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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及一流学科为目的的

“双一流”建设已经进入操作阶段，教育部提出

的以加强本科教育提升本科教育质量为目的的

“以本为本”教育理念全面落实的背景下，一流

本科教育的问题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时下高等教育

改革发展的热点。如果说“双一流”建设旨在于

缩小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在创新型人才培养及知

识创新方面的差距，那么加强本科教育则针对学

术绩效主义影响背景下大学普遍存在的对本科教

育忽视问题的解决。“双一流”建设已经成为发

展高等教育的举国共识并已经进入实施轨道不必

多议，但后者还处在发动阶段有必要通过理论讨

论找到一流本科教育建设的重点和方向。 

一、“一流本科教育”概念及其之于“双一

流”大学建设的重要性 

对“一流本科教育”概念加以厘清，这是本

文不偏离主题的基础。首先可以确定本科教育是

一个大学教育层级的概念，据维基百科和百度对

“本科教育”（undergraduate education）的

界定：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中的中级层次的教

育，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的规定，本科教育属于第三级第二阶段的教育或

总第六级教育，它与专科教育、研究生教育构成

高等教育的三个层次，是高等教育的主要骨干力

量。关于“本科教育”的这一界定十分明确无须

更多讨论，而所谓“一流本科教育”无非就是在

“本科教育”之前加上“一流”这一反映水平程

度或质量要求的前缀，其“本科教育”的本质没

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关于“一流本科教育”“一流本科”及“一

流学科”概念清晰后，三者间关系亦可分析如

下：首先，“一流本科教育”是个完整的概念而

非“一流本科”，“一流本科教育”基础于“一

流本科”，但逻辑上两者是上下位概念的关系并

非同一概念，“一流本科教育”是对有特别涵义

的“教育”的强调，由于“教育”概念具有很强

的针对性或指向性即特指“人才培养”活动，所

以“一流本科教育”其内涵及意义更加具体，不

仅是一个指向人才培养活动的概念，而且是针对

一流人才培养或是以一流水平的本科教育培养人

才的概念。其次，“一流本科教育”与“一流学

科”不可割裂，但两者亦非等同的概念。“学

科”概念相对复杂，其代表一个内涵丰富的知识

领域，在西方学界“学科”不仅是知识体系的代

名词，而且还有学术组织的涵义，即人们对大学

“是依据学科或以学科为基本单位而构建的旨在

培养人才和知识创新的学术组织”，以及“学科

的逻辑起点是对高深知识的探讨和研究”这一共

识基本没有争议。就词义解读而言，“一流本科

教育”似乎是与“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捆

绑在一起的概念，然而“一流本科教育”并非仅

是“双一流”大学的独属和专利，因为非一流大

学同样可以努力于一流水平的本科教育并拥有高

质量的本科教育。如果把高质量的本科教育与大

学内涵式发展加以关联，上述结论则可以获得很

好的解释和理解，因为一流本科教育建设本身就

是大学内涵式发展的需要和目标，而落实和践行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使命是所有大学的责任而

非仅限于“双一流”大学。但“双一流”建设大

学对一流本科教育应当予以更多的重视，因为缺

失了一流本科教育的支持，“双一流”大学的建

设既失之基础也失之意义，所以本文主要讨论与

“双一流”大学建设密切关联的“一流本科教

育”问题。 

 在关于“双一流”大学建设的理论研究中，

我们已经确立了“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基本要

素”及“一流大学建设要以一流学科建设为着力

点和突破口”，尤其是“一流学科是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最为核心且最为紧要的基础，是支撑世界

一流大学这座学术‘大厦’的承重墙”这样一系

列的认识理性。事实亦然，凡一流大学尤其是世

界一流大学无不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一

流学科选择和建设以推进一流大学的发展进程和

实现其目标的。然而，尽管笔者之前对一流大学

作了“具有国际一流的学术实力、做出国际一流

的知识贡献、获得国际一流的学术声誉”的定

性，但同时也给予世界一流大学如下的概念界

定：“拥有一些世界一流学科和一流专业，聚集

了一群世界一流学者，吸引了一大群世界一流学

生，以世界一流的大学办学治校育人理念和世界

一流办学条件，构建了世界一流大学制度和世界

一流大学文化，能够培养世界一流专业人才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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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创造世界一流水平新知识的大学。”由此我们

可以推断：尽管“学科水平是决定和影响一所大

学之学术地位和学术声誉的关键所在”，但大学

的本质属性是负有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双重使命

的学术机构，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不仅是大学的

基本职能，亦是衡量和评价学科水平的两个不可

或缺的量标，对研究型大学更是如此。 

 以一流人才培养为目的的一流本科教育之于

一流学科的重要性决定了其之于一流大学建设的

重要性，这一重要性还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

度加以确认。虽然现代大学以知识的传播和创造

为目的，即以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为社会职能，

但自中世纪早期欧洲大学肇始于哲学、医学、法

律和神学四门学科知识的传播至今，专注于各级

各类人才的培养始终是大学不离不弃的基本职

能。放弃了人才培养，大学就不再是真正意义的

大学，所以耶鲁大学校长在新学期的开学致辞中

要对新生说“你们就是大学，你们要做大学屋里

的君主”。正由于耶鲁大学对本科教育的高度重

视，其毕业生无不以母校为自豪，即便获得牛

津、剑桥、哈佛等世界顶尖大学的博士学位，也

仍说自己是耶鲁的毕业生。在知识及其创新决定

胜负的时代，即便世界一流大学亦未敢忽视本科

生的教育，而坚定地把本科教育视为立校之本及

大学竞争力之根本。大凡世界一流大学尽管有诸

多的原创性知识贡献，但它们引以为自豪的却是

自己为国际社会培养了各行各界的领袖型人才，

也正是它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改变了社会发展进

程的卓杰人才而被社会所称颂并被一代又一代学

人所向往。 

二、一流本科教育的问题何在 

笔者在《杰出人才培养：大学必须守持学术

理性》一文中，对大学人才培养问题曾经做过

“育人使命缺失，办学内在驱动力缺失，人才培

养目标缺失，杰出教师的缺乏，优秀教材的缺

失，自由创新文化缺失”六个方面的归因分析。

现在看来这六个方面的问题在我国大学仍然具有

普遍性，“双一流”大学概莫能外。但相对而

言，“育人使命守持不够”“人才培养目标不

高”“培养方式落后”“创新文化淡薄”恐怕是

“双一流”建设大学更需要加以重视和亟待解决

的问题，倘若无视或悬置这些问题，对一流本科

教育及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无疑是有害无益的，故

有必要对上述问题再陈述及分析如下。 

（一）缺乏对育人使命的守持理性 

具有经典意义的大学自中世纪早期在欧洲创

生开始，其核心使命即人才培养，换言之培养人

才是大学的天职，大学天生就是为培养人才而创

生并得以发展的社会组织。然而非常遗憾的是，

自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等活动逐渐演进为大学的

社会职能并成为社会评价大学的重要度衡之后，

大学出于学术竞争和物质利益的需要不再专一和

单纯于人才培养，大学办学目标及社会职能的多

样性亦因此应运而生。继而随着高等教育层次的

分化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出现及其快速发展，大

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受到的冲击日益

严峻，并且渐而成为研究型大学既首当其冲又习

以为常的问题。在科学研究及研究生教育双重使

命的挤压下，研究型大学对本科教育的忽视其实

已经是一个在世界各国既有普遍性又时来已久的

问题，对世界一流大学而言或许问题更突出。

Harry Lewis教授在哈佛大学专事本科生培养的

哈佛学院任教30余年并任院长8年，他在《没有

灵魂的杰出》（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一书中严厉批评哈佛大学道：由于竞争现在的哈

佛大学只顾追求所谓的优秀，忘记了自己的一个

基本的使命，那就是对本科生的教育，教育这些

年轻人如何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从而也失去了

灵魂。阅读该书时，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访学日记写下如下的一段话：大学什么事都可以

不做，但决不能不做培养学生的事，那样大学就

不再是大学了；大学什么事都可以做，但唯独不

能做在社会司空见惯的庸俗化的事，那样大学也

就不是大学了。 

由于受诸如大学排名导致的学术绩效主义影

响，我国大学忽视本科教育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

遍性，研究型大学过犹不及。正是此因，近20年

来教育部对大学的本科教学工作予以了特别的重

视。继1998年召开全国高等学校第一次教学工作

会议后，2004年12月教育部在北京又组织召开了

第二次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这

次会议围绕“大力加强教学工作，切实提高教学

质量”的主题，提出和讨论了有关加大教学投

入、强化教学管理、深化教学改革、以更多的精

力更大的财力进一步加强教学工作的政策和措

施，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2018年6

月教育部又召开了“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

育工作会议”，专门讨论本科教育工作。在这次

会议上陈宝生同志代表教育部所作报告的主题就

是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

育”。这次会议虽然仅从“理念滞后”“投入不

到位”“评价标准和政策机制的导向”等三个方

面提出了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但是陈宝生同志

关于“不抓本科教育的高校不是合格的高校”

“不重视本科教育的校长不是合格的校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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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本科教育的教授不是合格的教授”，以及

“高校领导注意力要首先在本科聚焦，教师精力

要首先在本科集中，学校资源要首先在本科配

置，教学条件要首先在本科使用，教学方法和激

励机制要首先在本科创新，核心竞争力和教学质

量要首先在本科显现，发展战略和办学理念要首

先在本科实践，核心价值体系要首先在本科确

立”的表述，足以说明我们的本科教育在坚持

“以生为本”的育人使命方面还存在必须加以重

视和改进的问题。从教育部痛下决心整顿本科教

育已经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大学的积极响应来

看，我们的大学确实也到了需要认真反省反思本

科教育问题的时候了。 

（二）人才培养目标不高且缺乏操作性 

大学的人才培养是一项涉及诸多要素且十分

复杂的师生交流活动，为此笔者在早年竞聘上海

交通大学主管教学副校长的演讲中提出：人才培

养质量受制于包括“培养目标”“知识体系”

“培养模式”“教学制度”“大学文化”及“教

师素质”等诸多要素构成的“人才培养体系”。

由于“培养目标”是大学人才观在人才培养过程

中的集中反映，是大学之人才培养的具体要求和

规格标准，所以大学的人才培养工作既要以人才

培养目标设计为起点，又要以人才培养目标是否

得以实现为质量检验标准。前者强调大学之人才

培养体系诸如知识体系安排、培养模式选择、教

学制度设计及大学文化营造等均必须以培养目标

提出的要求为依据，而后者则强调明确的培养目

标是人才培养质量得以确保的前提。一言概之，

培养目标是大学人才培养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人才培养质量首先取决于人才培养目标的质量。

由于育人是大学的核心使命，即大学之所有工作

都是围绕着育人这一中心工作展开的，培养目标

之重要因此不言而喻。基于对培养目标的这样一

个基本认识，无论是旨在人才培养质量提高还是

针对人才培养问题改善的大学教育改革，均须对

人才培养目标的科学性率先予以研究和诊断。 

坦诚而言，尽管导致社会对大学人才培养质

量之颇多批评的原因不少，但对大学之人才培养

体系诸要素的考察不难发现，人才培养目标本身

存在的如下问题是必须加以重视并解决的。 

其一，对人才培养目标之于人才培养的重要

性认识不足。这是一个在我国大学具有普遍性的

问题，很多大学似乎就没有关于人才培养目标之

于人才培养及其质量具有引领性及其决定性这一

理性认识。为撰写本文笔者从网上下载并研读了

称之为C9的中国“常春藤”高校联盟的9所我国

顶尖研究型大学近 2-3年的“本科教学质量报

告”，其中 4所大学没有对培养目标的专门表

述，余者中虽然涉及人才培养目标但从其对人才

培养目标的表述，可以发现有些大学多少存在对

人才培养目标的意义及其作用认识不足、重视不

够的问题，甚至有的大学在培养目标的标题下游

离主题而言其他。 

其二，培养目标一般化缺乏挑战性及高标

准。在C9专门涉及了培养目标的5所研究型大学

的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中，尽管有的大学明确了培

养“创新人才”或“卓杰人才”的目标，但仅有

1所大学强调培养能够“引领未来发展的拔尖创

新人才”，这与我们旨在跻身于甚至挑战的世界

一流大学之“改变世界的人”“非同凡响的人”

的培养目标有着明显的差距。C9人才培养目标若

没有挑战性其他大学则可想而知。举目世界一流

大学无不是以培养各行各业领袖精英为己任的大

学，我们若甘于输在具有激发学生志趣和引领人

才培养体系构建的培养目标设计上，那么我们就

很难避免在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卓杰人才培养上

输掉的结局。 

其三，培养目标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整体

而言，我们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缺乏根据社会对

人才素质要求而提出的，对学生人格素质及知

识、能力结构整体发展加以综合考虑的有利于人

才培养体系设计的具体标准，必须承认或许正是

人才培养目标的空洞及其不可操作导致了我们不

少大学对人才培养目标的不重视。比如仅有“创

新人才培养”这一笼统的目标概念，没有对创新

人才人格素质、知识及能力结构的分解，之后的

知识体系及培养模式、教学制度及大学文化的设

计、选择、安排及营造就失去了依据。在一流本

科教育中，大学必须具有从一流人才培养目标率

先抓起的敏感性，针对人才培养目标存在的问题

尤其是落后社会发展需要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问题，创新人才培养目标体系，使之既有挑战

性、新高度又有可操作价值。 

（三）培养模式单一落后 

如果说知识体系抑或课程体系主要决定学生

的知识结构，那么培养模式亦即培养方式则主要

对学生的能力结构具有决定性影响。由于受过于

重视知识积累之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大学的培

养模式一直比较单一，长期停留在“课堂教学”

“教材教学”“教师教学”“群体教学”的阶

段，所做的最大改变无非是从板书教学“进化”

为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尤其是PPT教学。大学是最

需要把人文社会科学及现代科学技术最新及最高

水平的发展成果纳入人才培养体系，以培养能够

占据高新知识制高点的专业人才尤其是创新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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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且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使命的学术组织，其人才

培养模式单一本身即意味着落后，因为单一的培

养模式不仅不能解决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

性及有效性问题，而且极大掣肘了与时俱进地满

足时代发展对培养新型人才尤其创新人才培养的

需要。正如笔者在《培养目标达成：关于大学教

学原则重构的思考》一文所指出的那样，“在信

息化时代，虽然学生的知识积累及能力发展即获

得学业进步的途径多样化，但大学的课堂教学是

不可或缺的主要途径，课堂教学的重要性由此决

定”，但是“由于大学的教学过程绝不止于知识

的传授，还有人际情感的交流、科学态度的养

成、思维方式的影响、学术文化的熏陶、专业兴

趣的培养、问题敏感性及破解难题意识的形成、

师生品性的展示等等诸多影响的附加”，为了满

足学生多样性发展及创新能力培养的需要，大学

的人才培养模式就不能仅是单一的“课堂教

学”，即便“课堂教学”也不是单一的“教材教

学”“群体教学”及“教师教学”。 

其实，缺失了教学模式的多样性亦即培养模

式的多样性，尤其是缺失了科学研究、社会实践

等培养模式的积极参与，学生之创新能力和动手

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及提高几乎是不可能的。如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卡文迪许实验室之所以能一

