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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外大学基层学术组织运行机制中，德国讲座制、美国学系制、俄罗斯

教研室制分别代表了权威型、社团式、参与式等三类大学基层学术组织运行机制的典型模

式。这三类典型模式对于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运行机制的转型具有启示意义和借鉴价

值。我们应该形成学科为基、育人为本的基层组织确立机制，构建学术主导、行政服务的

基层权力耦合机制，建立教学为要、科研为基的学术事务运作机制，探索教授治学、民主集

中的学术主体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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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学术组织的运行机制是现代大学制

度的“底座”，它的调适与“再造”是催化大学

效能、激发大学活力的动力源。20世纪90年

代，我国借鉴欧美经验进行了大学内部的管

理体制改革，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普遍建

立了以学科为构架的“学校—学院—学科”管

理体制，形成了多样化的基层组织，改变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我国借鉴苏联模式以专

业、课程为构架形成的“校—系—教研室”管

理体制和教学、行政一体化的教研室组织模

式。从“专业制”到“学科制”的转变，建立起

了相应的大学管理体制但却并没有形成相匹

配的运行机制，尤其是本科教学运行与“学科

制”相对分离，使得本科教学失去了学科的支

持而困境重重，成为制约大学人才培养质量

提升的一个制度性因素，由此也影响了大学

的整体发展成效。基于我国大学管理体制改

革借鉴国外经验的历史背景和尚未完成建立

现代大学制度的现实状况，回归到国际视野

中对基层学术组织运行机制的国外模式正本

清源、重寻借鉴价值，是我国重构大学基层运

行机制、创建学术治理体系的有效思路。

在国外大学基层学术组织运行机制中，

德国讲座制、美国学系制、俄罗斯教研室制等

三类模式堪称原创且各具特色，先后成为典

范并影响深远，分析其背景、特征和趋势，可

为我国深化当前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基层

学术组织运行机制的改革提供具有针对性的

借鉴并冀之激发大学基层能量，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发展。

——————————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基于学科构架的大学教学运行机制转型研究”（项目

编号：12YJC88009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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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国讲座制：

