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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教学管理服务是高校教育、管理、服务的有机统一，贯穿着大学生生涯的始末。教学管理服务的指导思想、

制度体系、管理方法、服务成效不仅受教育环境、学生特点的直接影响，还受到教学秘书沟通能力及水平的间接影
响。本文以教学管理服务中的沟通为切入点，梳理了教学管理服务的现状，从有效倾听、回应情绪、解决问题三方
面剖析了有效沟通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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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management service is the organic unity of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service, which runs through
the whole career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guiding ideology, system, management method and service effect of teaching
management service are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students'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level of teaching secretaries. This paper takes the communication in
teaching management servi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comb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ing management service, and analyzes
the art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effective listening, responding to emotions, and solv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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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办公室作为高校各项工作的综合管理机构， 价值塑造等方面对教育管理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
是完成学校日常基础性工作，保障决策实施、促进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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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学生需求的变化，对教学秘书的专业化、信息化和

科研和管理各项工作协调运行的重要部门 。 教学管理

知识化要求也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沟通载体日益多元

服务是办公室的常规性工作之一，教学秘书通过协助学

化，新媒体、学生社团、数字化办公技术等沟通载体的

院完成人才培养任务，服务学生学习需求，确保教学管

推陈出新，为教学秘书快速办公、灵活办公、创新工作

理井然有序。当前，高校教学管理服务处在一个机遇与

创造了条件。教学管理服务部门是贴近学生的窗口部门，

挑战并存的时期。一方面，随着信息化发展和高校招生

与学生的沟通无处不在。秘书与学生间的有效沟通有助

政策的调整，高校的人才培养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于激发学生创新想法、调和矛盾冲突、营造学院凝聚力，
有助于推进教学管理服务更加全面、客观、多角度、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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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因此，探索教学秘书工作中的沟通艺术是提升服

1. 郐丹（1989-）
，女，湖北钟祥人，硕士，武汉大学土

务能力及水平应有之意，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木建筑工程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秘书，主要从事培养及

1

高校教学管理服务的基本内涵

学位工作；

1.1 教学管理服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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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法之中。指导思想上，教学管理服务必须体现时

思想政治教育。

代要求和教育本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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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为指导，围绕立德树人中心任务，服务师生需求、 改革举措是沟通的环境；主体满意度、载体生命力是沟
提高教学质量、追求卓越教育。制度体系上，教学管理

通效果的检测指标。教学管理服务中沟通的普遍性和特

服务必须体现学生本位及主体性，致力于通过先进的理

殊性要求，教师在与学生的沟通中，既要有准确传达信

念、系统的内容、合理的评价去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创

息、高效解决问题的业务水平，还要有主动关心学生所

造性，培育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管理方法上，教学管理

思、真诚关切学生所需、深刻理解学生所急、积极坚守

服务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根据高等教育的特点和

学生所愿的沟通艺术，不断提高学生满意度，让教学管

学生个性需要，充分运用新媒体、大数据等时代元素， 理服务的各项工作富有托举学生的功能和生命力。
探索现代教育管理模式和方式方法。教育管理服务的目

2

沟通艺术在高校教学管理服务中的实现

标决定了教育管理服务者的角色定位。新时期的教育管

2.1 有效倾听是实现沟通艺术的前提

理服务者不再是发号施令者，正逐渐向推动者、支持者、

与学生间的一问一答是教学秘书工作的实质，倾听

服务者转变，立足以生为本，关爱学生，推动学生适应

是回答的第一步，有效倾听是高效沟通的前提。有效倾

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发展，促进学生充分发挥学

听至少应包括片段化、整体化、转述、反馈四个步骤。

[2]