代接一代地培养出众多的诺贝尔奖得主，绝非是

纸上谈兵的课堂及理论教学的结果，而完全得益

于实验室主任麦克斯韦教授多年来在人才培养过

程中十分重视动手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这已成

为该实验室人才培养之文化传统。卡文迪许实验

室不仅为学生系统讲授物理学理论，同时还开设

很多自制实验课程。麦克斯韦认为实验的教育价

值与仪器的复杂性成反比，他认为鼓励学生用自

制仪器进行实验，不仅有利于学生在不断修正失

败的结果中更好地掌握实验仪器及实验过程，而

且这种动手解决问题的实践本身就有利于学到更

多的东西。与卡文迪许实验室注重自制仪器进行

人才培养一样，MIT倡导“动手动脑”的人才培

养模式亦成为该校培养人才的优良传统。在这样

一种注重通过动手能力训练之培养模式的影响

下，MIT的学生绝不会满足一篇论文的发表，而

更热衷于在动手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明体现一些

属于自己的创新成果。 

（四）创新文化氛围淡薄 

大学是组织生态独特的学术组织，根据组织

生态理论“几乎所有的集体行为都发生在组织的

背景下”的学术观点，大学的人才培养活动并非

孤立的活动，亦是在特定的学术文化生态环境下

发生的现象，所以创新文化氛围不浓是大学一流

本科教育绝不能忽视的问题。何谓创新文化？即

“一切创新活动及其活动方式和活动氛围的总

和，是一种激发创新意识、崇尚创新精神、鼓励

创新活动、促进创新发展的文化生态”。在题为

《创新文化：决定大学兴衰的文化之魂》一文

中，笔者把创新文化要素提炼为“创新的价值追

求”“创新的思维方式”“创新的传统风气”

“创新的心理氛围”“创新的制度保证”等，其

作用在于“倡导和弘扬敢于独创、敢为人先、敢

于竞争、敢担风险的科学进取精神，营造和形成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及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

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社会环

境”。对照上述创新文化的要素及其作用，我们

大学的创新文化是否到了需要振臂唤醒的时候

了？这绝非危言耸听，而作为国家竞争实力重要

组成的大学事实上确实需要居安思危的警醒意

识，尤其在高新知识和科学技术之于国家兴衰成

败已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时代。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和中期亦即高等教育尚处

在精英教育的阶段，大学本科生就已经成为我国

科学研究的生力军并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进程

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曾几何时随着高等教育规

模尤其是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日益扩大，本科生逐

渐退出科学研究的舞台并被视为仅仅是来接受基

础知识而不具有科学研究能力的群体，他们在人

才培养过程中连接受科学研究训练的机会都日渐

减少，更休言参与知识创新的科学研究活动了。

在大学这样一种对待本科生的态度及忽视本科生

科学研究训练的培养模式转变中，鼓励本科生积

极参于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的文化亦随之衰微。

其实，在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这样一条彼此

高度关联的人才培养生态链中，忽视本科生科研

创新能力的培养之于其后续的研究生培养是一种

潜在的伤害。或许这就是陈宝生部长在“新时代

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本科

教育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基础。没有优秀的本科

毕业生，研究生教育就没有高质量的毛坯和种

子，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无法培养出

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本科生培养质量直接影

响到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的意义所

在。耶鲁大学前校长理查德·雷文曾经总结耶鲁

大学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帮助学生学会严肃认真

地对待各种思想观念，学会如何思考和分析。他

说耶鲁教授的使命是与学生一起接近和探索真

理，不只是教学生思考什么，而是教学生如何思

考。如果大学缺失了鼓励师生共同参与科学研究

的创新文化组织生态，学生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及

教师主动带领学生共同科学研究的集体行为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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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发生，大学知识创新的价值就会由于培养具

有知识创新能力的后继者的缺位而大大锐减。 

三、一流本科教育改革的重点和方向 

“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及“培养拔尖

创新人才”是国务院在《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提出的特别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上也强调：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

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办好我国高

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并以此来带动高校其

他工作。一流大学应立足新时代对卓越人才的需

求，深化人才培养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如

果说本科教育的核心使命在于人才培养，那么一

流本科教育的核心使命则在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

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仅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发

展战略的需要，亦是检验“双一流”建设目标达

成与否的重要指标。本文针对一流本科教育存在

的问题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讨论一流本科教育改

革的重点和方向。 

（一）立德树人：回归人才培养使命的坚守 

就大学组织的本质属性而言，人才培养是大

学存在和发展的首要理由，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

会组织的不变特征即属性特征。由于人才培养是

大学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因此大学的组

织架构、制度体系、学科建设、文化营造等都是

围绕如何高质量实施和完成人才培养这一根本任

务的设计安排，脱离了人才培养大学就不再是真

正意义的大学。如前所述，世界一流大学无不以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其立身之本并以此享誉世

界，所以一流本科教育必须以此为借鉴，在回归

“立德树人”使命的前提下，围绕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这一根本任务选择改革重点和发展方向。 

所谓“立德树人”，笔者认为其“不仅是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对培养什么人做出

的选择，亦是大学对育人为本之使命的坚守”。

关于“立德树人”笔者还有如下的理解：“立德

树人”是大学立身之本，是大学人才培养之职能

所致；“立德树人”是大学办学治校的方向所

在，“立德为先”是大学育人的价值之要；“立

德树人”亦是基于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对大学人

才培养提出的高标准高质量要求；“立德树人”

既是大学人才培养之不可或缺的文化营造，亦是

大学引领社会的文化之责。由此可以说明，“立

德树人”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所决定的，也

是大学之创生以来旨在人才培养的核心使命的内

在规定性决定的。所以在一流本科教育建设中，

我们不仅要以“立德树人”作为大学办学治校的

方向引领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接班

人，还必须以“立德树人”为思想认识引领回归

人才培养使命的坚守。国际社会包括世界一流大

学亦循此原则办学治校。如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

斯为坚持“学生培养高于一切”的治校理念而不

惜得罪传统势力强大的哈佛教授的世家利益，他

说：哈佛的伟大始终来自于当世界和自身需要发

生变化时的进化能力——以全新和创新的方法教

育一代代的学生，并从每个成功的学生身上获得

能量。正是守持这样的治校理念，其担任校长的

5年间取得的最大治校政绩即“积极重建本科生

教育”，他因此也倍受学生的喜爱和尊敬。哈佛

大学的另一位前校长德雷克·博克在《回归大学

之道》中这样写道：除本科教育需要确立务实的

目标外，“以学生发展为导向的本科教育需要依

靠大学自身（特别是大学领导人）使命感的推

动”。博克所说的使命感即人才培养的使命坚

守。毫无疑问，正是在坚定不移的育人使命感的

驱使下，哈佛大学自埃利奥特校长后的历任校长

无不把加强本科教育和提高本科教育质量视为办

学之重中之重列入治校之顶层设计。此即哈佛大

学在卓杰人才培养方面卓尔不群于世界的原因。 

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大学为推进国家的科

技进步、经济繁荣做出了其他无以替代的巨大贡

献，但是坦诚而言我们大学一度也出现过办学重

心偏于诸如热衷于新校区建设、本科教学评估、

提升大学排名而办学的问题。一些大学尤其是研

究型大学对本科教育的忽视，当然在一定程度上

源于研究型大学既有人才培养的使命又有知识创

新的责任带来的客观性，而知识创新的使命要求

大学以效率优先为首要原则加强具有排他性的竞

争在研究型大学表现得尤其强烈；然而问题的出

现更应该从不少研究型大学为了急功近利的学术

绩效提升需要而忽视甚至放弃了对本科生育人使

命坚守的主观性上找原因。所以笔者十分赞同陈

宝生同志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

议上关于“要回归大学的本质职能，把培养人作

为根本任务”“一定要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

的核心地位，一定要把本科教育放在教育教学的

基础地位，一定要把本科教育放在新时代教育发

展的前沿地位”的强调。 

（二）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创新人才培养

目标 

培养目标在整个人才培养体系中具有统领

性，因此提升一流本科教育质量必须从创新人才

培养目标入手，惟此才能根本改变培养目标定位

过低、培养目标同质化现象严重以及培养目标模

糊等带来的人才培养体系诸要素质量不高且操作



 

第7页 

 

性不强的一系列问题。笔者在《培养目标：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的价值引领》一文中，基于使人才

培养目标更具操作性的考虑，把培养目标分解为

素质、知识、能力三维共12个二级指标（见表

1）。但这仅是基于一般大学的具有普适性的人

才培养目标设计的，一流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目

标设计应该更富有个性特色和更高要求。一流本

科教育的最重要标志是一流人才培养，缺失了一

流人才培养目标，一流人才培养则失去方向引领

和依据支撑。 

较之世界一流大学，我国一流大学及一流本

科教育应该学习借鉴的是它们无不以培养各行各

业卓杰领导者为己任，如哈佛大学“培养社会各

领域的领袖人才”、巴黎高师“培养改变世界的

人”、麻省理工学院“为社会培养工程技术领域

的领导人才”等。在卓杰人才培养、创新人才培

养目标的问题上，以开环大学替代闭环大学为特

征的《斯坦福大学2025年计划》对我们一流本科

教育尤其具有启发意义。该教改计划之于传统人

才培养模式最具颠覆性的是其提出了旨在强调学

生个性发展的“自定节奏的教育”、体现能力优

先教育理念的“轴翻转”及“有使命的学习”三

大改革措施。对斯坦福大学这三大教改措施加以

分析不难发现，其无非就是在人才培养目标创新

价值引领下的一项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整体改革

的顶层设计。尤其是“有使命的学习”具有更强

烈的培养各行各业领袖型人才的针对性，其不仅

要求大学生树立远大目标奋发向上，而且要求大

学为大学生创造有利于他们形成社会担当意识并

把他们培养成既有领导力又有行动力之专业领袖

的学习和实践环境。可以说斯坦福大学这项紧紧

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之于

我国的一流本科教育极具启示价值。 

大学曾经是精英教育的机构，随着高等教育

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普及教育的过渡，大学

之精英教育机构的地位和作用亦成为过去并逐渐

接近于大众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失去了对

精英教育的需

要，因 为 面 向

更多人的大众

高等教育和高

等教育普及化

并不是也不能

取 代 精 英 教

育。我 国 正 处

在高等教育大

众化向高等教

育普及化过渡

的 阶 段，所 以

对于一流大学

及一流本科教

育 而 言，精 英

教育依旧是其

使 命 所 在。因

此在人才培养

目标设计创新

上，一 方 面 我

们既要强调大

学人才培养应

有 的 共 性，更

要强调富有大

学个性特色旨在培养领袖型人才的精英教育目

标。世界一流大学无不认为只有具备了专业领导

才能的人，才能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积极

的贡献。我们的一流本科教育亦应该确立这样的

人才培养理念。此外，世界一流大学十分注重根

据时代发展需要和大学自身特点对人才培养目标

加以与时俱进的调研和调整，从而保证人才培养

目标既有时代性又满足大学个性发展的需要。 

（三）能力发展优先：创新培养模式 

在“互联网+教育”及“人工智能+教育”的

时代，知识获取及知识积累的渠道和方式的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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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顺捷性，彻底改变了大学先知识积累、后能

力发展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如斯坦福大学在其

“开环大学”计划中就提出了“能力优先于知

识”的 所 谓“轴 翻 转”人 才 培 养 模 式（见 表

2）。为了将能力优先的人才培养理念转变为具

有操作性的人才培养模式，斯坦福大学甚至在教

学组织及教学制度方面进行了诸如“改变传统大

学按照知识来划分不同院系归属的方法，按照学

生的不同能力进行划分重新建构院系”这一不惜

“伤筋动骨”的改革选择。由此可见，在世界一

流大学的治校理念中培养模式之于人才培养是何

等的重要。关于教学及培养方法的重要性，耶鲁

大学原校长理查德·雷文提出过如下观点：教学

方法的问题是制约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主要原

因，因为不同的教学方法取得的效果是大不一样

的。对此，原教育部主管高等教育的副部长韦钰

院士在接受一个访谈时亦发表过一段富有远见的

看法：“未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依据海量的知识

储存和快速的算法，将会取代人类的许多工

作”，我们的教育“到底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这将是教育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已经无法

单纯地沿袭旧有的分科教学模式”。她认为：如

果我们的教育依然按原有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填鸭

式知识教学，不鼓励学生去探索去体验去自信地

解决遇到的问题，那么他们未来连工作都可能找

不到。所以现在学校教育着重要做的是培养学生

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笔者在人才培养问题上一直坚持这样的学术

立场：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取决于课程体系设计及

其内容选择，大学生的能力结构则主要取决于培

养模式。由于时代变迁对大学提出了能力培养较

之知识传授更迫切更重要的人才培养要求，所以

我们的本科教育尤其是一流本科教育必须强化如

下的教学理性：在“互联网+教育”及“互联网+

人工智能”的时代，必须积极应对现实和未来世

界的变化和需要，通过创新培养模式改进教学方

法以提高大学生的知识创新能力、动手解决问题

能力、不断自我学习和发展能力。世界一流大学

为满足一流人才培养，在不断挑战传统的人才培

养模式的基础上创造了许多个性特色鲜明的人才

培养模式，如哈佛大学以“核心课程与通识教育

为特色，注重学生个性发展与文化素质提升”的

全面发展模式，剑桥大学以“模块课程和研讨教

学为特色，注重质疑精神和理性思维培养”的自

主探究模式，斯坦福大学以“校企合作和实践应

用为特色，强调创造力培养和学以致用”的实践

提升模式，等等。美国研究型大学之所以能成为

世界各国青年求学深造最为向往的地方，绝非缘

于其研究型大学的历史悠久而关键在于其人才培

养的高质量尤其是其能够持续不断地批量化培养

创新型人才。究其根因，其有利于创新型人才成

长发展并脱颖而出的培养模式功不可没。比如它

们对本科生创业能力训练的重视，对旨在加强师

生思想交流以强化本科生个性发展、质疑批判精

神培养、解决问题思维方法及其能力训练的小班

化研讨式教学的重视，对本科生在教师指导下积

极参与科学研究的重视等，如此这些教学方法不

仅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确保本科教育质量的基本

手段，更是它们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法宝。据有关

研究资料表明，在美国“越是重视本科教育的大

学越强调小班教学的重要性，在芝加哥大学和哥

伦比亚大学的核心课程中，小班教学的比例甚至

达到了70%”。为此，斯坦福大学著名物理学家

张成晟在谈及中美两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不同

时特别指出：斯坦福大学认为教学需要创新，但

如何创新首先必须听学生的意见。名牌大学决不

能像一般大学一样几百人聚在一起上大课，因此

你就必须限定每个班不能超过18名学生并安排诺

贝尔奖得主等大师给本科生教学。 

如前所述，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我国大

学的本科生早已淡出了科学研究的活动甚至参与

系统的科学研究训练也鲜有机会，然而早已实现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美国研究型大学却把鼓励本科

生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写进了教学制度并专门设立

了为本科生参与科

学研究提供服务的

管理机构。2006年

我在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做访学

研究期间，应约赴

斯坦福大学与该校

原校长杰拉德·卡

斯 帕 尔（Gerhard 

Casper）会谈，访

谈结束后卡斯帕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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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送了一份该校当日校报《斯坦福报告》

（Stanford Report）给我，该报第二版头条题

为《40名学生毕业离校前获得燧石奖章和罗伯特

金奖章》的新闻立即吸引了我。所谓燧石奖章是

斯坦福大学专门授发给在工程和社会、物理和自

然科学研究项目上取得杰出成果的本科毕业生的

奖项，而罗伯特金奖章则是为本科毕业生杰出的

人文科学成果和创造性美术作品设置的荣誉，这

两个奖项都在本科生毕业前夕评选颁发。为优秀

毕业生建立奖励制度并不奇怪，但美国研究型大

学把为本科生开设旨在鼓励其积极进行具有创造

性价值的科学研究奖项视为一种开发本科生科学

研究潜能的人才培养模式并纳入人才培养体系，

这一培养模式的创新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更何

况它们在教学制度的设计上保证了本科生科研选

题及其成果均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社会价值。这

里不妨把当年斯坦福大学获燧石奖章的本科生及

其研究项目实录如下：Maiko E. Adachi，都市

研究：Gentrification &Neighborhood Change 

in Chicago（芝加哥中产阶层与邻里关系的变

迁），社会学老师指导；John Admas，生物科

学：Phylogenetic Bias inCorrelated Muta-

tion Analysis（动植物种类史的相互变化分

析），生 物 科 学 和 分 子 药 理 学 教 师 指 导 ；

Douglass  Allen，环 境 科 学 和 政 策 中 心 ：

Developing  a  Hydrogen  Infrastructure  in 

California： A Pathway Analysis（加州氢基

础设施发展的路径分析），管理科学和工程、经

济学老师指导；Elizabeth Almasi，经济学：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rect-to-

