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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学章程应当或
能够解决问题的理性透视*
别敦荣
摘

要：大学章程是根据大学组织属性所制定的关于大学组织体系及其运行规范的基本制度。 从一般意
义上看，制定大学章程应当解决大学的身份认同、职能定位、体制机制模型、利益相关者权利保
障以及大学自身的合法性与章程的适应性等问题。 制定大学章程是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需要，
必须区分我国大学章程应当或能够解决的问题，及制约大学办学与发展的若干主要问题，加强
制度设计，促进大学成为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解放大学学术生产力，增强办学能力，提高大学
办学效率、水平和质量。

关键词：大学章程；大学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大学；高等教育管理
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制定大学章程。大学章程

论问题需要在制定大学章程之前予以明确， 惟其如

应当解决什么问题、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涉及现代大

此， 才可能使所制定的大学章程真正发挥其作用，促

学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即进一步强化大学自主办学

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向纵深

的地位，提高自主办学能力的问题。 2013 年 9 月，教
育部发布《中央部委所属高等学校章程建设行动计划

发展。

（2013-2015 年 ）》，要 求 进 入 国 家 “985 工 程 ”的 高 校
在 2014 年 6 月底前完成章程起草工 作 ，“211 工 程 ”

一、大学章程应当解决的问题
大学章程是根据大学组织属性所制定的关于大

高校在 2014 年底前完成章程起草工作， 所有高校在

学组织体系及其运行规范的基本制度。 《高等学校章
程制定暂行办法》第二章规定了大学章程应当载明的

2015 年底前完成章程起草工作 ［1］。 毫无疑问，要真正

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我国大学章程应当解决的

实现这一目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不能明确我国

问题。 但大学章程是一种具有国际性的制度，其应当

大学章程应当解决什么问题、 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所

解决的问题在国际上是具有共性的。从国内外大学章

制定的章程可能就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不可能发挥

程文本及其所发挥的实际作用看，大学章程应当解决

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制定大学章程，首先必须明确上
述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大学章程有惯例和文本之分，

的问题主要包括 5 个方面。
1. 大学的身份认同。 作为社会的学术组织，大学

这里所指的大学章程是指文本化的制度文件，包括发

有其特定的身份。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同类学术组织

挥了作用的和只具有象征意义、不发挥实际作用的文

中，具体的大学还需要将自身的身份昭示出来，以便

本化的大学章程，不包括不成文的规范和习惯。 应当

内部成员认同和外部公众知晓和认可。正如牛津大学

解决什么问题，是针对大学章程本身的属性而提出的

所彰显的是洛德章程的精神，剑桥大学所彰显的是伊

功能要求；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则是针对具体的办学

丽莎白章程的精神一样 ［2］。 一般而言，章程是大学的

环境及其影响和大学章程所能发挥的作用而言的。显

第一份正式制度，因此，大学的身份认同始于章程。在

然，这两个问题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有不同的侧重点；

我国， 由于大学是作为各级政府的附属机构开办的，

前者具有普遍性，后者则具有特殊性。 但是不论是前

所以大学往往不单独制定正式的章程，其身份认同则

者还是后者，明确其意蕴和侧重点，对当今时期我国

是在办学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通过不成文的习惯或

大学制定章程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尽管教育部发布

规范表现的。 目前，制定大学章程则需将在办学过程

的《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第 31 号令）对大学

中形成的身份用正式的制度文件规范下来， 这就是

章程应当包含的内容提出了具体要求，但仍有若干理

说，我国大学章程也应当包括身份认同。

—历史与现实的反思”（课题编号：BIA130082 ）的研究成果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现代大学制度研究——

１

中国高教研究

2008 年第 03
2014
12 期
大学的身份认同主要有 4 个方面： 一是自然身
份，主要指大学所在地，即办学地点和住所地等。 如

2013 年 5 月 25 日生效的《康奈尔大学章程》第 1 章
第 3 条声明大学的办学地点在纽约州伊莎卡 ［3］。 二是
社会身份，主要指大学的举办者、法人名称等。如上述

大学章程》和《剑桥大学条例》分别对大学的职能领域
和人才培养层次、要求等做出了规定，前者更具原则
性，后者更具体细微，具有操作性。 在章程第 2 条，对
授予学位的要求和原则进行了界定，而在条例第 2-7
条，则对各个学位和证书的发放标准和程序等给予了

