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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学分制作为大学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而创立的一种极具现代性的教育教学制度，强化了现代大

要：

学的现代性。在中国大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学分制的积极作用将不再囿于学生、教师和教育教学管理等微观层面，
突出体现在促进了现代大学教育教学理念的普及和深化、成为了现代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的切入点和促进了现代大
学更加开放和多样发展这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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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edit system，which was created to adapt to the modern social development，strengthens the
modernity of modern universitie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the positive part of
credit system is no longer confined to micro levels such as students，teachers and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anagement，but is also reflected in spreading and deepening modern universities’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ories，performing as the entry point of reforms and developing more open and diverse modern universities．
学分制作为基于选修制基础上的一种教育教
学制度，强化了现代大学的现代性，对现代大学的

学基本的教育教学制度。当前，在我国高校正从传
统大学教育向现代大学教育转型之际 ，积极构建现

一，在价值取向上，学分制体现的是一种以学习自

代大学制度，充分发挥学分制的作用，以制度形式
保障学生的学习自由，是值得关 注 的 议 题。 基 于

由为核心的现代大学教育理念； 第二，在功能上，现

此，本文将从学分制与现代大学发展的关系溯源、

代大学的学分制从测量学生学习量的初始计量功

我国大学学分制度发展回顾以及学分制对我国现
代大学的作用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对当前现代

构建有着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

能，已经衍生发展出了流通、资源配置、分层分类等
〔1〕

功能

； 第三，在作用发挥上，学分制推动了现代大

学教育理念的普及、教育教学改革的实践，促进了
大学更加多样化和开放发展。

大学制度建设背景下的学分制实践提供启示 。

一、学分制与现代大学的关系溯源

作为一种舶来品，学分制自近代就进入了我国
大学，并在 1978 年后得到了长足发展，成为诸多大

学分制作为大学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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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的一种极具现代性的教育教学制度 ，它的产生
与现代大学的发展关系密切。 追溯学分制的历史

渊源和发展，可发现在从古典大学向现代大学迈进
的过程中，学分制作为具有典型现代元素的教育教
学制度，在推动科学课程、专业课程进入大学，使大
学更具现代性特征方面可谓功不可没 。
19 世纪初
学分制的发展肇始于选修课的诞生 ，
期，德国的柏林大学首先将哈勒大学和哥延根大学
开创的选修课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19 世纪后
半期，美国哈佛大学引入并进一步完善该制度，最
终形成了选修课与学分制相结合的新制度。 人们
对这项 新 制 度 的 实 施 者 哈 佛 校 长 埃 略 特 （ C． W．
Eliot） 予以高度评价： “因为学分制的建立与实施，
他把 一 所 小 型 的 地 方 学 院 转 变 为 一 所 现 代 大
〔3〕
学” 。别敦荣也曾指出： “科学教育的制度化是
现代大学与古典大学的分水岭，自科学教育制度在
现代大学立足开始，人才培养制度就开始了其现代
化之路，其成果主要表现为科学教育制度、专业教
育制度、选课制与课程模块制、学分制与学分转换
〔2〕

制度。”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大学的发展催生了
学分制度，而学分制度的确立和实施则又强化了现
代大学的现代性，使大学摆脱了古典大学封闭、守
旧、不合时宜的落后理念的束缚，继而成为推动社
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轴心。

二、我国大学学分制发展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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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制度，学分制为中国现代大学
引入科学技术思想和人文教育思想提供了制度保
障，也为中国现代大学改革人才培养的模式提供了
新方法。
新中国成立之后，学分制曾在 1949 ～ 1952 年
间在高校实施，其后中断，直至 1978 年才又被恢复
使用。学分制恢复之初，是中国破除“两个凡是 ”思
想禁锢，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思 想 路 线 之 际。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首先要求： “高等学校可
以试行走读制、旁听制、学分制。总之，要采取多种
〔6〕
形式，开辟多种途径，努力扩大招生数量 ” 。 在教
育部的推动下，学分制开始在几所重点高校试点。

1983 年，邓小平同志发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号召，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
教育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作为中国教育重要组成
部分的中国大学教育，也开始向现代化转变，伴随
而来的是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1985 年《中共中
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发布，高校开始积极
推动管理体制改革，并扩大高校办学的自主权。 在
此背景下，作为一种能体现高校主动适应经济社会
对人才培养需求的积极的教育教学制度 ，学分制获
得了较快的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为顺应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学分制
逐渐成为我国很多大学教学管理制度改革的方向 。
一些重点高校纷纷实行学分制并不断将学分制改
革推向深入，选课制、导师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
〔7〕

。 进入 21 世纪后，中
国现代大学的学分制的发展不断得到了深化 ，关于

弹性学制等得到有效实施
学分制是伴随着我国现代大学的发展而建立
完善起来的。我国的现代大学是在“兴学强国 ”洋
务运动背景和西学东渐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一般认
为北京大学的创立，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

