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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本科教育应服务于学生的终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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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带来了高等教育需要服务学生终身发展的新趋势，高水平大学要发展一流本科
教育，必须着眼于学生更长远的发展需要，服务于学生的终身发展。各级各类高校都应当服务于学
生的终身发展，这是共同的追求，但就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来看，暂时无法要求所有高校都追求服
务学生的终身发展，部属综合性大学由于其办学条件好、学科力量强、教学资源充分等优势，应更多
地担负起培养学生终身发展需要的核心素养的责任。服务学生终身发展可以有多种教育模式，各高
校应当根据自身的特点与优势，建构符合学校办学类型、层次和定位的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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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本科教育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界和实
践界重视的课题。如果只是孤立地探讨一流本科教

这是基于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进程，以及当今社会

育，
不可能有多少空间。一流本科教育是我国高等教
育整体的组成部分，
如果没有高等教育整体的发展，
一

化、大众化时代，整个社会对本科教育的需求，不

流本科教育是发展不起来的。从大的趋势看，
我国高
等教育即将迈入普及化阶段，
在很多先进省市高等教

于客观实际、历史传统等多种原因，人们的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或接近 60% ，
然而即便是在这些
省市，
可以说高等教育的“身子”已经进入普及化阶
段，
但从相关政策和实践看，
似乎“脑袋”还停留在精
英化和大众化阶段。一流本科教育一定是在高等教
育普及化进程中实现的，
讨论一流本科教育发展不能
［1］
离开高等教育普及化趋势及其深度发展。

一、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本科教育应
当彰显终身教育的属性
一流本科教育应当服务于学生的终身发展，

文明进步的要求所做出的判断。在高等教育精英
管是一流的还是不一流的，都处于饥渴状态。 由
育需求很难得到完全满足，社会各行各业中只有
少数的职业、少数的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社会的
高等教育需求还没有被激发出来，民众接受高等
教育的意愿没有被唤醒。这就从客观上导致高等
教育本身的发展需求不旺盛，发展不足。 在这种
情况下，高等教育实际上往往只是服务于学生的
阶段性发展要求，即对于适龄学生来说，在人生的
特定年龄阶段要接受高等教育，培养专科、本科以
上学历水平的普通知识、学科知识、专业技能和文
化修养。这是高等教育精英化、大众化时代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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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的基本命题。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从大众化后
期进入普及化阶段，进一步发展到普及化的高级
阶段，即当毛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七八十甚至百分
之九十时，社会成员的高等教育需求得到了极大
的释放和满足，这就意味着民众到了一定的年龄
后，不仅要接受高等教育，而且在他们的一生中不
只是接受一次高等教育。 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带
来一个高等教育需要服务于学生终身发展需求的
新趋势。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处于饥渴状态，
发展严重不足。 改革开放之后，在党和政府的大
力推动下，我国高等教育持续稳步发展，在世纪之
交更实现了快速的、大规模发展，到现在，应该说
发展相对比较充分。 但总体来看，整个社会接受
了高等教育人口的数量还比较少，劳动年龄人口
中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还偏低，这是高等教
育发展不足的集中体现。 在这种状况下，我国高
等教育实际上还担负着解决人的发展中的一次性
需求的问题。 在很大一部分高校，包括高职高专
院校、一部分本科院校，甚至包括一些高水平大
学，即所谓“双一流 ”建设高校，教育教学表现得
比较急功近利，很重视学生的技能培养，比较关注
学生适应市场、适应社会竞争、满足就业需要的问
题。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高等教育的目的是
什么？ 高等教育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
一流的本科教育应当服务于学生的终身发
展，反映了本科教育性质的变化，即本科教育应当
体现出终身教育的属性。从整个教育制度的设计
来看，本科教育是人的发展的一个阶段。 在高等
教育发展不足的时期，本科教育往往是阶段性教
育或终结性教育。 最直接的表现是本科生毕业
后，本科学历就可以管他一辈子。 有些本科学生
毕业的时候把书扔掉、烧掉或卖掉，直观反映了这
种对本科教育终结性特点的认识和理解 。而在高
等教育普及化发展趋势下，社会需求将发生重大
改变，本科教育会越来越显示出终身教育的属性 ，
即本科教育要为学生的终身教育打下基础，为学
生的终身发展奠基。本科教育并非意味着一个人
教育的终结，它不是人生教育的一个句号，而是人
生教育的一个分号，后面还会有持续不断的教育。
所以，本科教育要着眼于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
力和兴趣，使学生终身对学习保持一种激情，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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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学习就会落后、不学习就不能适应、不学习个人
就很难实现人生全部价值的信念。服务于学生终
身发展需要的本科教育不同于终结性的本科教
育，前者更重视人的一般素质的培养，更重视普适
性能力的发展。

