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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下
的质量文化建设路径研究

齐春微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4）

[ 摘　要 ] 在高校内涵式发展的要求下，伴随着高校本科教学质量评估的推动，高校越来越重视内部

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但很多高校的质量保障体系呈现“外源性”特征，更注重技术和行政手段的运用，

质量文化作为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却未被给与足够的重视。分析质量文化缺失的原因，从精

神层面、制度层面、物质层面、行为层面探寻构建高校质量文化路径和方法，培育特色质量文化，构建既

有精准“技术”评估，又有文化质量内涵的综合质量保障体系，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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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of Qual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under the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Qi Chunwei
(Jilin University of Buil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chun Jilin 130114)

Abstract: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long with the 
promotion of undergraduate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but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ogenous", more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technology and administrative 
means, and quality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has not been given enough 
atten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lack of quality culture, explores the ways and methods of 
constructing quality cul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spirit, system, material and behavior, 
cultivates characteristic quality culture,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with both accurate 
"technology" evaluation and cultural quality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ly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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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各种教育质量问

题不断呈现，教育部门为了回应社会对高校的关注，也

为了掌握和提高高校的办学水平，推出系列本科教学评

估工作，促使高校建立和完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高校

在内涵式发展的推动下，也越来越重视内部质量保障体

系的建设，目前各高校对教育部门主管的各种外部质量

保障活动都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但对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的建设却都处于起步阶段，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质量

监控与保障的制度约束与技术层面上，还未过多考虑作

为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灵魂质量文化的建设。本文从质

量文化建设入手，以期提出促进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有

益建议。

一、高校质量文化内涵

质量一词最早起源于工商界，在商品供大于求的情

况下，商家越来越注意到低价竞争战略已难以满足顾客

的需求，顾客更加重视商品的质量和服务质量，企业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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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开始关注企业质量文化，国际质量机构也开始质量文

化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质量文化的内涵，

质量文化是一种管理文化，也是一种组织文化，它通过

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人们思想沟通，从而产生质量目

标、质量观念、质量行为规范的“认同感”，这一理解

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质量文化可以分为精神文化、

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四个层面。

随着教育教学理念的不断完善，国家赋予高等教育

越来越重的责任，高校也开始关注和重视质量建设问

题，纷纷开始着手构建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在企业发

展中有重要影响的质量文化问题也开始被引入到高校中

来，但高校的质量文化不等同于企业的质量文化，不能

简单照搬照抄企业质量文化的做法。高校的质量文化建

设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也不会一蹴而

就，需要各高校根据本校自身特点，不断探索和挖掘，

寻找适合学校发展的特色质量文化。

二、高校质量文化分析

很多高校为了响应教育部的政策要求，成立了质量

文化建设部门，出台了系列质量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但学校的质量文化建设部门多由质控办、校办等人员兼

