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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学书院是我国高校近年来在借鉴欧美大学住宿学院的基础上又糅合了中
国古代书院的特点建立起来的创新性教育组织。大学书院制则是以书院为教育组织
单位的大学教育组织形式和规章制度体系的统称。

库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现代大学书院近10年来开始在我国出现并在全国上百所

要

高校进行实践。作为新生事物，现代大学书院的改革实践自成体系并且缺乏理论指

摘

导。能否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提出大学书院制建设的理论体系既关
系到改革的深入推进，也关系到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进展。从

文

实践应用的角度看，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来，高等教育功能、社会发展需求

论

及人才质量标准等都在发生变化，要从根本上改变“实用主义、专业主义至上”的
高等教育现状，高等教育制度建设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就成为必然，大学书院制改革

士

被普遍看作是一种重要的大学制度变革。大学书院制被认为是破解当下本科教育质

硕

量提升难题的一个可能方向。本研究尝试从现代大学制度的中观层面对现代大学书

博

院制改革的理论进行建构，为我国大学书院制改革提供较为系统的理论支持，并指
导和推动大学书院改革实践的深入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学

本文以大学组织模式变革为线，首先从大学制度变迁的视角研究住宿学院制在

大

西方大学发展史上的发展历程及其影响。其次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探讨中国古代书院
的发展演变及现代大学书院与古代书院的文化渊源。在此基础上，对现代大学书院

门

制的产生背景、逻辑起点、运行机制、性质功能等若干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厦

。然后从通识教育制度、专业教育制度、内部治理机制、学生指导与发展等四个方
面对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建设路径进行构建，初步搭建大学书院制改革的理论框架。
最后，以几所典型高校为样本，剖析其书院制改革的制度设计、目标导向和实践路
径，并从实证数据的角度描述现代大学书院制改革的运行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以大学组织模式变革为线，在对西方住宿学院和中
国古代书院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对现代大学书院的制度渊源进行了
研究。二是对现代大学书院建设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对大学书院
制应然发展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初步构建，有力推动了大学书院制研究从实践操作层

面向理论研究层面迈进。三是通过对书院制改革的典型模式进行剖析，较为全面地
展示了当前书院制改革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深化改革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研究认为，现代大学书院制具有中国古代书院制度和西方住宿学院制的双重起
源，大学书院制改革要兼采中国古代书院传统和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精髓；书院制
的兴起是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积极尝试，是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自身革命；大

库

学书院制探索是个性化与多样性的统一，改革没有统一模板但是要和本校实际相结

要

合；书院制改革作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可贵探索，应该允许更多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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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到改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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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university college, set up by Chin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recent
years, is the innovative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western
residential colleg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cient college. The system

库

of university college is universally named according to the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要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system.

摘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modern university college has emerged and
practiced by hundred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in recent 10

文

years. As a new thing, the reform of modern university college has significant

论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universities or colleges, and lacks of theoretical
guidance. Whether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nstructing the university college

士

can be logically put forward is not only related to deepening the reform, but also

硕

to the progress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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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oint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 standard of talent quality, the need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fun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have been changing

学

since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t is evitable to fundamentally

大

chan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at is, “pragmatism”,
professionalism is supreme".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门

higher educational system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endency, and the reform of

厦

university college is widely regarded as a kind of significant change of university
system. The system of university college is considered to be a possible direction
of enhancing the current problem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qualit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onstruct the theory of the reform of modern university college from
the medium measure of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to promote the deep reform of
the university college. The resear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ased on pattern changes of university organiz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ollowing problems: first, the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residential college
system in the western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nges of university
system; seco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ncient college and the cul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modern
university college and ancient college are explored; third, on this basis, some

库

theoretical issues such as the background of development, the logical starting

要

point,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functional properties of the university college are
deeply investigated; fourth,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university college system is

摘

constructed from the system of gener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ystem,

文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guid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finally, taking several typical universities as samples, the systematical design,

论

goal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are thoroughly analyzed, and current reform

士

and problems of modern university college are investigated from the angle of

硕

empirical data.

The innova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博

research is systematically carried out from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学

university organization mode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of western residential college
system and Chinese ancient college; second, the theory of acollege system is

大

thoroughly carded and preliminarily constructed of the evitable development of

门

university college, which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research of university college

厦

from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to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third, through the
thorough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 typical mode of university colle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reform of the university college have been
overall exploded, which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deepening the
reform.
Research suggests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the modern university college
has double origins of systems of Chinese ancient college and western residential
college, so the reform should bear the essence of both; second, the rise of the

college system is an active trial of the improvement of undergraduate talent
training quality and is the revolution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ird,
the exploration of university college is the unity individuation and diversity, and
the reform has no unified mode but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 of the university or college; the reform of university college,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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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able and characteristic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要

university system, should be allowed to be reformed and practiced in more

摘

universities or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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