学分制的理念和内涵取得了较多共识 ，围绕学分制
构建的配套制度和体系也日臻完善。 学分制发展

。作为我国第一所综合性的现代大学 ，北京

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模式多样 （ 完全学
分制、学年学分制、全面加权学分制等 ） 、选课制不

大学催生了我国最早的现代学制，引进了欧美大学
的选课制教学制度，并对课程量采用了按单位 （ 也

断完善、导师制初步确立、弹性学制逐步落实、辅修
〔8〕
制日渐推广和学分制收费制度逐步形成 。

〔3〕
就是学分） 的计算方法 。而指导这一制度的正是
蔡元培的新教育思想，他曾在 1918 年发表演讲时

由此可见，在大学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学分

〔4〕

开端

指出，是否尊重个性、发展个性是新旧教育的一大
〔5〕
分歧点 。可以说蔡元培抓住了欧美现代教育理
念的精髓，并在教学上将体现这一理念的选课制和
学分制植入了中国的现代大学。随后，这两项制度
被我国近代的诸多大学所采用，并由政府颁文成为
大学教育教学的正式制度。 作为一种从封建旧教
育向民主科学的新教育转变的、适应中国近代教育

制逐渐成为中国现代大学人才培养中的基本教育
教学制度。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和国际
化的发展趋势，学分制也成为体现现代大学主体性
理念与作用的具体手段，帮助现代大学逐渐凸显自
身的主体化特征。可以说，学分制这一基本教育教
学制度的确立，打破了人们的观念禁锢和政府一统
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僵化、封闭局面，为现代大学
的人才培养革新提供了改革的空间和余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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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分制丰富了现代大学的教育教学理念

三、学分制在中国现代大学发展中
的作用
学分制在我国大学实施以来，人们对其作用的
认识比较集中的体现在学生、教师和教育教学改革
等方面。这些认知包括： 学分制观照了学生的个体
差异，
便于实现因材施教； 有利于发挥教师专长，
鼓励
教师开展科研； 有利于推广高等教育，培养更多人
〔9〕
才 ； 促进了高校教学观念与教学改革的深化等。不
容忽视的是，
学分制下教学计划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容
易遭到破坏； 教学质量的效益性难以保证； 教学管理

学分制的教育教学思想实质就是“学术自由 ”，
不仅包括了大学教师的“讲学自由”、“研究自由 ”，
还包括学生的“学习自由 ”，学生的“学习自由 ”即
学生应该享有“选择学什么 （ 选修课程 ） 的自由，决
定什么时间学习和怎样学习的自由 ，以及形成自己
〔16〕
思想的自由 ” 。 学术自由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
根基，自中世纪大学传承而来，通过以选课制为前
提的学分制嵌入，将学习自由充实到学术自由之
中，丰富了现代大学的理念。
2． 学分制的实践促进了现代大学教育教学理

。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人才

念在大学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中的普及和深化
一方面，学分制的普遍实施使得体现现代大学

培养类别层次增加及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高校
教育管理者对学分制作用的认识需要深化，不应再

教育理念具体的教学行为和管理行为有了途径和
载体： 选课制让学生享有了学习自由，导师制创设

囿于学生、
教师和教育教学管理制度等微观方面，应
着眼于更好地推动我国现代大学建设的宏观视角。

了教师与学生交流互动的机制 ① ，弹性学制赋予了
教学管理制度的柔性和灵活性，绩点制评量了学生

（ 一） 学分制促进了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普及

的学习成效，学分预警制监控了学生的学习进程等
等。由于学分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大学的教学与

〔10〕

的复杂程度增加等

和深化
学分制在中国现代大学的推进过程曾几起几
落，其原因之一就是大学的教育教学观念并没有与
学分制的实践同步，往往是观念束缚了实践。 故而
〔11〕

关于“实行学分制关键是要教学思想转变 ” 、“转
〔12〕
变教学观念是深化学分制改革的先导 ” 、“实行
〔13〕

管理人员更多的关注学生需求，进而起到了普及现
代大学教育理念的作用。
另一方面伴随着实践的发展，学分制也促使人
们对传统与现代的教育教学理念的碰撞和冲突进
行思考： 学分制与学年制的比较研究、学分制本质

学分制更要注重体现精神实质 ” 等的提倡不绝
于耳。这恰恰反映了学分制在促进人们对现代大

与功能研究、学分制与大学教育价值观的研究、学
分制背景下学生管理理念的创新等等 。

学教育理念进一步认知和思考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
实际上，从 20 世纪末开始，我国广泛、深入地

（ 二） 学分制成为现代大学教育教学制度改革

开展了以培养高素质的跨世纪人才为目标和以强
调人本价值观为重点的教育思想大讨论 ，现代大学

的切入点
在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学分制成为我国现
代大学教育教学制度改革的切入点。 无论是 1978