权威型的基层学术组织运行机制

德国曾执世界大学之牛耳百余年并拥有

19世纪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其间柏林大学首

先确立了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提出了科研

与教学相统一的思想，首创以讲座制为核心

的大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成为一时争相

效仿之典范，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大

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讲座制在德国的形成大致经历了萌芽、

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讲座制最早萌芽于16

世纪，当时德国部分学院设置由政府资助的

永久讲座，讲座受任者专门负责讲授他所负

责的学科，大学教学逐渐呈现专业化特征。

17 至 18 世纪讲座逐步出现于德国各个大学

之中，但是讲座数量少、结构简单（除教授外

别无其他成员）、形式单一（由政府直接规定

讲座的数量、教授人选、经费拨付等），讲座依

然主要是作为知识传授的一种教学组织形

式，而尚未成型为专门化、制度化的学术组

织。讲座制真正形成并获得初步发展是在

1810年柏林大学创办之后。当时，自然科学

兴起，学科逐步分化，学术分工不断细化；学

术自由和新人文主义思想兴起。在此背景下

洪堡在柏林大学确立了大学的科研职能，提

出科研与教学统一的思想，赋予教授开拓新

知识、创立新学科的极大权限。“他们不断创

造新纪元的科学活动使各知识领域旁枝茁

生，知识的专门化程度不断提高，大学里的讲

座数便经常增加，这学院的教授职位数字到

处成倍或成三倍的增加，其中，柏林大学哲学

院随各知识分支的发展成熟，正式教授职位

由开始时的12个增加到50个以上。”［1］这时

讲座制得以正式创立并焕发活力。讲座按学

科和专业设置，每个讲座由一名讲座教授全

权负责，然后以讲座为中心建立研究所，由主

持讲座的教授担任所长；讲座以教学为目的，

演讲与互动则是主要教学形式，重在训练学

生思维；讲座教授由政府统一任命，其他学术

人员由学校自行决定，由此形成了讲座和研

究所相结合的基层学术组织。1871年德意志

帝国建立后，讲座制进入成熟期。这时，随着

大学规模扩大、学术领域日趋专门化和政府

资助力度的加大，学部之下讲座的数量不断

增加，规模得以扩充，如哲学部的讲座在人文

和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引进了自然科学方面的

学科，扩充非常明显：不同学科设置的同一讲

座职位之下设立众多的专门研究领域，并且

按照授课者水平、学科成熟程度将学术人员

划分为不同等级，各等级授课者的数目也大

量增加。讲座制成熟的另一个表现是制度日

益完善，讲座与研究所进一步合二为一，讲座

教授集大学特定领域讲座职位和研究所所长

于一身，权力高度集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运

行机制。

德国成熟阶段的讲座制，作为大学基层

学术组织的运行机制具有鲜明的特征。首

先，具有严格等级的学术团队。学术团队底

层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授助教，他们能够参

与研究所的事务，偶尔参加讲座；中间层是几

名编外讲师和副教授，他们获得“大学授课资

格”，有权独立教学；最高层是一位德高望重

的正教授，掌握所有的大权。其次，权力高度

集中于讲座教授。教授集讲座职位和研究所

所长于一身、教学与研究于一身，拥有领导研

究所、设置课程、组织考试和自主研究的权

力，可自由选择论题举办讲座，在学校内部管

理中处于主宰地位，其他成员基本上被排除

在决策过程之外。再次，讲座是学术权、行政

权统一的基层组织实体。讲座作为大学组织

中最小的行政单位，也是最强有力的权力实

体，讲座教授作为唯一的负责人，直接从政府

获得研究资金与设备，对研究、教学、人事、财

务等事务负全责，“各讲座教授集体控制着院

校内部的管理和财政预算，以及使用拨款。

除了维修校舍之外，国家下放给大学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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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很少。因此，没有各讲座教授的同意，大