二、一流本科教育高校应重视学生的
终身发展需要
就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来看，要求所有高
校都要追求服务于学生的终身发展需要可能暂时
还做不到。高等教育普及化需要有一定的积累，
包括高等教育规模的积累、水平的提升，以及社会
文明进步的积淀，但就现阶段而言，高水平大学要
发展一流本科教育，对学生发展目标的设计应当
与其他高校有所不同。高水平大学不应当还是坚
持那种多快好省地培养满足社会即时需要的应用
型人才，而应当要能反映社会进步和高等教育发
展的新趋势，着眼于学生更长远的发展需要，服务
于学生的终身发展。
目前，我国高校教育比较普遍地存在短视的
现象，即不管是哪一类高校，在人才培养、学生发
展方面都过于重视专业教育，以满足学生的就业
需要为目的。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我国高等
教育的基本模式所决定的。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
［2］
教育形成了一个比较重视专业教育的模式 ，具
体而言，就是教育的高度专业化或称过度的专业
化，各级各类高校都把专业教育看得很重 。诚然，
重视专业教育是必要的，专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
基本属性，但是，过度重视而不区分高校的类型、
层次，所有的高校都以一个模式来培养学生 ，就必
然导致高等教育同质化问题。 在实际办学中，从
高职院校到“双一流 ”建设高校，包括北大、清华
在内，都高度重视专业教育，十分看重学生的就
业，有的甚至还把本科毕业生就业起薪的多少作
为办学成就的表现。这个问题一直比较突出。尽
管有一部分高校很早就提出了专业教育改革的计
划，包括拓宽专业口径，按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实
行选修课制度、转专业制度，进行学分制改革，强
化通识教育，等等，但实际的改革成效并不明显。
根本原因在于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思维没有转
变过来，同时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仍然
是比较传统的。
我国现有普通高校 2 600 多所，在校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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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2 600 多万人。在这些大学生中，第一代大学
生占比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统计指标 。第一代大学

在我国 2 600 多所高校中，应当有一部分高
校的教育超越现实，着眼于学生的长远发展。 这

生是指在校大学生家庭中包括父母、祖父母等直
系亲属在内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尽管至今没有见

部分高校应当主要是重点建设的“双一流 ”高校，

到过完整、具体的统计数据，但估计，我国高等教
育的第一代大学生应该占大多数 ，比例不会低，原
因在于过去我国高等教育总体规模非常小，接受
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非常少。1998 年我国高校
招生人数只有 108 万人，经过最近 20 年的不断增
长，现在上升到了 800 万人。 由于我国人口总数
庞大，尽管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已有百多年的历史 ，
但由于长期维持了精英教育规模，只是到了新世
纪才向大众化过渡。 所以，从家庭的代际维度考
察，我国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现象是很普遍的。 对
于第一代大学生而言，他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目
的还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职业、更高的收入、更优越
的生活条件，所以，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都更重视
高等教育的现实价值。 而到了家庭中出现第二
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大学生的时候，也就是非
第一代大学生占比相对比较高的时候，整个社会
的高等教育基础就比较厚实了，高等教育的意义
和内涵将会发生重大改变。
前两年，有一个大学生来找我，说想从哲学专
业转到市场营销专业，而她对市场营销专业是怎
么回事并不了解。 进一步了解得知，她的父亲是
公务员，母亲是银行职员，她并没有家庭经济负
担。我建议她暂时不要转专业，继续学习哲学，因
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的哲学、文学和历史学科实
力都很强，如果在本科阶段打下扎实的人文基础 ，
到硕士阶段再学习市场营销，对她的长远发展可
能更有利。但最终她还是选择了转到市场营销专
业。这个案例并非个别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当前社会、家长和学生群体的心态。 高等教
育的功利性比较强、专业化程度比较高源于这样
一种社会期待和心理基础。 在我看来，对这类家
庭背景的大学生，应当用一种比较长远的眼光看
待未来的发展，在本科阶段可以把就业看得轻一
点，接受相对比较综合的教育，着眼于基础性的、
综合性的素质养成，这显然更有利于学生个体的
终身发展。但是，基于一种功利性的心理，家长、
学生所看到的往往是学习市场营销这类“热门 ”
专业可能带来的短期利益和好处，他们所要追求
的是一种非常专业化的教育。

