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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原所属关系不变的基础上, 以一定的方式转给
独立法人承办, 从而按民办管理机制, 自筹资金、自

增长, 社会拥有了巨大的投资潜力和投资热情。据统
计, 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由 10年前的 9万多户发展

我管理、自主办学的运作模式。 一方面, 它减少了民

到目前的 100多万 户, 注册资金由 84亿 元增加到

办高校初始的成本投入, 另一方面又使民办高校的
办学条件达到一个较高的起点。改制后的民办高校,

7000亿元, 产值由 97亿元增加到 3900多亿元。 而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也正成为越来

通过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教育资源, 激活机制, 很快

越多的企业家投资的热点。正是因为这样, 大企业集

走出了一条低投入、高起点、高速扩张的自我发展道

团或个人投资办学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目前, 私

路。 黑龙江东亚大学在短短 5年内的异军突起就是
通过对齐齐哈尔市第一机床厂职工机电学院的改造

营企业介入民办高等教育市场, 不仅极大地推动了

实现的。

育事业的发展。以山东省为例, 在 105所民办高校中

附属运行模式。 这是一种依托于公立院校设置
附属民办学院的模式。 这种发展模式的一个较大优

校办产值 1亿至 1. 6亿元的就有 8所。然而, 在把学
校作为一项产业进行大胆投入, 有效管理和合理经

势是克服了民办高校自身基础投入的不足和办学条

营的过程中, 也出现了对更大利润的追逐, 政府如何

件的限制, 同时也使公立院校闲置的资源得以有效

引导、如何规范、如何加以控制将是决定注入式发展

开发和利用, 为公立院校注入了活力。目前已经有一
些附属民办学校闯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模式能否良性发展的关键。 但是, 可以肯定, 只有宽

像锦州师范学院的培训中心、辽宁商业专科学校的

的人投资办学, 才会为注入式发展模式带来更大的

培训中心等。

活力。

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使不同的发展模式
又面临着不同的走向。
第一, 虽然滚动发展模式一度是民办高校创建
和发展的唯一选择, 但是, 在未来的发展中还会不断
分化。 80年代, 改革刚刚起步, 私营经济尚在曲折中

民办高等学校硬件的建设, 而且促进了民办高等教

松的教育投资政策和有效的控制管理才能吸引更多

第三, 改制运作和附属运行模式将成为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选择。 虽然高
投入、高起点的注入式发展将使民办高等教育推向
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 无论怎样, 靠社会投资办
大学, 特别是办出一定质量和水平的大学, 仍然需努

探索, 一方面社会投资力量十分有限, 另一方面公立

力。 改制和创办附属民办学院是特定时期民办高等

院校及其他机构存在着大量的闲散的教育资源, 通

教育发展的一条捷径。一方面, 可以使民办高校发展

过租、借、聘, 以学养学既是创业者们大胆的尝试, 也
是必然的选择。特别是他们在勤俭办学、艰苦创业中

有一个较高的初始点, 另一方面, 激发着办学效益差
的公办院校加速改制。

积淀的奉献精神和可贵的办学经验为民办高等教育
在中国的重建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 高等教育毕
竟是一项需要高昂投资的事业, 因陋就简的办学既

从“拾遗补缺”到“重要组成部分”

无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教育、教学环境的要求, 也
无法满足广大受教育者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随着
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标准的进一步规范, 滚动发展模
式会受到更大的挑战。而且, 90年代注入式、改制运

张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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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附属运行模式的出现, 已经使从“三无”起步的民

20年来, 民办高教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发展道

办高校受到冲击。 因此寻求新的发展道路成为他们
走出困境的突破口。其中, 广州华联学院建立的教育

路, 即从“拾遗补缺”阶段过渡到了“组成部分”阶段。

股份制, 北京海淀走读大学的民办公助, 郑州黄河科

民办高等教育的地位不被承认, 民办高校“默默”地

技大学依托校办产业助学, 以及上海国际语言进修

做着为正规高等教育体系弥补缺漏的工作。 它们面

学院的中外合作办学等, 有力地证明了滚动发展的
模式已经在分化。

向广大社会青年, 从事自考助学工作。 所谓“组成部

第二, 注入式发展模式将脱颖而出, 成为民办高

立, 民办高等教育也逐渐为社会所接受, 它们此时不

等教育发展的主流。随着改革的深入, 国家综合经济

仅“助学”, 而且开始“办学”, 但还是以非学历教育为
主。 1993年颁布的《民办高校设置暂行规定》中第一

实力得到明显提高, 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得以高速

所谓“拾遗补缺”阶段, 是指 8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

分”阶段, 是指随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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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提到“民办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组成
部分”, 这在认识上大大跨进了一步, 但作为“组成部

投钱或少投钱的情况下实现教育计划和社会发展计
划。

分”的民办高等教育仅被看作是公办高等教育的补

总之, 在大众化进程中确立民办高等教育的地

充。 这是否表明我们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地位与作用
的认识达到了它应有的高度呢?

