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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若以学科内在逻辑和外在逻辑为标准,可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历程分为

非学科阶段、学科独立阶段和后学科发展阶段三个阶段。不仅创建了高等教育学学科,而且对高等教育学的研究

对象、学科性质、学科体系、领域或学科、逻辑起点、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探索。未来在把握高等

教育学学科建设复杂性与艰巨性的基础上,把关注实践与提升理论结合起来,凸显中国特色,通过加强团队建设来

提升其理论研究成果的学术品质,遵照学科发展的逻辑,全面开创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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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70年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发展历程

(一)非学科阶段(1949-1976年)
非学科阶段(或称前学科阶段),主要是指高

等教育学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主要表现为高

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体制改革、高等教育活动和高

等教育思想的探索。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前学

科时期又可以分为以下4个阶段:
1.以老解放区经验接管、改造高等教育阶段

(1949-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

共产党和政府依据老解放区的高等教育经验,通
过颁布系列改革政策,顺利完成对旧高等教育的

接管与改造。确立了各级各类人民政府对各层次

高等学校有领导责任的管理体制[1];在大学课程

与教学内容改革方面,废除民国时期的反动课程,
增设符合新民主主义需要的课程,特别是一些政

治课程[2];在招生考试方面,对革命干部、工农青

年予以特殊照顾[3]。
2.以苏联经验改革高等教育阶段(1952-

1956年)。我们以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为参照,进
行了院系组织结构调整,确立了“单科院校”为主

体的 高 校 系 统,确 立 了“大 学—系 科—教 研 组

(室)”的高校内部组织结构;以专业为核心,确定

人才培养目标,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开始培

养专门人才[4]。尽管这一时期全面学习苏联,但
老解放区为工农开门办学的经验仍然持续发挥作

用。
3.回归老解放区高等教育传统与高等教育学

的中国探索阶段(1957-1966年)。秉持老解放

区高等教育经验,力图摆脱苏联高等教育科层化、
等级化和制度化的局限,尝试建构革命的、劳动

的、大众的高等教育体制[5]。1956年,潘懋元结

合工作的需要和自己对高等教育的认识,提出编

写一本“高等教育学”的设想,通过努力并于1957
年初完成《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初稿。《高等学

校教育学讲义》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在高等教育

学学科建设历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价值与意义,
它是第一次建立高等教育学学科的重要尝试,奠
定了后来建构高等教育学学科的思想和理论基

础。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高等教育(1966-

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高等教育遭到严

重的破坏,大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受到严重的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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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科独立阶段(1977-1992年)
1.从学科自身的逻辑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来分析:第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与高等教育

学会的诞生。1978年1月,潘懋元在厦门大学组

建了第一个“高等学校教育研究组”(后改为“高等

学校教育研究室”),认为“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
的任务是研究高等教育问题,推动学校的教育改

革。其后,一些高校模仿厦门大学成立高等教育

研究机构,到1979年,全国有20多所高校成立了

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据不完全统计,1987年全国

有700多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其中90%以上的

研究机构在高校,比1983年增加近500个,平均

每年有100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成立[6]。与此同

时,1983年5月28日至30日,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成立,成为领导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的重要组

织。
第二,高等教育研究学术交流平台的问世。

1980年,华中科技大学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共同

主办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刊《高等教育研究》创
刊。随后《上海高教研究》(1980)、《高教战线》
(1982)、《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83)、《中国高教

研究》(1985)、《江苏高教》(1985)等一批高等教育

研究期刊相继创刊,为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

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宽广的讨论平台。
第三,学术研究的繁荣促成高等教育学学科

诞生。研究机构、学会的产生与学术交流平台的

快速发展,为繁荣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保障。
1978年,潘懋元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开展高等

教育理论的研究》、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

《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

育学科刍议》两篇文章,不失时机地提出创建高等

教育学学科。其后,学者们或发表文章探索高等

教育问题,或著书立说探索高等教育学问题。
1978年至1991年14年间,我国共出版高等教育

方面的著作有822部[7]。
第四,汇集人才、获批学位点,人才培养基础

的形成,为高等教育学学科持续发展奠定了队伍

基础。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高等教育研究

机构不断增加,从业人员也在快速发展。据统计,
1990年全国教育科研机构数量为708个,专职研

究人员的数量为5650人[8]。在人才培养方面,

1981年秋,厦门大学招收了第一个高等教育学专

业的硕士研究生(魏贻通)。1982年9月,研究室

又招收了胡建华、陈列、张国才3位研究生。自从

厦门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后,其他学校也

都先后获得高等教育学二级学科授权点,开始了

高等教育学专业人才培养工作。1986年7月,厦
门大学又获批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

