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ational Thinking on the Realization Way of the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Function 

Bing-bing Yan, Qi Meng, Gui-fu Wu, and Bao-lin Y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ollege, Jiamusi University, Jiamusi, Heilongjia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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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大学职能的由来以及当代大学职能的关系入手，比较不同类型大学职能实现模式，探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大

学职能实现途径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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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

与创新四大职能的承载者，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

位。由于国家宏观政策、文化底蕴、历史沿革等因素，不

同类型、不同地域的大学在履行大学职能方面也存在着差

异。当代全球化已成为大学职能演变的重要推动力[1]。党

的十八大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要

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

程。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大学职能的由来以及当代大学职

能的关系入手，比较不同类型大学职能实现模式，探讨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大学职能实现途径中存在的问题及

其对策。 

2．大学职能 

2.1  大学职能的来由 

高等教育存在数千年，古代埃及、印度、中国等都是

高等教育的发源地，古希腊、罗马等国家都建立了较为完

善的高等教育体制。但严格地说，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大学。大学是拉丁文 universitas 的译名，专指 12 世纪末

在西欧出现的一种高等教育机构，该机构设立了系

（faculty）和学院（college），雇佣了稳定的教学员工，设

置了规定的课程并实施正式的考试，最后颁发毕业文凭或

学位等。19 世纪初启蒙运动后，以德国洪堡创办的柏林大

学为代表的新型大学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诞生。二

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大学职能的转变，传统大学注重知识的

传授，将科学研究排斥在大学以外，而现代大学则将科学

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将增扩人类的知识和培养科学

工作者作为大学的主要任务，推崇“学术自由”和“教学

与研究的统一”。这一思想对世界高等教育也产生了深远影

响，为近代大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862 年，《莫雷尔法

案》的颁布以及“康奈尔计划”与“威斯康星思想”的形

成，使社会服务作为美国高校职能被确定下来，这也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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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面临着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力提升的宏观压力，日本政府鼓

励企业、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密切合作，逐渐形成了以政

府为主导的高校社会服务模式。我国高校开展社会服务起

步较晚，但推动大学向社会服务的呼声却日益高涨，尤其

是《关于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会开放开展科普活动的若干

意见》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了建立健全科研机构和大学面向社会开放、开展

科普活动的有效制度的意见。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

大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进一步增强，大学文化的追求也深

刻地影响着自身的发展。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

校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化传承和创新是提高

高等教育质量的基本任务，拓展和丰富了大学的功能，体

现了对当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重大贡

献。至此，大学四大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

务、文化传承与创新被最终确定下来。近年来，很多学者

以大学四大职能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四大职能的相互关

系及其对高校教学改革与卓越人才培养的实施途径[2][3]，

尤其是在社会服务[4][5]和文化传承与创新[6-8]方面有了

更深层次分析。 

2.2  大学职能的关系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

技术的发展对教育提出更高要求的前提下产生的。对大学

来说，人才培养是核心，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

与创新均应围绕人才培养而开展，而人才培养要通过科学

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来实现。科学研究源于

教与学过程中的求知、探索、授业、解惑的需要，是人才

培养的基础，为人才培养注入学术前沿与技术应用，引领

人才培养趋向服务社会。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均服务于经

济社会，为国家建设输送人才的同时提供技术支持,促进社

会的进步与发展，并回馈于大学更有效地履行人才培养和

科学研究职能，继而完成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使命。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是一个有机的

整体，相互作用，互相支撑，这四项基本职能在大学内部

所发挥的作用各自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可相对独立，但绝

不能完全割裂而各自为政。不论何种类型的大学，何种人

才培养目标，任何单独强调某一职能的做法都是狭隘和有

害的。 

2.3  大学职能的实施模式 

大学的分类方法诸多，根据学科特点和科研规模，将

现有大学分为 13 类 4 型[9]。该分类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在

此不作探讨，而着眼于在此分类方法下划分出的研究型、

教学研究型、教学型大学的人才培养定位，以及各职能的

实现模式。研究型大学主要从事研究生教育，以技术创新

和基础理论原创性研究为主，为社会培养精英人才和高素

质技术创新人才；教学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比重较大，

以技术应用和技术创新研究为主，为社会培养高级技术应

用和技术创新人才；教学型大学包括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职

高专院校，一般本科院校主要从事本科教育，并有一定比

例的研究生教育，它以技术的应用研究为主，为社会培养

生产、服务和管理等各类技术应用型人才，具有一定程度

的科技贡献；高职高专院校以技术和技能应用为主，为社

会培养在第一线从事生产、服务和管理的各类技能型人才。

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

服务的职能各具特点，形态不一，但其发展过程中都离不

开文化的传承。例如，牛津大学的“博学儒雅”、北京大学

的“自由博爱”、清华大学的“严谨治学”等独特的风格无

时无刻不影响并激励着几代人为之不懈努力。 

3．实施途径 

坚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

全过程的践行路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与

履行大学职能融会贯通，搭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的教师发展与学生成长的竞技舞台，培养“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的师生道德规范，形成“校强、民主、文明、