教育理念这一哲学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王冀
生认为，“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实质就是高扬人的

年的《全国科学教育大会文件》，还是 2010 年的《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 2010 －

〔14〕
主体精神” ，这不仅是由教育的本质决定的，也
〔14〕
是对教育本质的一种回归 。潘懋元也指出，走向

2020） 》，学分制都被历次重大教育改革的文件所提

21 世纪，
大学的教育观念要转变。在教育价值观上，

及。为什么学分制在现代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中如此受重视？ 这与它是现代大学教育教学管

要“把唯社会价值观或唯主体价值观转变为在满足
社会需要的前提下，充分尊重人的主体价值，使社会

理的基本核心制度有关，也与其在引领制度理念转
变、发挥制度机制和功能优势、促进制度改革与学

〔15〕
价值与主体价值协调平衡的价值观” 。现代大学

生个性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有关 。
1． 引领教育制度理念的转变

教育理念的转变要求现代大学的教育教学工作要秉
承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在以学生权利为价值取
向上，
不仅要建立和完善教育教学制度，还要落实在
具体的教学和管理行为上。具体到学分制方面，其
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在引领制度理念转变方面，学分制契合了高等
教育要回归为一种完整的教育，成为培养“完整人 ”
的教育这一必然要求。 学分制的制度设计理念包
〔17〕
括： 个人本位、学习自由、个性发展和因材施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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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个人本位要求学分制的制度设计要充分
适应和服务学生的需求，彰显学习者的主体价值，
服务于学生的最终发展； 学分制学习自由理念则指
向“人的全面发展”愿景，是对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
理想追求； 学分制人才培养规格设计则要求充分考
虑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因材施教。 以昆明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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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收费制、
导师制、教学质量实时监控制、成
放制、
〔18〕
绩积点制及学习警示制等在内的十大制度 。
（ 三） 学 分 制 促 进 了 现 代 大 学 的 开 放 和 多 样
发展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有学者就指出学分

为例，该校针对学习者的个体差异，结合专业实际，

制是体制改革转轨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要
〔21〕
求和选择 。 体制转轨使得学生付费上学、自主

构建了面向全体学生的基本人才培养规格和面向
优秀学生的较高人才培养规格的“双规格 ”分层次

择业，使得高校面向市场自主办学，学分制为学生
的自主和高校的自主提供了选择性和灵活性。 当

〔18〕
人才培养体系，实现了因材施教 。
2． 发挥制度机制与功能优势

高等教育的改革使得教育大众化成为现实 ，满足多
样化、个性化的高等教育需求成为主旋律时，学分

在发挥制度机制与功能优势方面，学分制可有
效促进系统互通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学分制的实

制为应对这种变化提供了现实路径和方法。 在新
技术革命和市场经济浪潮的推动下 ，当现代大学的

施不仅便于大学内部各个系统的沟通配合 ，而且更
便于大学间的学分互认，从而有利于教育教学的合

职能内涵发生深刻变化时，迫切需要现代大学教育
教学制度层面的变革，学分制的实践为此提供了制

作与交流、人才的流通。
在大学内部，
由于学分制对人才培养实行了跨专

度支持。现代大学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多功
能和复杂结构、不断发展的社会实体，学分制可以

业、
跨学科、
理论和实践交替等多种方式，
要求不同院

为这个实体的职能开放和多样化发展提供通道 。
1． 学分制为促进现代大学职能的开放提供了

系及管理部门围绕学生的培养要求在沟通和合作方面
比以前更加密切和深入，
因此很多高校建立了有利于

路径和方法

促进内部思想交流和资源配置流动的沟通机制。
在大学的外部，
北京学院路高校“教学共同体”的

在人才培养职能方面，别敦荣指出： 在现代高
等教育要主要服务面向于社会需要的背景下 ，现代

学分互认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由 21 所高校和北京市
教委组成的北京学院路高校“教学共同体”，
通过互开

大学不仅要承担满足社会需要的使命 ，还需承担传
承人类文明、塑造优良人格的人文使命。 这要求现

“教学共同体”辅修专业，
跨校辅修专业、
互认
选修课、
实现校际间学科优势互补，
教学资源共享，
构成
学分，

代大学的教育教学组织要处理专业教育与人文教
协调满足社会需要与人文发展的关系，学
育的关系，

了与学生所在校专业素质培养有机结合的综合素质培
养教学体系。北京学院路高校“教学共同体”已为近

分制为此提供了一把钥匙

16 万次的学生提供了服务，成为校际间资源共享、互

性质的课程可以在学分系统中得以组合和配置，为
人才培养体系的系统设计提供了便利，很多高校的

〔19〕

通共赢、
有效服务学生成才的典范 。
3． 促进教育教学制度的改革
在制度的改革效应方面，学分制推动了现代大
学教育教学包括教学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教
学组织的系列变革。在教学管理体制方面，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学分制与学院制的并行改革可算是一
个例证。有学者认为： 为了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
人才，
学分制呼唤和促进以学科群为基础的学院制
〔20〕

