠留级能提高办学
水平吗？” 毛丹告诉记者， 青岛工学院这类
独立学院的学生入学时基础就差， 再加上学
校学风不好， 课堂纪律很差， 上课玩手机
的、 睡觉的学生很多， 任课教师也不管， 挂
科的学生很多。 更让毛丹放松学习的是， 辅
导员、 学长告诉她， 不用担心考试、 补考不
过， 在毕业前， 学校会组织毕业大补考， 绝
大部分学生都会通过。

“我今年6月接到学业警告时， 才知道
学校有留级制度。” 2012年9月， 毛丹入学
时， 辅导员把该校学生手册发给他们看半小
时后， 又收走， “当时也没看到学生手册上
有留级的规定， 辅导员也没有说， 不然我早
就好好学习了。”

青岛工学院大三本科生杨青 （化名） 告
诉记者， 她之所以被留级， 是因为她大一
时， 一半以上的科目都没过。 让她难以接受
的是， 在大三上学期部分课程快结束时， 要
考试时， 她被要求留级。

“我怀疑， 学校之所以出台留级制度，
一方面是为应对即将到来的评估， 另一方面
也想多收学费。” 杨青称， 该校各专业学费
在10000元至13000元之间， 218名留级生
如都多交一年学费， 学校能多收200万元。

在该校官网上， 一份名为 《关于近期社
会媒体报道我校学生留级问题的声明》 （简
称 《声明》） 称， 青岛工学院本着育人为本、
为学业较差学生顺利毕业提供出口的原则，
依据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教育部令第21号） 第十四条规定， 于2013
年9月修订并发布实施 《青岛工学院学生学
籍与学业管理规定》 和 《青岛工学院学生学
业情况通报与处理实施细则》。 以上制度已
于2013年9月编印到学校 《学生手册》， 并
及时发放到每名学生。

《声明》 称， 《青岛工学院学生学业情
况通报与处理实施细则》 第四款规定， 教务
处负责对一学期内修课取得的学分 （经过补
考后） 不足本学期修读必修课学分的50%的
学生进行统计， 以书面文件的形式送达学生
所在学院， 学院应将告诫谈话记录报教务处
备案。 第五款规定， 在培养方案规定的一学
年内修课取得的必修课学分 （经过补考后）
不足应修读必修课学分的50%， 处理方式为
留级就读， 留级修读未通过课程， 在留级修
读一学年内， 仍未通过所修读的课程考核，
按退学处理。

对于学生留级处理基本情况， 《声明》
称， 2013-2014学年第二学期开学补考后，
学校已对未修满要求学分的学生发布学业通
报 ， 提 醒 该 部 分 学 生 注 意 加 强 学 习 。
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初补考后，学
校于今年10月15日对218名符合留级规定的
学生发布通报， 并告知学生本人， 按留级处
理。

针对留级学生请求学校再次给予机会的
诉求， 《声明》 称， 该校经研究， 决定对
《青岛工学院学生学业情况通报与处理实施
细则》 进行补充修订， 补充细则规定， 学生
自留级之日起一学年内， 通过 （经过补考
后） 所有必修课程 （留级修读课程和提前修
读课程） 考核， 可申请升级至原所在年级，
达到毕业条件， 按正常修业年限准予毕业，
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 授予学士学位。
如达不到升级条件， 学生继续在该年级修读
未通过课程， 并按学分比例缴纳学费 （该专
业备案的四年最新收费总额÷专业毕业总学
分×修读学分）， 但缴费最高不超过学校在
物价部门备案的专业最新学年收费标准。

毛丹认为该校修改后的细则缺乏诚意，
“我们大三的大专生还有一个多学期就要毕
业了， 我们这些留级生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
时间里把现在所修的、 以前未修过的课程都
过了？ 基本上所有留级生都不会在正常修业
年限内毕业。 况且在留级一学年内， 如再挂
科， 就被劝退， 很多被留级的同学因此退学
了。”