点。1990年北京大学获得博士授权点,1991年北

京师范大学获 得 高 等 教 育 学 博 士 授 权 点。到

1991年底,全国有3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点、6个高

等教育学硕士点以及2个(高等)教育管理学硕士

点。这些学科点的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

提供了很好的人才支撑。
2.从外在的学科制度来看。高等教育学在这

一时期成为独立的学科:一方面是自身具备学科

独立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我国的学科制度逐步

建立,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逐步完成。1983年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

目录”,增列高等教育学二级学科。从此,高等教

育学有了稳定的学科人才培养基地,而且这个基

地在后来的发展中不断扩大,成为教育学所有二

级学科发展势头最猛的一个。此外,1992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
(GB/T13745-1992),教育学下设19个二级学

科,高等教育学是其中之一。这就从国家标准方

面确立了高等教育学的合法地位。
综观这一阶段的高等教育学研究,组织机构

逐步健全,理论研究成果日趋增多,且有高等教育

学的标志性成果,人才培养有了制度(学科点)的
支持,科学研究有了众多的学术期刊交流平台,外
在的学科制度也在这一时期颁布,确立了高等教

育学学科的合法地位,高等教育学学科应运而生。
(三)后学科发展阶段(1992年至今)
1992年底,“全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会议

在厦门大学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还成立了“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研究会”。此研究会的成

立,标志着高等教育学研究更加集中化、专业化,
高等教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在研究机构与体制改革方面。这一时期,

许多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发生重大变化:一是部分

高等教育研究室改名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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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科学研究中心;二是部分高等教育科学研

究所(或中心)改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

学院或教育科学学院;三是在管理体制上,原来的

高等教育研究室(所)基本上隶属于教务处,有的

独立升格为学校直属单位,有的合并到教育科学

学院(或教育学院);四是在规模上,保持独立单位

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室),都在不断扩大规模,提高

学术研究能力,主动承担学校和上级一些课题研

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研究会自成立

以来,紧密结合时代发展主题,到2018年,共召开

22届学术年会,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高等教

育“大众化”等理论、高等教育促进经济发展、大学

理念与精神、大学制度与文化建设、大学治理研

究、“双一流”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等

问题展开讨论,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教育学科建设。
2.在研究生培养与学科点建设方面。这一时

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
到2018年,全国已有高等教育学博士授权点20
多家,高等教育学硕士授权点100多家。这些学

科点的设立与发展,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培养

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
3.在高等教育学学科研究成果方面。这一时

期共出版“高等教育学”著作与教材70多种(本)。
主要有:潘懋元、王伟廉的《高等教育学》(1995),
胡建华、陈列、周川等人的《高等教育学新论》
(1995),谢安邦的《高等教育学》(1998),薛天祥的

《高等教育学》(2001),王伟廉的《高等教育学》
(2001),周川的《简明高等教育学》(2006),杨德

广、谢安邦的《高等教育学》(2009),张楚廷的《高
等教育学导论》(2010),田建荣的《高等教育基础》
(2018)等。此外还出版了大量的高等教育学分支

学科的著作,学科涉及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原

理、中外高等教育史、高校德育原理、高校课程与

教学论、高等教育管理学、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

教育社会学、比较高等教育学等。以上这些著作、
教材的出版以及分支学科的发展,大大加快了高

等教育学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
4.对高等教育及其学科的反思研究。这一时

期,人们开始关注高等教育学的元研究,对高等教

育自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高等教育

发展状况进行总结与反思。这方面的代表作有:

陈学飞 的《中 国 高 等 教 育 研 究50年(1949-
1999)》、潘懋元的《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张应强的

《精英与大众:中国高等教育60年》。
5.在学术交流平台方面。这一时期除了《高

等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等
期刊外,有些“普通教育类”期刊纷纷转型,变成综

合类教育期刊,都设置高等教育研究栏目,使得高

等教育研究成为中国教育研究的主流。
二、高等教育学学科研究的主要成就

(一)创建高等教育学学科

我国的高等教育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有别,
主要是一开始我们就以一门学科来建构的。从

1957年潘懋元提出建立高等学校教育学开始,关
注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学科,就用了“高等学校教育

学”的名称。总体来看,我国的高等教育学走了一

条外在建制催生内在成熟的道路。我们先是建立

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开展高等教育研究,而后通过

成立学会组织呼吁建立学科,学科诞生开始人才

培养、体系建构。但直到目前其科学性还有待提

升,其中原因是多学科研究的引入还停留在学科、
方法论视角层面,缺乏深度的融合。

(二)对高等教育学是学科还是研究领域的争

论

在国外,一般把高等教育视为一个研究领域,
而我国一开始就作为一门学科来建构高等教育

学,并且获得了合法性地位。但这并不是说高等

教育学就是学科了,因为学科的建立不仅体现在

学科建制上,更是体现在自身的逻辑知识体系上,
体现在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成熟上。由此,在
国内引起了“学科论”与“领域论”的争鸣。
2011年,高等教育学术界再次对“学科论”与

