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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潮对大学教育的影响
) ) ) 对教育的经济主义、科技主义和终身学习主义思潮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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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 对我国大学教 育影响较大的有经济主义思潮、科技主义 思潮和终身 学习主义 思潮等。

大学教育是制 度教育的终结。因此, 在制度教育的终结阶段, 大学教育要有所为, 要有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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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林总总的研究教育的学术著作中, 对教育

然, 这个 / 经济人0 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因为不

思潮的归纳是有限的。 在当今, 对我国大学教育

仅仅是 / 经济人0, 它还包含了政治、科学、文化、

影响较大的有经济主义思潮、科技主义思潮和终身

艺术等更为广泛的领域的各类人才。大学生 ( 研究

学习主义思潮等。这里主要谈这三种思潮对大学教
育的影响及其反思。

生) 毕业, 首当其冲是要谋事谋生, 获得经济上的
自立、自由和自强。由于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加大,

经济主义思潮是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经济

国家财政补贴大学的相对减少, 满足不同层次和不

主义思潮对大学教育的影响, 确切地说是经济对大
学教育的影响。把经济需要作为审视大学教育的视

同要求的适龄青年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 迫使大
学在培养目标调 整, 学科 专业设置, 师资队 伍建

角,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有关经济和教育作用和

设, 指导大学生就业等诸方面不得不面向市场经济

两者之间关系的论述的文献,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

市场, 并按市场经济规律办学。

的数十年间仅 40 多部 ( 篇) , 而 1961- 1966 年的 5
年间达到 700 多部 ( 篇) , 至 1978 年已达到 2000 多

而在大学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上, 教育的经济价
值源于它的社会功能。接受大学教育的社会功能,

部 ( 篇)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在一个发展中

远比教育提高人的认知技能对经济的影响重要得多。

国家, 经济的影响力无处不在。美国经济学家舒尔

大学教育虽然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源泉, 并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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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的人力资本理论 的确立和其风靡全球, 是教育
的经济主义思潮形成的标志。之后的各种教育的经

当在培养年轻人的进取心和适应性方面做更多的工
作, 使其适应科学技术时代劳动生活的需要, 但是

济观点的争论和衍生, 无论是日本的观点, 还是西

教育的经济化, 在培养 / 经济人0 方面的弊端日益

欧的观点, 均是舒氏理论的丰富和拓展。
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 政府职能的转变,

显现: 青少年犯罪、思想道德水准下降和人文精神
衰微等现象与日俱增。所以, 经济主义对大学教育

市场这支无形的手, 时刻左右着大学教育。大学教

的作用和影响, 尤其值得大学教育界人士的反思。

育是制度教育的终结, 是人生职业的起点和通往理

教育的科技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作用和意义,

想职业的 / 桥梁0。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接受起码
的大学教育, 是所有适龄青年实现人生完整制度教

教科书中都有全面完整的介绍, 并冠以 / 教育的科
技取向思潮0 提法。我们认为用 / 科技主 义思潮0

育的愿望。至于客观环境和客观条件是否允许, 则

之提法更能概括揭示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科技主

另当别论。
无论承认不承认, 大学是培 养和塑造 / 经济

义思潮对我国大学教育的价值取向, 是改革开放之
后逐步形成的。多年来, 大学以教学为中心的同时,

人0 的摇篮。特别是就业制度越来越市场化, 大学

还要以科学研究为中心。/ 两个中心论0 客观上影响

生的职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即使是学术型的大学

了大学办学的准确定位。一所大学如何定位, 首先

生 ( 研究生) 其行为也折射出明显的职业取向。当

取决于这所大学以什么为中心。是以教学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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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以科学研究为中心? 从事物的普遍规律而言:

而作为一种思潮, 终身学习主义在我国于改革

中心只有一个, 如同人的心脏, 只有一个。有两个
心脏, 事必会出现麻烦。改革开放之前, 大多数大

开放初期便显端倪, 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
大学,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

学基本上是以教学为中心的。科学研究划归为科学

成人高等教育, 以及 90 年代悄然兴盛的网络大学,

研究院 ( 所) 系统。而伴随 / 科教兴国0 大旗的弘

均是传统的大学教育为适应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发展

扬, 大学 之间的 高定位 / 跟风0 此起 彼伏。大 有
/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0 之盛况。执掌