学不能控制经费的分配或再分配”。［2］讲座

成为学校整个结构的重心所在，大学校长、学

部没有太多的实权。

讲座制对于德国乃至世界的大学发展产

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积极的影响在于

建立了一批讲座教授领衔的团队，为学术自

由、教授治校提供了组织与制度保障，充分发

挥了大学科研的效能，对德国大学的人才培

养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保障作用，成为高等教

育史上杰出的制度贡献。从 19 世纪中期到

20世纪上半期，德国大学一直是世界各国大

学学习的典范，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东欧

诸国大学均受到柏林大学的影响，纷纷到德

国考察、学习大学制度，或直接采用，或改进

完善形成新的制度，如日本模仿建立了学部

和讲座制，美国借鉴形成了学系制。讲座制

的消极影响也显而易见：一是教授专权影响

了学术民主，压抑了学术新生力量的成长；二

是讲座领域狭窄，容易形成学科壁垒；三是讲

座设置不能适应学生规模和研究领域的快速

发展。

20世纪，讲座制逐渐走向衰落。德国于

1976 年和 1985 年先后颁布、修订《高等教育

总纲法》，加快大学制度现代化的进程，德国

大学讲座之上的学部被撤，转而建系，通常

5～6个学部被划分成15～20个系，这些系在

人员、资金和设备的分配方面有更大权力，原

由讲座教授负责的许多工作上移到系级负

责；讲座、研究所不再独立于大学，讲座也由

原来一名教授主持改为多名教授主持，但教

授权威型运行机制依然保持至今。

二、美国学系制：

社团式的基层学术组织运行机制

二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拥有为数众多的世界一流学府。美国高等教

育的发展壮大，可以说制度创新是其重要法

宝，学系制则是美国借鉴创新现代大学制度

的一个典范。

学系制在美国从出现到成熟经历了一个

移植、借鉴和创新的过程。在学系正式出现

之前，美国最初的哈佛学院主要移植英国牛

津大学、剑桥大学内部的学院模式。哈佛学

院 1728 年设立名为“赫利斯”的自然哲学与

数学讲座，1780 年建立神学、数学和自然哲

学、医学等讲座并于该年升格为哈佛大学，但

这时讲座还没有成为大学内部一个正式组

织。学系的正式出现是美国学习、借鉴德国

大学讲座制的结果。哈佛大学 1815 年派遣

乔治·蒂克纳（G. Ticknor）等人赴柏林大学学

习德国大学制度，但哈佛大学没有照搬德国

教授负责的讲座制，而是将讲座制与正在形

成中的系的体制揉合在一起，把有关学科归

并为一个系，于1825年创立了一种灵活而宽

松 的 全 新 教 学 科 研 体 制 —— 学 系

（department）。学系作为由许多教授组成的

基层学术单位，涵盖的学科领域大于讲座，

“它既抑制了个人权力，又在大学结构中，把

校内学者团体的秩序与校外的联系融合在一

起。”［3］与讲座制相比，学系具有明显的优越

性，很快就确立了其作为大学的基层学术组

织的地位，“1900年系在全国的大学和学院里

都已占有牢固地位，成为适应专业化需要、划

分更大的结构的基本单位”。［4］以致有的学

者 称 当 时 学 系 纷 繁 ，自 A（指 天 文 系

“Astronomy”）到Z（指动物系“Zoology”），无所

不包了［5］。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大学科研

事业的发展以及综合学科、边缘学科的大量

涌现，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在学系之外成

立了很多专门的基层科研组织，这些组织名

称不一（研究所、研究中心、实验室、研究项目

小组等），形式多样，机制灵活，成为学系之外

“有组织的研究单位”和“半独立收入中心”；

与学系重在传承和发展学科知识的组织使命

有着根本不同，这些科研组织多数是以问题

为中心，重在解决理论和现实问题，主要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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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费运行。学系不再是美国大学唯一的

一种基层学术组织形式，但是这些科研组织

并非一级行政组织，权力依然集中在系。［6］

学系制作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运行机制

体现了三个方面的主要特征。第一，学系既

是教学基本单位，又是科研基本单位。学系

担负着教学、科研的双重任务，尤其是研究型

大学的学系既是基层教学组织，承担本科生

和研究生的培养任务，也是重要的科研管理

组织，另外成立的基层科研组织则主要承担

具体的科研任务。第二，学系既是基层行政

单位，又是社团式机构，学系内部实行社团式

协商自治。美国大学普遍实行校—院—系三

级管理体制，学系虽然是基层行政单位，系主

任作为学术管理体系中的最低一级，需要向

一个或几个院长负责，并向一个或几个校部

的官员（校长、学术副校长、教务长）负责，但

在学校层面占主导地位的行政权力在学系层

面影响十分微弱。系“是一个社团式的机

构，即一个围绕某一学科的共同利益而组织

起来的相对统一的机构，在垂直结构上具有

不太严格的等级性”。［7］学系里教授的地位

较为平等，其行使权力的方式也更加“民

主”。系主任一般由教授轮流担任（通常每三

年轮换一次），对外代表学系，对内负责学术

工作的组织和管理，但其不是学系教授的领

导者，而是学系教授的代表或者“年度值班教

授”，其必须尊重教授及其他人员的权利，与

系里由教授组成的各种委员会协同工作并执

行委员会的决定，委员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

的投票决策原则。第三，学系享有广泛的学

术自主权，但不集中在系主任个人。系在教

学改革、课程设置、学位授予和学术工作的开

展等学术方面职权很大，用人权、财务权等都

保持相对独立性，学系完全可以自主决定初

级科研人员的聘用事宜，对副教授以上人员

的聘用和晋升也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甚至

学校对于系主任的任免，都得事先与教师协

商讨论；学系可以向上级提出自己的预算并

作为一个自主运行的单位决定如何使用校、

院所拨经费。

学系制随着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壮大和

国力增强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许多国家借

鉴、采用学系制作为大学的基层组织运行机

制。到20世纪60、70年代，“欧洲国家对革新

愿望的一个共同反应就是效仿美国大学‘系’