《康奈尔大学章程》第 1 章第 1-2 条载明了大学法人
的名称、组织目的和权力来源 ［3］。 三是文化身份，包括

详尽的规定 ［7］。 这样章程与条例互为补充，条例以章

大学的名称、校旗、校徽、校歌等。如 2013 年 1 月 5 日

围，从而共同为大学办学活动提供依据和规则。

程为准绳， 章程从总体上框定和规范大学的职能范

通过的《芝加哥大学章程》第 18 条规定：大学校名或
其他标识不得被用于支持任何商业公司、 产品和服

构成的社会法人组织，法人通过一定的体制和机制将

务，任何超出章程规定用途的行为都必须得到校长或

相关自然人组织起来，履行其职能，实现其使命。 因

其授权人的批准 。 四是功能身份，包括大学社会功
能的性质、主要领域以及实现方式等。如《牛津大学章

此，大学的体制和机制是其组成人员与职能和使命之

程》对牛津大学的功能身份是在“总则”第 3 条和第 4
条中规定的：（牛津） 大学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教学、研

的组织性质相适应，能够满足大学履行职能和实现使

究增进知识，并以各种方式传播知识。 大学有权进行

低效或无效，有的甚至可能是负效的。所以，体制和机

一切能促进其目标的必要和有利的合法活动 。
2. 大学的职能定位。 大学有教学、科研和社会服

制是构成大学的基础性要素，不论是大学的举办者还

务三大职能， 这已经成为国内外高等教育界的常识。

体制和机制更是大学章程的关键要素之一。在创建大

［4］

［5］

3. 大学的体制和机制模型。 大学是由自然人所

间的桥梁，具有职能和使命的调节器的作用。 与大学
命的需要，这样的体制和机制就是有效的，否则，就是

是大学本身， 都十分重视体制和机制的设计与建设，

但是，在大学发展史上，形成三大职能的过程却并不

学之初，举办者往往通过章程将大学体制和机制模型

像今天人们认识它们那么简单，从教学到科研再到社

描绘出来，以便在办学过程中得到遵循。 如果环境和

会服务，经历了漫长的实践，是大学发展和进步的结

条件发生了改变，相关体制和机制出现了不适应的情

果。尽管大学的三大职能在今天已经被人们所认识和

况，就要通过修订章程调整体制和机制的设置。

接受，成为一般常识，但在具体的大学办学中，不论在

在大学章程中，关于体制和机制设置的内容主要

三者之间还是在三大职能的重点和特色领域方面都

包括 3 个方面：一是学术体制和机制，即大学内部院

存在多种可选择性。 正因为如此，具体在大学制定章
程时应当对其职能进行明确定位，以阐明大学的主要

（系、所、中心）的设置框架与运行要求；二是行政与治
理体制和机制，主要指大学内部行政管理体系架构和

使命，描绘大学发挥作用和影响的主要社会与文化科

治理结构设计及其运行要求；三是社会关系体制和机

技领域与范围，设计和建构与之相适应的学科专业架

制，主要指大学外部社会关系，包括与政府、与其他社

构与办学要求，明确大学的主要办学活动及相关行为

会团体、与合作办学机构及其他相关组织之间的构成

标准。

方式及其运行要求等。 由于大学体制和机制的复杂

大学职能定位的内容主要包括 4 个方面：一是教
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及其衍生职能；二是大学在社会

