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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情结”与转变高等教育思想
□别敦荣

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 ,整个高教界 ,从

个是高等教育内部 ,即高等教育系统准备不

上到下 ,从领导到普通教师都热情地关注高

足。也就是说 ,我国高教界还没有作好或没有

等教育改革 ,探讨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和策
略。 在这场全国范围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完全具备应付各种挑战的准备 ,包括物质上
的、理论上的、心理上的、体制上的、思想上的

的探 讨中 ,“把一 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 带入

准备等。 尤其是当人们把我国高等教育同一

21世纪”已成为讨论的中心议题。 从社会心

些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作横向比较的时候 ,

理学的角度看 ,这股高等教育研究热潮的出
现反映了一种浓浓的“世纪末情结”。

危机意识更加强烈。 因为我国高等教育同一
些发达国家相比 ,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所谓“世纪末情结” ,是指在世纪更替之

高教界出现的“世纪末情结”是一种积极

际出现的社会或个人心理上的一种躁动不安

的社会心理思潮。 它对于高教界保持清醒头

的情绪反映。通俗地讲 ,这是社会大众或个人
情绪上出现的一种解不开的疙瘩。 高教界涌

脑 ,正确认识自身的不足 ,以及对所面临的严
峻形势 ,采取有效措施 ,深化高等教育改革 ,

动的“世纪末情结”是一种矛盾的心理反映 ,

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具有重大的意义。

它既蕴含有面向 21世纪的热切期望和欣喜 ,
又潜在着在严峻挑战面前出现的忧虑感和危

高等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是高教界“世纪
末情结”中倍受关注的一个问题。找准了突破

机感。 类似的“世纪末情结”不只是在我国存

口 ,就有可能顺利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在突破

在 ,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同样存在。在人类社

口的探讨中 ,很多人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看

会迈向 21世纪之际 ,许多国家出现的探讨高
等教育改革的热 潮正是这种社会心理 的反

作是高等教育改革的突破口 ,认为体制改好
了 ,高等教育系统的各种关系理顺了 ,高等教

映。只是在我国高教界 ,这种情绪反应更为强

育资源配置有了组织制度上的保证之后 ,其

烈 ,忧患意识更加深重。只要我们查阅一下近
年出版的高等教育研究期刊、各种学术会议

它方面的改革就有了基础。 因此他们主张首
先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国家教委正式实

论文集和有关专著 ,可以发现 ,其中潜在的危

施 “面向 21世 纪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

机意识。

革”计划后 ,又有很多人把教学改革看成是高

这种危机意识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
个是高等教育的外部 ,即高等教育所面临的

等教育改革的突破口。 因为高等教育的任何
改革 ,说到底都是为教学改革服务的 ,高等教

巨大挑战 ,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科技的、文化

育改革的成效最终都只能通过教学水平和教

的等。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市场化、科技革命
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等所带来的挑战 ; 另一

学质量的提高反映出来。也就是说 ,高等教育
其它方面的改革都是为教学改革服务的。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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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首先对教学进行改革 ,建立起合理有效的
教学体系之后 ,其它方面的改革才可能根据

究仪器设施 ,增加教育经费收入等 ;体制维度
的改革包括调整高等教育结构 ,改革管理体

教学工作的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

制、办学体制、招生与分配体制及财政拨款体

尽管不能说这些主张完全没有道理 ,但
是 ,似乎并没有找准高等教育改革的突破口。

制等 ; 思想维度的改革包括转变高等教育的
本质观、功能观、人才观、教学观等。三个维度

高等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既不在高等教育体制

的改革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但思想的改革是

改革 ,也不在教学改革 ,而在于转变高等教育

先导 ,它对其它两个维度的改革提供指导原

思想。高等教育思想是统率高等教育的灵魂。
没有高等教育思想的转变 ,任何改革都难以

则。我国 80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改革较多的
从现象上去研究问题 ,就事论是 ,侧重物质维

取得真正的突破。 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

度和体制维度的改革 ,对教育思想的转变重

来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许多举措不得不半
途而废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各高等学校正在

视不够 ,对高等教育思想的研究也很不深入 ,
因而改革缺乏成熟的思想或理论作指导。 所

进行的教学内容和课程结构的改革中 ,理论

以 ,在一波高等教育改革浪潮兴起之时 ,常常

准备不足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 一些高等学

轰轰烈烈 ,而热潮过后 ,由于碰到深层次的思

校在更新或重组 教学内容和课程结构 的时
候 ,发现无所依循 ,不明了改革的方向何在 ,

想阻力 ,便难以推行下去了。所以 ,我们说 ,高
等教育要改革 ,思想转变要先行。

对于“为什么要这样改”的问题说不清 ,道不

在有关转变高等教育思想的研究中 ,一

明。 所以我们说高等教育思想的转变是高等

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值得我们注意。 许多人在

教育改革的第一要义。 这一点已为国内外的
高等教育改革实践所一再证明。 如蔡元培先

探索教育思想转变问题时 ,常常持一种对过
去的教育思想全盘否定的态度 ,主张推倒重

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 ,为改革落后的教

来 ,“破旧立新” ,用全新的教育思想取代过去

育模式 ,首先从转变教育思想入手。他明确提
出“大学者 ,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大学教育