的组织形式”。［8］甚至德国也改革讲座制、建

立系科制。学系制实现了分散化的权力分

配，运行机制较为民主，带动了对自由风气的

追求；组织形式根据知识自身发展的需要来

创建和调整，显得相对灵活，有利于学术的自

由发展和青年学者的脱颖而出，使大学焕发

出极大的活力。但正如哈灵顿（Fred Harvey

Harrington）所言，任何一个成功的制度，都需

要不断地定期再评估、再调适。学系制在发

展中同样存在弊端，譬如由学系分离而造成

的学科壁垒，由追求平等而造成的学术平庸，

由强调研究而造成的教学滑坡等。［9］

三、俄罗斯教研室制：

参与式的基层学术组织运行机制

俄罗斯高等教育是世界上最具实力的高

等教育体系之一，尤其是苏联时期的高等教

育水平、质量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占有重要

位置。作为苏联高等教育的沿袭，俄罗斯的

高等教育及其高校的管理体制尽管在社会转

型之中不断地改革和完善，但依然以其独特

性区别于西方的教育管理模式，教研室制度

就是其中卓尔不群的一个范例。

教研室制度在俄罗斯形成、发展的历史

相对简单：教研室（кафедра）在俄罗

斯帝国时期以教研组形式出现，苏联时期教

研室形成并得以制度化，苏联解体之后的俄

罗斯时期则处于转型完善之中。教研组首先

出现于 19 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帝国时期的莫

斯科大学，当时的大学虽然是自治原则下的

教育科研机构，但俄罗斯在创建大学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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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了科学院，教育与科研两个系统相互隔

离。当时，国家主导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对

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实行严格管理，大学的

自治程度远低于欧洲大学，教研组长期处于

萌芽状态；直到 1863 年颁布《大学章程》，大

学有了若干自治权，教研组的数目才大量增

加并被给予较多机会开展科研活动，教师的

员额增至一倍以上（167％）。［10］苏联时期，大

力改革旧教育，建立教育新体系，高等教育得

到了迅速发展，教研组更改为教研室并在全

国高校范围内予以推行。教研室制度得到苏

联的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予以

规范、促进。1936年《关于高等学校的工作和

领导的决定》规范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实行

以校长为首的一长负责制，建立起“校—系—

教研室”的三级科层管理体制，教研室被确立

为高校教学和科研的基层单位。1961 年和

1981 年先后两次发布《高等学校教研室条

例》，规定了教研室的任务、性质、职能、结

构、成立和取消的程序乃至具体的工作方

法。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高校的教研

室制度出现了两个较为明显的变化，一是在

整个国家走向民主化的进程中高校管理体制

也走向民主化，高校内部管理由一长制转变

为校务委员会下的校长负责制，一长制与集

体领导结合起来，教研室也被赋予更大的权

力。［11］二是教研室的职能更加丰富。20世纪

70年代以来，文、理和工、农、医、师范分离的

状况以及教学和科研分离的状况有了相当的

改观，到90年代后期俄罗斯已经有91所综合

性大学、800余所综合技术学院和科学院，如

莫斯科大学到90年代有290个教研室，不仅

文理和工、农、医、师范在大学内部得到很好

的综合，教学和科研也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12］21世纪以来，俄罗斯通过促进教育与科学

一体化、教育与生产一体化，许多高校成长为

现代的教学—科研—创新综合体［13］，不少大

学将两个或几个教研室合并，推进通才教育，

相应地，教研室的职能丰富了许多。

作为苏俄大学相对稳定的基层组织运行

机制，教研室制度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特

征。第一，教研室作为承担教学、科研活动的

主体，主要承担教学职能，但日渐注重组织和

开展科学研究。俄罗斯帝国最初在创建大学

时将科学研究的职能配置给了专门的科研系

统，高校成了一个纯粹的人才培养单位。相

应地，“教研室的主要任务是，高水平地组织

和进行一门或几门学科的教学工作和教学法

研究工作、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本专业范围

内的科学研究，教学干部的培养和业务进修

等工作”。［14］后三方面的工作又都是紧紧围

绕和保障作为主要内容的教学工作进行，每

一成员对各人分工负责的教学工作负完全责

任；相关的行政事务和大学生的日常管理工

作则由系来完成。虽经苏联后期建设综合大

学的努力，俄罗斯出台重点大学发展计划以

强化大学的科研职能并进行教育与科研一体

化的改革，教研室在组织和开展科学研究方

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一时还难以改

变现状。第二，以会议制为主要形式进行民

主化管理。现在俄罗斯已经在教研室内部以

其独特的会议制形式实行民主化管理，形成

了以教研室主任为首的学术行政体系与教授

团体为主的学术委员会分工合作管理学术事

务的管理体制。［15］教研室集体会议是教研室

学术管理的主要形式，集体讨论工作计划、

交流教学和科研工作经验、传达最新决定、研

究学生培养进展情况等。第三，教研室的学

术自主权不断增强。教研室在招生、教学、科

研和教师管理等学术方面的自主权不断增

强，包括招收计划外学生的决定权，课程设

置、教材教法使用的自由选择权，科研合作中

签订合同的自主权，引进教师、职称评聘方面

的决定权。

教研室制度在俄罗斯作为一种行之有效

的基层组织运行机制，为保证高质量的教学、

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二战

后更是在众多社会主义国家予以推广，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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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 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时引进教研