的诞生和完善

。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教学组

〔22〕

。由于学分制具有可以
将学生的学习活动统一计量折算的功能，使得不同

实践也体现了这一点。高校中有通过设计素质学
〔23〕
〔24〕
创新学分 、科研学分 等方法来协调专业教
分、
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
加强学生的全面素质。
华中师范大学曾在 2008 年发布了关于实施素
质学分的相关条例，其中就规定了包括思想政治与
学术科技与创新创业、社会实践与社会工
道德修养、
作、
文化艺术与身心发展、技能培训及其他、国防教
育等六项素质学分，要求学生在修满相应学分基础

织的系列变革方面，
我国院校呈现了较好的改革效果。
像昆明理工学院在实施了学分制后，
不仅建立了包括

〔25〕
上，
完成素质学分修读要求方能毕业 。
2． 学分制为促进现代大学职能发展的多样化

人才培养规格、
课程与实践教学体系及促进学生个性
发展四个平台② 于一体的教育体系； 还建立了包括选

提供了制度和通道

课制、
双专业（ 学位） 制、
弹性学制、
重修制、实验室开

在促进现代大学职能发展的多样化方面，学分
制提供了制度和通道。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学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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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和学历分层带来的大学办学的多层次、多形式和
多规格转变。在很多大学内部，不仅人才培养层次

79

2009： 171．
都： 巴蜀书社，
〔8〕孙

2010，
山． 我国高校学分制变迁简论〔J〕． 教育评论，

（ 3） ： 136 － 137．

呈现了专科、本科、研究生等多种层次，类型也涵盖
了成人教育、在职教育、远程教育、中外合作教育及

〔9〕潘懋元． 潘懋元文集： 高等教育学讲座 （ 卷 1） 〔M〕． 广

这需要大学有分层、分类型灵活多
培训等多种形式，
样的教育教学制度来保证。学分制的采纳和应用为

〔10〕陈

这种分层、
分类和灵活多样需求提供了通道。
在层次方面，学分制按“宽基础活模块”的方式

〔11〕张楚廷． 实行学分制与教学思想转变〔J〕． 湖南师范大

2010： 153．
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涛． 再探学分制———学分制的形成、发展、问题及

2013，（ 9） ： 58 － 62．
展望〔J〕． 现代教育管理，
1994，（ 6） ： 107．
学社会科学学报，

进行教学计划设计，以多学科群或专业群为基础进
行，在具有奠基功能的主体性模块课程基础上，辅

〔12〕李

以选修或辅修类课程模块进行组合 ，使得教学计划
具有弹性和灵活性。在类型方面，很多大学运用学

〔13〕周冬梅． 学分制本质的探究〔J〕． 中国成人教育，
2010，

分制为在职学习者提供了学分互认 。山西大学、西

〔14〕王 冀 生． 现 代 大 学 的 教 育 理 念〔J〕． 中 国 高 教 研 究，

南交通大学就对继续教育学习者实行本校内自由
〔26〕
选课制度 。 在办学形式方面，学分制为很多大

〔15〕潘懋元． 走向 21 世纪高等教育思想的转变〔N〕． 中国

学中外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提供了便利。 现阶段
我国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通过学制上的“2 +

〔16〕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等，

1”、“2 + 2”、“3 + 1”等模式，实现了与国外高校优

〔17〕吕向红． 论学分制内涵体系及制度设计理念〔J〕． 高教

〔27〕

势和特色专业合作交流及人才培养

。

正． 从转变教育观念的视角看学分制改革〔J〕． 清

1998，（ 3） ： 31．
华大学教育研究，
（ 13） ： 22．
1999，（ 2） ： 11．
1999-01-09（ 3） ．
教育报，
1987： 53．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7，（ 2） ： 47 － 49．
探索，
〔18〕杨小兵，陈杨健． 学分制条件下教学管理模式的改革与
创新———以昆明理工大学为例〔J〕． 教育探索，2013，

注释：
①19 世纪，美国哈佛大学在选修制基础上创设的“自由学
分制”因过于理想，导致高校出现教育资源浪费、学生学

（ 9） ： 72 － 74．
〔19〕殷双绪，姚文建． 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学分互认的典型案

业成效降低等问题，后通过引入“导师制”加强指导。详

2012，（ 11） ： 29．
例分析及启示〔J〕． 中国远程教育，

见覃丽君、陈时见的《欧美大学学分制的比较与借鉴》。

〔20〕朱永新． 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系统研究〔M〕． 南京：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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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159．
教育出版社，
〔21〕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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