Consumer  Prescription  Drug  Advertising 

and Prescription Rates（针对消费者的医师

处方药广告与处方药价格的关系研究），经济学

与医学老师指导；Michael Bernstein，符号系

统：Taskpose： A Dynamic Task-Based Win-

dow Management Aid（工作姿态：一种基于任务

指向的窗户管理的动力支持），植物生物学和计

算机科学教师指导；Alison Brooks，生物学：

Molecular Mechanisms Determining SDS Sen-

sitivity  in  Tryptophan  Biosynthesis  Mu-

tants of S.cerevisiae（分子机制决定S.啤酒

色氨酸生物合成突变异种过程中科学数据系统的

敏感性），生物学教师指导；Eva Chen，心理

学：Learning Through Storybooks： Devel-

opment of Ideal Affect in Children（通过

小说学习：发展儿童的想象力），心理学教师指

导；Jonathan Chou，生物科学：Insight into 

Giant Axonal Neuropathy： Characterizing 

a New Interaction Between Gigaxoning and 

SCG10， a Microtubule-Catastrophe Factor 

Involved in Axonal Dynamics（巨神经轴突神

经病观察：Gigaxing与SCG 10的一种新相互作用

参与轴突动力学中的微管突变因子的表征），神

经病学和神经科学教师指导。坦诚而言，上述选

题的难度及成果价值并不亚于甚至远超出了我们

研究生仅出于获得学位的目的而完成的学位论文

的水平。 

鉴于世界一流大学在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方

面确实积累了不少值得我国研究型大学学习借鉴

的成功经验，我们的一流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上亦可以通过加强科学研究、科学实验及

社会实践、小班化及个性化教学、创业训练，以

及基于问题发现、讨论、解决及项目研究、能力

发展的教学等一系列富有参与性、启发性、发展

性的探究式、启发式、合作式与实践式等多样化

教学方式，为本科生创造有利于调动他们学习积

极性、自主性和激发批判性、创造性的宽松自由

的学习环境，把本科生从传统培养模式的教师中

心、教材中心、知识中心、课堂中心的被动学习

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而促进本科生独立思考能

力、信息处理能力、分析判断能力、质疑批评能

力、解决问题能力、创新创造能力的培养。 

大学之所以经千年之久而不衰，根本得益于

其对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使命的坚守。同理，世界

一流大学之所以对全球极具发展潜能的学术青年

充满吸引力，就在于其为国际社会持续培养和输

送了一代又一代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积极贡献的

拔尖创新型人才。正如剑桥大学第344位副校长

阿里森·理查德所说：剑桥大学之所以能成为世

界一流大学，主要是因为其培养了无数世界一流

的学生。麻省理工学院之所以能够在战后很短的

时间内迅速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亦在于其为世

界工程技术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众多的领

袖人才。所以我国的一流本科教育也必须以拔尖

创新型人才培养为坚定不移的价值引领来创新人

才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模式，这就是一流本科教

育改革发展的重点和方向所在。当然，大学创新

文化的营造及一流教师队伍建设之于一流本科教

育之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亦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但限于本文篇幅的要求将另文专门讨论。 

（眭依凡，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浙江杭州 310058） 

（原文刊载于《现代教育管理》2019年第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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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双一流”建设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

中心论题,将会塑造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

局。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教育部明确提

出,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础和基本

特征,要求“双一流”高校将建设一流本科纳入

“双一流”建设方案。这一政策逻辑来源于2016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与厦门大学联合举办的“一

流大学本科教学高峰论坛”。在这次高峰论坛

上,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

大学的立校之本,是一流大学成熟的标志之一。

应该说,世界一流大学必然具有一流本科教育只

是中国人的逻辑,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就没有

一流的本科教育。正如黄福涛在《什么是世界一

流大学的本科教育》中所言,现有的资料和案例

无法证明“一流大学提供的本科教育就是世界一

流本科教育”,“世界一流大学强调更多的是研

究生特别是博士阶段的教育,更加强调教师从事

世界一流的研究活动。鲜有证据或资料显示世界

前10名的大学在力争构建世界一流本科教育,宣

传自己的本科教育居于世界一流”。尽管如此,

“一流大学必然有一流的本科教育”在中国语境

下应该还是成立的。这是因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

分层现象严重,居于金字塔顶端的140所“双一

流”高校在生源质量、师资队伍、资金支持、政

策倾斜等方面处于“优先”地位。正如“世界一

流大学”是一场由中国发起的世界性运动,“一

流本科教育”是这场运动的延续。那么,什么是

一流本科教育?一流本科教育具有什么特征?这些

问题只能从中国语境中去寻找答案。本文以C9高

校“双一流”建设方案为分析对象,采用政策内

容分析法,探讨一流本科教育的基本内涵和主要

特点。 

二、分析框架 

在“双一流”建设的旗帜下,一流本科教育

成为了当前的热点问题。政府官员、大学校长、

主流媒体主要从一流本科建设与一流大学建设关

系的角度展开论述。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一流大学应有一流本科教育”,“没有高质量

的本科教育,就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学”,等等。然

而,对一流本科教育进行深入学理分析的文献并

不多。这是因为“一流本科教育”在当前主要以

日常语言存在。作为日常语言,每个人都可以对

“一流本科教育”陈述一番。日常语言最大的特

点是具有模糊性和歧义性。如果你不问我一流本

科教育是什么,我大概还知道它是什么；你一旦

问我一流本科教育是什么,我便不知道它是什

么。日常语言的优点是具有交流的便利性,可做

通常理解,可大致适用许多情况。然而,由于事物

本身具有多方面性质,而日常语言一般只是以一

种大致理解的方式陈述它,因此可能在一种陈述

形式下潜含多种解释的可能。如果不对其陈述的

语境进行深入分析,就会产生歧义。因此,有必要

对日常语义本身进行深入分析,进而将日常语言

转化为学术语言。 

当前也有一些文献对一流本科教育进行学理

层面的探讨。王强、周刚、朱启超、仲辉在《一

流本科教育的基本特征》中,从人才培养过程的

角度提出一流大学本科教育具有5个特点：高质

量的生源,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研究性的教学模

式,高水平的教学队伍,严格的淘汰制度。张大良

在《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

育》中,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提出了评定高校是否

办出一流本科教育的5个观察点,即“一是学校是

否具有一流的师资队伍；二是学校是否有政策制

度保障一流的师资配备到本科教育；三是学校是

否把一流学科优势和一流科研优势转化为教学优

势；四是学校的一流科研成果是否及时转化为教

学内容；五是学校是否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创新创

业人才”。别敦荣从比较高等教育的角度提出了

一流本科教育具有四个基本特点,即精英性、基

础性、综合性和创新性。卢晓东在2018年12月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共同举办的

“办好一流本科教育,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专题

论坛上,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一流本科教育的元

素,即留白、小班研讨、导师制、本科生科研、

非标准化考试、通识教育、本科生院。这些研究

对于理解什么是一流本科教育具有一定的启发

性。但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西方一流大学的办学

经验演绎而来,没有意识到一流本科教育主要是

一个中国“双一流”语境下的概念。本文基于一

流本科教育是一个中国“双一流”建设语境下概

一流本科教育的中国逻辑 

周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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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前提假设,考察C9高校“双一流”建设方案,

从政策内容分析的角度探讨中国语境下的“一流

本科教育”究竟是什么、具有什么特点。作为第

一批进入“985工程”的国家重点大学,C9高校不

但代表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最高水平,而且一

直担负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旗舰大学的角色,其

政策文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导向性。作为一种

“从公开的信息中萃取秘密”的研究方法,政策

内容分析法强调对各种政策文本所承载的信息进

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以发现和预测中国

“一流本科教育”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具体

地说,就是对所选择的9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

相关公开文本进行逐篇阅读,识别和归纳文本中

的相关内容,并对其进行编码。然后在编码的基

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归纳。一流本科教育实

质上是一流的人才培养。从人才培养体系的角度

看,影响一流本科教育的主要因素有：理念与目

标、教师与学生、知识与课程、组织与管理、教

学与研究。通过分析这5个方面的影响因素,考察

和归纳一流本科教育的关键特质和中国方案。 

三、一流本科教育的主要特质 

本文根据C9高校的“双一流”建设方案中相

关内容,从多案例比较的角度,大致归纳中国“双

一流”高校一流本科教育中的某些相关特征。 

1.理念与目标：精英教育与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 

精英教育最初的含义是一种适合自由民或有

闲阶层接受的自由教育,以培养人的杰出心智为

目标。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人们对精英教

育的贵族传统进行了民主化的改造,提出精英教

育是面向少数智力超群的学生。“任何社会都需

要内在性地追求理智的精英,通过自由教育可以

使精英取得卓越成就。而绝大多数人不具备接受

自由教育的能力。”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即将

迈入普及化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开始分化。

大部分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旨在培养大量生产一

线的实用技术性人才和高端熟练劳动者；“双一

流”高校则着力办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培养精

英人才,以满足国家创新体系和未来发展对拔尖

创新人才的需求。 

建设方案反映出(表1),C9高校都强调通过

通识教育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北京大学提出“培

养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

型、复合型优秀人才 ,培养能够引领未来的

人”；清华大学提出“致力于培养肩负使命、追

求卓越的人,使学生具备健全人格、宽厚基础、

创新思维、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浙江大学

提出“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领导者”；复旦大学提出

“培养各种领袖人才、行业栋梁及社会英才”；

南京大学提出要“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引领社会未

来的顶尖人才”；上海交通大学提出“培养具有

宽阔视野、科学精神、创新能力的服务于国家建

设的领军人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提出“致力

于培养国家和社会未来发展所需的科学研究、工

程技术和其他领域杰出人才”；哈尔滨工业大学

提出“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

富、本领过硬、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

才”；西安交通大学提出“培养具有健全人格、

人文情怀、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人才,培养具有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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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基础、科学素养、全球视野、求实创新精神、

能在各行业起引领作用的优秀人才”。尽管其表

述不一样,但都很重视通过教育发掘学生潜质,发

展通用能力和综合素质,而不是单纯的专业技术

培养。这种精英教育理念强调对人的全面培养,

使学生具备智力上的灵活应变和终身学习能力。 

2.教师与学生：一流师资队伍与一流生源

质量 

师资质量是决定本科教育质量的第一要素。

随着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一流大学师资配置是以

全球为舞台的。建设一流本科要求建设一流师资

队伍。为此,“双一流”建设高校必须在全球范

围寻找人才,提供有竞争力的条件(薪水、设备、

实验室、学生、图书馆等)。作为研究型大学,

“双一流”高校要求其教师从事高水平的科研,

热心教学工作。这是因为一流本科教育要求科教

融合,要求以学生为中心的师生互动,使学生受到

学术熏陶,广泛接触新思想。因此,除了上课,

“双一流”高校的教师与本科生、研究生在实验

室、科研项目或小型研讨会上一起工作,努力向

学生介绍最新进展,积极关心学生的学习和成长,

对学生严格要求。“双一流”建设方案表明(表

2),C9高校普遍采用国际化战略建设一流教师队

伍。所有学校都实行国际学术职业管理中的“准

聘-长聘”制度,按照世界一流标准在全球范围内

寻找和招聘一流教师。 

一流本科教育要有一流的生源质量。由于人

才培养质量难以测量,人们常常用生源质量来衡

量高校的教育质量。因此,生源质量成为了高校

重要的质量证据。正因为如此,国外一流大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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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重视生源质量,竭力吸引有可能成为领袖和杰

出学者的本科生。建设方案表明(表2),C9高校普

遍重视生源质量,学校通过大类招生、自主招

生、荣誉学院、国际化培养等多样化手段来吸引

优秀生源。事实上,其生源质量一直在全国位居

前列。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通过

“留学北大”“留学南大”“留学交大”计划吸

引全球优秀生源,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

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等也非常重视在全球范围内招收比较优

秀学生。 

3.专业与课程：跨学科专业与小班研讨课 

学科是一个知识体系,专业也是一个知识体

系。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载体,专业则是人才培养

的载体。科学研究可以在单一的学科范围内进

行,人才培养离不开跨学科的知识。从这个意义

上说,学科是一个单一的知识体系,专业是一个跨

学科的知识体系。虽然专业是跨学科的,但是专

业所依托的主干学科还是有限的。任何专业都要

依托一个或几个主干学科。根据专业依托主干学

科的不同,可以把专业分为三类：一是单一学科

专业,即所依托的主干学科只有一个。这类专业

是从单一学科的知识领域中选择核心知识教给学

生,如物理专业、化学专业等。二是跨学科专业,

即所依托的主干学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这类专

业是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知识领域中选择知识进

行课程组合,如牛津大学的PPE专业(Politics,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就是从政治学、哲

学和经济学中选择知识进行课程组合。三是以问

题为中心的专业,这是跨学科专业的一种特殊形

式,它突破了学科课程的范围,进入了活动课程领

域。它在选择知识建构专业时,以一个重要问题

为中心,跨越多个知识领域组织课程,如耶鲁大学

的“Women’s, Gender and Sexuality stud-

ies”课程、北欧一流大学中的“可持续发展”

课程。建设方案表明(表3),C9高校非常重视学科

交叉融合,都将开设跨学科专业和跨学科课程作

为一流本科建设的突破口,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和跨界整合能力。 

一流本科教育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普遍采

用小班研讨课。小班研讨课有利于学生参与、师

生互动,有利于开展启发式、批判式教学,是激发

课堂教学活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批判性

思维、跨界整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有效方式。开

展小班教学需要提高教师上研讨课的教学能力,

需要降低生师比,需要提高研讨课教室的比例。

建设方案显示(表3),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

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

安交通大学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小班教学,并采

取降低生师比、促进教师发展、增加小班研讨教

室等手段实施小班

教学。 

4.教学与研究：研

究性教学与本科生

科研 

现代大学有两种基

本的活动：教学与

研究。教学与科研

相结合是现代大学

的突出特点。当前

中 国“双 一 流”高

校普遍存在的一个

突出问题是教学和

研究两种活动未能

实现有效的整合,共

同支撑人才培养。

因此,建设一流本科

教育的关键是实现

科教融合,以一流的

科学研究支撑一流

的本科教育。科教

融合主要有两种方

式；一是研究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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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即开展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这是在传统课

堂框架下的教学改革。二是本科生科研,即本科

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或自选研究项目。这是对

传统课堂教学的突破。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本

科生科研学徒计划”和奥尔堡大学的“项目式教

学”。建设方案显示(表4),C9高校普遍认同科教

融合理念,十分重视本科生科研,主张通过“做研

究”提升学生能力。 

5.组织与管理：荣誉教育与本科生院 

荣誉教育是美国本科教育的一大特点。作为

美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美国绝大

多数一流研究

型大学都在本

科生教育阶段

设有荣誉学院

(Honors Col-

lege)。一 般

来说 ,能进入

荣誉学院的学

生就是学校的

尖子生 ,他们

毕业后不但可

以获得专业学

位 ,而且可以

获得荣誉学位。

荣誉教育引入中

国后,成为了中国

大学的实验班、

尖子班、天才班

和重点班,高挑战

性和高淘汰率是

这些教育计划的

共同特点。与荣

誉教育相关的一

流本科的组织模

式是住宿学院(书

院)和本科生院。

住宿学院(书院)