室制度，其至今仍是我国很多高校尤其是教

学型高校的基层组织体制。教研室制度也存

在着明显的不足：教研室之间分工固定、相对

封闭、缺乏沟通与合作，不利于跨学科体系的

形成，影响学生的思维模式和视野，也不利于

资源的共享；主要承担自上而下的教育教学

功能，学术组织模式单一，教学与研究结合不

够紧密。也正因为如此，俄罗斯正在努力实

施创新型大学计划，推动高校教学科研的一

体化，推动教研室的跨学科整合，构建更加完

善的学术治理模式。

四、国外大学基层学术

组织运行机制模式的启示与借鉴

德国、美国、俄罗斯三国大学的基层学术

组织运行机制是现代大学制度发展进程中的

重大变革，为现代大学的蓬勃兴旺奠定了制

度基础，在世界各国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代

表性；虽然形式不一、体制不同，有着不同的

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高校自身环境下基层单位所特有的矛盾，各

自表现出对于本土传统的遵循并“自成一

体”，但运行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发

挥功能的基本原理、作用过程及其运行方式

却又体现出一些共同的“国际惯例”，对于尚

未转型成功的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运行机

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形成学科为基、育人为本的基层组

织确立机制

基层学术组织是实现高校教育职能的重

要基础，也是组织教师队伍的重要平台。高

校建立学术组织的规则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校

内管理体制的机制对于后续形成基层组织运

行机制有着重要的“基因遗传”，它包括两个

方面：按照什么规则设置基层学术组织，确立

什么样的基层学术组织作为基层正式组织。

德国、美国、俄罗斯的大学分别设立讲座、学

系和教研室作为他们的基层学术组织，有三

个共同特征。第一，都依据学科来设置。德

国大学的讲座（研究所）通常代表某个学科的

分支，美国大学每个学系代表一门学科，俄罗

斯大学的教研室以课程（群）为主，是学科领

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且各国研究型大学

基层正式组织的设置向更加宽泛的口径演

进。第二，都是基层正式组织，是基层学术组

织与行政组织功能合二为一的实体，即“以基

层为主的学科和事业单位的矩阵”［16］。第

三，都以人才培养为主要职能，将组织教学作

为主要任务，科研则由各种形式的基层科研

组织自行组织。

借鉴以上经验，结合我国大学尤其是各

研究型大学内部基层组织类型众多、各类组

织离散、基层组织职能漂移的现象，我国应该

形成规范、完善的基层组织确立机制。第一，

基于学科设置基层学术组织。学科是大学学

术的基本领域，大学需要根据自己的办学层

次、类型、方向在学科学术的创造、整合、应

用、教学这四维学术的不同方面来重点设置

适合自己需要的基层学术组织，但不宜直接

将学科作为一个大学的基层组织实体，正如

一个房子以学科来构架，但户型的设计却要

依据需要来重新组合一样。我国研究型大学

目前尤其迫切需要大量建立以问题为导向、

以科研项目为基础的各种非正式、动态性的

基层学术组织，从而适应知识生产模式的现

代转型，确保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活力、组织活

力。第二，依据育人为本的原则确立基层正

式组织。虽然基层学术组织形式可以多样

化、数量可以最大化，但是作为基层正式组织

的应该是以人才培养为主要职能的学术组

织，这一基层正式组织是学科分支与事业单

位的结合，并且是具备行政职能的资源管理

者、调配者。这一方面因为大学之“学”首先

是学校而不是学术，大学首要的“事业”（大学

作为我国“事业单位”的属性）是人才培养而

不是科学研究。所以，在确立基层正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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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基层学术组织设置的学科逻辑应该服从

