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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大革命 由于没有顾及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外部因素影响, 提出了 普及高等 教育的目标, 并急 于进行尝

试和探索, 被教育史界认为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反面教材。但其 改革是对 我国高等 教育模 式的积 极探索, 对今 天的高
等教育发展仍具有相 应的借鉴意义, 而其中的失误, 也为今天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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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大革命 的积极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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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分别是全日制学校、
半工半读的学校、
各种形式的
业余学校。以上几种思想是正确的, 并且在今天看来

1958 1960年的 教育大革命 , 是为了摆脱 苏 也很有意义。
联模式的负面影响, 探索符合中国国情教育模式的一

2. 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次尝试。在党中央的倡导下, 为实现 以 15年左 右
1959年 4月, 人民日报 发表 把教学、生产劳
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 这一目标, 全国各界高度重 动、
科学研究结合起来 的社论, 明确提出 主要以教
视高等教育, 采取各种方式和措施发展高等教育, 使 学为中心, 围绕教学, 来进行生产 劳动和科学研究。
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一定进步。主要包括以 教育部提出要加强生产劳动教育, 把生产劳动列入教
[ 1] [ 2]

下方面:
1. 具有部分值得肯定的教育思想
1958年的教育改革, 是从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

育计划, 并以教学为主, 实现教学、
科学研究和生产劳
动三结合。
各高校都相应调整了教学方式, 将教学工作参与

追求民主科学、
振兴教育事业开始, 以建设祖国、
繁荣 到国家建设、
前沿科学研究中。如清华大学承担了密
社会、造福民众为目的, 以发展教育为基础, 以人才培 云水库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任务; 北京中央
养为根本。

工艺美术学院参加了首都十大建筑的美术设计工作;

1958年毛泽东在视察天津大学时提出, 高等教 北京大学与有关单位联合研制人工合成胰岛素; 北京
育应抓住三个东西: 一是党委领导; 二是群众路线; 三 钢铁学院深入到冶金工业第一线搞项目设计和参加
是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同时, 中共中央、国 大炼钢铁的实践活动; 北京航空学院研制成了 北京
务院发布的 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提出, 党的教育 一号 飞机, 等等。
工作方针, 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教育与生
随着科研活动深入而广泛的开展, 各高校的教学
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 教育工作必须由党 内容也相应得以更新, 如一些工科院校加开了近代物
来领导 ;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 理课或在物理课中增加了近代物理的内容, 一些先进
化的劳动者, 这是全国统一的, 违反这个统一性, 就破 技术譬如半导体、
原子能、
加速器、
计算机等开始成为
坏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则; 实行 3类主要办学体 我国高校的教学内容, 这些都有助于高校教学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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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保障教学内容的前沿性。

社会主义强国。其初衷是好的, 可将长远理想当作短

3. 实行多样化的办学方式
期内可以实现的目标, 好大喜功, 忽视我国基本国情,
教育大革命 时中央 制定的办学政策是: 在 统 急于求成, 在改革过程中就暴露了很多问题。
[ 3]

一的目标下, 办学的形式应该是多样性的, 即国家办

1. 盲目扩大招生数量

学与厂矿、
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 普通教育与职

1958年, 在赶超美、英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大

业教育并举, 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 全日制学校 跃进 声中,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教育工作
与半工半读、
业余学校并举, 学校教育与自学并举, 免 的指示 。 指示 指出, 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
费教育与不免费教育并举。全国有 3类主要学校, 第 教育, 争取在 15年左右的时间内, 基本上做到使全国
1类是全日制学校, 第 2类是半工半读学校, 第 3 类 青年和成年, 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 都可以接受高等
是各种形式的业余学习学校。这 3类学校中, 有一部 教育。我们将以 15年的时间普及高等教育, 然后再
分要担负提高的任务。这些政策总体上是符合当时 以 15年左右的时间从事提高工作。 这个不切实际
中国教育发展现实的。

的目标, 使我国高 等教育 开始卷 入超常 规的 大 跃

业余高等教育 (包 括夜大学、高等 函授教育、广 进 发 展道 路: 普 通高 校 从 1957 年 的 229 所 增 至
播电视教育等 ) 有了很大发展。 1960 年上海市创办

1960年的 1 289所, 普通院校招生数从 10. 6万人增

了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 提高了生产能手和技术革新 加到 32. 3万人。而这个时期, 国民收入指数却因自
闯将的科学文化水平。 1960年 3月我国第 1所电视 然灾害年递减 6. 4% ,

[ 3]