性，它们在章程中往往占有相当大的篇幅，有的大学
章程甚至用了大部分篇幅来阐述体制和机制，明确界

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使命；三是大学开办的主要

定大学所设置的各种职位、机构、部门的性质、职责、

学科专业与发展要求；四是大学主要职能活动及相关

发挥作用的方式，以及与其他职位和机构之间的关系

要求。 这些职能定位都与大学的学科专业、教育层次

等，真可谓不厌其微。 《牛津大学章程》自第 3 章到第

类别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大学章程中，关于大学职

9 章都是关于体制和机制的规定，涉及评议会，摄政

能定位既有一般的原则规定， 又有具体的学科领域、

院，学院、学会与永久私人学堂，校务理事会，学部、学

学位层次和类别规定。如《芝加哥大学章程》第 2 条关

科部、分学科部、系与继续教育系，图书馆、博物馆，科

于学部和学院的规定是：大学开办的学科领域包括人

学收藏馆和牛津大学出版社， 以及大学行政官员等。

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物理科学学部和生物科学学

美国大学章程在体制和机制方面常常详尽地规定董

部；开设的学院包括神学院、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

事会、校长、教授会以及其他各种行政和学术机构的

社会服务管理学院和公共政策研究生院 。 这些规定

地位、权力、人员构成及其选拔与用人方式、担负的职

将芝加哥大学的职能进行了权威的限定。 再如《剑桥

责以及行使职权的方式等。如《康奈尔大学章程》在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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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章大学总则之后， 自第 2 章到第 16 章分别对董事

予的，大学都应当有自身的章程，而且章程还要有确

会、董事会委员会、校长、主要行政官员和副校长、教

定的适用范围与对象。章程的这种适应性既不应当是

务长、财务主管、大学秘书长、大学顾问、内部控制、司

模糊的，也不应当是听凭个人主观决断的，而应当由

库、大学教授会、学院教授会、院长主任和其他学术官

其自身进行规定。 也就是说，大学章程应当清楚地载

员等的职责权限等进行了十分周详的规定。

明其所约束和规范的机构、人员和事务，明确违反后

4. 大学利益相关者权利保障的要求。 大学是一

的处理程序和惩罚措施，标注自身的有效时限，终止

种社会民事权利组织，不仅其自身担负着重要的社会

或废除的条件，补充和修订的要求等，以确保其自身

民事责任，而且还担负着保障其利益相关者权利的责

得到有效的实施，维护大学运行的秩序，实现大学的

任和义务。随着大学的不断壮大和所发挥的社会民事

办学目的。

作用的逐步增强，大学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构成也在不

二、我国大学章程应当解决的问题

断发生变化，呈现出增多的趋势。 在各种大学利益相

大学章程应当解决的问题具有普遍意义，对我国

关者群体中，教师和学生是核心群体。 之所以他们能

大学也是适用的。但我国大学章程应当解决的问题还

够成为大学利益相关者的核心群体，根本原因在于大

不只是这些，因为我国大学及其章程制定有其自身特

学的功能与职能。 就功能而言，学生是大学功能的第

殊的社会环境和条件。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是针对当今

一载体，也是大学功能得以发扬光大的传导者；就职

时期我国大学章程而言的。 当今时期，我国大学章程

能而言，教师是大学职能的实际履行者，也是大学功

要实现由非正式的习惯或惯例向正式的文本化制度

能实现的主要贡献者。 在大学办学中，保障教师和学

文件转变， 不应当只是将各种习惯或惯例编撰成文

生的权利，也就在较大程度上保障了大学职能的履行

本，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加以确认，而应当根据我国

和功能的实现。 所以，大学章程对教师和学生权利的

大学所担负的时代使命，在总结国内外大学章程制定

保障有别于其他利益相关者，往往要予以明确具体地

与执行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我国大学办学与发展

规范。

面临的制度问题努力加以解决，以增强其先进性和有

在利益相关者权利的保障上，大学章程所规范的
内容主要包括 3 个方面：一是教师学术自由权利保障
的要求，主要是对教师的教学、研究、传播、出版、交流
等与学术活动直接相关的自由权利的保障；二是学生

效性。 概括起来，我国大学章程应当在 5 个方面问题
的解决上发挥关键性作用，为大学成为自主办学的法
人实体，提高自主办学能力奠定制度基础。

1. 大学作为外部党政组织附属机构的问题。 大

的学习自由与个性发展权利保障的要求，主要是对学

学是社会的学术组织，担负着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和

生选择学科专业、课程、教师及各种相关教育教学资

发展科学的重大使命。现代大学不再是社会的边缘组

源权利的保障； 三是其他利益相关者权益保障的要

织，而是成为了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动力中心，所以，大

求，主要是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办学中应当获取的权益

学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正因为

的保障。如《康奈尔大学章程》在对教师和学生的权益

如此，大学不但对其他社会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等做出规定后，在第 25 章特别要求：大学政策积极支