它们应当成为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潮流的先
锋。它们的高等教育对人的培养要有新的设计 ，
20 年以后，乃至
要能够着眼中国社会发展 10 年、
更长远的需求，而不能只顾民众眼前的需要。 这
才是对学生真的负责！ 如果“双一流 ”建设高校
的本科生、研究生都是在为了就业、职业做准备，
为了个人就业后的薪酬待遇而忧心忡忡的话 ，这
与学校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与学校高等教育的目
的是不相吻合的。“双一流 ”建设高校应当有更
高远的目标追求，应当高度重视学生终身的可持
续发展。

三、综合性大学在培养学生终身发展
的核心素养上更有优势
本科教育如何才能服务学生的终身发展 ？ 什
么样的学生可以实现更好的终身发展？ 或者说，
终身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和素质 ？ 这都是值得
深入探讨的问题。 专业技术掌握得非常扎实，是
不是终身发展要求的素质？ 学生走向社会与同龄
人竞争有优势，比如，更好的表达能力、协调能力、
做事能力等，这是不是终身发展要求的能力？ 毫
无疑问，上述能力和素质与学生的终身发展都有
关系，但它们还不是学生终身发展的核心素养。
终身发展的核心素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
学生拥有扎实的知识基础。知识基础是什么？ 高
校的知识是高深的，高深知识属于学科专业知识。
对于大学生来讲，就要在高深的学科专业知识领
域养成非常扎实的、深厚的修养。其次，这种深厚
的知识更多地表现为是基础性的知识 。基础性的
知识是什么？ 主要是使个体适应社会，在社会生
产、工作中立足，能够运用各种各样的知识，将各
方面知识融会贯通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这类
知识是基础性的，其所对应的社会问题、生产问题
是很宽阔的，它不像专业知识，直接对应着与专业
相关的生产问题。 第三，这种知识是综合性的。
何谓综合性知识？ 是能够融会贯通、解决复杂问
题的知识。学生能够运用综合性的知识进行复杂
性思维，进行评价、判断、批判和创新。 培养学生
拥有扎实的知识基础，使他们具有基础性、综合性
的知识和素质，他们才能终身受益。 在大学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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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每一个阶段，这些知识和素质都是必备的，它
们有助于学生身心的和谐发展，以及未来的长远
［3］

发展。

什么样的高校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具有终身发
展的知识基础？ 应该说，所有的高校都有可能，但
不同类型的高校各有所长。 对于一般的高校来
说，学科设置面相对比较窄，或者即便比较宽，但
学科类型相对比较单一，要培养学生扎实的知识
基础难度较大。最有可能培养学生终身发展素质

学科结构上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了，它们无法给予
学生相应的综合性的知识基础教育 。在信息技术
和网络时代，虽然一些高校可以通过网络课程如
MOOC 来弥补学科设置方面的缺陷，这样有助于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学生的知识基础、综合素质的
发展和提高，但由于受制于整体的教育教学制度 ，
只能是少数的课程可以通过网络来实施 ，这并不
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因此在我国，能够着眼于学

的应该是一些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大学最大的优

生终身发展需要，培养学生的基础性、综合性素质
和能力的高校主要是综合性大学，包括部属综合

势在于基础学科设置齐全，文科的基础性学科包
括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艺术学等，

性大学和省属综合性大学。一部分高水平的非综
合性大学，可以利用网络教育、MOOC 资源等来解

理科的基础性学科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
学、地理学、天文学、统计学等，在大多数综合性大

决部分问题，但需要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上进行
谋划，采取很有力、有效的措施，人才培养质量才

学，这些文理基础性学科大都有设立 ，如果再加上
其他学科如医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工学、农

能得到保证。

学等，学科门类非常齐全。在这类高校，学生可以
接受比较充分、全面的基础学科教育，获得综合性

但现实的问题是，不论是部属综合性大学还
是省属综合性大学，它们都没有在培养学生基础

的发展。而在其他类型的高校，学生可能更多的

性、综合性素质和能力方面发挥自身的优势 ，它们
跟其他类型的高校一样，按照高度专业化的人才

是单方面素质和能力或者若干方面素质和能力的
发展，这种素质和能力显然主要是专业性的 ，它有

培养模式在办学。 综合性大学的学科是综合性
的，它的学生的素质跟其他高校相比应当是不一

助于增强学生的专业适应性，但在专业的迁移上
就会面临比较大的障碍，同时对于专业方面的进

样的。然而事实上，学生进入某所综合性大学后，
遵循的仍然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教育模式 ，分专

