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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川视线

云南大学教授，云南
省政府督学，云南省高教
学会常务副会长，省高教
评估事务所所长。专注于
大学精神及教育改革发展
问题研究

栏目主持 董云川

地方本科院校向以应用型为核
心特质的新型大学转型，迫切需要
推进外部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就
新型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而
言，在正确认识和把握转型与改革
的若干关系的同时，还要善于准确
把握好转型与改革中方法论层面的
若干问题。

第一，符合共性还是体现特殊
性？新型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与
其他改革一样既有其共同性又有其
特殊性，也就是说，既要遵循一般
改革的基本原则、高等教育发展规
律、高校办学与人才培养的基本规
律，又要能够顺应院校转型发展的
大势，要符合“地方性、应用型、
开放态、重特色”的办学定位，能
够支撑和保障院校发展的战略目标
与主要任务。这一改革的特殊性从
高校自身来说，应当聚焦和体现在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改革与

创新上、实施产学研合作的新教育模
式上、开展应用型科研与提升服务能
力上、有利于建设双师双能型师资队
伍的导向上。

第二，顶层设计还是摸着石头
过河？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
结合已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
个重要方法论。顶层设计意味着对
改革的系统思考、整体谋划、宏观
布局，摸着石头过河意味着对一定
时期改革关键问题的把握、困境难
题的探索和重点部位的突破。改革
鼓励在整体谋划中寻求重点突破，
在理念创新中开展实践探索。在实
践中，一些院校的综合改革成了各
个单项改革的综合与累加，缺乏系
统思维与整体设计，忽视了改革及
其 涉 及 到 的 各 个 方 面 内 在 的 关 联
性、系统性、整体性，使综合改革
成为了碎片化的改革的综合。比如
说，有些院校制定了向应用型转型

发展方案，而没有制定相应的学校
综合改革方案，或者制定了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方案，没有制定与之匹
配 的 师 资 队 伍 建 设 、 科 研 管 理 体
制、资源配置改革等一系列方案，
使得单个的方案在实践中缺乏呼应
和支撑，难以有效推进，往往不了
了之。

第三，整体推进还是重点突破？
管理体制改革不是局限于学校发展与
改革中的某些个别问题，而是同时涉
及到学校全方位的转变，需要选择局
部推进、重点突破再到全面推进的策
略。也就是说，改革要坚持全局和局
部相配套、渐进和突破相促进，要以
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新型大学校
内管理体制改革涉及高校转型发展、
建设改革的各个方面，其中内部管理
体制改革的重点不外乎两个层面。一
是内部治理结构层面的改革，可以说
是改革自身的顶层设计，主要涉及以

下方面：省市共建地方高校机制、校
政行企合作办学机制、校政行企协同
育人机制以及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内
部组织机构设置等方面的改革；二是
学校内涵建设层面的改革，更多地侧
重院校改革的实践层面，主要涉及人
才培养管理体制、师资队伍建设与评
价、科研管理体制、教学管理质量监
控体制、人事制度体制等方面的改
革。如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一直是新型
大学改革的重点、难点，可以此为突
破点，带动学校人事师资、学生工
作、服务保障等方面的系列改革的推
进与落实。

第四，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就高校内部管理体制而言，自上而下
的改革推进往往与事关重大重要领
域、紧要迫切问题相关，这种方法的
改革具有较强的行政性和较高的管理
效能，但也会因为对基层单位情况不
明或过于强势的组织推进引起消极甚

至逆反心理。国外创业型大学组织转
型发展的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大学
的转型改革，有些是先从大学的基层
单位和整个大学的若干人开始的，他
们通过有组织的创新，经过若干年的
努力，逐步影响和改革大学的结构和
方向，因此教师或教师群体能够启动
或推动一所学校的转型发展；教师是
学校办学的主体，也是教学改革的主
体，在学校有了顶层设计以后，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真正落实和推动需要依
靠更多的教师参与；同时，大学发生
转型不会因为单个创业者获得权力，
从上而下办一切事情，大学的重点都
在基层，抵抗力往往自下而上，离开
了教师的认同和参与，少数人的改革
往往难以成功。

（作者单位：常熟理工学院，本
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
金 项 目 “ 中 国 新 型 大 学 研 究 ”

