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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行政管理创新之路

张亚琴

（贵州城市职业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摘要：一个机构的运行是离不开行政管理工作的，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我国的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高校的教育，在高校

的日常运行中，行政管理工作是最为重要的一方面，同时也面临着改革的冲击。行政管理推动教育更好更快的发展，使高校的行政管理体

系越来越完善，对于高校的行政部门改革势在必行。本文主要对目前高校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找出其存在的原因，以及为其提

出有一定建设性的建议，为现阶段高校改革的发展提供可以借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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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阶段，一所高校的综合素质主要是通

过高校的行政管理水平来体现的，行政管理

可以影响到学校对教学的管理，对人才的培

养，是教育工作的重要保障，也是后勤工作

最为重要的基础。所以，行政管理团队需要

较强专业的素质，可以做到为学校师生着想，

这样才可以有序的开展工作。这就要求管理

人员提高自己的能力水平，做到与时俱进，

积极响应社会改革的号召。随着现代社会的

发展，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也在一步步推进，

管理工作人员必须抓住时机，找出行政管理

的问题，为高校行政管理改革找出创新的新

路径。

二、高校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思想观念落后

在我国很多高校中，行政管理的工作大

多数都是由高校校长一个人直接决定，其他

参与工作人员只能去执行校长的决策，有意

见无法向上级反应，有苦说不出，这种行政

管理模式过于传统，往往不得民心。如果这

种情况出现的过于频繁的话，引起其他工作

人员的不满，直接影响到决策的执行，容易

产生“官本位”的思想。高校的行政管理工

作必须要遵从以人为本，服务师生的准则。

在行政管理工作中，不要总是按照旧的思维

去工作，这样的墨守成规恰恰不如灵活变通

收到的效果好。

很多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思想太老，不

愿意改变，这样一来，对于管理工作的改革

是一大阻力，难以接受新的事物，许多好的

行政管理方法根本就无法引入到高校的管理

中，这样会与社会脱轨，最终被社会淘汰。

同时，一些高校领导不重视行政管理的工作，

并且认为这项工作十分简单，这一点也会影

响行政管理的效能。

（二）信息技术带来的冲击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进步，

网络从当初的 3G 到现在的 4G，甚至将要问

世的 5G, 人们获得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并

且得到信息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一些刚刚发

布的新闻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人们就可以查

收到，国家的大事也是分分钟就可以遍布全

球，如此大的信息量，如此快节奏的生活，

人们阅读新闻的方式也在改变，阅读的速度

也在提升，大多数人开始习惯于浅阅读，只

获取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新闻和信息。但如果

高校缺乏一定的信息判断力，不关注国家和

社会的公共利益，随意地发布消息，这样就

会引起严重的网络舆情危机。在互联网的时

代，网络上转发的消息，很有可能就是假信

息，存在着一定的病毒危机。由于高校的管

理人员缺乏对网络舆情管理的经验，在处理

这一问题时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困难，因为消

息传播得太快，一些对于学校的不利影响就

会传播出来，影响学校的广大师生，如果行

政管理工作人员不及时地阻止这一消息的传

播，有可能会对高校产生毁灭性的打击。所

以，高校行政管理人员需要提高信息化水平，

专业素质，加强对舆情处理的能力。

（三）缺乏专业化管理

在行政管理中，管理人员的素质对于管

理效能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因素的，同时效能

与管理的模式紧密相关。就目前而言，教育

改革正处于一个新的势头之上，我国高校也

应该响应教育改革的号召，与时俱进，顺应

时代努力的发展，高校的行政部门更是如此。

但是目前管理政策却有着很大的难题，很多

高校的招人目标不明确，没有一定的考察方

式，所以招进来的人总是良莠不齐，选拔人

才的方法没有专业性。除此之外，对于管理

人员的培训也都缺乏经验，对于一个刚刚入

职的人员，并未对其进行培训就直接让其上

岗，这样会大大影响行政管理的效能，且不

说能让管理更加的得当，就是让管理不出现

一些原则性的错误就已经很好了。而且这些

没有参加过培训的人员在后期的管理也会出

现困难。在改革的过程中，高校以校企的模

式就行学徒制推广，运用于师生之间，让老

师带学生，培养其专业素质，迅速提升能力，

并适应新的环境。管理模式的多样化对行政

管理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目前很多高校在

行政管理方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权

利不明确，负责人应承担的责任也不明确，

有的权利出现重叠的现象，一个人员常常被

多个领导使用，而且领导的职责也出现一职

多人的现象，不同部门的人员还可以一起工

作，出现各种横向和纵向的合作。

三、高校行政管理的创新措施

（一）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行政管

理效率

当前的时代是信息发展的时代，科学技

术是一生产力，在快速发展的高科技时代，

高校对于科技必须重视起来，引进一些先进

的概念，思想，将高校的行政管理引入新时

代的潮流，新兴的概念例如“智能校园”“透

明校园”，以及一些“无纸校园”等。“智

能校园”就是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将学校拥

有的资源进行整合，实现优化、协调、数据

化的管理系统，比如说建一个网站系统，学

生可以通过网站了解学校的学习资源，可以

查找题库，可以查找空闲教室进行一些活动，

可以通过网上进去学校图书馆获得知识。此

外还可以使用校园一卡通系统，学生吃饭、

洗澡、购物等实现信息技术一体化，这些方

面都是信息技术的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

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云计算、大数据、移

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出现，信息技

术会使行政管理部门的效率得到提高，智能

化水平也会越来越好。“无纸校园”就是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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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使学生置身于一定的情感境况中，以