是牛津大学的首

创,也是牛津大学

对世界高等教育

的伟大贡献。在

书院管理模式下,

学生学籍属于住

宿学院(书院),学

生可以自由选择

任何一个专业,不

受专业学院的限

制。在住宿学院 (书院)的启发下 ,一些“双一

流”高校开始成立本科生院。与住宿学院(书院)

一样,学生学籍不属于学术性系科,属于本科生院

及其所属的住宿学院或书院。书院和本科生院的

成立有利于促进通识学习和通识教育,有利于发

展跨学科专业,有利于本科生院与专业学院的分

工协作。 

为了实施精英教育、培养拔尖创新人才,C9

高校都开设了荣誉教育,成立了荣誉学院乃至本

科生院(表5)。比较有名的荣誉学院有：北京大

学元培学院、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复旦大学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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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本科生院)、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浙江大

学竺可桢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志远学院、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英才学

院、西安交通大学华罗庚学院。其中 ,浙江大

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等C9高校还成立了本科生院,开展通识教育。 

四、讨论与结论 

本文介绍了中国C9高校一流本科教育的基本

理念和改革动向,尽管存在个性差异,但其共性特

征十分明显。C9高校的“双一流”建设文本在很

大程度上说明了“双一流”语境下的中国一流本

科教育具有如下特质：精英教育、高素质生源、

一流教师队伍、跨学科专业、小班研讨课、研究

性教学、本科生科研、住宿学院(书院)和国际化

培养人才。这些特质具有内在关联,精英性是一

流本科教育最本质的特点。一流本科教育实质上

是一流的人才培养。在当代社会,一流的精英人

才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跨学科的知识广度、杰出

的心智、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和创造力。

要培养这样的人才,需要建立起一流的人才培养

体系。首先需要实施高水平的通识教育。高水平

的通识教育要求建立一流的通识课程体系。建立

一流通识课程体系的基本策略是开设一流跨学科

课程,全面实施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实施通识

教育和跨学科课程最好的制度载体是住宿学院

(书院)和本科生院。其次,需要实施科教融合和

小班研讨课。科教融合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研

究性教学；二是本科生科研。科教融合有利于本

科生在探究、讨论过程中完成知识的积累 ,在

“做研究”中培养批判思维和创造能力。小班研

讨课是课堂教学的革命,是实现课堂从大班走向

小班、由灌输式走向研讨式、由浅层学习走向深

层学习的关键。小班研讨课的核心元素是参与式

教学,这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批判

思维和创造力的有效方式。再次,需要人才培养

的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国际化,一是要求有国际

一流的教师队伍。只有师资队伍一流,才能保证

人才培养一流。二是需要吸引全球范围的优秀生

源以及学生培养国际化。由此可见,培养精英人

才是一流本科教育的目标,而高素质生源、一流

师资队伍、跨学科专业、小班研讨课、研究性教

学、本科生科研、住宿学院以及国际化人才培养

是实现精英教育目标的具体措施。 

不容忽视的是,一流本科教育是中国“双一

流”建设语境下的一个概念,是从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中引申出来的一个下位概念。中国“双一

流”高校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拥有强大的科学研

究。中国大学曾经只有教学职能,通过“211工

程”“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大学科研职

能正式确立。我们知道,现代大学与传统大学的

一个重要区分是科研职能。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

立过程实质上就是科学研究进入大学并实现体制

化的过程。“双一流”高校的教师既从事科研活

动又从事教学活动,通过科教融合,以一流的科研

支撑一流的人才培养。因此,一流本科教育除具

有精英性特点外,还具有学术性。一流本科教育

的第三个特点是基础性。这是因为中国“双一

流”高校主要以研究生教育为主。据统计,中国

140所“双一流”高校其本科生只占全国本科生

总数的9.8%,而其博士生却占全国博士生总数的

82%。事实上,英美一流大学的标志是一流的博士

教育,而不是一流的本科教育。可见,一流本科教

育只是一流大学的基础,这是中国一流本科教育

强调培养基础宽厚且扎实的高素质人才的主要原

因。此外,中国一流本科教育也是问题导向的。

我们之所以提一流本科教育,是因为中国大学教

育出了大问题。当前中国本科教育存在的最大问

题是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即没有一所学校能

够培养创新人才。耶鲁大学校长莱文明确指出,

“中国大学尚缺乏两大要素：一是多学科的广

度；二是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中国学生不能只做

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必须学会自己思考”。人们

寄予一流本科教育的希望是建立一种新的人才培

养体系来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与创造力。根据国

际经验,通识教育最有利于发展学生的独立思考

和判断能力,最有利于成长出一流的头脑。正如

莱文所言,通识教育的本质就是发扬批判性独立

思考的自由,充分培育人的心智,使人从偏见、迷

信和教条中解放出来。可见,一流本科教育具有

的第四个特点就是通识性或批判性。至此,我们

可以归纳出中国一流本科教育的四个最基本特

点：一是精英性,即一流本科教育以培养拔尖创

新人才为目标；二是批判性,即一流本科教育通

过通识课程培养学生批判思维和判断能力；三是

基础性,即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的基础,旨在

为一流博士教育提供基础宽厚且扎实的高素质人

才；四是学术性,即一流本科教育重视科教融合,

通过开展研究性教学和本科生科研,培养学生高

阶思维和创造能力。 

（周光礼，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计划

特聘教授、教育学院副院长，北京 100872） 

（原文刊载于《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

报》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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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历史回溯   

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本

科教育经历了从被置于边缘地带到回归大学基础

的艰难历程。美国研究型大学中的本科教育，依

其地位与角色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

段。自19世纪后期研究型大学创立到20世纪上半

期，本科教育在研究型大学中始终处于边缘化的

地位。二战结束后，随着研究型大学中科学研究

和研究生教育的高度繁荣，本科教育尤显式微，

但也正是这一时期，部分研究型大学开始关注到

本科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改革

尝试。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

育改革全面兴起，本科教育备受忽视的状况得到

扭转，其基础性地位得以确立，充分彰显研究型

大学特色与优势的本科教育成为推动研究型大学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研究型大学初创时期的本科教育 

研究型大学的源头可追溯到德国1810年创办

的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确定了“教学与研究相结

合”的原则，由此奠定了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基

础。在德国的影响下，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南北战

争后开始形成，“大学”一词被赋予了新的含

义。“以前，它跟‘学院’(College)这个词交

替使用，但是现在，它指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机

构，该机构的任务，除了‘本科生’(为了把大

学学位攻读者跟追求更高级研究的人区分开来，

这个词变得通用起来)教学之外，还有研究和职

业培训。”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

学。曾留学德国的首任校长吉尔曼(Daniel Gil-

man)提倡教学与研究的统一，主张大学教师要在

某个专业领域实现教学与研究的结合。在选聘教

授时，他更看重教授的学术水平而不是教学能

力。他甚至认为，新大学的目标应该是推进高深

知识和培养研究生，本科生教育则可留给其他机

构。值得庆幸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本科

生教育并没有留给其他机构，吉尔曼后来又调整

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如果不以良好的本科生

学院为基础，一所大学是难以兴盛的；因而，如

果需要的话，应鼓励本科生学院的创办，并将之

作为大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自此以后，

教学与研究的冲突和对立以及由此产生的争论始

终伴随着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并随着研究生教育

的不断发展，原来一枝独秀的本科生教育不可避

免地失去了在大学中的中心地位。 

1900年美国大学协会(AAU)的成立成为研究

型大学的转折点。该协会对研究型大学提出了明

确的要求，即满足“高等学习、研究生教育和通

过研究促进知识增长”。协会最初有14所会员学

校，1920年增至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16所学校。

研究型大学群的出现无疑大大提升了美国大学的

层次和水平，它使美国的尖子大学最终形成一种

双层体制，一层是“学院”或本科生，另一层是

“大学”或研究生。这种体制从其系统的组织和

规模来看，尤其是从研究生层次来看，是现代欧

洲所没有的。   

然而，这种体制的负面影响也接踵而至。它

营造了一种环境，使雄心勃勃的专业学者把教本

科生看作一种分心和负担。甚至有大学把本科教

育移交给没能成为研究者或以前是研究者的二级

教师。而在某些市内高校，甚至还有计划把本科

生拉出主校区，送到某个位于郊区的附属学院

去。在大学招聘人才时，要求减轻教学负担，以

保证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科研，成为教授们讨价还

价的重要指标。不仅如此，许多研究型大学要用

本科生的学费来补贴研究生教育，而用研究生来

承担本科生的课程。在赫钦斯任校长前，芝加哥

大学本科生的许多课程由研究生讲授，系里安排

研究生承担教学任务并支付报酬。本科生将许多

时间花在一些幼稚的无意义的课外活动上，教育

质量堪忧。这一时期，美国本科生教育受功利主

义影响颇深，为适应现实需求，专业和学科门类

大大拓展，出现了过度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倾向，

大大降低了大学的智力标准和价值准则。 

美国研究型大学 

本科教育的百年变迁与省思 

贺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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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赫钦斯出任芝加哥大学校长，开始

以自由教育的理念着手改革本科教育，以期提高

本科教育的质量。赫钦斯认为大学的主要职能是

培育人，而实现这一职能的主要方法就是自由教

育。他将“永恒的学科”看作自由教育的核心，

而“永恒的学科”就是经典名著，西方的名著涵

盖了知识的所有领域，“一本经典名著在任何时

期都具有现实意义，这就是其经典之所在”。 

尽管赫钦斯的努力对美国大学过分追求实用

和强调职业的倾向性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

实际影响有限。赫钦斯曾说：“当一所学校为谋

取金钱而决定采取一些行动，它必定会丧失其精

神。”然而正是赫钦斯任校长期间，芝加哥大学

与联邦政府签订了大批的合同，这所大学正在迅

速地成为一个技术研究机构。1944年，芝加哥大

学年度预算增至3100万美元，达到了战前水平的

3倍；其中2200万美元来自政府合同。在研究至

上的年代，赫钦斯的理想和提高本科教育质量的

尝试只能是空中楼阁或昙花一现。  

(二)二战后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 

二战期间，美国大学科研直接为战争服务，

除原子弹外，雷达、盘尼西林、电子计算机等都

是大学送给战争的“厚礼”，大学对战争的胜利

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研究型大学更是发挥了主

导作用。二战后，联邦政府和美国大学之间建立

了合作伙伴契约的关系，联邦政府对高等学校的

科研资助大幅增加，这些科研资助极大地增强了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科学声望和成就。1945年，时

任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长的万尼瓦尔·布什

(Vannever  Bush)在向杜鲁门总统提交的《科

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中，强调基础研究的

重要意义，声称政府对于基础研究的资助符合公

共利益。该报告奠定了战后美国科学政策的基

础，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研究型大学的发展。 

研究型大学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的迅猛发展不

可避免地导致本科教育的弱化及边缘化。虽然有

人看到了本科教育的诸多问题，力图用各种措施

挽救每况愈下的本科教育，但研究型大学重科研

轻教学的倾向还是占据了主流。本科生在战后研

究型大学中成为一个被忽视的群体。有学者说：

“忽视本科生教育是战后大学的内在特性，因为

教师获得奖酬的依据是研究成果的数量、培养博

士生的数量以及从外面拉来课题经费的数量，而

不是投入本科生教育的时间和精力。要调整大学

的奖酬制度就需要重新思考大学和处于大学核心

地位的外部研究资助之间的关系，而这显然是大

学管理者所不愿看到的。” 

本科生和教授的之间关系日渐疏远。“大学

变得越来越大，同时越来越缺乏人情味；学生即

便想和教授们取得联系也不可能，也没有机会和

他们就自己的价值观和情感进行讨论和交流。”

在哈佛大学甚至有人抱怨，“哈佛是一个没有人

情味的、冷漠的地方，没有人关心学生身上发生

的一切”。   

在斯坦福大学，本科生不满讲座式教学，渴

望开设小型的讨论课并与教师有更多的“个人接

触”。他们尤其不满导论性课程，原因之一是导

论课都是由研究生承担的。此外，很多课程的实

验室部分也是由研究生负责的。他们很少回答学

生的提问，作业解答也是书面的，而不是口头

的，因此根本没有互动。1954年就有调查表明，

斯坦福大学对于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的关注导

致了对于本科生的忽视。以至有人悲观地认为，

本科生教育和科研与研究生训练是难以同时兼顾

和协调的事情。 

战后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窘境引发了

有识之士的思考，一些大学也开始有所行动。

1949年，麻省理工学院在《刘易斯报告》(Lewis 

Report)中指出，大学首要的使命是本科教育，

本科教育的领先地位将有助于其他工作的顺利开

展。1955年，斯坦福大学有关调查指出：大学不

仅对本科教学重视不够，而且教学质量也处于危

险之中。然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高等教

育发展的黄金时代，对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的重视

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本科教育的地位。 

20世纪70年代，在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

夫斯基(Henry Rosovsky)主导下，哈佛大学以改

革本科生课程为突破口，推出“核心课程”体

系，旨在为本科生奠定广博的学术基础。“核心

课程”改革强调基本技能，重视思考和科研方

法，大部分课程由教授承担。核心课程成为20世

纪80年代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的先声。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

育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

育质量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克尔和加迪撰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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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大学在为提高中等教育质量作出贡献的同

时，如何保证并提高大学本身的质量，是80年代

面临的一大问题。”   

1983年，美国联邦教育部任命了一个“美国

高质量高等教育研究小组”，一年后，该小组提

出了题为“投身学习：发挥美国高等教育的潜

力”的报告，指出了本科生教育中存在的日益下

降的学生成绩、课程的过分职业化和文科教育的

削弱、教师对自身职业的“彷徨困惑”、大学物

质设备和教学设备的恶化、重视数量而忽略质量

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报告指出：对改善本科教育

来说，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学生投身学

习。所谓“投身学习”，指的是大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投入了多少时间、精力和努力。此外，还应

该有严格的要求和正规而定期的评价和反馈。为

了促进学生投身学习，报告提出了27条建议，旨

在提高本科教育质量，以促进各年龄层最大多数

学生的学习和个人发展。 

1987年，经过4年的调研，卡内基教学促进

基 金 会 出 版 了 由 欧 内 斯 特 · 博 耶 (Ernest 

L.Boyer)执笔的《学院——美国本科生教育的经

验》一书，该书从八个方面指出了美国研究型大

学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包括中学教育与高等教

育之间的不衔接，目标的混乱，教师对工作的忠

诚“被割裂”以及教师职业发展的竞争，课堂中

一致性与创造性之间的冲突，校园中学术生活与

社会生活的相互隔离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

改进的建议，包括提高新生质量，加强普通教

育，重建学术标准，丰富校园生活，完善学院管

理，改进本科教育评估体系等。与此同时，大学

教授们也开始撰文批评大学，“几乎所有的批评

都指向了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其中，较为一致

的观点是：本科课程缺乏统一目的，本科教育质

量下滑；大学变成就业训练基地，博雅教育不再

是其核心；大学教授只关注自己的研究，不关心

教学和学生。博克 (Derek  Bok)说：“遗憾的

是，在过去20年的批评浪潮中，人们并没有提出

任何实质的改革建议。”  

20世纪80年代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和改

革的又一个黄金时代，而这次改革的热点则是探

讨如何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如斯坦福大学1983年

成立由校长负责的“合作计划”专家小组，研究

如何加强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以提高大学新生质

量问题；明尼苏达大学成立“本科教育实施专家

组”，提出了提高本科教育质量的四要素：把每

个学生作为学习者来看待；教师应该把学术研究

的内容贯穿到教学之中；本科教育应提供重要的

知识、价值和基本技能，以促进终身教育；避免

将研究生教育模式照搬到本科教育阶段。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1981年成立了“促进本科教育委员