的教育思想。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并不陌生 ,历
史上的经验教训也不鲜见。

宗旨 ,要求全体师生员工转变观念 ,并出台了

新的时代当然需要新的教育思想 ,教育

一系列改革措施。 由于有了大学教育思想的

思想的转变本身也包含了需要有新的教育思

转变作基础 ,所以蔡元培先生对北大的改革
取得了成功 ,使北京大学在很短的时期内成

想。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将过去的教
育思想弃置一边 ,扔进历史的垃圾桶去。过去

为一所学术兴旺发展的新大学。 又如西方一

的许多教育思想虽然陈旧、过时 ,但也有一些

些影响较大的高等教育改革也有其自身的高
等教育哲学思想。 罗伯特· M· 赫钦斯在芝

不但有合理性 ,而且还有现实适用性。 因此 ,
转变教育思想不能对过去的教育思想采取全

加哥大学的“百部名著”教学改革、詹姆期·

盘否定的态度 ,而是应当对现行的教育思想

B· 康南特和德里克· 博克在哈佛大学推行

进行补充、更新 ,变过去的统一性为多样性 ,

的普通教育计划和核心课程改革都有明确的
教育哲学思想。前者主张永恒主义教育思想 ,

用多样性的高等教育思想指导变革社会中的
高等教育改革与实践。

后者遵循要素主义教育哲学。

多样性既是变革时代的要求 ,又是各级

借用一种现代化理论分析模式 ,可以把
高等教育改革划分为三个维度或层次: 一是

各类高等学校自身不同特点的要求。 社会的
变化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方面的。 高等教

物质维度 ,二是体制维度 ,三是精神或思想维

育必须适应这种需要 ,打破统一性 ,建立主动

度。物质维度的改革包括充实和更新教学、研

适应机制。 这种主动适应机制的基础就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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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的高等教育思想。 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各
具特色 ,不同层次、类型的高等学校遵循不同

办学 ,用职业性价值取向指导高等职业学校
和高等专科学校 ,以及某些本科大学 ,用学术

的高等教育思想 ,少一些统一性 ,多一些差异

性价值取向指导本科大学 ,尤其是重点大学 ,

性 ,有利于各高等学校扬长避短 ,办出自身的
特色 ,形成不同的办学风格。

使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各有所依 ,
发挥各自的社会职能。再如 ,自主办学是一种

转变高等教育思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

重要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 在过去的高等教

题 ,仅举两例来说明用多样性取代统一性的

育管理中 ,我们注重集权管理 ,用集中统一的

问题。比如 ,职业性价值取向是一种重要的高
等教育思想 ,它要求高等教育培养的高级专

计划 ,来管理各级各类高等学校 ,显然是不合
理的。 但是 ,如果走向另一极端 ,让所有学校

门人才具有较强的职业适应性 ,强调专业与

都享有同样的办学权利 ,也是不合理的。因为

职业对口 ,注重人才的专业技能训练。以往我
国长期遵循这种教育思想 ,重视高等教育的

不同办学水平的高校 ,其办学的能力是不相
同的。 从对国外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研究

职业性价值取向 ,使全国各级各类高等学校

中可以看出 ,国外在办学自主权问题上也不

的教育过于专门化、职业化。现在要转变高等

是对所有高校都一视同仁的 ,不同层次、不同

教育价值观 ,并不是要完全否定高等教育的
职业性价值取向 ,因为它基本上还是适应高

类型的高等学校所享有的办学自主权的差别
是十分显著的。所以 ,我们在遵循自主办学思

等职业教育和高等专科教育的。 世界上许多

想进行扩大高 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改革 的时

国家的高等职业教育也体现了这一教育价值

候 ,应当因校而异 ,区别对待。 扩大高等学校

观。 转变教育价值观就是要用多样性的教育
价值观指导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等学校的

办学自主权应当主要是扩大本科大学 ,尤其
是重点大学的办学自主权。

(上接第 12页 )
方针政策 ,尤其是要转变传统的高等教育观念。 比如说 ,不能把高等教育仅仅看作是政府的事
业 ,还应把它看作是社会的事业和公众的事业 ; 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不应主要以政府的计划为
基础 ,而应主要以社会的需求为基础 ; 不应把高等学校的产品单单看作是准公共产品 ,同时它
也具有商品性 ,社会和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投资 ,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 ;高等学校不应
被看作是政府的附属机构 ,而应当是真正独立的法人实体 ; 高等学校主要不是职业培训的场
所 ,而是为人生作准备的、进行学历教育的地方 ,它颁发的是学历证书 ,就业资格的认定应当是
政府、社会和行业有关机构的职责 ;高等学校的教育对象、教育方式、教学管理制度等等不应以
学校的需要为依据 ,而应当以消费者的需要为导向 ,等等。
总之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
走向。 我们有理由相信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时代离我国并非那么遥远 ,它正在稳步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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