（15YJA880021） 的研究成果）

把准转型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法论
顾永安

历史是过去的呈现方式之一，但显然不等
同于真实的过去。苏文陶在《过去是一个外
国》中说：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可以涵盖并因而
寻回过去的所有事实，一个人所能记述的事
件，只占曾经发生的极小部分。比如说曾有数
以亿计的妇女生活在过去，但却只有杨绛先生
这样的极少数会印记于历史。高等教育同理于
此。蓦然回首，不难发现诸多惊人相似的教育
史实，在不同时空里重现或巧合。

就升格现象来说，各国均有相似的情形相
继发生。起初美国高等学府是从英国移植而来
的“学院”，随着发展的需要诸如哈佛、普林
斯顿等才从“学院”更名为“大学”。后来，
其他小学院也对更名成“大学”颇感兴趣，如
1866年俄亥俄州的Wooster学院宣称：“我们
的期望，就是把Wooster变成俄亥俄州的大教
育重镇，犹如英国的牛津及剑桥，德、法的
Universities”。

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
进程，规模化的升格现象在美国出现，保罗·
福赛尔的《格调》一书中描绘的场景：一帮人
正兴冲冲地把大门上的College拆换成 Uni-
versity。而英国于1966年颁布的《多元技术
学院及其它学院之计划》白皮书，计划将包
含 Bath、Bradford 等八所高级技术学院升
格为大学，1991年的白皮书《高等教育：一
个新架构》及1992年颁布的《继续及高等教
育法案》同意多元技术学院申请改名为大学。
这与当今中国何其相似：学院升格为大学、大
专升为本科、中专或职校升格为高职，蔚然成
风。据不完全统计，近6年里便有400多所高
校“更名改姓”。不断地升格或升级，成为每
一届学校领导班子的主导目标之一。

在科研方面，各国先后发生的事件仿佛也
如出一辙。如科研地位优于教学，甚至前者驱
逐后者的现象时有发生。台湾林玉体在《美国
高等教育之发展》中记载：“19世纪末20世纪
初，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如果坚持教学优先于
研究，则有被炒鱿鱼的可能，这种教授最好转
台，到他校或者“学院”另谋发展。”以及

“哈佛大学的Charles T. Copeland （1860-
1952）教学极为成功,且于1892年被聘为英语
讲师，教作文，对学生照顾、指导有加，是哈
佛史上有名的教师，但他升为助理教授却要等
18年”。无独有偶，100多年之后，2014年7
月发生在清华大学的外文系讲师方艳华因重教
学、轻科研被清退的事件引发了热议。2014
年12月四川大学周鼎老师在自白书中写到：

“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重要的人，
今夜死去了”。台湾地区高教更是有“限期六
年升等”明文规定。

又如学术不端、贪污科研经费的现象也同
样未能幸免。1988年，S.H.Frazier向哈佛医
学院递上了辞呈，因为他剽窃四篇别人已发表
的论文；1989年，一位杰出的疟疾研究者在
夏威夷大学被指控挪用联邦公款；1990年稽
核发现，1980年斯坦福大学向联邦政府申请
的超过数百万美元费用的用途与赞助的研究无
关，而是花在了诸如添购校长Donald Ken-
nedy居家古董及新鲜花卉，整修大型钢琴以
及其他娱乐消遣等“间接消费”上；1990
年，加利佛尼亚大学的研究员冒充购买账单单
据来诈骗公款。而我国近年来发生的剽窃、抄
袭、学术作假、套取挪用科研经费的事件更是
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挪
用千万科研经费成立私人公司，中国石油大学
副校长张士诚挪用巨额经费，西安理工某校长
挪用科研经费买奥迪等丑闻无不令人震惊。

诸多高教史实先是在西方世界依次呈现，
后又在东方世界不断上演。为什么呢？许多看
似偶然的事件其实是教育历史发展阶段的必
然，概因为教育组织自身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
联具有某种节奏和规律性。

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低到
高，的确是人类发展绕不开的阶梯。那么，我
们所祈祷和热望的从外延到内涵、自流俗到高
雅、由弱变强的大学教育局面在哪里呢？只要
等待，迟早会有！

（董云川 宋亚萍）

教育史实的
偶然与必然

学者观点

辅 修/双 学 位 教 育 （Minor/
Double Major Program） 是学生
主修一个专业同时在另外一个领域
学习一组课程，从而架构出跨学科
知识结构，这是培养跨学科知识复
合型人才的主要途径。

在学分制下，每一个本科专业
都可以组合其中的核心课程，形成
辅修/双学位教学计划供学生选修；
更可以创造性地组合课程，形成全
新的、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外的辅
修/双学位专业。如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推出“创新创业”辅修/双学
位专业，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推
出崭新的“3D 打印”辅修专业，清
华大学推出“大气科学 （全球变化
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智能
硬件”“机器人”和“智能交通”等
5个新辅修专业。这些新辅修专业都
与中国产业升级和发展紧密联系，
是中国高校跨学科人才培养方面最
新的进展。