会”，经过调查分析，该委员会向学校提交报

告，提出了以加强本科教育为核心内容的改革建

议；1986年，麻省理工学院开始了新一轮的本科

教育改革，重点是加强普通教育，设立跨学科课

程，文理渗透，取得了良好效果，被认为是“二

战”以来该校最彻底的本科教育改革。 

然而，在一些学者看来，进入20世纪90年代

以后，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状况并没有明显改

观。哥伦 比亚大 学学者 安德鲁 · 德尔班 科

(Andrew Delbanco)在描述这一时期的美国大学

时写道，一方面，很多大学，尤其是在排名中高

居前列的大学，与金钱世界走得非常近……今

天，顶尖大学的领导人在他们的校长薪水(七位

数不再闻所未闻)之外捞点外快，加入高报酬的

企业董事会，这种事很常见。另一方面，在学术

界的精英圈子之外，很多大学教师薪水过低，工

作过量，牺牲自我来一心培养学生。但是，大众

很容易忽视他们，只顾着看他们那些更耀眼的同

事：广受媒体追捧的教授坐着喷气式飞机满世界

飞，从阿斯彭到达沃斯无处不在，在电视上神

侃，由此获得的声望比在所属高校教书还多。 

大学对研究经费的追逐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

程度。据1994年《高等教育年鉴》报道，哈尼曼

大学(Hahnemann)已经“威胁要解雇任何教师，

如果它吸引的研究基金达不到其工资的 50%～

100%”。该大学医学院院长为此辩解道：“如果

IBM公司要求从雇员那里获得(生产力)，为什么

我们不应该要求学术界的生产力呢?它是一个大

产业。” 

1995年，受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资助，美

国成立了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委员会，在当年由

该基金会主席博耶主持的首次会议上即提出：应

该彻底评估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现状。博耶去世

后，委员会以博耶的名字命名。经过几年的调

查，博耶本科教育委员会发表《重建本科教育：

美国研究型大学蓝图》(Reinventing  Under-

graduate Education：A Blueprint for Amer-

ica's  Research  Universities)的报告 (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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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耶报告”)，报告明确指出，相对于在知识

创新和完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美国研究型大学

在本科教育方面却“常常是失败的，而且还在继

续衰落”，报告认为：“本科生的学费是大学收

入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些经费帮助支撑了科研项

目和研究生教育，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付费的本

科生得到的却不及其学费所值。”由此，重建研

究型大学本科教育迫在眉睫。为此，报告提出了

十个方面的建议，包括树立以研究为基础的学习

标准，创建以探究为基础的新生年，新生基础上

的本科构建，消除跨学科教育的障碍，建立交流

技能与课程学习之间的联系，创造性地使用信息

技术，取得最佳的经验，把研究生当成实习教师

培养，改革教师奖励机制，培养社区意识等。 

在博耶报告的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美国研

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重建风生水起。1997年，杜

克大学就成立了课程评估委员会，发表了《课程

2000》报告，认为杜克大学通识教育的目的和可

以实现的目标是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判

断能力，学会有效地获取综合和交流知识的方

法，形成对现实中及历史上重大问题的看法，开

展研究和解决问题，发展从事艰苦工作所需的顽

强意志和能力。普林斯顿大学从1996年秋季学期

起推行新的本科学生通识教育计划，要求学生学

习的内容更为广泛且文理渗透。90年代末，特拉

华大学将1992年开始在医学课程中试行的探究式

学习推广到所有理科基础课程，成绩斐然，1997

年，美国科学基金推动在全国推广这种遍布科

学、数学、工程、技术等学科的本科教育改革。 

鼓励本科生参加科研是研究型大学重建本科

教育的重要内容。麻省理工学院早在1969年就启

动了“本科生研究机会计划”(UROP)，鼓励本科

生参加教师的整个科研过程，到1995年，该计划

吸引了四分之三的本科生、超过一半的教师，每

年发表论文100多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90年

代推出“本科生科研学徒计划”，学生以学徒身

份参加指导教师的科研项目，该计划深受师生欢

迎，取得良好效果。据博耶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

委员会的调查，接近60%的研究型大学成立了校

级本科生科研管理机构，33%的研究型大学本科

生科研实施院级管理。20世纪90年代，美国已出

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1992年2月，雪城大

学新任校长肯尼思·肖(Kenneth Shaw)宣布了一

项“以学生为中心的研究型大学”改革计划，其

核心是把学习放到大学使命的中心位置，通过教

学、研究、奖学金、创造性成果以及服务促进学

习。大学建议教师要从学习者视角出发设计课

程，甚至鼓励教授将他们的研究案例在本科课堂

上进行介绍。教务长吉希恩·卫考说：“我们对

研究的基本原则是看它如何能促进我们学生的学

习”，其次是“它(如何)促进我们的学科”。亚

利桑那大学1995年宣称自己是一个以学生为中心

的研究型大学。大学致力于投资本科教育，很快

实现正式教师所教授的低年级课程的比例提高三

分之二的既定目标，学生参与研究经历的数字超

出预期。80%的教师获得好评，被认为不能胜任

的数目微不足道(小于1%)。   

为了提高本科生教学的质量，许多研究型大

学采取各种激励措施鼓励教师投入本科教学。有

的安排名师为本科生开课，有的设立专门的本科

教学奖项，有的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本科教学，博

耶本科教学委员会2002年的报告显示：35.2%的

受访院校认为本科教学是进行晋升与授予终身教

职决策时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45.1%的受访院

校表明在过去的3年中已经采取了新的改革措施

以鼓励教师在本科教育中取得优异成绩。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研究型大学以

其卓越的成绩，赢得了世人的赞誉。正如罗杰·

盖格(Roger L.Geiger)所说：“美国研究型大学

迈入21世纪时，正处于史上最强的状态。来自世

界范围内的学者和高级研究人员在此寻找机会分

享学识。总的来说，科学家们将这些机构视为进

行研究的最好场所。美国有能力的高中毕业生倾

向于在这些高校进行本科学习。捐赠者以更多的

馈赠表达着他们的赏识。” 

二、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省思 

本科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几乎贯穿了美国研

究型大学百余年的演进历程。回溯历史不难发

现，正确认识本科教育的基础性地位，科学平衡

本科教育与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的关系，着力

打造充分体现“有研究型大学特色”的本科教育

发展模式，是确保研究型大学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因素。 

(一)正确认识本科教育在研究型大学中的基

础性地位 

在研究型大学中，本科教育究竟扮演着什么

样的角色、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是引发有关研究型

大学本科教育问题的源头，同时也是贯穿美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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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型大学本科教育发展与改革历程的核心因素。

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中，特别是在其二战以前

的演进历程中，本科教育的地位问题始终没有得

到确定而有效的解决，处于极为尴尬和模糊的窘

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为美国第一所现代意

义上的研究型大学，在成立之初甚至并未将本科

教育纳入其办学范畴。1900年成立的美国大学协

会是美国首个研究型大学团体，协会将优质的研

究生教育和卓越的科研成就作为接收会员学校的

主要标准，其中并未涉及本科教育，这在某种程

度上进一步加剧了本科教育在研究型大学中的艰

难处境。及至二战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在

评价研究型大学时，本科教育仍被排除在外，

“比较研究型大学的三个最为相关的衡量标准分

别为研究支出、教师在同行心目中的质量以及博

士生教育的声望和规模”，这似乎形成了把本科

教育和研究型大学割裂开来的事实印象。 

那么，本科教育之于研究型大学真的是可有

可无的附属品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

针对本科教育在研究型大学备受忽视的情况，早

在二战之后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

快步走向繁荣的黄金时期，就已经有部分大学开

始深刻反思，呼吁正确认识本科教育与研究型大

学的关系。1949年，麻省理工学院(MIT)发布的

《刘易斯报告》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性成果。报

告指出，无论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发展到何种

重要程度，本科教育都是MIT的首要使命和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作为大学基础的本科教

育存在，大学也将不复存在，因此，“本科教育

是每一个麻省理工人的责任”。20世纪70年代领

导发起哈佛大学本科课程改革的博克校长也充分

表达了对本科教育的重视，他认为，本科教育对

于哈佛大学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毕竟是本

科生使大学充满了朝气，给校园生活带来了生机

与活力。20世纪80年代研究型大学开始全面改革

本科教育之后，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社会公

众，都已经充分认识到本科教育的重要价值。曾

任康奈尔大学校长的弗兰克·罗德斯 (Frank 

H.Rhodes)表示：“公众是通过本科教育直接认

识大学的，研究型大学的成败与否完全系于本科

教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研究型大学是

否还需要本科教育的质疑和追问早已销声匿迹，

相反，如何更好地加强本科教育、保持本科教育

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则取而代之成为几乎所有研究

型大学都所关注的重要课题，本科教育在研究型

大学中的基础性地位已经得到了包括研究型大学

在内的美国整个高等教育界的普遍认可。 

本科教育在研究型大学中的基础性地位有着

充足的现实依据，不仅体现在本科生为研究型大

学带来了稳定而丰裕的经费来源，更在于本科生

群体和本科教育对研究型大学在追求和实现其内

在使命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研究型大学致

力于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而其最主要的生源就

是研究型大学自己培养的本科生。据博耶委员会

调查，仅1991-1995年，研究型大学培养的科学

与工程学博士中就有56%是其本科毕业生。研究

型大学投身于前沿性的学术研究，而思想活跃的

本科生在很大程度上则能够为之提供源源不断的

创新性思维，诚如博耶报告所言，在研究型大学

这种知识生态系统内，各式各样刺激因素之间的

互动形成大学一种特殊的知识环境，健康的整体

是由每一个健康的部分组成的集合，借助这种互

动的生态系统，高产的研究人员可以在与那些朝

气蓬勃、富于想象、热情洋溢的本科生的交流中

找到新的刺激和新的创造力。可以这样理解，占

据基础性地位的本科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研

究型大学保持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科学平衡本科教育与科学研究和研究生

教育的关系 

科学研究、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是现代研

究型大学不可或缺且又相互支撑、互为补充的三

个有机组成部分，MIT前校长查尔斯·维斯特

(Charles M.Vest)明确提出，研究型大学的定位

在于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独特地融合

在一起，为学习和发现创造出空前的机会——从

而保持教育与研究两者的前瞻性和活力。这是正

确认识研究型大学中本科教育与科学研究和研究

生教育相互关系应有的科学态度。   

就本科教育与科学研究的相互关系(也可以

具体概括为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来说，在研究型

大学中，教学与科研是能够而且应该形成共生、

互动、互融的和谐生态关系。一方面，亲自从事

一线教学的科研人员，能够从精力充沛、富有争

鸣和探索精神的本科生群体中获得其他途径无法

提供的学术灵感，进而为自己的科研工作提供精

神资源；另一方面，优秀的教学也同样需要科研

活动为之提供不竭的动力支撑。诚如罗索夫斯基

所说：“大学水平的教学没有科研所提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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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灵感是难以进行的。”就此而言，在研究型大

学中，一名优秀的教授本身应兼具两种角色，既

是学术专家，也是教学精英。 

教学与科研的共生关系，为正确理解研究型

大学中本科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提供了合理的

视角。本科教育的成败系于教学，优质的教学需

要同样优质的科研作为支撑。博耶在《学术水平

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一书中提出的观

点值得深思。在书中，博耶将大学学术工作分为

发现、综合、应用和分享四种类型，他指出，发

现的学术是通常所说的科研，而分享的学术则指

教学，两者对于学术的发展和传播都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且不能互相替代。 

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打破了所谓“科研高尚而

教学平庸”的错误论断，为恢复和巩固本科教育

在研究型大学中的地位、正确处理教学和科研的

关系提供了认识框架，进而为保障研究型大学本

科教育质量、协调本科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关系奠

定了理论基础。 

在研究型大学中，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之

间的关系同样值得关注。在研究型大学的初创时

期，曾有人主张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重心应放在

研究生阶段，本科教育不应(或主要不应)由研究

型大学来承担。而在其后续变迁历程中，由于事

实上形成的研究生教育之于本科教育的强势地

位，故此给人在研究型大学中研究生教育要优于

本科教育的印象，甚至进而演化成一种认识误

区，即“研究型大学=强大的研究生院=研究生数

量多于本科生数量”。 

实际上，研究型大学中的研究生教育和本科

教育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两者在地位上也不应

存在孰高孰低的考量，其对研究型大学而言具有

同样重要的意义。很多优秀的研究型大学对此也

有清醒的认识，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曾公开

表示：“伯克利的发展既依赖于发达的研究生教

育和科学研究，也依赖于发达的本科教育。”一

方面，在研究型大学中，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

在培养目标和价值取向上有显著差异，前者带有

明显的通识性或博雅性，而后者则侧重于专门化

和专业性，对于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而言，两

者缺一不可同时也无法相互替代。从这个意义上

说，将两者置于同一平台进行比较，特别是简单

的规模比较并没有实际意义。另一方面，本科教

育与研究生教育在研究型大学内部构建起了相互

促进、互为支撑的关系，优质的本科教育不仅为

研究生教育提供了持续而稳定的后备生源，同时

本科生的部分学费实际上也被用于支持研究生教

育的开展；反之，优秀的研究生群体能够对本科

生形成巨大的示范效应，吸引着众多本科生投身

于对学术的探索，而且大学在研究生教育方面的

教学经验和培养模式也能够有效地迁移到本科教

育领域，当前研究型大学所盛行的鼓励本科生参

与科研活动的做法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生

教育的影响。 

此外，美国研究型大学历来有鼓励研究生担

任助教辅导本科生的传统，尽管这一现象曾受到

诟病，认为这是研究型大学轻视甚至敷衍本科教

育的表现，但实际上由优秀的研究生作为教授助

手参与本科教学的做法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因为

这些研究生在“年龄上与学生(指本科生)相近，

他们对所从事的学科抱有热情，而且这种热情是

可以传递给学生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20

世纪90年代启动的本科教育改革计划中明确将加

强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学习交流作为重要内容，强

调鼓励本科生参与研究生的研究项目，也鼓励研

究生作为助教参与本科教学。这一在实践中取得

显著成效的改革进一步说明，本科教育与研究生

教育在研究型大学内是能够结成互助共赢的良性

生态架构的。 

(三)着力打造充分体现“有研究型大学特

色”的本科教育发展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

诟病最多的是其质量问题。很多学者认为，美国

的研究型大学，尤其是那些顶尖的研究型大学，

其本科教育存在着严重的质量滑坡：本科课程体

系缺乏统一目的，本科教育质量已经开始贬值；

大学开始逐渐变为提供就业帮助的训练营，博雅

教育已不再是其核心；大学教师只关注自己的研

究而无暇关注学生。正如博克所指出的：“许多

毕业生的文字功底无法令雇佣者满意。尽管教师

们把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作为大学教育的首要目

标，但许多毕业生仍然不能对复杂的非专业问题

作出清晰的推理和分析。能够使用一门外语的学

生更是少之又少。多数人甚至没有选修过一门有

关‘数理推理’的课程，没有掌握民主社会中

‘知识公民’应该具备的知识。 

以上这些问题不过是所有复杂问题中的冰山

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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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观点认为，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