首先，倾听问题的背景音，将学生的一句话变成一个片

1.2 教学管理服务的内容

段。通过片段化形成对问题主体、内容、发展趋势的初

高校教学管理服务是融服务、管理、教育于一体的

步了解。其次，对问题进行整体化概括，将一个片段变

综合性、辅助性事务。从岗位布局上看，包括招生、培

成一幅全景。理清为什么是这位学生、为什么是这个时

习潜能成人成才 。

养、学位、评估四大模块，涉及学生的遴选、过程服务、 间、为什么是这个问题，进一步研判问题产生的原因、
出口管理、反馈机制，体现了服务育人的顺序性和连贯

严重程度。再次，全面转述，确保学生所言与秘书所思

性。从业务内容上看，与学生密切相关的服务事项包括

保持一致。将经过片断化、整体化加工的问题转述给学

课程教学、科研训练、国际交流、毕业就业，体现了服

生核对，确认是否有信息的误读或过度推论。最后，结

务育人的全面性。从学生自主性上看，招生遴选、学籍

合问题进行反馈，个别问题个别反馈，普遍问题全体反

管理、毕业管理、课程体系等事项遵照院校顶层设计， 馈，争议问题向上反馈。秘书与学生之间一对一的对话，
学生较少自主性；短长期交流、暑期学校、讲座论坛等

是学院执行代表与学生之间的对话，对话的方式、结果

事项则鼓励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注重内容与形式的多

具有扩散性。通过四个步骤开展有效倾听有助于扩大倾

元、喜闻乐见。从整体定位上看，教学管理服务是沟通

听范围，增加回答内容的覆盖面，促成超越问题本身的

校内与校外、学校与学院、教师与学生的桥梁部门，一

深度沟通，使得问题处理方式及结果在学生中产生积极

方面承担着宣传、执行院校政策的教育功能，一方面承

影响力。

担着为学生发声、为学生解忧的服务功能，同时还承担

2.2 回应情绪是实现沟通艺术的关键

着促进教育教学稳步高效推进的管理功能。

教学管理的工作偏业务型，容易给新入职秘书造成

1.3 教学管理服务的沟通

一种误导：教学秘书只需要就事论事，情绪疏导安抚等

沟通是实现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基本手段，通过

与教学秘书无关。事实上，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是

沟通教育引导学生是教师应该具备的核心能力之一。与

开展教育服务工作的基本要求。教书育人虽有岗位差别，

其它类型的沟通相比，教学管理服务中的沟通兼具普遍

工作理念却是一以贯之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的普遍尺

性和特殊性。首先，沟通的本质、功能及过程具有普遍

度常常与学生的内在尺度相冲突，是引起学生情绪的主

性。教学管理服务的沟通是主体间分享信息、思想和情

要原因。结合工作实际，笔者将回应学生此类情绪的方

感的过程，是实现信息共享、情感表达、理解互信、协

式从低水平到高水平依次归纳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

商决策的前提，同样包含“信息源、发送 - 接收者、渠

不感不应，秘书以自我为中心，尽量减少工作量，对学

[3]

道、反馈、噪音、环境、效果”等七个环节 。其次， 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持隔离、回避态度。第二层次是有
沟通的主体、载体、环境、检测指标具有特殊性。教学

感不应，秘书以规章制度、时间节点为中心，尽量按部

秘书是教学管理服务的提供者，学生是教学管理服务的

就班，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持视而不见的态度。第

对象和评价者，是沟通的主体；教学管理服务的内容、 三层次是有感浅应，秘书以速度效率为中心，有面对问
链接师生的组织平台是沟通的载体；高等教育的现状及
14

题、处理问题的统一预案，运用相同的方法回应学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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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需求。第四层次是有感深应，以学生为中心，针对

的深度，还可以丰富问题的解决方式，让教学管理服务

学生特殊情况和需求，在符合规范的前提下，提供个性

散发出“以生为本”的活力和魅力。
3

化服务。有感深应的姿态不仅关注期限，还关注困难、
资源和可能性，有助于缓解学生的紧张焦虑情绪，有助
于引导学生在共性化要求和个性化需求找到平衡。

结束语

“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引导探究式”的教学模
式是新时代高等教育教学的主要遵循，使得沟通越来越

2.3 解决问题是实现沟通艺术的目的

成为师生关系的重要依托、教学相长的重要前提。教学

解决问题的第一个沟通策略是循环提问，让师生

管理服务中的师生沟通是以具体事务为载体、以规章制

互动延展到未来。教育教学工作有其特殊性，学生有毕

度为纽带、以学生特点为基石、以服务协助为手段的交

业之日，但教学工作无完成之时。学生的流动性意味着

流互动，具有主体间性、冲突性、互惠性和教育性。教

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也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特别是

学秘书的沟通方式影响学生的状态，学生的状态影响学习

关乎学生未来的、长远的工作项目一直都在进行中。因

的进度，学习的进度影响学生的发展，学生的发展影响教

此，循环提问成了教学秘书解决问题的特殊沟通艺术。 育教学的效果和质量。教学秘书同学生的特点、情感、需
例如硕博连读、国家公派、招生毕业等是典型的“没完

求同向同频共振，将自己的热情、能力、经验、好奇融入

没了”的工作事项，从沿用学校政策，到形成学院思

与学生的沟通互动中，是赢得学生、完成工作的高效办

路，再到制定细则，三五年后又会开启新一轮修订。在

法，也是实现工作成效可预测、可持续的必然要求。

螺旋式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会有细节考虑不周，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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