影响，而且也接受了来自其他社会组织的影响。 长期

持平等教育和平等就业机会，董事会及时发布的相关

以来，我国大学被置于外部党政组织的直接领导管理

政策声明应当公开发布至未来的学生、教师和其他雇

之下，甚至成为外部党政组织的附属机构，办学完全

员。 这些政策对所有大学员工都具有约束力 。
5. 大学自身的合法性与章程的适应性。 社会本

依据外部党政组织的政策文件要求。这一组织属性不
仅使大学的办学丧失了自主性，而且使大学的职能错

身是一个整体，大学是社会组织的构成元素。 在一定

位，重外部责任更甚于内部责任 ［8］，难以全面发挥应

［3］

的社会时空下，大学既可以是独立于其他社会组织的

有的职能。 虽然近 30 年来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不

“特权组织”，又可以是从属于其他社会组织的附属机
构。 不论属于哪类性质的组织，大学的权利既源于其

曾间断， 大学办学自主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但
大学作为外部党政组织附属机构的问题还没有得到

自身的文化独立性，又源于其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共生

根本的解决，这是影响我国大学提高办学水平和办学

性。 为此，大学存在与运行的合法性可源于其他社会

质量的关键问题之一。为此，《教育规划纲要》提出“推

组织的认可，又可源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授予。 在章程

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这一政策导向无疑是符合高

中，需要界定大学组织权利的性质与来源，明确大学

等教育体制改革要求的，制定大学章程应当正视这个

的合法性是认可的还是授予的。不论是认可的还是授

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 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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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问题的解决，为大学走上自主办学、良性运行的

中的职责权限不仅是不同的， 而且是有性质差别的。

轨道创造条件。

教师和学生应当享有充分的权利，自主地开展各种教

2. 大学内部过度行政化的问题。 作为学术组织，

学和研究活动，并对各种相关的支持和辅助性工作予

大学内部应当遵循学术的逻辑，崇尚学术价值，以学

以指导，以确保大学的各种力量能够聚焦于人才培养

术为核心，建构内部组织体系和运行规范，为实现学

和科学研究等职能活动，保障学术价值的实现。但是，

术使命、履行学术责任奠定制度基础。但是，由于我国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大学内部各办学主体的

长期实行外部党政组织对大学进行集权领导与管理

职责权限配置长期错位， 各主体的角色和使命混淆，

的体制， 大学内部不但移植了外部党政组织的建制，

尤其是教师完全处于被领导地位，大学内部各级党政

建立了体系完备、规模庞大、分工明细的党政职能机

工作人员全面掌握了大学的决策权，包括有关人才培

构， 而且沿袭了外部党政组织的领导与管理制度，每

养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决策权，致使专业权力无从影响

一个党政部门和行政人员都可以对学术部门和师生

办学，导致行政统率一切。 这种状况无助于在大学形

发号施令，从而造成过度行政化问题。 过度行政化导

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规律的风气，无助于大学

致行政及其价值主导大学办学， 大学的学术价值不

建立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核心的办学和运行体

彰，师生员工价值扭曲或异化 ，学术被边缘化，学术
及其发展受到行政的羁绊。 在这样的办学环境下，行

系。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应当在大学办学主体职责权

政不是为了学术的存在而存在，其目的不是服务于学

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办学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建