育质量并非如学者所批判的那样糟糕。一项全美

范围的调查发现，超过80%的本科生对所在大学

的教学状况感到满意，在那些被列为批判典型的

顶尖大学——斯坦福、普林斯顿、哈佛、耶鲁，

学生们的满意度甚至更高，校友从不吝惜对母校

的溢美之词。对此，博克指出：“总体上，大学

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知识面、道德推理能力、

数理能力等都获得了长足发展。多数大四学生认

为自己在智力上取得了实质的进步。这些结论同

样得到了就业市场的认可：学士学位获得者的待

遇远高于仅仅拥有高中学历的人。”针对学者的

批评，博克反问道：“如果这些批评有那么点道

理的话，学生和家长们一定会站起来抵制大学

的……如果大学真的陷入了危机，学生们为什么

还对大学如此趋之若鹜呢?”对此，博克的解释

是，一方面本科生们的确从研究型大学中获益良

多，这种本科教育仍值得称道，但另一方面，它

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就研究型大学所享有的

地位和声誉而言，其本科教育远未达到应有的期

望值。  

那么，符合“期望值”的研究型大学本科教

育应该是何种状态呢?很显然，研究型大学本科

教育可依托的最大优势，就是研究型大学本身。

在研究型大学中，本科生能够有机会涉足各个学

科前沿学术领域，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到一流的学

者和一流的研究，这种优势是其他大学所不具备

的，它们突出了本科教育中研究的积极作用，并

强调了研究型大学的独特优势，大学的研究声望

因此被直接用以吸引本科生，发挥研究型大学的

学术优势，积极探索“有研究型大学特色”的本

科教育发展模式，由此成为当代美国研究型大学

本科教育改革的基本趋势。 

实际上，在充分利用研究型大学自身学术优

势、推动本科教育发展方面，很多研究型大学已

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如MIT于1969年启动

的“本科生研究机会计划”，该计划旨在鼓励

MIT的本科生作为初级助手参与教师的科研项

目，使其有机会亲身体验科研工作的各个环节，

包括制定研究计划、提出研究建议、开展研究活

动、分析数据、以口头和书面形式提交研究成果

等。通过参加该计划，学生们能够获得对学术研

究的感性认识，积累研究经验、形成研究技能、

培育研究兴趣。自1969年启动以来，每年都有大

批学生参与到数量众多的科研项目中来(仅2015

年9月以来，MIT就为全校本科生设立了近100个

科研项目)，学生来源和项目分布几乎覆盖MIT的

所有院系、专业。 

以MIT本科生研究机会计划的成功实施为开

端，美国众多的研究型大学结合各校科研优势和

本科教育需求，也陆续制订了类型多样的鼓励本

科生投身科研活动的计划方案，如加州理工学院

的“本科生暑期研究伙伴”(Summer Undergrad-

uate Research Fellowship，SURF)计划等，斯

坦福大学还开办了专门的《斯坦福大学本科生科

研期刊》(The  Stanford  Undergraduate  Re-

search Journal)，用于刊发该校本科生的科研

成果。可以说，本科生科研已经成为美国研究型

大学本科教育的常规性活动，加州理工学院校长

托马斯·罗森鲍姆(Thomas F.Rosenbaum)甚至

把科研视为本科生大学经历中“一项基本的构成

要素”，由此可见，本科生科研在美国研究型大

学中的推广程度。 

此外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本科生参与科研活

动，既为学生积累学术经验、锻炼科研技能提供

了平台，同时也深受教师们的欢迎，因为它“提

供了一种杰出的平衡，它不仅给学生以教育性体

验，还给科研项目和导师提供了重要的价值”。

哈佛大学一位指导本科生参与科研活动的教授曾

表示：“当这些年轻人在我的实验室工作时，我

总能受到他们的启发，他们的那些想法对我的研

究工作而言，简直太奇妙了。” 

总体而言，美国研究型大学努力构建的“有

研究型大学特色”的本科教育发展模式，由于充

分发挥和利用了大学自身的科研优势，满足了研

究型大学本科生这一特定群体的学术发展需求，

同时也能充分观照大学教师的学术工作实际需

要，因而得到了大学管理层、教师、学生的积极

回应。可以预期，美国研究型大学对这种本科教

育发展模式的探索仍将继续深入。   

（贺国庆，宁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

江宁波 315200） 

（原文刊载于《教育研究》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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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9年，斯宾塞提出了“什么知识最有价

值？”这一命题，不仅引起了关于知识本身的争

论，更是引起了对教育的深刻反思。在斯宾塞命题

提出之前，教育传授确定性知识是不证自明的。知

识关乎课程，课程关乎教育，教育传授知识这一公

理性的认知，由于斯宾塞命题的提出，需要我们从

知识价值的前提来重新思考教育的价值与意义。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不仅是认识论层面对知识价

值合法性的拷问，更是在本体论层面思考确定性知

识与不确定性知识的范式转换。随着云计算、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快了工

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变革，加速了确定性知识向不

确定性知识的范式转换，不确定性知识越来越占据

着主导地位，由此对本科教育产生了深刻冲击，面

向不确定性知识的本科教育改革成为世界高等教育

发展的共同关注点。 

  一、不确定性知识对本科教育改革的价值意

蕴 

  人们对知识的认识受到多种外在客观条件和自

身认知水平的制约。随着社会发展、知识的演变和

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关于知识的认识会发生根本

性的变革。用库恩关于科学范式转换的概念模型，

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关于知识的范式转换，总体趋势

是从确定性知识范式向不确定性知识范式的转换。

在知识范式转换过程中，不确定知识的主要表征发

生了变化，面向不确定知识的本科教育诉求也发生

了根本性变革。 

  （一）不确定性知识的主要表征 

  在知识演变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由确定性知识

向不确定性知识的范式转换。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满

不确定的世界里，寻求确定性知识是人类与生俱来

的梦想。无论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奥利亚、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还是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尔、莱

布尼茨，抑或是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洛克、贝克

莱等，都沿着各自不同的道路殚精竭虑地追寻着确

定性知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自然科学架起

确定性知识的大厦。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

典的自然科学受到量子力学的挑战，牛顿力学无法

解释微观世界的粒子运动规律，量子力学“测不准

原理”颠覆了确定性的立论基础，发生了确定性知

识向不确定性知识的范式转换，不确定性知识占据

了主导地位。“不确定性确乎渗透我们的行动和思

想。它构成我们的世界。”与确定性知识相比，不

确定性知识是指知识反映事物和行为时的随机性、

不肯定性、不完备性、不稳定性，包括知识经验基

础和理性基础的不确定性、知识生成过程的不确定

性和知识成果的不确定性三个方面。关于知识的不

确定性在哲学界、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知识

历史学界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明。我们可以从知

识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知识类型与知识标

准五个方面来诠释不确定知识的主要表征。 

  1. 从本体论上来看，知识是从主体和客体之间

相互作用中发生的。不确定性知识强调知识的不确

定性是一种本体性存在，而非仅仅是主体认识结果

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指事物或过程具有一定的

规律性或真理性或完备性，但又同时具有一种不肯

定性。与确定性知识观强调“规律”和“必然性”

在事物发展中处于支配地位不同，不确定性知识观

强调“偶然性”和“必然性”共存，各自发挥自己

的作用，将“偶然性”纳入了世界演化的自然法则

之中，与“必然性”共同决定事物发展演化过程。 

  2. 从认识论来看，知识的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符

合知识自身演化发展的规律，是对知识本身认识的

深化。波普尔认为人类理性认识是“处于完全的偶

尔性和完全的决定论之间的某种中间物。”人类对

知识的认识具有相对性和主观性，确定性知识所倡

导的绝对化、普遍化和客观性在一定程度窄化了我

们认识世界的视野，虽然我们并不否认知识在一定

程度和某些方面上存在确定性。 

  3. 从价值论来看，对确定性知识和不确定性知

识的认识涉及价值主体的主观判断和对知识意义的

理解。确定性知识观强调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

因而强调价值中立，“放之四海而皆准”才是知识

的价值所在。而不确定性知识观强调知识是社会建

构的产物，关注到知识的主体建构性和主体差异

性，因而注重知识的相对性和知识主体的价值偏

论本科教育从“教学范式” 

向“学习范式”的整体性变革 

吴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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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知识对认识主体来说是具有一定的价值目标，

因而，知识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4. 从知识的类型来看，知识生产是主体对客体

发挥主观能动的产物，当我们对知识本身发出 

“谁的知识”这一提问时，就会发现确定性知识观

所倡导的普适性知识和基于实证主义科学的单一性

知识的合法性就受到挑战。受建构主义的影响，不

确定知识观主张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和文化的传承

性，因而，知识是多中心、多类型的。从知识生产

方式来说，既有全球性知识，也有独特的“本土知

识”和“民族知识”，全球性和本土性共存，而非

单一的普世中心。 

  5. 从知识标准来看，确定性知识强调知识的一

元性，对错分明，非此即彼，通过对特定时空范围

内具有普遍性知识的确定性探求，旨在对社会事件

做出尽可能合理的解释，并预测未来发展的多种可

能性，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提供确定的图景。不确

定知识认为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体现出主体的多元

性，知识标准具有场域性和情境性。正如华勒斯坦

所言，“对于一个不确定的、复杂的世界，应当允

许有多种不同解释的同时并存。不确定性知识的多

元性标准，强调知识标准的亦此亦彼，旨在强调探

索世界的多种可能性存在，需要多维创新来推动人

类认识水平的提升，推进社会的不断发展。 

  （二）面向不确定性知识的本科教育价值诉

求 

  布鲁贝克指出，追求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的逻

辑起点，不同的知识观决定教育范式的差异。不确

定性知识观对高等教育影响是革命性的，使高等教

育系统在发展演化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基于此，本

科教育的价值诉求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1. 倡导培养学生创新思维。随着人工智能、云

计算等信息科学的迅速发展激发起的革命性变革，

知识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了教育的不确定性，因

此，对于本科教育改革的方向，我们要努力寻找

“位于确定性世界与纯机遇的变幻无常世界这两个

异化图景之间某处的一个‘中间’描述。”而不能

将之约化到可推断、可准确预言的结局，窄化了教

育目的，阻滞了学生创造性的发展。面向不确定性

知识，本科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培养人的想

象力和跨学科的处理综合复杂问题的高阶思维能

力。这就要充分认识到教育环境的复杂性和未来发

展的不确定性，重视学生发展，采用有利于学生探

究不确定性知识的教学模式，促进学生探究性学习

和创新性学习，培养学生适应变化的环境，以及发

现解决问题的创造力。 

  2. 发挥教育过程的主体性。教育的不确定性意

味着教育过程中有着多重选择。本科教育改革是面

向生命主体的活动，重视教育主体的内在体验和生

命感悟，为此，基于不确定性知识的本科教育价值

诉求必须重视教育过程主体性，在审视和理解教育

确定性之合理性的基础上，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与不

确定性之间的统一与动态平衡，鼓励学生积极主动

学习，实现教育主体间的平等对话，促进学生对知

识的意义建构和个性发展。本科教育范式的变革，

要从过去发挥教师的主体性到重视学生的主体性，

进而形成基于学生成长的师生之间的主体间性交往

关系，真正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让

每个学生有个性地学习。 

  3. 关注教育内容的生成性。本科教育的价值诉

求处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而非一成不变的确定

性。本科教育内容的生成性是将教育视作教育主体

主动参与的过程，是学生创造性的一种表现，通过

师生共同创造和主动构建，理解教育内容的意义与

价值，不断生成新的学习经验，进而不断拓展教育

内容。面向不确定性知识的本科教育，更加注重教

育内容面对不确定性知识和多元化知识，强化教育

主体对教育内容的生成性理解，由以往重视客观存

在的知识转向关注学生发展，学生的“学”成为本

科教育内容的关注点。 

  4. 注重教育价值的个体性。在不确定性知识观

中，学生的成功不仅仅是本科教育的一张文凭，更

重要的是获得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本科教育的价值

具有个性化和多元性。后现代主义教育理论认为，

“知识的获得不可避免地具有‘个人特色’，知识

是个体创造的、发明的，而非发现的。”本科教育

可以归纳出文化传承、知识创新与健全国民培养等

一些有普适意义的共性价值，但是，对学生发展来

说，即便是同样的教育环境和内容，因学生个体的

内心情感体验不同，教育结果也会迥然不同。本科

教育要承认教育结果的不可预测性，教育活动的不

确定性也影响到人的发展的不确定性，本科教育的

价值要适应人的发展目标的不同追求，对自身经验

的体验升华的差异，由此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二、面向不确定性知识的本科教育实践困境 

  不确定性知识是对知识认识的深化。无论接受

与否，目前，本科教育已经迎来不确定性知识的挑

战。但是，我们的思维模式仍然停留在确定性知识

范式之中，由此造成本科教育改革的诸多困境。 

  （一）本科教育改革理念滞后，追求确定性

知识 

  面向不确定性知识，本科教育范式必须要有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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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变革。1995年，巴尔和塔戈在《从教到学：本

科教育的新范式》一文中指出首次使用范式概念来

描述本科教育改革的性质和范围，指出本科教育要

从“教学范式（Instruction Paradigm）”向“学习

范式（Learning Paradigm）”转换，并且指出1980

年代以来美国本科教育质量提升运动改革失败的重

要原因之一，是改革者们没有认识到本科教育改革

是一场范式变革，而把它看成是仅限于教学活动和

教学质量的局部改革。1995年，博耶委员会发表对

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评价是“常常是失败

的，而且还在继续衰落”。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本科

教育认识理念的滞后。2018年6月，在成都召开了

我国高等教育史上首次本科教育大会，会议主题是

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强调本科

教育是大学的根和本。 

    本科教育大会的召开不仅是对本科教育质量的

关注，更深层次的目的是推动本科教育范式的变

革，推动办学理念、组织、管理和制度的创新。教

育理念对本科教育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决定着本科

教育发展的方向。对确定性知识追求的大学教育模

式，马克·吐温提出尖锐的讽刺：“大学就是这样

一种地方，老师的笔记直接变成了学生的笔记，只

是谁也不动脑子。” 

    目前，我国本科教育仍然局限于对确定知识的

传授，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

心的“老三中心”仍然是绝大多数高校的本科教育

模式，弱化了对不确定知识的探索与追求，无法培

养与训练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 

  （二）本科教育专业壁垒阻隔，缺乏对知识

的整合 

  我国本科教育专业设置主要是按学科门类划

分，专业划分过细一直是被诟病的问题。强化专业

归属和知识专业化，阻隔了跨专业知识的整合。学

科既是知识分类的组织单位，也是一种规训，对学

科共同体内部成员起着保护与约束作用，排斥学科

共同体外来者的侵入，进而形成了不同学科研究者

的之间屏障，学科界限与学科壁垒由此产生。随着

知识自身的演化与发展，吉本斯等人提出知识生产

传统由“模式1”向新的“模式2”的转变，注重多

样化的技能、跨学科的合作、组织的柔性以及知识

的实用价值。学科知识的交叉和跨学科组织的形成

才能满足当今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需要。目前，我

国高校本科教育阶段过于强调学科知识体系的系统

性，围绕确定的知识体系所分化的专业知识彼此割

裂，造成专业之间“壁垒森严”。围绕专业知识形

成确定课程体系，学生在既定的课程“轨道”上重

复前车之辙，不愿涉及其他学科专业领域知识，不

能很好地开展跨学科专业间的有效交流与沟通，尤

其是通识课程与人文教育未能与专业教育、科技教

育有效结合起来，本科教育所获得的知识无法得到

有效整合，本科教育被简单地完成学分、获得文凭

所替代，所应有的注重文理基础教育、人格完善和

职业基本修养的功能在本科教育中被弱化。“二

战”以后的美国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博耶对美国研

究型大学过于专业化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我

们主要的敌人是‘割裂’……在大学内部是系科

制、严重的职业主义和知识的割裂”。 

    本科教育专业设置过于专业化，导致课程设置

的碎片化。巴尔和塔戈将此描述为学科、院系相对

独立，一个教师一个教室，在规定时间完成相对固

定的教学内容，50分钟一节课，每周3节课3个学

分，学位等同于累积的学分数。这种现象阻隔了教

师横跨不同学科和专业的教学，本科生无法获得跨

学科、跨专业的学习经验。 

  （三）本科教育教学学术缺乏，教师重科研

轻教学 

  博耶、舒尔曼等人所倡导的多元学术观和教学

学术运动，将教学纳入到学术的范畴之中，认为教

学也是一种学术，通过科学研究推进教学的改革，

实现科研与教学的融合。教学学术性对本科教育的

改革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面向不确定性知识，本

科教育要开展以“问题”和“探索”为中心的教

学，以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探索精神”。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之后，受绩效主义和审计文化