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情景

化教学最重要的是要有合适的教育情境与内

容，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充分利用音

响、图片、表演、多媒体教学技术等，本着

简练、准确、连续的原则进行设计，营造生动、

有趣、高效的课堂教学氛围，引导学生在鉴

赏教学中产生情感“共振”。这样，可以极

大地提高学生对声乐作品的感性认识，帮助

其快速理解音乐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情感，理

解声乐作品的创作原理和创作过程，懂得乐

器、音色的运用。

（四）通过调式、曲式结构分析来把握

声乐的情绪与层次感

调式是音乐思维的基础，是人类在长期

音乐实践中创立的音乐结构组织形式。音乐

调式会因国家与地区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

异。通过调式可区分某一地区文化、音乐特

点和风格。例如《编花篮》和《不要责备我

吧妈妈》都是由七音阶创作而成的，但调式

的差别使得二者风格差异很大，情绪变化和

走向也迥然不同。准确把握调式，可明确声

乐作品每个音段间的情绪显对比，准确把握

作品情绪的变化。曲式结构也是声乐作品非

常重要的结构部分，因为曲式能将声乐作品

中的调性、调式等要素进行整合统一，使之

形成一个和谐且高度统一的整体，进而实现

音乐形象塑造的目标。在高校声乐作品鉴赏

中，如果学生不能准确把握作品的曲式结构，

就会对作品的整体和谐性和作品的主要脉络

和情绪难以进行准确把握。如果掌握好曲式

结构，学生就会很快厘清音乐段落层次关系，

实现情感的顺畅转化和理解。

（五）准确把握作品的形象及风格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

独特的风俗习惯以及艺术价值理念，这就

使得声乐作品也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明显

标志。

在进行声乐作品鉴赏时，教师要先引导

学生理解作品的民族和地域特点，这样将有

助于准确保卫作品的艺术形式与风格。以《红

梅赞》为例，其民族风格和地域风格都非常

鲜明，整体曲调婉转优美，又坚韧刚毅，生

动地刻画了革命先烈江姐的质朴和不屈不挠

的形象。

在进行鉴赏分析时，只有先引导学生通

过民族风格以及音色塑造，来理解江姐的质

朴和顽强伟大的音乐形象，才能从心里上产

生情感的共鸣。产生对音乐审美的新感悟，

并在心灵中得到更深层次的情感升华。

三、结语

综上所述，“音乐是语言的尽头”，音

乐也是进行美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

途径。高校声乐作品鉴赏是高校音乐教育的

重要内容，为提高教学效果与质量，高校音

乐教师应立足学生实际，根据教学目标，不

断地创新声乐作品鉴赏教学策略，以更好地

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和音乐艺术审美、鉴赏

能力，推动高校音乐艺术教育实现健康、良

性的发展。

【作者简介】杨瑾（1979-），女，硕

士学位，讲师，研究方向为民族声乐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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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的整个流程不用纸张，这一方法为办公带

来了极大的便利，行政管理部门将办公都

在网络上进行，通过引入OA系统，大大地减

少了纸张的利用，极大地方便了广大教室的

办公，这样可以有效地提高办公效率，同时

在财政方面，方便了查询，标志的工资条消

失，审签流程系统上线，方便了领导的批阅

授权。

（二）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在高校的行政管理部门，行政人员是部

门的主体，在日常管理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所以该部门执行效率的高低，往往取决

于管理人员的素质。所以，在提高高校管理

部门的水平上，还需要重视人才的素质培养，

只有人才的素质跟上了，思想观念顺应社会

时代了，这样才能提高办事效率，提高工作

能力，故而，行政人员的自身素质是高校行

政管理应该注意的。但是，有些行政人员在

岗位上工作了多年，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

不愿意按照新事物的思想去解决问题，接受

不了自己不习惯的方法来进行管理，这就大

大地影响了办事的效率。最为明显的一点就

是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上，管理人员故步自封，

认为互联网办事效果不好，缺乏主动的积极

性，因此，行政管理人员的思想必须紧跟时

代的潮流。除了思想观念需要改变以外，在

理论和时间方面的培训学习也不能缺少，各

个部门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

科学的培训方案，参加培训班。让工作人员

在上岗前参加培训，提高专业素质，提升能

力，更好地适应工作，这些都是最为基础的

东西，必须进行学习。

（三）完善监督与效绩考核

高校行政管理监督的改革创新 , 需要利

用科技的力量。利用信息技术优化和改善

监督方法 , 提供更加便利的监督手段。借助

信息技术的优势 , 可以实现日常管理的集中

化、动态化、精细化等 , 及时发现并妥善处

理潜在的隐患问题。

目前，较为流行的信息技术就是大数据，

将数据分析引入到高校行政管理中，一些人

员的办事能力，效率就都以数据的形式整理

到一份文件中，形成个人档案，学校领导根

据每个人的能力可以将其分配到不同的岗位

中，这样可以充分地利用人才，防止人才流

失，使行政管理部门工作效率越来越高。

同时学校还应该建立网络监督系统，让

广大师生对学校的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提出

一些建议个意见，这样更有利于学校的发展，

同时也有利于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

四、结语

在当今时代的发展下，教育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重视，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成为学校

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

天 , 高校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充分利用信息化

技术手段 , 提高行政管理效能 , 完善监督和

绩效考核。

与此同时，管理部门的人员自身的素质

和专业的素养也应该进一步地提高，解放思

想，紧跟社会的潮流，从而将教育事业推动

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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