于大学这一整体组织的教育逻辑，不能以“学

术为本”僭越“育人为本”。另一方面，因为大

学的人才培养是多学科学术的组合，往往需

要多个学科提供课程、协调多个部门的资源

来完成人才培养多个环节的工作。正如浙江

大学原校长潘云鹤教授所认为的那样，研究

型大学内部的科研组织、教学组织、行政组织

“这三种组织变化的速度不同。科研组织结

构变化较快，生命周期较短；行政组织、教学

组织也要求适应变动，但变化较慢，生命周期

较长。”［17］变化较快的科研组织因此也不适

宜作为正式组织。第三，参照专业口径设置

基层正式组织。适应基层正式组织设置向更

加宽泛口径演进的趋势，大学宜以专业口径

来设置基层正式组织，一方面满足研究型大

学注重通识教育、宽口径培养人才的需要，另

一方面纵向为主的人才培养机制与横向为主

的科研运行机制在基层形成矩阵组合，更大

的专业口径方便联结、组合相应学科内更多

的科研组织，更容易实现教—研—学的三角

互动，有利于学科交叉，促进专业建设与学科

建设、教学与科研的结合。

（二）构建学术主导、行政服务的基层权

力耦合机制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高校内部的两大

基本权力并在相互制衡中形成大学的基本运

行机制。三国大学基层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

的关系各有特点：学术权和行政权统一、以基

层实体组织形式出现的德国讲座，学术权力

主导、作为学校第三级行政单位的美国学系，

行政权力主导但教授委员会权力不断加大的

俄罗斯大学教研室。三者呈现出以下共同

点：在学校、学院层面相对分离的行政权力和

学术权力，在基层组织中以学科权力与行政

实务的方式实现了结合，体现出行政权力服

务于学术权力的现状或趋势，甚至出现了学

术、学务合二为一的特征。

这些趋势和特点，对于学术权力正处于

发育过程之中的我国大学，在构建基层组织

的权力运行机制时是可以吸取和借鉴的。首

先，以务实方式承认并尊重基层学术权力。

直接扎根于学科的基层学术组织，其学术权

力有意无意地被忽视或剥夺，最直接的形式

就是学院层面的行政权力取代、包揽了基层

的学术权力，用行政方式管理基层的学术事

务。借鉴我国当前政府改革思路，应该建立

大学中层、基层组织的行政权力负面清单和

学术权力清单，明确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的

权责主体，在大学章程、相关制度中保障基层

学术权力的地位、权威和实现程序。其次，建

立彰显基层学术权力的决策和执行机制。着

力改变学术管理机构只有审议权没有决策权

的局面，在基层建立教授委员会的议事机制、

决策机制，让基层正式组织转变成为教授委

员会的常设机构或日常服务机构，形成学术

决策、行政执行的运行模式和由下而上的运

行程序。再次，加强基层学术权力的物质保

障。根据权责对等、财权划分原则，学校和学

院保障基层活动经费，赋予基层必要的财务

自主权和资源配置权。

（三）建立教学为要、科研为基的基层学

术事务运作机制

大学的教学、科研工作是大学学术内涵

的主要方面，也是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安身立

命”的基石。三类模式的基层学术事务运作

各有特点：德国大学讲座制与研究所相结合，

将科学研究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可谓

“教学为体、科研为用”；美国大学由学系统一

组织教学和科研，系教授会决定教学改革、课

程设置、学位要求、教师聘任和晋升等方面的

学术事务，具体的科研事务、工作由各研究所

（研究小组）自行组织，由此可谓“教学为实、

科研为虚”；俄罗斯大学教研室主要组织教学

活动，承担的科研任务不多，可谓“教学为主，

科研为辅”。

目前，中国大学基层教学、科研工作总体

上两相分离，往往只有教学任务的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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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恰当的教学激励机制、科研与教学的结