的影响，大学教授只关心研究，不关心教学与学

生，教师重科研轻教学成为影响本科教育质量的重

要因素。芝加哥大学校长哈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研究工作是首要的，其次才是提供教学；教师晋

升的依据主要是科研而不是教学”。目前，我国本

科教育中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阎光才教授对全国

35所原“985工程”和“211工程”建设大学的教师

调查结果显示，高水平大学中重科研的制度与价值

取向的确是影响教师在本科教学的时间投入与投入

热情的重要因素，即科研与本科教学之间在时间与

精力投入上存在一定的排斥效应。 

    重科研轻教学是教师对科研与教学关系理解的

偏狭，对本科教育应有责任的误读，更深层次的原

因是教师对不确定性知识在本科教育中的重要性认

识不足，直接影响是教师更愿意在课堂上讲授自己

所研究的特别专的知识，课程内容中的知识体系却

更加零散，综合性、探究性的知识在本科教育中被

有意无意地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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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科教育学生主体式微，缺乏主动学

习投入 

  曾任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的沙尔迪瓦说，“本科

教育产生了静悄悄的革命：重点相对从研究转向教

学，而教学被重新定义为学生参与研究。面向不确

定性知识的本科教育，需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意

识，学生参与学习、投入学习才是学习成功的关

键，让学生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对自己的学习负

责。然而，我国本科教育阶段学生的主体性式微，

学生缺乏学习动力，学生学习投入不足的现象比较

普遍。澳大利亚籍学者约翰·比格斯（John 

Biggs）用“中国学习者悖论”（the Paradox of the 

Chinese Learner）来描述中国大学的主体性式微现

象：中国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重视知识的接收和死记

硬背，依赖教师的知识传授，追求学习可能带来的

外部收益。吕林海教授和龚放教授在对中美研究型

大学学习经历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在包括“师生

互动”“课堂讨论”“深层学习”“学业习惯”和

“学习努力”等有关学生主体性发挥的影响因子

中，中美研究型大学都存在着显著性差异，且都对

学生的学习经历满意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清华大

学史静寰教授领衔开展的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

踪调查（2014—2017年）数据显示：中国大学一年

级和大学四年级学生能够在课堂上经常提问、讨论

和经常质疑教师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的比例远远低

于美国同年级大学生。 

  三、面向不确定性知识的本科教育实现路径 

  克鲁岑指出：“科学充满着不确定性”。相比

科学而言，教育更加具有不确定性，面向不确定性

知识需要本科教育整体由“教学范式”向“学习范

式”转型，推进本科教育的系统变革。在学校宏观

层面回归学生中心，中观层面的专业课程设置要回

归全人教育的价值目标，微观层面要加强师生互

动，回归师生共同体，促进学生产生“有意义学习

（meaningful learning）”。 

  （一）回归学生中心，构建学习中心的大学 

  面向不确定性知识的本科教育改革，确定“以

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共

识。199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21世纪的高等

教育：展望和行动》的大会宣言指出，“高等教育

显然需要‘以学生为中心’的新视角和新模式”。

对高校来说，重视本科教育，回归培养人的大学根

本职能，意味着本科教育向“学习范式”的转换。

“学习范式”的价值在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和可能的答案”，核心在于将大学的使命重新定义

为学习。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大学的发展理念，

从过去围绕大学排行榜生产学术GDP的简单量化指

标中解脱出来，回归学生中心，大学的职责应围绕

学生发展生产有意义的学习，这样的大学被称之为

以学习为中心的大学。 

  构建以学习为中心的大学，需要从学校整体层

面来推动和支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改革，否则改革很

难成功，1990年以来美国大学的改革经验证明了这

点。1992年2月，雪城大学推进“以学生为中心的

研究型大学”改革计划，其核心是把学习放到大学

使命的中心位置，通过教学、研究、奖学金、创造

性成果以及服务促进学习。亚利桑那大学强调学生

中心地位，注重营造关注学生的教和学的环境，认

为学习中心的环境有利于学生独立以及相互探索知

识的内容及其意义。为实现构建以学习为中心大学

的使命和目标，在组织层面，面对不确定知识，大

学要实现从自我封闭的和静态的机构到开放和不断

变化的持续性学习组织的转变，使大学在教育学生

的过程中变得更加有效。对大学来说，一方面要理

解学生发展和学生学习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另一

方面要应对面临着各种发展不确定性的挑战。因

此，学习是最重要的，大学作为产生学习机构，自

身也需要不断努力学习，寻求资源集聚，为学生提

供丰富的、全面的和浸入性的学习环境，致力于提

高学生学习能力，密切关注学生的学业。 

  （二）回归全人教育，强化跨学科知识的整

合 

  本科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什么样人的问

题。在确定性知识的范式中，本科教育的核心价值

观是工具价值和社会逻辑，强调专业化人才培养，

其深层假设源于工业化社会需要高校批量生产各个

层次的人才与专业人员。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

智能化的时代，面对不确定性知识，本科教育需要

跨学科知识的整合教育，其核心价值观与深层假设

是内在价值（internal goods）和人本逻辑。伦理学

家麦金太尔将“内在价值”理解为通过实践所获得

的对活动的内在兴趣与从事活动的幸福感。也就是

说，本科教育要有超越工具价值的内在价值取向，

人即是目的，本科教育是一种面向生命主体、重视

内在体验、关照动态生成、促进师生共同发展的复

杂而又不确定性的文化活动，学生应是一个统一与

完整的人，而不是片面与人格分裂的生命。因此，

本科教育改革要回归全人教育的价值目标追求。全

人教育根本价值目标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人

作为整体在生理、心理、智力、道德、精神等方面

的和谐发展，强调多样性的统一，而不是仅限于知

识的获取与掌握，是个体与他人及自然界的相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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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与互动中，面对不确定性的知识和情境，寻求个

体价值与生命意义的情境相互关联性。随着人工智

能的发展，现有的面对确定性知识的教育优势将荡

然无存，教育必须超越确定性知识的积累，涉及不

确定知识、好奇心、想象力和价值观等诸多方面。 

  面对不确定性知识，本科教育跨学科专业知识

的整合最终要落实在课程内容上， “课程应具有

‘适量’的不确定性、异常性、无效性、模糊性、

不平衡性、耗散性与生动的经验。”它应是“一种

形成性的而不是预先界定的、不确定性的但却有界

限的课程。”跨学科专业知识的整合也是课程内容

生成性的过程，在复杂的、不确定性知识体系中，

为适应未来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问题，

要培养学生探索跨学科知识的能力，培育解决复杂

问题的思维模式，不排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形成

跨学科整合的学习经验，促进学生能够有意识、有

目的地利用跨学科的、整合的知识和技能来解决复

杂问题，适时而灵活地开展反思性思考。加强跨学

科专业和多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不仅是国外一流大

学重点关注的问题，在美国更是上升为国家战略，

本科教育阶段开展STEM教育就是很好的例证。

1986年，美国政府就确立了STEM教育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重视在本科教育阶段开发跨学科整合型

STEM课程。STEM教育又被称为“元学科”，能

够在夯实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多学科知识的

基础上, 提高学生以跨学科的新思维、新方法解决

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因此，美国政府对STEM教

育一以贯之地给予高等重视。2009年，奥巴马任美

国总统之初就强调STEM的重要性，为此颁布了

《美国振兴及投资法案》和“竞争卓越”计划，拨

款大力资助STEM教育。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

签署备忘录，拨款2亿美元加大对STEM专业教育

的支持，尤其注重计算机科学和编程方面的教育，

将STEM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并将

STEM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主张提升雇员实际

技能素养以适应用人单位对雇员的期许。 

  （三）回归师生共同体，促进学生产生有意

义学习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我们将面临一个知识更加不确定的时代，教育

必须更加关注生活本身，运用复杂的、不确定性知

识在真实的场景中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不仅仅是

单一的确定性知识维度。在此背景下，本科教育需

要超越知识的传递，走向未来生活，融入社会责

任，培养学生的交流合作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创造

力。真正的教育应是人与人之间灵魂的沟通，是在

特定场域下对教育价值和意义追求，具有不确定性

和生成性，而非仅仅确定性的知识。因此，我们必

须从人本性的价值性存在来重新审视大学本科教

育，大学也应从传统的“学者共同体”走向“师生

共同体。”对本科教育来说，需要推动本科教育整

体向“学习范式”的转换。本科教育向“学习范

式”转换，并非排斥确定性知识的传授，而是拓展

了知识学习的范围，使我们不再局限于确定性知识

的视域范围，并重新定义与理解本科教育的教与学

的关系，发挥教师和学生的主体作用，需要回归师

生共同体。师生共同体也是一个学习共同体，是教

师和学生围绕知识整合与探究形成的学习场域，学

生的主动参与是学习取得成功的关键。面对不确定

性知识，在师生共同体中，学习成为教与学关系的

核心，“好的教学应该定义为帮助学生学习，学生

的学习应该成为好的教学的重点，而不是教师的教

学活动。”学习既非简单的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传

授，也非学生个体独立的知识建构，而是在师生共

同体场域中通过师生间的平等对话和意义建构，使

学生产生“有意义学习”。有意义学习是超越知识

记忆的深度学习，是在情感、精神和认知等多个层

面参与和改造个体的过程，一种在真正意义上尊重

学生主体性、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兴趣和创造性的主

动参与过程。通过学生主动投入学习，产生有意义

学习才是本科教育改革的根本着力点。 

  师生互动是师生共同体活动的基本形式，是师

生共同构建与维系的关键，是提高本科教育质量的

前提条件。促进师生互动，关注学生学习经验是高

等教育质量的基本“支撑点”，这已经成为国际共

识。师生共同体的建构与维持需要师生双方的主动

参与，涵盖课堂上的互动及课后的密切接触。龚放

教授将大学师生共同体理解为包括认知拓展、情感

互通和共生、创生等三重境界。通过共同体成员双

向（师生交流）和多向（既包括师生之间，也包括

生生之间、师师之间）的交流与共生，超越单纯的

知识传授，在情感、价值和意义层面实现互通，进

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存在形式并赋予它新的价值和意

义。在师生共同体中，教师发展和学生发展融为一

体，围绕知识探究与创新，面对不确定性知识，激

发师生的想象力，学生的求知欲将激发教师不断探

究未知领域，教师的最新研究成果将引领学生进行

更深入的探险与创新。 

  （吴立保，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高等教育研究

所所长、研究员，江苏南京 210044）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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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二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

即将落下帷幕，新一轮评估方案的研制已经提到了

议事日程。把握国际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脉搏，跟

踪发达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制度、政策、

标准、方法与技术的最新进展，是做好新一轮评估

方案设计工作的基础。为此，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

评估中心启动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国际比较研

究”课题。该课题分为“英国为主的欧洲主要国家

质量保障研究”“美国为主的北美洲主要国家质量

保障研究”“澳大利亚为主的大洋洲主要国家质量

保障研究”“台湾（地区）为主的亚洲主要国家

（地区）质量保障研究”和“国际本科教育评估模

式演进及发展趋势”五个子课题，分别由大连理工

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组

成的课题组开展研究。本文介绍了该课题研究的部

分成果，主要聚集于国（境）外本科教育评估的成

功经验与做法及对我国新一轮本科教育评估的启

示。限于篇幅，在介绍这些经验与做法时只列举了

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这些经验与做法不仅对

推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起到了重

要作用，而且基本反映了国际高等教育评估的前沿

进展，可为我国新一轮本科教育评估提供最新的多

维度国际坐标。 

一、关于外部质量保障理念 

1.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规定审核评估项目内容要

包括学生“报考—入学—毕业—求职”整个学习周

期涉及的所有事项，确保学生在该学习周期内都有

可参照的标准。要求高校对学生的整个学习周期作

及时、准确、完整的记录，并对学生的各种权利充

分保障，真正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英国

和美国在评估标准的制定和评估活动的开展，已从

关注高校的资源投入与声誉，转变为更加关注学生

的学习与发展、更加强调“以学生学习与发展为中

心”的评估理念。 

考查学生在整个学习周期的获得（产出），

最能直接体现一所学校的教育质量。同时，提升学

生在质量评估中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多角度收集佐

证，能够保证对教育质量做出客观评价。这些应在

新一轮本科教育评估方案设计中得到足够重视。 

2.把质量保障的主体责任牢牢压在高等学校 

肩上过去几十年来，英国教学质量的责任意

识经历了一个演进过程：从教师到大学，从大学到

政府，从政府又回到大学。这个演进过程反映了质

量保证机制的深刻变革，其深刻教训是政府的“重

点介入与把关”不仅不能提高质量保障效果，反而

会使质量保障成本大为增加。外部质量保证只有通

过内部质量保证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新一轮本科

教育评估的重点不应是“质量”，而是“质量保障

工作”，即学校的质量保障体系。 

3.推动质量保障从科层机制走向文化机制 

科层机制是自上而下的，文化机制是自下而

上的。英国的外部质量保障曾一度从文化机制转换

到科层机制，被高等教育界戏称是玩了场“猫捉老

鼠的游戏”，最后不得不又回到文化机制上来。这

一回归被认为是“英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证机制

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新一轮本科教育评估要突出文化机制，首先

明确质量是由谁主导形成的、质量保证是谁的责

任、质量评估是谁的诉求、评估“三促”是谁的愿

望，不要将“评”与“被评”对立起来，更不要把

评估摆在“居高临下”的位置。 

二、关于质量保障原则 

1.强调绩效与问责 

台湾地区最新一轮的大学校务评鉴将“办学

成效”作为四项考察项目之一，“成就与社会责

任”也是韩国四年制大学院校认证评估中的重要项

目。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的“质素核证”中，学校

提交的自评报告、行动方案、进度报告以及评审小

组对各个院校的核证报告等信息都向社会大众公

开，接受社会大众的问责。韩国最近开展的“大学

结构改革”，则根据评估结果对高校进行问责，并

对评估结果欠佳的院校实施财政经费削减、重组本

科学位项目等惩罚措施。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高

等教育迈入普及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强调绩效与问

责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发展的必然趋势。新一轮本

我国新一轮本科教育评估的国际坐标 

李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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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育评估要从评估内容、评估方式和结果使用等