术的发展，而是为了其自身的目的，学术的价值只有

构符合大学学术本质要求的、张扬学术价值的学术权

贴上行政的标签才能显示其意义。这就是我国大学办

力关系 ［11］。大学章程应当在办学主体职责权限的调整

学与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我国大学以创建

上有所作为，拨乱反正，还大学办学的本来面貌，保障

高水平大学，甚至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另一方面，在

大学有效履行其职能。

［9］

限的划分上改变各种不合理的做法，在大学内部建立

过度行政化的办学环境下， 从书记、 校长到处长、科

4. 大学学术自由缺乏制度保障的问题。 现代大

长，甚至教师和学生，关于学术发展的重要性似乎无

学是为了学术而存在的，不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科学

人不知，但尊重学术、崇尚学术、潜心学术、敬畏学术

研究，都离不开学术自由的环境。长期以来，我国大学

的人却不多

缺乏学术自由，更缺乏制度来保障学术自由，国家相

［10］

，大部分人不能心无旁骛地潜心于学术
目标，以追求学术价值为根本，而是更看重政治的导

关法律不涉及学术自由，大学内部的制度更不管不顾

向、行政的升迁、上级的评价和物质利益的得失。 显

学术自由，似乎自由与大学完全没有关系，大学不需

然， 过度行政化的大学不是我国大学发展的方向，过

要自由。正因为如此，我国大学的学术发展，包括教学

度行政化的趋势只有通过制度重建才能从根本上得

和科研都缺乏自由的环境，各种学术以外的力量对教

到扭转和消除。 现代大学制度不是过度行政化的制

学和科研施加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有的导致学术迷

度，制定大学章程应当从防范过度行政化趋势、减少

失了方向，有的使学术偏离了应有的价值取向，还有

过度行政化的影响、消除过度行政化的基础的要求出

的打着繁荣学术的旗号却使学术异化为非学术或反

发，进行制度创新，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大学内部行

学术的东西。 《教育规划纲要》首次提出“尊重学术自
由”。 对大学而言，这无咎于久旱逢甘霖。 但对于如何

政体制与规范。

3. 大学内部各办学主体职责权限配置不合理问

尊重学术自由，还需要相应的制度规范。 建设现代大

题。 大学的基本职能在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所

学制度，必须贯彻学术自由精神，解决学术自由问题，

谓办学，就是开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活动。 人才

建立保障学术自由的制度，将各种力量置于制度的笼

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活动的主体包括教师和学生，大学

子之中，为学术发展营造适宜的环境 ［12］。 作为大学基

的各级行政人员及其他组成人员的职责是为达成人

本制度的章程，不能不重视国家政策关于学术自由的

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目的而服务，为人才培养和科学

要求， 不能让学术自由缺乏制度保障的状况继续下

研究等活动中的教师和学生提供支持和协助。 因此，

去。 否则，即便制定了大学章程，于大学学术而言，顶

从大学组织开展的全部活动来看，办学的主体不仅包

多也就是聊胜于无。

括教师和学生， 而且包括行政人员及其他组成人员。

5. 大学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救济问题。 现代大学

前者的角色和使命与大学的职能直接相关，后者的角

也是一个利益组织， 除了大学内部各类组成人员外，

色和使命是支持和辅助性的，显然，二者在大学办学

还有多种相关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公众都从大学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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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取自身所需要的利益。大学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对

国家性或现实性。 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下，我国大学章

办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大学办学除了要实现其自身的
目的外， 还要尽可能地满足各种利益相关者的诉求。

程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在上述 5 个问题上，能够解决
到什么程度？ 这是制定大学章程所不能回避的。 从教

这些诉求有的反映在办学结果中，有的体现在办学过

育部已经核准的六份大学章程看，它们基本上都只具

程中，尤其是大学内部各类人员，他们的权益诉求往

有形式上的意义，没有重视回答在现实社会环境和条

往体现在办学过程中。 对于办学结果的诉求，大学一

件下制定大学章程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能够解决到什

般通过调整办学目标使其得到满足，但体现在办学过

么程度，因而，大学章程对促进我国大学改革与发展

程中的诉求，则需要通过制度予以规范和保障。 我国

能够发挥多大作用还有待观察。 就现实的环境、条件

大学因其特殊的政府附属机构的性质， 讲究服务国

而言，我国大学章程在涉及与外部党政组织关系的问

家，服从党政机关，长期不重视各种利益相关者权益

题上，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大，但在内部管理与治

的保护和满足，甚至有的制度还存在剥夺利益相关者

理结构问题的解决上，却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制定大

有关权益的现象。在服务社会的观念逐步为大学所接

学章程，应当着力研究和解决内部管理和治理结构问

受以后，大学注重调整办学目标，满足一些外部利益

题，理顺若干主要内部管理和治理关系，建立合理的

相关者的诉求，但对内部利益相关者，包括师生员工

制度规范，以解放大学学术生产力，增强办学能力，提

的利益，却仍然没有从制度上予以明确和保障。因此，

高大学办学效率、水平和质量。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必须有效地协调内外部利益相关