“领域论”进行讨论,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

究视角。有学者主张在学科制度化的背景下研究

高等教育学,可以更好地促进高等教育学的发

展[9]。也有学者认为,在经典学科制度下研究高

等教育学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

在学科制度的框架内,要以超越“学科论”与“研究

领域论”视野,来建构高等教育学学科[10]。还有

学者从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之间寻求平衡来获

得突破,重新认识此问题[11];也有以范式理论为

研究视角,认为高等教育学研究可能存在着“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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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研究”与“领域范式研究”,两种范式之间也是

相互补充,共存共生的[12]。
(三)对高等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研究

那么,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这是

一门学科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有关此问题,在
国内形成多种观点:本科教育说[13]、高等教育

说[14]、特有矛盾说[15]、高等教育规律说[16]、“三层

次现象”说[17]、高等教育现象及其规律说[18]、高
等教育的运行形态及其规律说[19]等。此外,还有

学者对高等教育学进行微观与宏观划分,分别论

述了微观、宏观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20]。当

然,也有学者对两种高等教育学的划分提出异议,
认为两种高等教育学的划分不能从整体上对高等

教育学研究对象进行界定,代替不了对高等教育

学研究对象的一般描述[21]。
(四)对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的种种探索

对已出版的26本高等教育学著作的内容体

系进行总括研究,我们发现高等教育学共性知识

点有:高等教育发展史、高等教育本质、高等教育

规律、高等教育目的等14项内容。从研究结果来

看,大多数高等教育学主要是作为一门课程来建

设的,但在课程知识体系的建构中,也不断尝试建

构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体系。目前高等教育学的学

科体系建设还存在着学科理论基础比较薄弱,理
论知识体系具有移植“普通教育学”知识体系嫌疑

等问题[22]。
(五)高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研究范式和研

究方法

受普通教育学逻辑起点的启发,在高等教育

学理论体系建构的过程中,人们也展开了逻辑起

点问题的讨论。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形成了高深

专门知识的教与学活动、高深学问、知识、大学生、
教师、学科、专业等十多种观点[23]。还有学者依

据自然科学的方法理论,提出了公理化方法论;也
有学者将高等教育学的基本体系划分为主体、客
体和教学三大系统;还有学者提出实践经验论的

理论体系等[24]。总体来看,研究者主要围绕三个

核心来建构高等教育学的学科逻辑体系:一是以

知识为核心,强调学科的知识取向;二是以人为

本,建构以人为中心的实践活动体系;三是以社会

发展为目标,强调社会发展的社会取向。

高等教育学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人们对其研

究采用的范式不同。学科建立初期,以构建学科

体系为目标,形成了“体系范式”;在提倡应用研究

的时代,高等教育研究又采用“实效范式”;在对高

等教育进行反思的时期,高等教育研究又出现了

“文化范式”,以解决学科的归属问题;在高度关注

个性发展的时代,高等教育研究又以“个性范式”
为主[25]。2001年,潘懋元主编的《多学科观点的

高等教育研究》出版,多学科研究范式占据高等教

育研究的主流。多学科研究高等教育,有利于全

方位、立体看待高等教育问题,但研究结论缺乏整

合,不利于形成统一的认识。有学者提出,未来的

高等教育研究,必将从“多学科范式”转向“跨学科

范式”[26]。
高等教育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没

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此

问题,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学科的建构

未必需要独特的研究方法;二是学科创建要有特

殊的研究方法。对此问题,潘懋元认为,“高等教

育学 的 独 特 研 究 方 法 就 是 多 学 科 的 研 究 方

法”[27]。也有学者认为,在建立高等教育学的过

程中,我们过分追求研究方法,可能被实用主义和

功利主义心态所俘虏,结果可能适得其反,这也是

社会科学诸多学科走过的弯路[28]。在高等教育

学的学科建设中,移植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是不

可避免的,但要体现出自身的特殊性,在表达方式

上需要有原创精神,创造出具有学理性、专业性的

适切的新术语[29]。还有学者借助现象学的理论

与方法,从高等教育具体现象、问题入手,对高等

教育“现象”“事实”进行描述分析,以此来理解高

等教育本质,关照高等教育主体的意义、情感和兴

趣[30],这些研究方法的使用,将大大提升高等教

育学研究的学术品位。
三、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展望

(一)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任务艰巨

由于这门学科成立时间比较晚,至今发展仅

有30多年的时间,相对来说,高等教育学的学科

成熟度不高,学科存在的众多问题还没有较好地

解决。例如,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问题,具有明显

“移植”普通教育学知识体系的痕迹。在高等教育

学学科建立初期,潘懋元先生曾说:教育学同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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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学科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高等