10月31日， 对该校为应对上级管理部
门评估才出台留级制度以及该校学风较差的
说法， 青岛工学院党委办公室负责人徐艳虹
予以否认。 她称， 该校前身为中国海洋大学
青岛学院， 教学管理等方面得到中国海洋大
学指导帮助， 学风较好。

“我校绝大部分学生都能通过毕业大补
考的说法也不准确。” 徐艳虹举例称， 该校
2013届本科生毕业率为96.65%， 学位授予
率为96.14%。

徐艳虹称， 留级制度目前已在山东等
地多所高校实施， 相比之下， 该校9400多
名在校生， 218名留级生所占比例并不高。
虽然该校已有3名留级生退学， 但这并非该
校本意， 因为青岛工学院是民办院校， 学
生所交学费是该校最主要的收入之一。

徐艳虹否认该校通过留级学生来多收
学费的说法。 徐艳虹称， 留级生如能在一
年内通过留级修读课程和提前修读课程考
核， 就不需要多交学费； 如不能， 也是按
学分比例交学费， 多所高校都这样做。

在青岛工学院贴吧中， 该校学生对学
校留级218名学生的做法众说纷纭。 有学
生认同学校做法， 并称： “学了10门课，
挂了5门以上， 补考完还有5门没及格， 试
问， 这种学生是自作孽不可活么？”

也有学生对学校的做法表示质疑 ：
“有些大四的大二大三都留级好几次了。 为
什么现在才说？ 落下的课程谁给补？”

因挂科被留级， 都是轻
视校规惹的祸？

对大量学困生进行留级， 并非青岛工
学院独有。 2007年， 北京邮电大学出台规
定， 本科生如果考试不及格将被要求留级，
4年的功课可以6年完成。

“新规定是想给学生更多机会。 有很多
学生进了大学门才发现对所学专业不感兴
趣， 出现不及格情况， 让他退学过于草率，
降一级， 或转专业再读， 等于救了一个孩
子。” 时任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林金桐如此解
释该校出台留级制度的原因。

而在2006年10月， 西安邮电学院就向
该校336名大学生发出劝退令， 这批学生
愿意试读的可提出书面申请， 经批准后留
级试读一年。 国家允许学生在6年内修满全
部学分， 因此， 如果学生试读1年未通过
考核， 还可以再次申请， 直到6年修满。 但
试读培养的学生并不在国家经费支持范围
内， 因此必须学生自己支付费用。

河南理工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潘子
彦等人调查发现， 目前留级制度在高校中
普遍采用， 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学生被强
制或者自愿留级， 有的学校留级比率为1%
～3%， 有的学校高达10%以上。

虽然所在大学不同， 但留级生的留级
理由相似。

南阳理工学院教务处处长张世海等多
位高校教务工作人员对留级生进行了调查
走访， 将近一半的留级生对大学的学习抱
轻视态度。 这些学生认为高中“苦” 完了，
大学就是轻松、 快乐、 自由的“天堂”， 他
们抱着“60分万岁， 多一分浪费” 的心
态， 认为只要在考前对任课教师划的考试
范围或重点， 进行“临时抱佛脚” 式的突
击复习， 就能考50分以上， 再加上平时成
绩就能及格了， 但部分学生在考试时才发
现事与愿违。

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辅导员王冠发
现， 部分留级生的依赖性较强， 自控能力
相对较差。 由于大学生自己可支配的时间
远远多于中学， 本应加强自我管理和控制，
增强学习的计划性和主动性， 但部分学生
却把大把时间用于“游戏人间”。 王冠举例
说， 部分学生由于相对内向， 不善与人交
流， 就在网络虚拟世界寻找发泄渠道， 玩
网络游戏成瘾。 有的学生甚至一天24小时
待在网吧， 白天经常旷课， 即使上课也昏
昏欲睡。 虽然辅导员、 班主任经常给予警
告， 这些学生也当着辅导员的面下决心、
写保证， 但没过几天又会控制不住， 继续
上网玩游戏， 致使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王
冠曾心痛地看到两个学生因上网成瘾， 留
级两年仍陷入网络游戏不能自拔， 最后只
得退学。