位, 体现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和可能的统一。

从理论上讲, 党的十五大提出调整和完善所有

民办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匡正

制结构及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等思路, 是社会主
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 随后进行的宪法修订进
一步明确了“个体经济、私有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

唐德海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首先从法

(厦门大学高教所博士生 )

律上为民办高教的发展扫清了制度上的根本障碍。
由此, 民办高等教育应该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 纳入国家教育发展规划。 可以预见,
民办高等教育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定位的合理性,
将通过其自身功能的发挥不断得以证明。
首先, 有利于促进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

1. 什么是高等教育质量
首先, 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多规格的概念。用不
同的标准来评价学生的质量和教育的效果就形成不
同的教育质量观。在实践中, 高等教育质量观与人才
观密切联系。由于人才观的不同, 对教育质量的评价

育大众化是实现我国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的必然选

差异也很大, 其结果是形成各种各样的教育质量规

择。 马丁· 特罗 (M a rt in T row )早就指出, 大众化不

格。如果人才观对高级专门人才的定位是学术型的,

仅仅是指适龄青年毛入学率在 15% -50% 之间的数
量指标, 而且量的增进必然要引起质的变化。 因此,

教育质量观就倾向于以大学生掌握知识的多寡、深

如果按原来的单一公办“精英型”教育的思路看大众

用工程设计能力的高低来作标准; 如果定位是技能

化问题, 必然出现这种情况: 要么保守地反对, 要么
不顾情况变化盲目地发展。我们认为, 只有发展民办

型的, 教育质量观当然就以实际操作能力作标准。各

浅为标准; 如果定位是工程型的, 教育质量观就主张

高等教育, 与公办高等教育展开合作与竞争, 坚持质

高等学校由于其所制定的具体培养目标不同, 存在
着多种规格的高等教育质量。 事实上, 社会是多元

量标准多样化, 培养多种类型、规格的人才, 才能在

的, 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规格也应该是多种多样

实现大众化的过程中避免或减少各种负面影响。 从
现实来看, 确立民办高等教育的应有地位的意义在

的。

于, 它有利于民办高教尽快成熟, 有助于解决一直困

教育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 其质量标准是不一样的。

扰我们的教育难题, 通过数量增长 (高教入学率提
高 ), 满足新的社会需求, 解决基础教育中的矛盾, 如

从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来看, 同一历史时期, 不同的

片面追求升学率, 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解决高

受不同的文化背景影响, 所选择和依据的高等教育

等教育的结构性矛盾。

质量标准是不同的; 同一国家或地区的不同高校, 由

其次, 确立民办高等教育的应有地位, 能够促进
公办高校深化改革。由于民办教育的崛起, 既促进了

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位置、经济投入、办学历史、教师
素质以及生源条件等方面的差异, 所依据并能够达

教育结构的优化和教育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也打

到的质量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因此, 在高等教育的质

破了由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 尽管人们目前对民办
高校办学的独创性、办学的高效率、人力和物力资源

量上, 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固定的质量模式。

的充分利用、民办高校对教育体制改革的先导作用

上看, 高等教育质量应体现在高等教育的所有活动

还认识不够, 但它对公办高校改革的影响 (包括通过

中。 我们非常赞同“管理出质量、管理增效益”的观

影响政府政策而产生的影响、市场意识和竞争观念
的影响、管理模式的影响、教学模式的影响、招生就

点, 问题的焦点在于管什么和怎样管。

业的影响等等 )是客观存在并逐渐增大的。

和管理的概念, 所以, 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是一项

第三, 确立民办高等教育的应有地位, 有助于解
决教育投入问题。通过发展民办教育, 国家可以在不

其次, 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在高等

国家或地区, 由于实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不同,

再次, 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管理的概念。从总体

正因为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多规格的、发展的
复杂而困难的工作, 世界各国政府对此都持慎重的
态度。 正像《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宣言》指出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