辅修/双学位专业选择学生较
多，可以单独开课；选择学生较少
不需要单独开课，学生可以自主选
择课程灵活完成教学计划。由于辅
修/双学位教育学分数少，学习过程
灵活，不能以学年制模式收取学
费，其人才培养的成本分担问题，
也是当前许多大学面临的难题。

财政不应当为辅修/双
学位教育拨款

辅修/双学位教育是学生在主修
专业之外的学习，财政并未直接给
学生在主修专业之外的学习拨款。
实际财政给高校辅修/双学位教育拨
款去分担其教育成本十分困难，也
难以实现，因为并不是每个学生都
有愿望去学习辅修/双学位，也并不
是每个学生都有能力学习辅修/双学
位。财政应当为哪个学生拨款呢？
这在本质上涉及财政经费公平问
题。A 同学选择了双学位学习，财
政为 A 辅修/双学位拨款；B 没有选
择辅修/双学位，财政一分钱都不
给，这当然不公平。此外，从辅修/
双学位的财政属性上分析，学生选
择辅修/双学位主要是为自己扩展视
野，增加自身在就业市场的竞争
力，辅修/双学位教育私人产品属性
更多。从财政角度看学生注册和学
习也非常容易实现外部效应的分
割。综上所述，无论从公平还是效
率角度看，财政不应当为辅修/双学
位教育拨款。

与以上分析相联系，既然辅修/
双学位教育对于学生和大学都很重
要，仅仅通过市场力量和市场学费
定价，高校是否可以自行发展辅修/
双学位教育呢？自 1994 年起，北京
大学开始在新的学分学费定价模式
下发展辅修/双学位教育，开办专业
已达 26 组约 40 多个。2015 年北大
共有 1323 人获得双学士学位，133
人获辅修证书，总人数接近毕业生

一半。制度创新与完善使北大多学
科优势得以发挥，跨学科知识复合
型教育人才已经成为该校教育特色
之一。北大和国内许多大学的实践
表明，在没有财政专项拨款的情况
下辅修/双学位教育也能蓬勃发展起
来，也能培养出优秀的跨学科知识
复合型人才。

在教育管理组织制度之外，北
大在辅修/双学位中试行的学分学费
定价政策最为关键，2016 年政策要
点如下：

基础学科辅修/双学位专业学分
学费为 100 元/学分，例如地质学、
地球物理、哲学、心理学、艺术学
等。基础学科专业毕业生收益也许
不高。

市场热门专业辅修/双学位教育
学 分 学 费 为 150 元/学 分 ， 例 如 数
学、经济学和工商管理 （创新创业
方向） 三个专业。

来华留学生学费高，基本定价
为400元/学分。

校外学生可以选择北京大学经
济学辅修/双学位专业，2000 年左右
学分学费为 400 元/学分，之后学费
调高为 800 元/学分，2015 年调高为
1500 元/学分。学生完全自费 （全成
本负担） 参加双学位学习。

2006 年教育部、发改委和财政
部 《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教育收费
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教财[2006]
2 号 ） 中明确规定：“第二学位、
双专业、双学位、辅修专业学位学
生”可以收取学费。这是辅修/双学
位学分学费定价的基础文件。但文
件并未明确学费的学分定价准则，
也没有明确学费定价权属。不同省
市、自治区发改委、财政厅和教委
对相关政策理解存在不同，因此辅
修/双学位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受到制
约，在不同地区开展情况不平衡。

2016 年 1 月发改委在检查北大
收费过程中指出，辅修/双学位收
费 100 元/学分，2013-14 年合计收
费 665.8 万元，这是一项“可能有
问题的收费项目”。政策反复再次
出现。以上收费一旦被确定为乱收
费，辅修/双学位教育的财政基础
就会被彻底破坏而几乎无法开展。
这再次迫切表明，学费政策需要持
续完善。

跨校辅修/双学位教育
空间如何扩展

北京大学经济学辅修/双学位专
业对外招生，周边高校在读学生可
以到北京大学注册修读经济学双学
位，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 （双） 学
士学位证书。这意味着一名北京外
国语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毕业的学生
可能同时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
学 位 。 自 2000 年 左 右 开 始 16 年
间，主持经济学双学位教育的北京
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已经在经济学
理论和实务领域培养出三千多名同