1. 解决大学内部集权管理、 基层自主办学权不

者之间的关系，在保障大学的学术价值和利益不受侵

能落实的问题。大学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院系组织开

害的同时，尽可能地满足各方面的利益要求

。 制定

展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职能主要是在院系开办

大学章程，不能只是单方面地规定职责，提出要求，严

的各种学科专业中履行的，学校层面承担的更多的是

格纪律，还应当根据利益相关者诉求的特殊性，制定

协调服务性的职责，各院系才是实际的办学单位。 所

相应的权益保障和救济机制，从制度上消除可能导致

以，在学术界，有人将大学描绘成一种底部沉重组织，

冲突的诱因，为创建和谐校园打下牢固的基础。

大学的重心在基层。由于各院系都是建立在不同的学

［13］

就制度而言，上述 5 个方面的问题是制约我国大

科专业基础之上的， 各学科专业有其自身的逻辑，尽

学办学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应当

管从行政建制上看，院系和行政院所都处于同一行政

着力在这几大问题上取得突破。 制定大学章程，不能

层次，具有一致的行政单位的特点，但从学科专业的

绕开这些问题，应当正面回应，在可能的情况下采取

角度看，各院系的差异是显著的，这种内在差异性正

积极的、建设性的举措，促成这些问题的合理解决。当

是大学的特性所在。 因此，大学不能采用一元化的方

然，也应当看到，这些问题大都与社会的政治和行政

式来管理和要求各具差异的院系，大学的基层应当拥

体制以及社会文化等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不是单靠

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这是大学增强自主办学能力，

大学自身努力就能完全解决的。没有社会的政治和行

促进学术繁荣的根本所在。

政体制改革的根本性突破，大学所面对的这些问题很

我国大学内部长期采用集权管理体制，学校层面

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问题

集中了几乎所有学术和行政管理权力，学校领导和各

的解决上，制定大学章程毫无发挥作用的空间。 毕竟

种职能部门不但掌控着各种学术资源，而且拥有对各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的政治和行政体制已

院系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职能活动的决策权和

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大学办学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与

指挥权，院系层面缺少办学自主权，即便是教学、科研

改革开放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制

等学术活动，基层所能决定的事情少之又少。 这种管

定大学章程，还是可以在上述问题上有所作为的。

理体制尽管可以保证全校一盘棋，统一步调，以高度

三、我国大学章程可能解决的问题

一致的方式办学，但却是一种将最复杂的办学要求付

在不同的办学环境下，大学章程所能发挥的作用

诸简单化的做法，无助于各院系自主办学，无助于各

是不同的。这就是说，大学章程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不

学科专业根据自身规律和要求办学， 难以办出特色，

完全取决于大学自身，也不完全取决于它自身应当解

也不可能有高质量办学。这个问题尽管与外部党政领

决什么问题， 而更多地取决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即

导和管理体制有一定联系，但却主要是大学内部的问

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也可以说，大学章程应当解

题，是大学自身可以较好地解决的问题。 在大学章程

决什么问题具有普适性，而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则具有

制定中，要根据办学重心在基层的特点，尊重学科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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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规律和要求，合理分割学校和院系两个层次办学

会的召集人和党委建设的负责人发挥作用，不以独立

权，减少学校层次的统一决策、统一要求，加强支持和

的行政领导人的身份行使领导管理权力，其职权主要

辅助服务功能，扩大院系办学自主权，增强院系决策

集中于党委内部；给予校长完整和充分的办学领导和

能力和资源调配能力，使各院系成为相对独立的办学

管理权， 明确校长作为大学行政领导中心的角色，使

实体单位，建立合理的校院系治理结构，以激发各层
次的办学活力，提高学术生产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所规定的校长的职权
有明确的制度保证，使校长能够积极主动、独立负责

