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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专业建设是高校 生存和 发展的 基础, 两 者既有区 别又相 互关联, 在实践 中十分容

易混淆。本文在分析学科、专业内涵及其相互 关系的 基础上, 进一步 探讨了学 科建设、 专业建 设的内 涵及其相
互关系, 旨在明晰认识 , 促进高 校的学科、专业建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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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建设是高 等学校 的基本 建设, 其 建设 的水

的 / 教学科目0 / 学 术组织0 / 学问 分支0 和 / 规 训0 等意

平、质量决 定了学校的 办学质 量、层次 和特色。 然而 在具

义。因此, 笔者认为对学 科概念 应予 以简化 理解, 以 便区

体的实践中, 我们 对 学科、 专业 建 设 各自 的 内涵、 定位、

分和澄清混乱。在大学 学科建 设实践 中, 对学 科主要 应基

作用、任务及其相互关系 把握并 不十分 清晰, 常 将两 者纠

于从知识分类或学问 分支角 度来理 解。其它含 义在大 学中

缠在一起, 相互混淆, 严重影响了学科、专业建设的实践。

均可用相关概念予以替代。
如就学科中所包 含 / 教学 科目0 这一含 义而 言, 王伟

因此, 本文拟对 学科、专 业、学科 建设、专 业建 设概 念内

/ 一 谈学 科建设, 就会 产生 两种 不同 的理

涵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做 一梳理, 以 期澄清 对概念 理解 的混

廉教授曾提及:

乱、明晰认识, 使学科、专业建设有的放矢。

解: 一种理解旨在发展 某种知 识领域 或分支, 属于高 等学

一、学科、专业关系探讨
学科与 专业是高等学 校中讨论 最多 的两个 概念, 两者

校发展科学和文化创 造职能, 第 二种理 解旨在 对某种 课程
( 教学科目) 进行建设, 使之具备 一定的条件和水准, 准确
的讲, 第一种理解可以 称为学 科建设, 而 第二 种理解 应称