需要和终身学习需要的产儿, 也是教育的经济主义
和教育的科技主义强化大学教育行为的外部指向。

大学的领导者, 深受我国特有的世风 / 高 ( 级) 、大

至于 / 教育0 和 / 学习0 概念的表征意义, 我

( 型) 、全 ( 面) 0 / 传统思想0 的流毒之害, 不将学
校定位在 / 研究型0 / 国内一流0 / 国际一流0, 怕世

们将其归纳为前者强调了教师的主体性, 后者强调
了学习者的主体性。/ 教是为了不教0。教育的核心

人 / 耻笑0, 怕显示不出学校的雄才大略, 怕失去

问题是学习, 是学习者的主体性。显然, 学习者是

/ 输送人才0 的市场, 还怕丢失了乌纱帽。

教育活动永远的主角。对学习主体的尊重, 这是终

科学技术是人类前进的发动机, 但是, 人文科
学是人类前进的方向盘。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 人

身学习主义思潮的最显著特征。
大学是青 年人接受高深 教育和高深文化 的中

文科学也不是万能的。而这两者合起来也许才是万

心, 是青年人梦寐以求完成完整制度教育的理想圣

能的, 才能驾驭人类前进的方向, 才能引导人类奔
向幸福美好的生活。只是, 当今的大学重科学技术

殿。大学教育在考量经济行为上, 必须全盘权衡大
学教育的终 极目标, 人, 是社会的人, 是立 体的

研究, 不排除为数可观的所谓的科研项目无外乎是

人, 是有既包括物质需要又包括精神等多种需要满

为了 / 面包油 奶、汽车 洋房、职 称职务、津贴钞

足的人。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经济需求之后, 人的

票0, 在这种科研项目中追求高深学问的真知灼见
的科学研究荡然无存。以拿来所谓多少科研经费为

社会精神文化需求可以说是无止境的。
因此, 在制度教育的终结阶段, 大学教育要有

/ 水平0, 盲目攀比, 指标节节高升, 甚至到了弄虚

所为, 要有所不为。有所为, 有所不为, 在于大学

作假的程度。因此, 真正有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可
谓 / 凤毛麟角0, 大多为 / 垃圾硕果0。这其中, 经

要为青年人提供一个高雅的文化环境, 包括丰富的
图书, 先进的实验设备和设施, 优美的校园, 博学

济主义盛行是科技主义在大学泛滥的 / 始作俑者0。

而品德高尚的教师和 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及 制度

我们认为, 大学要坚持应有的高品位, 要与社

等, 让青年人淌漾在充满知识财富和人生青春活力

会上急功近利的市场保持相对的距离。 / 人是要有
一点精神的。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小到一个

的大学里体验学习过程的快乐, 品味学习成功的喜
悦,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部门、一个企业, 都需要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的核

满足强烈的学习欲望, 最终, 形成 / 人生不息, 学

心就 是 -共 同 信 奉并 付 诸 于实 践 的 价值 理 念. 。
,,在当代, 大学共同信奉并会诸于实践的价值理

习不止0 的个性 心理品质。同时, 大学要敞 开大
门, 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拥抱所有有志于求学的奋斗

念的主要内涵是 -以人为本. 的人文精神, 、-求真

者, 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服务 ( 只有大学才有条件和

务实. 的科学 精神、 -着 眼未来. 的超越精神和

能力做到) , 向求知者输送日新月异的新知识, 帮

-自强不息. 的奋斗精神0 只有这样, 才无愧于时
代赋予大学庄严而神圣的使命, 大学也才能培养出

助学习者规划人生的蓝图, 为学习者实现幸福美好
的生活作出大学可以作出的知识力量和知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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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需要的高素养的合格人才。

人生有涯, 学无涯, 思无涯。

如前所述: 大学 教育是制 度教育的 终结。那
么, 在制度教育的终结阶段, 大学教育能为人的今
后发展提供什么样的 / 金钥匙0 去开启永不衰竭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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