关于大学管理与治理结构中，将学校层次的管理职能

地履行职权。

和各职能部门的职责权限定于支持和辅助服务方面，

3. 解决专业权力不被承认、不受重视，教授治学

尽量减少行政指令和资源分配职能，赋予院系在所涉

缺乏机制保障的问题。大学本应是一个专业权力占主

学科专业办学方面的决策和组织职能，建立以基层为

导的组织，但长期以来我国大学是政治权力和行政权

基础的内部办学与管理机制。

力占主导，甚至占绝对统治地位，专业权力一直不被

2. 解 决 大 学 党 委 书 记 和 校 长 权 责 界 限 模 糊 、党

承认，更谈不上重视。 不论在学校层次还是在院系层

政关系不和谐的问题。现代大学的行政事务性工作越

次，都缺少专业权力发挥作用的制度规定，教授治学

来越多，行政机构及其职责权能越来越复杂。 我国大

没有机制保障。 这也是从组织特性上讲，我国大学为

学因为实行党政双轨领导管理体制，党委和行政两套

什么更像一种政党组织或行政组织，而不像学术组织

系统共同掌控办学权力，不仅导致教师和学生两大主

的原因。 正因为如此，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特性被遮

体的权力被剥夺或被削弱，而且导致内部党政关系的

蔽了，学术的功能得不到有效的发挥。 我国大学应当

错综复杂，内部党政部门难以和谐共事，尤其表现在

回归学术组织特性， 改变政党组织或行政组织的形

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这两个所谓的“一把手”的关系

象，真正履行学术功能，更好地发挥人才培养和科学

上。尽管有关制度规定大学党委书记并不独立行使领

研究等职能。

导管理权力，他（或她）只是党委会的召集人和党委决

大学回归学术组织特性，必须解决专业权力的地

策的实施保障者，但在大学的实际办学中，党委书记

位和作用问题，解决教授治学的制度保障问题 ［14］。 尽

往往又具有大学第一行政领导人的身份，对大学行使

管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说与外部政治体制没有关系，

全面的领导职权， 从而导致与校长难以和谐共事，甚

但更多地还是大学内部的管理体制和治理机制问题。

至关系僵化。这一状况不但影响党委书记与校长的关

制定大学章程是解决该问题的契机。 在大学章程中，

系， 使校长不能对大学行使有效的行政领导职能，而

应当明确教授个体和教授群体在办学中的地位和作

且造成大学内部党政不分，内耗严重。

用，对教授个体和教授群体在院系和学校层面发挥作

毫无疑问，党委书记和校长的关系已经成为影响

用的组织机制进行合理设计，确保大学人才培养和科

我国大学办学的最重要关系之一，现有的相关规章制

学研究等职能活动的决策及实施更多地依靠教授，将

度只有关于大学党委会的职权范围，并没有关于大学

教授的专业权力融入到实际的办学中去，更好地发挥

党委书记职责权能的明确规定，对党委书记和校长之

专业权力的作用。 具体来讲，在大学章程中，一方面，

间的权责界限也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这是大学内部

对教授职位的职责、 权力和义务等进行明确的界定，

党政关系不和谐，包括党委书记和校长关系失和的根

对教授个人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活动中的作用

源所在。我国大学办学要减少内耗，增强内部凝聚力，

及其作用机制做出具体规定，对教授个人在院系和学

并使党政两套班子形成合力，必须从制度建设上解决

校层面通过何种组织机制和工作方式发挥作用进行

问题，特别是要解决党委书记和校长的分工和职权问

科学合理的设计，并做出程序性规定；另一方面，对教

题。 大学内部党政关系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受

授群体的责任和义务进行说明，对教授群体发挥作用

到外部党政领导体制的影响，但在大学章程制定中也

的组织形式和程序做出明确的规定，对教授群体组织

不是完全不可为的。在大学章程制定中，可根据《中国

与大学内部党政机构在职责权力方面的交叉与重合

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中华人

问题， 以及教授群体组织决策或决定的执行问题等，

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在确保中国共产

都要在相关治理机制和组织程序上进行合理妥善的

党领导地位的基础上，对党委书记和校长两个职位及

设计与安排。 只有这样，大学的专业权力才可能真正

其角色功能予以明确界定。根据党章规定将党委书记

从制度上得到保障，教授治学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

的职权置于党委会的组织框架下，党委书记作为党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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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rustees.uchicago.edu/sites/trustees.uchicago.edu/files/

361005）

uploads/UniversityOfChicagoGoverningDocumen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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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Problems which University Statutes
should/can Solve in China
Bie Dunrong
（Research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

Abstract: University statute is referred to the basic system concerning university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regulation based on the organization’s property of the university. In general, it should be addressed at
the problems such as university identity, function positioning,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model,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stakeholders as well as university ’s own legitimacy and the adaptabilityof the statute
itself, etc. To formulate the university statute is the needs to improve the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that must
distinguish problems the statute should/can have solutions, strengthen the system design on a number of major
issues constraining school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so as to promote the university to become a legal
entity of corporation with autonomy, liberate university academic productivity, enhance schooling capacity,
improve operation efficiency and quality.
Key words: university statute; university system;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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