一步发展和提升也可能会受到限制 。综合性大学
培养出来的知识基础扎实、综合素质高的学生，虽

业招生、培养和毕业，他的培养主要被限定在某个
学科专业范围内，他也很少关注其他学科。比如，

然本科阶段专业方面的教育可能少一些，但未来
再接受更高水平的专业教育时，其后发优势就体

学习历史的，可能就专注于历史，而文学、哲学的
素养却非常欠缺，更不要说理工科的素养。 从根

现出来了。另外，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不论是面
临纵向的还是横向的职业迁移，他们的知识基础

源上来说，这种文理分科的观念是我国教育文化
上的问题，不单单是高等教育的问题，因为它在中

都会给予他们更大的潜力。

小学教育中就非常典型和盛行。在我国高考文化
下，只有及早地分科，放弃那些不考或者考试中没

我国综合性大学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教育
部所属的综合性大学，另一类是省属的综合性大
学。部属综合性大学的学科非常齐全，学术水平
比较高； 省属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也比较齐全 ，学术

有优势的科目，才能集中精力去投入到高考的科
目上，考出优秀的成绩。因此，中小学阶段的基础

水平相对要略低一点，但也有其他的优势。 这两

教育就偏科了，学生的基础不全面，到了高等教育
阶段，要求学文科的再去学理科课程，学理科的再

类综合性大学都具有培养学生终身发展所需的基
础性、综合性素质和能力的条件。 其他类型的高

去学文科课程，即便他认识到有这个需要，他也没
有这个兴趣。 如果高校强制性地开设，学生会觉

校虽然也可能是高水平大 学、“双 一 流 ”建 设 高
校，但由于它们学科资源配置的缺陷 ，很难在培养

得高校在为难他，也学不下去。 这是当前我国教
育存在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学生终身发展素质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高校
仍然实行人员的单位所有制，教师一般不能到其

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口，我认为在部属综合
性大学。部属综合性大学应当更多地担负起培养

他高校兼职，民国时期一些教授同时在多所大学
兼职授课的情况，现在非常少见。这样，很多高校

学生终身发展需要的综合性素质和能力的责任 。
因为这些高校普遍地办学条件很好，学科力量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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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教学资源很充分，相对来讲，学生也具有较大
的优势。它们的本科教育不应当仅仅着眼于学生

展，这是共同的追求，但是，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
校服务学生终身发展的任务、方式、方法各异。从

本科毕业后的就业，不应当纠缠于本科毕业后的
薪酬水平，而应当有更长远的设计。 这些高校的

这个意义上讲，服务学生终身发展可以有多种教
育模式。一流本科教育服务学生终身发展，不应

领导者和管理者要意识到学校的优势在哪里 ，与
其他类型、层次的高校相比，人才培养模式应当有

当只有一种模式。各高校应当根据自身的特点来
发展自身的本科教育特色，建构符合学校办学类

什么特色，应当追求什么样的教育目的。 如果在
这些问题上犯了错误，就是误人子弟、伤天害理的

型、层次和定位的教育模式。

错误。这类高校的本科教育不应当是强功利性
的，不应当是追求第一次就业率的，而应当着眼于
学生的长远发展要求，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服务。
实际上，这类高校本科阶段学生直接就业的人数
已经是少数，读研和出国进修的比例较高，如果再
加上毕业几年后又深造读研的，比例就更高了。
这说明学生是在追求更长远的发展，他们有更强
烈的终身发展的需要。这也表明综合性大学本科
教育的基础性地位应该更突出、更鲜明，要更多地
着眼学生的终身发展。本科教育是终身发展的基
础，不只是继续读研、出国进修深造的基础。它既
是读研的基础、深造的基础，又是终身发展的基
础。综合性大学的本科教育不应当是一次性教育
或终结性教育，不应当是高度专业化的教育。 这
类高校应当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吃螃蟹者 ，
突破 过 度 的 专 业 教 育，服 务 于 学 生 的 终 身 发 展
需要。