青岛工学院大三留级生范娟 （化名）
告诉记者， 她和她身边的部分留级生之所
以学习动力不足，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自

己被录入的学校和专业不满， 尤其是对所
学专业不感兴趣。

范娟以自己举例说： “当时我报专业
时， 就想着会计好找工作， 谁知道会计专
业这么多数学类课程， 我很讨厌数学， 基
本上数学类的科目都挂了。”

“由于大学生就业压力较大， 一些学生
为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就在学校内多参加
自主创业、 学生社团等活动， 但由于没能
合理分配学习和活动的时间精力， 导致成
绩下降、 挂科甚至留级。” 据王冠了解， 部
分留级生是因为热衷于参加学校、 学院各
类活动、 社团工作， 疏忽了学习； 另有部
分留级生则是因为家庭经济情况相对困难，
为赚取更多生活费， 将精力主要放在家教
和在校外打工或做“生意” 方面， 挤占了
大量学习时间。

一位不愿具名的大学辅导员告诉记者，
对学校关于留级的相关规定不清楚也是部
分留级生所给出的原因。 该辅导员称， 虽
然学校将有关留级的校纪纳入学校学生手
册中， 但在入学第一课时， 由于所讲内容
较多， 很多辅导员对此仅一提带过甚至不
讲。 部分学生在课下也很少翻看学生手册，
部分院系的学业警告工作未能做好， 以至
于部分留级生反映， 他们在拿到留级通知
单时才知道学校还有此类规定。 近一半的
留级生称， 如能早知道学校的留级规定，
他们可能会更加努力学习。

潘子彦曾对河南理工大学150名留级
生做过问卷调查， 对其留级原因进行了分
析归纳。 据潘子彦介绍， 她从河南理工大
学教务处获得2008至2010年的留级学生名
单， 然后从各个学院随机抽取150名留级
生， 向其发放调查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
93%的留级生是男生， 80.9%的留级生是
大一、 大二时留级； 62.6%的来自农村，
75.7%的家境一般， 18.2%的家庭贫困； 留
级时， 52.2%的学生4至5门课程不及格，
个别学生不及格的科目为10多门； 90.4%
的留级生学习态度一般或较差。 对于留级
原因， 这些留级生进行了自我总结 。
65.2%的留级生提到“学习态度不端正”，
59.1%的留级生提到“学习目标不明确”，
20%的学生提到“学习方法不科学” ，
9.6%的留级生提到“学校管得不严”， 极
个别学生认为是“老师教得不好。”

潘子彦又从另一个角度调查这些学生
留级的原因， 他们中的58.3%提到“对大

学学习轻视、 学习压力小”， 53.9%提到
“依赖性强、 自控能力差”， 43.5%提到
“大学生活不适应”， 40.9%提到“沉迷网
络”。 因沉迷网络导致留级的学生， 100%
提到沉迷游戏， 53.2%提到沉迷小说。

彻底实施学分制能否解
决大学留级问题？

青岛工学院教务处处长邢林表示 ，
2005年9月1日起施行的 《普通高等学校学
生管理规定》 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 “学
生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 或者在学校
规定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 应予退学”， 因
此该校留级学生的校规合法合规。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应该尊重大学办学自主权，
大学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能根据自
身情况探索实施自己的教育教学管理模式，
因此大学可以推行留级制度。 但大学在实
施留级制度时， 要制定明确合理的标准，
履行合法合规的处理程序， 从而确保学生
的受教育权不受侵犯。

但为何高校每次大规模强制学生留级
都会引发社会热议， 甚至被部分学生及其
家长批判呢？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
来， 我国部分高校目前实施学年制， 为保
障教学质量， 保持一定比例的淘汰率， 因
此要求部分学业成绩较差的学生留级， 这
属于正常行为。 而部分学生及其家长之所
以对此不理解， 就是因为他们对高等教育
存在误解， 他们认为大学就是保险箱， 进
了大学后只要不出意外， 就能顺理成章地
拿到大学文凭， 部分学生甚至找任课教师
要分。 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多年来， 我
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宽出”， 与欧美等
发达国家的“严出” 相比， 对学生的淘汰
率是比较低的。 目前一些高校虽然开始提
高淘汰率， 严把质量关， 但目前还存在一
些制约因素。