教育学,应当研究自己的特殊规律[31]。有学者认

为现代大学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实体”,而是

一个复杂的“社会实体”,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变得更为复杂[32]。王建华通过考察与论证,指出

高等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完全是并列关系[33]。
张应强认为,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在知识体系、研
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有较大差别,而且在研究旨

趣、问题意识、话语体系等方面也存在明显差

异[34],所以提出了建立一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的

设想。高等教育学能否成为一级学科,怎样建设

一级学科,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究。再就是高

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建构,其逻辑起点是什么,是
否存在逻辑起点,逻辑起点是一个还是多个,哪一

个起点更合适,还需要人们探索并提出新的思路。
(二)以学科发展理论关照高等教育学学科建

设

在学科发展理论研究方面,国外一些学者进

行了探讨,提出了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学科要顺应

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而发展。随着科学在本体论、
认识论与方法论等方面的变革,这些变革也必然

带来学科建构思路的变化,要求从过去客观、独特

的研究对象,唯一、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线性、单向

度的知识体系转向未来相对、系统的研究对象,多
元化的研究方法和球形、多向度的知识体系。这

些思路和理论对于我们今天建构高等教育学知识

体系拓展了更宽的路径。
(三)高等教育学的发展必须把关注实践与理

论提升结合起来

高等教育学自创立以来,其研究路径大体有

两条:一部分学者致力于学科理论体系建设,以建

构学科为主要任务;另一部分学者以当下高等教

育发展与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为志趣,展开应用研

究。总体来看应用研究占了上风。因为实践是第

一性的,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
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也是立足实践的,失
去实践依托的理论是空洞的、无价值的。但是,仅
有实践的热情是不够的,学科建立与发展要立足

实践,但又要高于实践,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

括,是对具体的抽象。只有把理论研究和实践改

革紧密结合起来,相得益彰,二者才能共同发展。

(四)加强团队建设提高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学

术品质

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很多,例如国家政策、学
术环境等,但其中最核心的要素是人才,是学科团

队建设。我们一定要加强学术团队的建设,重点

打造一些“高等教育学学派”。学派的形成是理论

发展的重要源泉,“不论从一个国家来看一门学

科,还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一门学科,如果没有形成

几个学派,这门学科就缺乏支撑力量”[35]。为此,
国家和政府要积极鼓励各个高等教育学学位点,
积极申报和培育“高等教育学学派团队”,通过委

派课题项目,给予政策支持、经费帮扶,使之攻坚

克难,形成一些原创性、高品位的研究成果,以提

高高等教育学的学术声望。
(五)高等教育学的研究要彰显中国特色

高等教育学研究彰显中国特色,就必须坚持

中国立场。不管国外如何看待高等教育学,我国

始终坚持学科的立场,不断开拓创新,突出其学科

性、科学性,重视理论体系的建构,这本身就是中

国立场。在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建设过程中,我们

要立足于“中国立场”,不论是理论体系的建构还

是研究方法的选择,都应该紧密结合共和国高等

教育的实际,结合共和国的国情,这样研究出的结

论才具有中国特色,才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学。教

育学学科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过分依赖他国的

教育理论给中国教育实践带来不少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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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velopmentofHigherEducationinthePast70Years:
RetrospectandProspect

ZhangZhonghua,NiMengjuan

Abstract:Basedontheinternallogicandexternallogic,thedevelopmentofhighereducationinthepast
70years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canbedividedintothreestages:non-disciplinarystage,inde-
pendentdisciplinarystageandpost-disciplinarystage.Inthepast70years,notonlythehighereduca-
tiondisciplinehasbeenestablished,butalsotheresearchobject,thedisciplinenature,thedisciplinesys-
tem,thedisciplinefield,logicalstartingpoint,theresearchparadigmandtheresearchmethodsofhigh-
ereducationhavebeensystematicallyexplored.Inthefuture,onthebasisofthecomplexityanddifficul-
tyofthedisciplineconstructionofhighereducation,weshouldcombinetheattentiontopracticewiththe

promotiontheory,highlighttheChinesecharacteristic,enhancetheacademicqualityofitstheoretical
researchresultsbystrengtheningteambuilding,andfollowthelogicofdisciplinedevelopmenttocreate
anewsituationofthedisciplineconstructionofhighereducationinanall-roundway.
Keywords:discipline;highereducation;disciplinesystem;discipline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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