国外一流本科教育不只存在于某一类高校，
实际上，不同类型的高校都可能发展一流本科教
育，都能很好地服务于学生的终身发展 。比如，牛
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服务于
学生的终身发展更多地体现在学生的养成教育
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本科教育与其他高校
很不一样，它们在学科专业学部和学系之外分别
拥有 30 多所书院，这些书院通过养成教育培养学
生的核心素质和能力。两校的学生专业学习以外
的时间，大都在书院接受一种养成教育，导师与同
学相互交流切磋，日常生活中相互关照，导师全身
心地投入学生的人格养成和学业发展中 ，学生走
向社会后，综合素质优势明显，尤其是终身发展能
力很强。从形式上看，这种书院养成教育模式似
乎与学科专业教育是分割的，互不关联，但从根本
上讲，书院养成教育不但是学科专业教育的基础 ，
而且书院养成教育并不排斥学科专业教育 ，相反，
书院导师往往将学生的学科专业学习指导置于重
要位置，为学生提供充分的学业指导服务，帮助学

其他类型、层次的高校是不是就可以不考虑
学生的终身发展？ 不是的。其他类型高校在教育

生成人成才。

的内容和方式上跟综合性大学应当有所不同 。比
如，一般的院校在专业教育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其

再如美国的文理学院，办学规模不大，生师比
比较低，校园生活和师生交流成为学生核心素质

他学科课程和美育体育的内容，在课外活动中开
展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让学生更多地参

和能力培养的重要路径。教师以跟学生交流为乐
事，不断把学生的潜力开发出来，帮助学生实现自

与，受到多方面的熏陶，使他们走向社会以后不仅
在专业上是能工巧匠，而且具有文化艺术审美等

主发展。文理学院的人才培养不追求过早的专业
定向或专业化，考虑更多的是学生的综合、基础素

方面的基本素养，能够欣赏社会风俗人情，健康地
工作生活。再如，专业教育在服务于学生职业发

质和能力的全面发展。很多文理学院的学生在本
科前三年都不知道自己会学什么专业，学校也不

展需要的同时，也可以为学生终身发展做一些准
备。这些高校可以在学生的专业发展中更加重视

要求学生去进行专业定向，而是到了四年级再去
让学生选择一个感兴趣的领域。 因此，可以说文

专业思维能力的培养，有了这种专业思维能力，将
有助于学生未来的职业迁移，对未来发展会更好。

理学院实施的是无专业的本科教育 。文理学院的
学生有没有就业需求呢？ 毫无疑问是有的。它们

四、一流本科教育服务学生的终身发
展有不同的模式
各级各类高校都应当服务于学生的终身发

［4］

的学生不管是就业还是读研都以核心素质和能力
取胜，以终身发展素质高著称。 核心素质和能力
是文理学院毕业生最大的优势，扎实、宽厚的知识
基础更使学生未来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因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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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受到用人单位和进一步深造高校的青睐 。
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老牌综合性大

来教育行政部门要求各高校建立通识课程基础上
的专业教育体系，这就使所有高校都朝这个方向

学又是另外一种模式，它们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
教育是分开的。本科教育由专门的本科生学院负

去努力，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又是一个模式，造成同
质化问题。因此，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要解

责，所有的本科生都在一个学院，本科生学院所开
设的都是基础学科，没有工科、医科、管理学科等。

决好在集中统一管理体制下各高校探索适合自身
的教育模式的问题，政府要彻底地进行“放管服 ”

本科生在本科生学院接受基础学科的学习，到了
高年级的时候，再进行专业定向学习。 这类高校

改革，切实做到下放高校办学自主权。 全国2 600
多所普通高校，种类层次多样，功能差异巨大，东

通过独立设置的本科教育体制，对学生进行基础
性和综合性的教育。 但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南西北地区发展很不平衡，不能简单化地处理复
杂问题。要相信高校，让高校决定自身的办学定

校、斯坦福大学等，它们没有独立设置的本科生学
院，本科生、研究生都在一个学院里，本科生培养

位、教育模式，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就高校内部人才培养改革来说，在现有的办

如何体现其基础性呢？ 它们的做法是： 不管是哪
一个专业的本科生、哪个学院的本科生，都要按照

学环境下，高校在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的
调整修订、学生管理，以及教学要求和教师发展等

一个庞大的共同的基础教育计划来培养。 比如，
在伯克利分校，120 个学分中有 100 个左右的学

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服务学生的终身发
展，高校可以有比较大的作为。 现在的问题是很