和谐”的校园文化。 

3.1  科学合理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是履行大学职能的基础 

目前，一些高校的办学错位现象凸显，本科院校盲目

扩张，争办综合性、研究型大学，高职高专院校急速升级

本科办学，其根本原因是高等教育层次和类型界定含糊，

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低。对于这样的院校，研究自身办学定

位势在必行，即明确自身在大众化教育中的分工问题，人

才培养定位尤为重要。目前，本科教学人才培养定位大致

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创新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和复合型

人才[10]。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是实施本科人才培养过程中纲

领性文件，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应在其

中得以充分体现。以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本科层次）

为例，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过程中，应以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为准绳，以工程教育认证之毕业能力为标尺，设计专

业学生核心能力与课程体系之间相关联的实现矩阵，并在

课程体系中开设以专题讲座、社会实践、传统文化等跨学

科、跨专业的多样化教学模式，形成课堂教学、社会实践、

校园文化多位一体的育人平台，将先进的技术及理念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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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采用过程化考核取代一纸化考核，构建学习效

果与过程监控质量体系，推动素质教育全面发展，探索具

有地域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努力培养德智体群美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将人才培养职能发挥极致，

为其他职能的高效发挥与有机融合奠定基础。 

3.2  正确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履行大学职能的关键 

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对立的协同关系，宏观

上讲，就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微观上讲，

其关系到高校教师的立身之本，如人之两腿不可偏废。目

前，重科研轻教学是大学职能发挥畸形的一个重要表现，

教师的职称评聘、评优评先已大幅度倾向于科研，导致教

师的主要精力投向科研，疏于教学；另一方面，大学在过

度追崇展现科研能力提升的途径中又呈现出重立项、轻过

程的发展常态，导致创新能力不强、科技成果转化不高的

结果，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这种重科研轻教学、重立

项轻过程的积弊，反映出高校浮躁的教风和功利主义的泛

滥，严重动摇了人才培养在大学职能中的核心地位，削弱

了大学发展的源动力。这就需要建立教学与科研良性互动

机制，重建人才培养为核心，并综合考虑科学研究、社会

服务等方面的贡献力，最终构建教师业绩考核体系。一方

面，努力扭转以科研为重的评价体系的片面做法，突出人

才培养职能实施过程中质与量在教师业绩考核中的核心地

位；另一方面，确立正确的科研导向机制与评价体系，完

善教科研项目管理系统，逐渐形成人才培养必须要以高水

平科学研究为支撑的理念，引导教师致力于提高教学质量、

推进技术创新、促进社会发展的科学研究，并将其研究成

果注入教学过程，回归人才培养。 

3.3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履行大学职能的源动力 

大学的发展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受制于外部制约，但根

本上讲，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大学构成要素中

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大学职能有效发挥的重要保障，处

理好同事关系和师生关系是关键。教师是大学最重要的人

力资源，是大学发展的助推器，而大学发展又是教师走向

个人成功的孵化器。学校应全方位构建自由与平等、竞争

与合作的工作环境，激发教师个人志存高远、爱国敬业的

职业情感，激发教师团队勇于创新、群力群策的合作精神，

在引导教师个人走向成功的同时维系和谐的同事关系，其

原则是：相互尊重、优势互补；情感互动、改进创新。师

生关系是大学构成要素中另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是教师

和学生为实现教育目标，以各自独特的身份和地位通过教

与学的直接交流活动而形成的多层次的关系体系，其原则

是：尊重、理解、平等。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应建

立学生发展中心和教师发展中心，构建以学生为本的教育

质量评价体系，将教师发展与学生成长融于一体。在学生

发展中心，从职业规划到社会实践；在教师发展中心，从

教学技能交流与互动到科研能力培育与技术创新，为教师

和学生搭建自由、平等的学习与交流平台，促进二者共同

参与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主观能动性”的冗余度，从而

推动大学全方位、多层次、高效率地发挥其职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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