合机制。借鉴国外经验，可从以下两方面来

优化基层组织的教学、科研关系。首先，建立

基于人才培养需要的岗位设置、考核与罚劣

机制。改革目前按照教师教学、科研工作绩

效决定教师津贴、奖励的“工分制”，转而根据

大学的人才培养需要（课程教学）来设置专任

教师岗位，按教师水平确定岗位等级，按岗位

目标考核工作业绩，从简单量化、有利科研的

“奖优”机制转变为严格保障人才培养目标实

现的“罚劣”机制，实现教学、科研的正常运

行、健康发展。其次，建立教学、科研等多维

学术的整合机制。目前，大学日常工作分为

“教学线”、“科研线”、“学生线”等各自运行，

客观上造成了教学、科研分离甚至冲突的状

态，突破基层工作运行中单一的“教学线”模

式，建立统筹学术事务决策的教授会，实现知

识创造、知识应用、知识传播统整于人才培养

工作，面向社会需求建立“研—教—学”共同

体并形成必要的机制予以保障，如教授为本

科生上基础课的保障机制，开设研讨课、进行

研究性教学的激励机制，教学科研等效评价

机制，科研成果予以教学应用的规范机制，科

研实验室和科研项目面向本科生的开放机

制，使得科研之“基”成为提升教学质量之

“要”，人才培养过程成为寓教于研、寓研于教

的发展螺旋。

（四）探索教授治学、民主集中的基层学

术主体治理机制

完善的学术主体治理机制是学术权力得

以落实的基础。在这方面德国、美国、俄罗斯

大学基层的学术主体治理模式各有特色：德

国大学的讲座制基层学术权力被讲座教授垄

断，20世纪70年代后由原来一名教授主持转

变为多名教授主持，“教授治校”转变为“群体

共治”，整个学校成为教授之间的横向制衡；

美国大学的学系制代表的大学基层学术权力

主体更加广泛，每个教师都有权参与学术事

务的决策，教授对基层学术组织的社团式控

制主要通过各种委员会来实现，既实现纵向

制衡，又在基层内部横向制衡；［18］俄罗斯教

研室实行科层制，以纵向制衡为主，教师在教

研室层面以会议形式进行参与式管理。总体

而言，各国大学基层学术权力由教授集权逐

渐走向各级学者分权，学术事务中的民主决

策日益广泛。同时，研究发现，教授参与管理

学术事务的程度越高，学校的业绩表现越好；

而教授参与管理行政事务的程度越高，学校

的业绩表现越糟糕。［19］

鉴于以上趋势和研究结论，基于我国大

学管理体制现状，我国宜充分借鉴教授治校

的理念，探索中国特色的教授治学模式。首

先，要明确教授治学的权力与责任。对教授

在基层、学院和学校不同层面的学术权力做

出科学合理的划分与定位，从行政权力对基

层学术权力的纵向制衡转变为学术权力在基

层内部的横向制衡，充分体现学术权力下放

带来的民主价值和激发意义，同时基层组织

要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规定教授治学的规

则与职责、权利与义务、聘任与考核方式等。

其次，要明晰教授治学的参与主体。在大学

基层的治理中，“教授治学”的主体应不限于

教授，而应是以教授为代表的全体教师，以避

免教授治学的垄断性、“精英化”，建立起教师

集体决策基础上的基层组织负责人负责制。

上述四维一体的运行机制是对大学基层

学术组织运行三类典型模式背后“国际惯例”

的探索性概括，由此获得的借鉴价值，一言以

蔽之，中国大学在建设起以学科为构架的管

理体制之后，应该以学科学术为主线实现运

行机制的转型并由此达成与管理体制匹配的

新平衡，这也是建立中国特色、与发达国家

“和而不同”的现代大学制度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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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University
Basic Academic Organization：Foreign Modes and Experiences

Tang Zhi & Li Xiaonian

Abstract：Among operating mechanism of basic academic organizations in foreign universities，lecture system in
Germany，department system in United States，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system in Russia which respectively
represents the typical modes of authority，community，and participation，are three typical modes of operating mechanisms
of basic organizations in universities. The three kinds of typical models for transforming operating mechanism of university
basic organization in our country provide following enlightments：first，the establishment mechanism of basic organization
which is discipline-based and education-oriented should be established；second，coupling mechanism of basic power
which is academic-guided and administrative service-oriented should be constructed；third，academic affairs operating
mechanism which takes teaching as priorit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s basis should be established；fourth，academic
governance mechanism which takes the ideas of faculty governance，and democratic centralism should be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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