分是基础学科教育的学分，只有 20 个左右的学分
是与专业有关的。难道它们不知道要培养学生的

多高校领导和管理人员对教育教学的认识太过简
单化，对教育教学体系建设、人才培养目标设计和

专业竞争力吗？ 不是的，这些高校本科教育的优
势在基础学科教育，本科教育要发展学生的核心

课程教学改革缺乏专业化的理解，所以，高校教育
教学走不出上级文件规定的精神，与高等教育规

素质和能力。 这样对学生的长远发展、终身发展
更好。

律的要求相去甚远。很多高校缺少高等教育研究
力量，没有专业化的研究团队提供咨询服务 ，缺乏

一流本科教育有多种模式。不管是什么样的
模式，归结起来，都服务于学生的核心素质和能力

专家化的指导，只能凭经验办事。 一些高校在探
讨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改革的时候，也找一些教

发展，服务于学生的终身发展。 它们不看重或不
过分地看重眼前的需要，不追求现实的功利价值。

授和管理人员进行研究，提出方案和思路，这无疑
是有益的，但并不能有大的帮助。 因为学科专业

这是它们共同的特征。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形成了过度专业化的教

的教授和管理者主要是从事具体的教学工作和行
政事务，平时较少研究高等教育问题，对于更好的

育模式，尽管四十年的改革已经改了很多 ，但还没
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模式。我国本科教育的另

教育或更好的人才培养模式了解甚少，对于更广
泛领域的社会需求、学生终身发展的要求缺少研

［5］

一个问题是全国一盘棋，都沿用一个模式。 过
度专业化的教育模式需要突破，全国统一要求也

究和认识，他们所重视的更多的是眼前的要求 、专
业的需要，很难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发展来考虑问

要改变。部属综合性大学、省属综合性大学以及
其他“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当率先而为，积极探索

题，所以，很多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和修订、人才
培养模式的改革探索往往是做点加法或减法 ，抑

适合自身的本科教育模式，建立服务于学生终身
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

或看人家做什么自己就做什么，缺乏前瞻性和先
进性，缺少科学性、创新性和系统设计。 因此，从

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改革一直发挥着很强的
领导作用，这样做的优势是有助于强化高等教育

高校内部管理来说，可以建立内外结合的专家咨
询机构，为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专业的咨询和建议 。

改革的权威性，且保证相关的改革获得政府全力
的支持； 弊端则在于追求统一的目标，大家都往一

欧美一些高校在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的时候 ，往往
组织很权威的专家学者团队，开展长期而深入的

个方向去，从一个模式到另一个模式，无法解决同
质化问题，无法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要。比如，通

研究。这种做法值得我国高校借鉴。
在我国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中，

识教育改革本来是部分高校开展的一项工作 ，后

“学会学习”核心素养的内涵之一是： “能自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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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这主要是针对
中小学生发展提出的要求。 对于高校来说，本科
教育阶段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培养可能更有意
义。中小学阶段的核心素养更多的是要求学生获
得人类共同的修养和能力。 而在人的一生中，要
能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适应职场变化的要求，他
所需要的核心素养是高校教育更需要解决的问
题。在本科教育阶段，为培养学生终身发展的核
心素养，有的高校开设了批判性思维课程 ，这是一
种积极的尝试。 但仅有一门课程，由几个老师来
做，是远远不够的，高校每一个教师都要致力于培
养学生终身发展的核心素养，从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到每一门课程教学都应当渗透学生的终身学习
意识、情感和能力的培养。
综上所言，一流本科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发
展的必然，终身教育是一流本科教育应有之意涵 。
这就是说，一流本科教育不是大学生的终结性教
育，而具有为大学生终身发展奠基、服务他们终身
发展的功能。 发展一流本科教育，每一个教师都
必须参与培养大学生终身发展的核心素养 ，在大
学生培养的所有教育教学环节践行终身教育的要
求，这样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达到服务于
学生终身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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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Being Supposed to Serve for Lifelong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Bie Dunrong /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univers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brought about a new trend that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serve for students
＇ lifelong development． To develop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high-level universities must focus on students＇ long-term development needs and serve for students＇ lifelong development． It＇s a common pursuit that all kind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serve for students＇ lifelong development． However，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it is impossible to require all of them to serve for students＇ lifelong development temporarily． Due to the advantages of good conditions of school-running，strong disciplines and sufficient teaching resources，the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ould take more responsibility for training students ＇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ability for lifelong development． To
serve for the lifelong development of students，there can be a variety of educational model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construct educational model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ypes，levels and orientations
of schools．
Key words： univers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lifelong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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