时持有北大经济学学士学位和其他
高校本科学士学位证书的优秀人
才，在学界和业界积累起极高质量
声望。经济学跨校双学位教育在没
有财政拨款分担成本的情况下，必
须有较高质量才能保证教育得以继
续，这在客观上也给予办学单位不
断提高质量的内在动力。

在全国范围内，上海市在教委
支持下许多高校也积极举办跨校辅
修/双学位教育，这意味着一旦政策
机制得以确定，跨校辅修/双学位教
育还有广泛发展空间，这一点对于
我国高等教育人才成长至为重要。
学生在身份上不会被完全固定在学
籍注册高校，他们会有更多选择机
会去获得双学位文凭从而成长为跨
学科知识复合型高质量人才；大学
也不再仅仅为注册本校的学生提供
教育，他们会将更多求学者视为自
己的学生以及未来校友。

辅修/双学位教育是主修专业
之外的教育，可以按照学分定价方
便学生选修，有些学生选修，有些
学生不选修；有些热门专业学生毕
业收益高，有些基础学科专业毕业
收益也许不高，这是在成本分担方
面与学生主修第一个专业的不同特
点。财政对于辅修/双学位教育可
以不分担成本，不必为辅修/双学
位教育拨款。高校可以有辅修/双
学位教育学分学费定价的自主权，
可以针对本校注册在校生确定不同
专业的学分学费价格，针对非本校
注册在校生确定不同类型专业的学
分学费价格。高校更需要积极筹措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选择辅修/双
学位专业的奖学金以及其他资助，
积极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业发展

募集经费。

第二学士学位教育成
本分担分析

第 二 学 士 学 位 （The Sec-
ond Major Program） 教育是学
生本科毕业后另外在其他本科专业
学习获得学士学位的教育，是跨学
科人才培养另外一种重要模式。第
二学士学位专业大部分基础课如政
治理论课、英语、通识教育等课程
与第一专业重复，在学分制视角下
学生只需学习教学计划中的专业课
程 即 可 ， 学 习 量 应 该 在 60- 70 学
分。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学制各国
一般都为2年。由于学生第二次修读
学士学位都会跨学科，因此第二学
士学位专业也是培养跨学科人才的
一种方式。

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对创新人才
成长有独特价值，2003 年诺贝尔物
理学奖获得者之一莱格特 （Antho-
ny Leggett） 就是物理学第二学
士学位获得者。我国的诺贝尔奖获
得者屠呦呦实际也是第二学士学位
毕业生，她 1951 年进入北京大学医
学院药学系学习，1955 年毕业于北
京医学院。1959 年 10 月在西苑医
院第三届“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
研究班 （西学中班） ”学习，学习
时间两年半。中医西医虽然同是治
病救人，但对病因看法不同，治病
范式不同，因此算是两个学科。“西
学中班”脱产学习两年半，是典型
的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安排，因此从
实际学习过程分析屠呦呦就是第二
学士学位毕业生，是经由第二学士
学位教育成长出来的跨学科创造性

人才。
从学分制角度审视，第二学士

学位专业的课程就是本科专业教学
计划内的课程，第二学士学位教育
也是本科教育，课程完全一样。理
论上一所高校只要有本科专业存
在，其课程就会全部开设，第二学
士学位教育可以灵活开展。任何一
所教育部允许本科学士学位教育的
学校其现有本科专业都可以招收第
二学士学位学生；“第二学士学位”
专业因为本科专业的存在而自然存
在，学生可以插班按学分制修读，
人数多少均可，1个也可以。

从公平角度分析，学生学习第
一个主修专业时财政拨款和学费分
担了生均成本，那么财政继续为这
个学生学习另一个本科专业分担成
本是公平的吗？在同一个学生身上
财政两次为其分担了生均成本似乎
有些不公，这意味着财政不应当为
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分担成本。第二
学士学位不是财政应当承担责任的
领域，其生均教育成本应由学生个
人及其家庭独自承担。

高校因此可以有第二学士学位
教育学年学费和学分学费定价权。
政府下放学费定价权后，第二学士
学位教育可能更有机会发展起来。
时刻都会有学生本科毕业后因为特
殊机缘“瞬间”认识到自己需要其
他学科知识，需要进入第二学士学
位专业学习，按照学分制灵活的插
班选课可以满足各种各样对所有本
科专业跨学科学习的需要，为学生
提供比当下模式多得多的学习机会。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
长、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客座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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