可见高等教育 大跃进 超出

大学
北京电视大学开学, 其后, 上海、天津、沈阳 了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能力。
[ 4]
等城市也相继成立了电视大学。同时试办了一批半
2. 生产劳动过多影响了教学秩序
工半读的高校, 如 1958年创立了全国闻名的江西共

高校为响应党中央号召, 将生产劳动引入学校工

产主义劳动大学, 该校的办学方针是半工半读、勤工 作中, 甚至发展到以 生产劳动代替教 学活动。 1958
俭学、学习与劳动相结合、
政治与业务相结合。多样 年 9月 19日颁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
化的办学形式可以使更多的人到学校学习。
4. 新增一批重点高校

的指示 中明确规定: 在一切学校中, 必须把生产劳
动列为正式课程。每个学生必须依照规定参加一定

1959年, 中共中央颁布了 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 时间的劳动。 这在总体上是符合当时中国建设社会
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 , 指定北京大学、中国人 民 主义教育事业的实际情况的, 但在实际操作中 和对
生产劳动 的界定上却出现了偏差, 党的领导也从
大学、
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哈
尔滨工业大学、
清华大学、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原则和宏观的管理泛化为事无巨细的取代, 从多方面
[ 4]

西安交通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北京航 限制了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 各高校几乎普 遍停
空学院、
北京农业大学、
北京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 课, 参加大炼钢运动和三秋大战运动。 1960 年很多
16所高校为全国重点学校。 1960年, 中央又决定增 学校参加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过多的生产劳动
加中国医科大学、
哈尔滨军工学院、
第四军医大学、通 完全打乱了教学秩序, 极大地增加了师生负担。
讯工程学院为重点高校。同年 10月, 又增加吉林大
学等 44所学校为重点高校。国家集中力量办一批重
点大学, 让其在高等教育中起到了示范作用, 有利于
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3. 教学大纲的编写不符合教育规律

[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 示 指出,
高等学校的教材, 应该在党委领导下采取党委、教
师、
学生 三结合 的方法, 经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

同时在此期间, 还增设了包括国防和尖端科学技 认真给予修订 。以大破大立为指导思想, 否定原来
术方面的专业。如复旦大 学新增了核物 理、放射 化 教材的内容, 打破原有教材的科学体系, 集体进行短
学、
计算数学、力学、高分子化 学、生物物 理、生物 化 期突击。但教材的编写者, 多是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学、
无线电物理、电子物理等 9个学科。这些都着实 都明显不足的学生和工人, 他 们缺乏认真系统 的研
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大发展, 为我国教育事业做出了重 究, 编出的教材质量不高, 多数未被采用, 且这些教材
要贡献。

二、 教育大革命 的主要失误

扰乱了知识的系统性, 降低了教学质量与水平。
4. 不合理地修改课程设置
教育大革命 中, 在基础与专业的关系上, 对课

教育大革命 期间改 革的动因, 是为了推动 高 程进行不适当的合并。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等教育向大众化和普及化方向发展, 把我国建设成为 南京大学均将普通物理与理论物理合并, 南京大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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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物理、
理论力学、热力学、
统计物理、
电动力学、量 培养方面的优势, 把以课堂传播间接知识为主的学校
子力学、
无线电工程基础等基础课和专业课合并为一 教育环境与直接获取实践经验、
能力为主的生产现场
门物理课, 讲课时数减少, 学习总时数也减少很多, 严 环境有机结合于学生的培养过程之中, 使学校、
教师、
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和师生的科研水平。

学生与社会、
企业建立起广泛的联系, 在与社会进行

三、对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的启示

广泛交流的过程中获得知识、
培养学生的能力、全面
提高学生素质。产学研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尤其适合

1. 合理调整高校专业设置

以培养学生技术为主的高职院校。

目前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 一方面是受
经济形势的影响,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学扩招导致毕

3. 大力建设一批重点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说: 要使 21世纪 成为

业生增多以及高校专业设置不合理。专业在很大程 中国人的 世 纪, 中国 必 须要 有 几十 所 世界 级 的 大
度上决定了学生的知识结构、
工作能力和就业取向。 学。

[ 5]

建 设世界一 流大学不 是短时间 内可以实 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的背景下, 大学依 的, 但是我国可以先建设一批重点大学, 在保证其他
据什么来进行专业设置, 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高 院校不被忽视的前提下, 加大 力度建设这些重 点大
校的专业设置应该全面考虑社会的实际需求, 与经济 学, 从某种程度上说, 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发展的结构紧密结合, 进行专业调整, 加快紧缺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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