对于这些制约因素， 熊丙奇举例说，
目前部分高校难以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过程
培养和管理。 很多大学生入校后， 自己没
有很强的自制力， 再加上缺乏教师或辅导
员等人引导他们进行学业和人生规划， 他
们很容易在大学宽松的氛围中迷茫， 处于

“放羊” 状态。 例如部分学生在缺乏引导监

督的情况下， 就不会再在学习上严格要求
自己， 经常逃课， 长时间上网聊天、 玩游
戏， 很容易在迷茫中“红灯” 高挂， 被留
级， 而这种情况下的被留级， 很多学生会
心有不甘， 抱怨教师甚至学校。

另外， 熊丙奇认为， 目前部分高校的
人才培养质量控制体系还有一定偏差。 目
前往往采用就业率、 考研率、 专升本率等
数字指标去衡量高校的办学质量， 学校基
本沿袭基础教育的考试模式对学生进行考
核， 突出知识记忆， 强调书面考核。 这样
的评价体系导致相当多的学生要么从一进
校就“功利心十足”， 以考证书为生活的全
部； 要么平时大玩特玩， 到考试前挑灯夜
战， 导致不合格者众多。

熊丙奇表示， 目前国内部分大学实施
“严出” 的另一个制约因素是， 我国高校并
不像欧美国家， 相互之间转学机制相对顺
畅。 在我国， 如果一个大三学生不喜欢所
在大学或专业， 挂科的科目也比较多， 那
这名大学生很难转入其他大学就读。 他要
想转学， 只能退学， 重新参加高考， 考上
其他大学后， 再从大一上起。

“留级并不是目的， 大学还要是要本着
治病救人的态度， 对学困生进行积极干预，
降低留级生比例。”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储朝晖说， “希望大学相关部门能够
积极作为， 降低留级率。”

南阳理工学院教务处处长张世海等多
位高校教务工作人员建议加强学业预警，
降低潜在留级率。 他们建议学校对每一
届新生都把好入学教育关， 引导学生认
真学习学校 《学生手册》 中关于留级、
退学的校规校纪， 让学生自觉树立“不
学习就会留级” 的危机意识； 其次， 学
校或学院应多举办关于大学学习的系列
讲座， 解答大学新生面临的学习、 生活
等方面的困惑， 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大学的
学习、 生活； 同时， 学校应要求班主任或
辅导员密切注意有旷课、 不交作业、 上课
睡觉等行为的学生， 经常与其交流， 及时
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 并给予他们鼓励和
正确引导； 再其次， 辅导员等人应督促期
末考试不及格的学生， 认真准备开学前的
补考， 也可组织帮扶队伍帮助他们学习；
最后， 教务处在学期开学一个月内， 对期
末考试成绩几门不及格的学生分别进行不
同等级的学业预警， 同时利用信件等方式
告知家长， 学校和家长联合督促学生， 增
加他们的学习压力。

对于如何降低留级生比例， 在潘子彦
所进行的调查中， 留级生们建议， 高校应
加强学生管理， 尤其是新生入学教育， 让
学生端正学习态度， 明确留级等相关规定。
此外， 学校应对校内外周边环境进行整治，
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越的学习生活环境。 而
直接管理学生的学院应合理安排各学期课
程， 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和自觉性。 与学生接触最多的辅导员应狠
抓学风， 保证课堂出勤率。 任课教师则应
努力提高教学水平， 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方面多做些努力， 课前点名， 尽力提高课
堂出勤率， 及时发现有问题的学生。

而在储朝晖等专家看来，要从根本上解
决大学生留级问题，我国大学需要实施彻底
的学分制，“目前很多大学实施的还是相对
陈旧的学年制， 因此才会出台留级制度。大
学应在条件允许时进行改革，跟欧美发达国
家的大学一样实施学分制， 学制是弹性的，
学生按学分缴费，什么时间学生把学校规定
的学分全部修满， 就可以毕业。”

链 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