方面重视绩效与问责。 

2.立足于质量改进 

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的“质素核证”中特别

将“质量改善与提升”作为评审报告的主要内容。

日本大学认证协会开展的大学评估的核心理念之一

就是“以评估促进高校持续改进”。 

新一轮本科教育评估要将“立足于质量改

进”作为重要指导原则，通过评估帮助高校看清自

身的短板、突破发展的瓶颈、找准发展的方向。同

时，营造一种注重质量改进的文化氛围，发挥“文

化”保障“质量”的作用。 

3.尊重学校的主体性 

日本各评估机构实施的院校认证评估都强调

高校要厘清自己的定位、使命与教育教学目标，主

要考查学校是否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划，学校开展的

教育教学活动、管理制度等是否与其自身的目的紧

密结合。新一轮本科教育评估要强化高校的主体地

位和质量意识，引导学校自我定位、自我规划、自

我评估、自我改进，不断完善学校内部质量保障机

制，形成自身的教学文化、质量文化。同时，在评

估内容及标准设计上进一步体现学校发展的差异

性，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4.实行参与式质量治理 

日本学位授予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机构特别

强调，“大学评估标准”的制定不仅需要高校内部

人员的参与，同时还要广泛听取社会意见。该机构

所开展的“大学院校认证评估”在评估过程中邀请

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专家参与；在对学生学

习成果进行评估时，广泛听取来自校友、毕业生和

雇主等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英国、法国等国家在

评估实践中，也广泛吸纳社会各界特别是工商业

界、行业协会、政府机构等教育系统外部的代表参

与评估。参与式质量治理的宗旨，不仅在于促进评

估活动的公正性，实现社会监督与问责，更重要的

是帮助学校获得更多的理解与支持，营造一种社会

各部门共同参与、协作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文化

氛围。鉴此，新一轮本科教育评估要重视参与式质

量治理的理念，引导高校内、外的利益相关者积极

参与质量治理活动。 

三、关于质量保障结构 

1.政府发挥宏观调控职能 

日本和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

政区都通过立法规定，高校需定期进行自我评估，

并定期接受政府部门委托的专业评估机构的评估或

认证。政府部门不再直接介入评估的具体工作，而

是将其委托给职责明确的专业机构。政府仍然是评

估工作的主导者，但其职能已从全面管控调整为宏

观调控。 

加强对高校质量保障与提升工作的指导是各

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重点。政府通过立

法、信息引导、督导评估等多种方式建立有效的宏

观调控机制，引导高校自觉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

进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这是新一轮本科教育评估值

得考虑的方面。 

2.专业认证重要性凸显 

专业认证逐渐成为国（境）外高校专业教育

质量保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日本工程教育认

证协会（JABEE）、台湾地区中华工程教育学会

（IEET）、韩国工程教育认证委员会所开展的工程

教育认证，韩国建筑学教育评估委员会、韩国护理

教育认证委员会等开展的其他专业认证等。专业是

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最紧密的结合点，专业质

量亦是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基础。新一轮本科教育

评估要考虑如何将教学评估与专业认证工作联系起

来，取长补短，形成质量保障合力。 

3.注重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的元评估 

元评估即为对评估机构本身的评估。欧洲高

等教育区特别注重对高等教育评估机构的评估与审

查，严格审核评估机构资质及其评估质量。我国上

一轮审核评估采取了二级管理方式，使评估机构多

元化，但不得不承认其中一些评估机构把握的尺度

和评估效果不尽如人意。新一轮本科教育评估方案

应该建立在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元评估的基础

上。4.外部质量保障与内部质量保障有效衔接欧洲

主要国家质量保障的特点是：学校、国家、欧盟三

级质量保障紧密衔接，各级之间形成有效支撑和约

束，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新一轮本科教育评估方案

不仅要呼应本科教育及其评估存在的问题，更要从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以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等宏观层面进行顶层设计，要回

应建一个什么样的质量保障体系、如何建立这样的

质量保障体系等一些深层次问题。 

四、关于评估内容与重点 

1.注重学生发展 

学生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学生学习体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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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成效是当前许多国家与地区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中

的重点考察项目。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在校务研究

制度设计中就将“建立大学生学习成效评估及提升

机制”作为主题，香港特别行政区所开展的第二轮

“质素核证”的两大主题之一就是“提升学生学习

体验”，日本学位授予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机构开

展的“大学院校认证评估”也强调对学生学习成效

的评估，尤其重视对学生知识、能力与体验的考

查。促进学生的发展是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核心任

务，也应该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首要标准。新一

轮本科教育评估要进一步突出“学生发展”这一审

核项目，重点考查学生学习体验、学习成效以及学

校在提升学习体验和成效方面所采取的策略及实施

效果。 

2.注重课程教学 

课程教学是人才培养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

节，也是当前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质量评

估中的重点。香港特别行政区资历架构下的学术评

审实行“四阶段质素保证程序”，其第二阶段为

“课程评审”；日本三大专业评估机构所开展的

“大学院校认证评估”也将“课程与教学方法”作

为其重点评估项目。我国现阶段制约本科教育发展

的主要问题还在于高校课程教育理念落后，课堂教

学范式陈旧，水平不高。新一轮本科教育评估要增

加对课程与教学的考查内容，引导高校更新课程教

学理念，探索更有效的教育教学形式和管理服务方

式，形成优良的教学文化。 

3.注重质量行动 

日本三大评估机构所开展的“大学院校认证

评估”在对学校教学研究组织结构改革、财务管

理、课程与教学、师资配置等方面进行评估时，都

会考查这些要素与学校办学目标的匹配度，同时也

对学校制定的政策方针、改革措施、制度机制等所

产生的效用进行评估，包括内部质量保障机制是否

有效运行、教学设施与设备是否正被有效使用、校

长在大学决策及业务执行上是否发挥适当作用、自

我检查与评估是否有效等。台湾地区第二周期大学

院校校务评鉴的核心指标中也将“学校校务发展计

划、发展方向与重点与自我定位之间的关联性是否

明确合理”“学生入学与在学管理机制是否能支持

及评估学生学习进步、发展与成效”等指标作为评

估标准。 

目标与行动是质量保障中紧密相连的两部

分，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校办学质量保障

的基础，而为保障和提升办学质量所做的一系列安

排、开展的一系列行动则是质量保障的关键。新一

轮本科教育评估要更加注重对质量行动的考察，包

括其是否符合自定目标，是否发挥了预期作用等。 

4.注重自我改进能力 

台湾地区将“自我改善与持续发展”作为最

近一轮校务评鉴中的四大评估项目之一，重点考查

学校是否能够提出持续发展的规划与实施办法，对

内外部评估结果的使用、检讨以及后续改进的情

况。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质素核证要求高校在提交的

自评报告中列出其“提升质量的政策与程序”，资

历框架“四阶段‘质素保证’程序”中的“机构评

审”主要评估办学机构内部质量保障和自我改进的

能力。 

促进高校自我改进能力的提升是高等教育质

量保障工作开展的根本目的。新一轮本科教育评估

应重点考查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机制的运行效果（尤

其是其对教学质量提升发挥的作用）以及高校在教

育教学管理中所展现出来的持续自我改进的信心和

能力。 

5.注重与产业、行业的连接 

香特别行政区设立“资历框架”的主要目的

就是“提高学习成果与行业需求的相关性”。在政

府的推动下，各个行业的代表（雇主、雇员、专业

团体及监管机构等）组成了“行业培训咨询委员

会”，为有关行业制定不同级别的能力标准，并在

业内推行“资历框架”。韩国大学教育委员会发动

了一场基于产业视角的大学评估，其目的是引导大

学建立起与产业互动的机制，让产业意见与反馈能

够进入到大学课程当中，缩小产业需求与毕业生技

能之间的鸿沟。这种理念延续到当前韩国常规性院

校认证工作当中，不论是对四年制大学还是对二年

制院校，与产业的连接状况都是评估要点。 

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

生产之间的关系越发密切。新一轮本科教育评估也

应进一步凸显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特点，注重考查

高校的人才培养与社会产业、行业发展之间的互动

情况。 

五、关于评估组织与程序 

1.提升评估的专业性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特别注重加强评估的专业

性和客观性，尤其注重提升评估专家的专业性。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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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地区为评鉴专家规划了一系列的培训课程，其中

三门必修课程分别为“评鉴伦理与实务”“评鉴报

告撰写”以及“学生学习成效评估机制”。日本高

等教育评估所也要求所有的评估专家接受培训，培

训内容包括“评估大纲”和“评估标准”、文件审

查与实地调查的实施方法、调查报告的撰写等。 

评估专家的专业性与客观性是影响评估功能

有效发挥的重要因素。新一轮本科教育评估应进一

步完善评估管理制度，加强对评估专家的培训，以

提升评估的专业性。 

2.确保评估的公正性 

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在高等教育评估机制的

设计上十分注重程序的公正性。例如，台湾地区高

等教育评估制度中的申复和申诉机制。同时，受评

学校还可以针对评鉴过程中出现的“违反程序”或

“不符事实”的情况提出申诉。由评鉴中心邀请法

律及评估方面的专家组成“申诉评议委员会”，处

理学校申诉。科学的评估活动是以公正性和客观性

作为基础的。新一轮本科教育评估要进一步完善评

估程序，使评估过程更加透明、公正，使受评高校

反馈意见的渠道更加畅通。 

3.增加评估的灵活性 

台湾地区2012—2016年开展的系所评鉴授权

部分“绩优”高校自办外部评鉴，其他高校则接受

统一的评鉴；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教资会资助的院校

主要采取“质素核证”，其他院校则接受资历框架

下的学术评审。韩国的四年制大学“院校认证”根

据认证结果的不同对高校采取“一般性监测”“一

年后评估”“两年内评估”等不同的评估周期；韩

国的“大学结构改革”则设计两阶段评估，第一阶

段评估中成绩较好的学校不需要接受第二阶段评

估，其余高校则须接受第二阶段评估，第一阶段评

估更多采用量化的标准，而第二阶段评估则更多采

用质性标准。 

高校发展的差异性是大范围评估工作不得不

考虑的现实问题。若对所有高校采用同一方式、同

一标准进行评估，不仅部分高校发展动力会受挫，

还会产生发展模式僵化、同质化等不良影响。在保

证公正性的前提下，增加评估周期、项目指标、评

估方式的灵活性应得到新一轮评估的重视。 

4.加强评估的可追踪性 

在台湾地区的校务评鉴和系所评鉴中，不论

评估结果为“通过”“有条件通过”还是“不通

过”的受评单位，都须在评估工作结束后提交“自

我改善计划与执行成果”，并接受“追踪评鉴”。

日本学位授予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机构开展的“大

学院校认证评估”，在评估结果公布后，评估委员

还会继续跟踪受评高校，以确认其正在进行改进，

并在网上发布跟踪审查的结果。英国等欧洲主要国

家的院校评估都非常强调“半程跟踪”，强调学校

的后续整改。追踪评估是当前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

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新

一轮本科教育评估要明确后续跟踪机制，建立高校

评估档案，加强评估的可追踪性，使得评估的改进

功能更充分地发挥。 

六、关于评估方法与技术 

1.评估模式与质量保障机制相适应 

目前国际通用的评估模式有认证模式、分等

模式和审核模式等。英国20世纪80—90年代，采用

了分等模式进行评估，直接评质量结果和输入性要

素，试图建立质量保障的科层机制，结果以失败而

告终，最后还是选择审核模式，使质量保障回归到

文化机制。 

新一轮本科教育评估模式应继续保留审核模

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以巩固和促进质量保障

的文化机制。 

2.将风险管理理念引入审核评估 

2014年以来，英国实施基于风险的院校质量

审核评估。审核突出了以风险为依据、优化质量风

险评估过程、重视评估后续行动三个方面。在审核

内容上，对那些不能独立授予学位的教学型院校或

机构，审核其财务能力、管理水平、教学实力等方

面的风险；对于具有学位授予权的，审核其设立并

维持学术标准、学生学习机会质量与提升以及相关

的信息发布；在审核方式上，依据前期调研与案头

分析阶段形成汇集风险的“问题计划”，进校审核

与访问阶段将重点排查风险点，同时访问期间的核

查重点还将依据发现的问题而随时做出调整，进校

访问的时间也可能被延长或缩短；在审核结论与周

期上，低风险院校为6年；中、高风险院校为4年。 

鉴于我国已经成功地开展了一轮审核评估，

新一轮本科教育评估方案可以适当考虑这种基于风

险的有分类的审核评估。 

3.强调证据和证据的质量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不论是“质素核证”还

是资历框架下的评审都强调证据的重要性，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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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充分及合适的证据资料文件是办学者的责

任”。“质素核证”中详尽规定了高校需要提供的

证明材料与信息，资历框架下的每一项评审项目都

附有详细的“证据来源”建议，并要求办学者着重

说明证明材料的质量（而非数量）及其与评审标准

的相关性。本科教学评估要吸纳循证评估的理念，

改变主要依靠个体经验和主观感受进行评估和判断

的局面，加强对证据及证据质量的要求，让学校

“用证据说话”，让评估结果“有据可依”。这是

新一轮本科教育评估必须重视的。 

4.重视定性指标 

定性指标在高等教育评估中受到特别关注。

例如，日本高等教育评估所开展的“大学院校认证

评估”特别强调采用定性指标。日本大学认证协会

所开展的认证评估并未设置任何量化标准，而是提

出定性指标，并对其进行相当详尽的描述和说明。 

相比于量化指标，定性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

够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更准确、更全面地描述和分

析，避免评估活动掉进“数字陷阱”，导致高校

“按指标办学”。新一轮本科教育评估在量化标准

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对定性指标的设计和描述，引导

高校认识到人才培养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5.重视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 

现代信息技术在高等教育评估工作中主要应

用于构建一站式数据整合平台，例如，台湾地区教

育主管部门近几年正大力推动构建“高等教育校务

研究跨域整合资料库”，期望将学生在高等教育阶

段入学前以及毕业后各项事实性数据相整合，为研

究人员提供一站式的数据分析平台。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也建立了“高校数据统计

平台”，将高校的一般信息、学生情况、师资情

况、财政资助情况以及研究情况整合到一个数据库

中，并设置横向和纵向对比的功能。除此之外，部

分国家和地区也在学生学习过程跟踪方面运用了大

数据分析技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辅助高等教育评

估是近些年来各国（地区）大力探索的课题。新一

轮本科教育评估要进一步加强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

据库的建设，并聘请专业机构运用大数据分析及抽

样调查等方式对高校提供的数据与资料进行信效度

的分析，出具《数据审核与分析报告》。《数据审

核与分析报告》要重在分析，专家据此确定重点，

以提升评估工作的效率。 

七、关于质量保证的立法 

以英国为主的欧洲主要国家重视高等教育保

障方面的立法工作,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或法

令，欧洲主要国家相应立法建设工作的共同特点

有：①使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有法可依，质量保

障活动具有法理基础；②支持第三方质量保证机构

或评估中介组织的设立并确保其独立自主的评估

权；③确保高校法人主体资格，保证高校高度自治

的同时要承担高等教育的质量主体责任；④博洛尼

亚宣言精神和《欧洲高等教育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标准和指南》（ESG）对各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立

法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成为立法的重要借鉴

和参照。 

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要加快立法工作，立

法需考虑的几个关键问题为：①支持第三方质量保

证机构的建立并独立开展工作，政府在相关工作上

适度放权甚至放手；②规定高校在教育质量保障中

相关权利与质量责任的边界；③赋予高校更大的质

量管理自治权，激发高校的质量意识、主体责任，

并加强质量问责；④政府更好地转变管理机制，提

高对高校办学的服务水平。 

八、对新一轮本科教育评估的几点建议 

通过上述五个子课题的研究，结合新一轮本

科教育评估的现实需要，提出如下几方面建议：

（1）应继续采用审核模式，发挥文化机制作用，

引导高校形成浓郁的质量及质量保障文化；（2）

应突出“学生中心”理念，坚持成效导向，注重学

生的学习机会、学习体验以及学生参与；（3）应

更加强调学校自评和后续整改，重视评估工具的开

发与应用，引导高校建立持续改进的长效机制；

（4）应重视大数据和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优化评

估程序，提高评估信度、效度与效率；（5）应重

视评估的顶层设计，优化外部质量保障框架结构，

使院校评估与专业评估形成一个有机整体；（6）

应加大评估的公众参与度及结果的公开度，重视评

估的问责及结果的应用，充分发挥评估的激励和教

育功能；（7）应进一步明晰政府、高校、评估机

构在质量保障中的职能定位，加强元评估，把质量

保障的主体责任牢牢压在高等学校肩上；（8）要

加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立法工作，提升评估的权

威性和法律效力，使质量保障活动具有法理基础。 

（李志义，沈阳化工大学原校长、教授，辽

宁沈阳 110142） 

（原文刊载于《中国大学教学》2019年第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