任。高校是文化传承之所，传承的是专业知识，传承学

校的特色文化。学校的特色文化应该是多年积累、沉淀

的精华，能让教职员工欣赏、自觉遵守，能够指引学生

树立正确价值观、指引人生的方向。这样的质量文化建

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且质量文化的建设是个动态

过程，是高校一直要做的工作。

国家为了保证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出台了各种教

学质量监控手段，如合格评估、审核评估、工程认证

等，高校对此类评估也给予了足够重视，这些外部质量

监控与保障手段要求高校必须满足国家办学的要求，能

在一定程度上保障高校的人才培养方向和质量。但这些

都是外在因素，内因如果不起作用，高校只能是被动前

行。教育部的合格评估中明确提出各高校要逐步完善内

部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要发挥各高校自身的重要

作用，各高校纷纷成立质量监控组织、颁布质量监控规

章制度、利用各种信息技术工作开展质量监控工作，将

质量监控与保障工作开展的更加细致、监控的更加全

方位，不能忽视质量文化这个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核

心要素。

三、质量文化与质量保障体系关系分析

（一）质量文化是质量保障体系的灵魂

高校质量文化在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过程起着主导

作用，它能够凝聚师生的精神力量，激发潜力，约束行

为，将教职员工的职业理想、价值观念同学校放在一个

方向上，将学校的质量目标、质量方针及政策内化为

自觉的质量意识和追求，最终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和习

惯，这时的质量保障体系才是一个真正完善、健全的质

量保障体系。

（二）质量文化是质量保障体系的软约束

在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过程中，纷纷制定

了各种规章制度，更多的是使用制度约束手段，如学评

教、同行评教、督导评教等，要求教职员工必须满足、

达到某些要求，如不能达到则要承担一定的惩罚后果，

此种约束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教学质量，约束教职

工行为，但不能忽视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教师这类人群

的特性。教师属于高智商、高知识人群，多年的文化知

识积累使得他们比一般人更具敏感性，更希望得到尊

重和发挥自身最大价值，所以对待教师，更应该关注

他们的心理，要使他们从心理、从意识上树立质量意

识，认可学校的质量文化观，使他们自觉遵守学校的

规章制度。

（三）质量文化与质量保障体系相辅相成

高校的质量文化是质量保障体系的核心要素，能保

证和促进质量保障体系发挥作用，质量保障体系反过来

也能铸就质量文化，成为质量文化的特色，二者相辅相

成，缺一不可。

四、培育质量文化路径探析

（一）精神层面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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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精神层面的质量文化是办学宗旨、办学特色、

办学理念、管理模式、质量标准的全面体现。精神层面

的质量文化各高校应结合本校特点，培育高校精神文化

首先要从高校领导层入手，高层领导的意识和行为在

学校具有导向作用，所以要首先建立高校领导的质量文

化意识、质量价值观。其次，要提高学校执行层的质量

文化内涵理解程度，在贯彻和执行质量方针时，不断更

新教育理念和方法，掌握预测、控制、化解质量危机的

防范和措施，提高处理教育质量危机的能力。最后要采

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向广大师生员工宣传学校的质量文化

理念、渗透质量文化内涵，通过激励、引导、规范、约

束等手段，不断强化教职员工的质量意识，增强他们提

高教学质量责任感和荣誉感。形成全校统一的质量价值

观，促成人人关心质量、时时重视质量、处处体现质量

的文化氛围

（二）制度层面探析

学校的规章制度是学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硬性约

束，也是目前高校质量监控的重要、常用手段。如果

能让教职员工参与规章制度的制定，充分理解制度的

内涵，那么教职员工就不会这些制度有抵触感，当规章

制度的内涵被广大教职员工从内心接受，自觉遵守至成

为一种习惯，甚至主动为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提出建议

时，规章制度就升华为自觉约束行为的制度文化。高校

在进行制度文化建设时，应根据本校自身特点制定，一

是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应体现本校的质量价值观，二是

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应本着人本主义精神，弱化硬性管

理和行政手段，三是要有动态调整的机制，要根据环境

变化、学校所处状态适时调整规章制度，四是规章制度

的制定要有预测性，要从长远上着眼于国家和地方经济

需求，本着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原则，科学制定本

校的质量文化方针和政策。

（三）物质层面探析

物质文化是高校质量文化的基础和保障，也是高校

质量文化的外在、直观的表现形式，包括学校的校园环

境、基础设施、整体规划、建筑物风格、校标校徽等。

高校的物质文化建设既要体现文化传承之所的严谨美，

也要传达各高校的特色美，物质文化建设在满足学生

学习、教师工作的实用要求外，还应蕴含和传达人文

关怀的文化底蕴。优质的物质文化不仅是优质教学的

基本保障，更能让师生身心愉悦，使师生的归属感和

责任感更强。

（四）行为层面探析

行为文化是质量意识在教职员工行为上的体现，是

学校质量保障体系的结果，也是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的成

果表现。教职员工的行为可以分为硬性约束下的行为和

自觉行为，硬性约束下的行为通常是行政管理、硬性手

段下的产物，而自觉行为则是教职员工内心的行动，高

校要做的就是通过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件建设

激发教职工的自觉行为文化，教职工的质量文化行为会

促进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形成一个不

断提高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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