即有区别, 又有联系。

为课程建设。
0 笔者同感, 对学科中 / 教学科目0 的理解完

1、学科的内涵

全可以用狭义的课 程概念, 即 / 个体所 修习的 科目0 来替

/ 学科0 一词译 自英 文的 discipline, discipline 词 义本 身

代。

具有多重含义。国外一 些著名辞 书, 如萨 美尔 的 5 英 语词

就 / 学术 的 组 织0 这 一 含 义 而 言, 与 目 前 常 提 及 的

典6 ( 第一卷) 、5 世界辞 书6 、5 牛津大词典6 ( 第一 卷) 等

/ 学科建 制0 含 义相 当, 学 科建 制主 要是 指学 科的 社 会建

都对 discipline 进行了多种 注解, 一般 都包括 科学 门类 或某

制, 主要强调与学科发 展相关 的组织 机构、行 政编制 等物

[ 1]
一研究领域、一定单位的教学内容、规范惩罚等含 义。
因

质性层面的东西, 与 / 学术的组织0 含义大体一致。

此, 从其本 源来说, 学科一方 面指知 识的分 类和 学习 的科

而学科中含有的 / 对人的 规范和 塑造0 之意, 目 前已

目, 另一方面, 又指 对人进 行的培 育, 尤其 侧重 于带 有强

有 / 学科制度0 这一使 用频率 较高概 念与之 匹配。学 科制

力性质的规范和塑造。 我国的 5辞 海6 中对 学科 的界 定多

度包括学科与制度两 层含义, 制度的 核心便 是规 范, 因此

为人们所认同: ¹ 学术的 分类, 指一 定科学 领域 或一 门科

学科制度的主旨是学科的规范、规则, 如有学者所言: / 学

学的专业分支, 如自然 科学中 的物理 学、生物 学, 社 会科

科制度, 主要是指进行一 种观念 范式或 者是理 论体系 建构

学中 的 史 学、教 育 学 等。 º - 教学 科 目. 的 简 称, 亦 即

的标准与规范, 其目的 是一种 知识或 思想传 统, 或具 体的

[ 2]
- 科目0 , 学 校教学的基本单位。
我国教育界的研究者 通常

说是一种研究纲领, 以 便同行 之间相 互认同 为同 行, 以便

从三层含义 上定义学科 : 一是学 问的分 支; 二是 教学 的科
目; 三是学术的组织。

新人被培养训练成这项学术事业的继承者 [ 3] 。
0
2、专业的内涵

上述对 学科的见解是 从不同的 学理 角度而 言, 但 在具

5辞海6 中将专业定义为 / 高等学校或 中等专业学校依

体实践中, 学科的多重含义往往让人无所适从, / 学 科0 与

据社会分工需要所分成的学业门类0 , 并指出 / 各专业都有

/ 专业0、/ 学术0、/ 课程0 在意义上产生诸多交叠 之处, 以

独立 的 教 学计 划, 以体 现 本 专 业 的培 养 目 标 和规 格0 [ 4] 。

致于常常被混用, 学科建 设与专 业建设、课 程建 设也 常常

5教育大词典6 表述为: 专业译自 苏联, 指 中国苏联等国高

交缠在一起 。人们往 往在互 不关联 的情况 下分别 使用 学科

等教育培养学生 的各个 专门 领域0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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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课程计划 [ 5] 。潘懋元等 人认为, / 专业是课程的 一种
组织形式0

[ 6]

课程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专业, 这种解 释基

本上与国际上通用的专业内涵相一致。

2007 年第 4 期 ( 总第 146 期)

对易于变化的。学科是科 学研究 发展成 熟或较 为成熟 的产
物, / 称一 个研究范围 为一门 - 学科. , 即是 说它并 非只是
依赖教条而立, 其权威 并非源 自一人 或一派, 而是基 于普

西方国家认为专业即是不同课程的组合, 或者说是不同

[ 7]
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 。
。学科 的发展 具有 相对 的稳定 性,

的课程计划。英文中的 Major 既指一系列、有一定逻辑关系的

即便是一些交叉学科、边 缘学科 等也都 有自己 相对稳 定的

课程的组织 (Program) , 相当于一个培训计划或课程体系。

研究领域。而专业则是随 着社会 产业结 构的调 整和人 才需

因此, 东西方 对 / 专 业0 概 念 的 理解 是 不大 相 同的。
西方国家专业的划分只是 对高等 学校专 业人才 培养结 果的

求的变化而变化, 新的 专业不 断涌现, 而 老的 专业不 断被
更新或淘汰等。

一种统计归 纳; 专业 的划分 对所培 养的具 体人才 的知 识能

4、学科与专业的联系

力结构几乎没有影响; 专业 的设置 往往取 决于社 会的 需要

( 1) 学科与专业是 一种 交叉 的关 系。例如 , 化学 学科

与可开设课程科目的均 衡。只要学 校能开 出必需 的课 程组

与化学专业, 两者是一 种交叉 关系, 要从 事化 学专业 工作

合, 而且社 会有这方面 的需要, 就 可以 设置新 的专 业, 专

必须掌握大量的化学 学科的 理论, 但同 时还要 掌握其 它学

业设置有很 大灵活性; 专 业之间 的界限 也比较 模糊, 学生

科的理 论, 如: 工程 学科、计 算机、外 语、管理 学等; 化

变更专业有 相当自由。而 在我国 及前苏 联国家, 专业 划分

学学科又可以 分 出很 多 分 支, 如: 化 学 工程、 化学 工 艺、

发挥着一种很强的管理 上的规 范功能, 规 范着高 等学 校的

生物化工、应用化学等, 而 这些学 科分支 知识 并不是 每个

专门人才培养的口径和 领域, 因而 也直接 关系到 所培 养人

化学专业都必须具备 的, 所以说 化学专 业是由 适用于 这一

才的知识能力结构, 专业的 设置往 往要围 绕规定 的学 科专

专业需要的若干学科 中的部 分内容 构成, 而不 是若干 学科

业划分口径进行, 当市场 需求发 生变化 时, 需要 对整 个学

中的全部内容构成。因 此, 专业可 以看作 是对 学科知 识的

科专业进行调整, 具有相 当难度, 专 业界限 也比 较泾 渭分

切块和组织, 对各种学科 知识根 据一定 的要求 进行切 块和

明, 学生变更专业较为困难。

组织, 即构成一定的专业, 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

3、学科与专业的区别
( 1) 概念内涵不同。如 前文 所述, 学 科是 指对 知识 的

( 2) 学科与专业是 一种 相互 依存, 相 互发 展关 系。学
科是专业发 展的 基础, 专 业是 学科 承 担人 才培 养 的基 地。

分类, 而专 业则是指课程的一种组织形式。( 2) 目标不同。

专业的发展离不开学 科水平 的提高, 如前所 述, 任何 一个

学科的核心是知识的发 现和创 新, 学科的 基本特 征是 学术

专业都有其构成这一专业知识的主干学科作为自己的 支撑。

性, 学科以本学科研究的 成果为 目标。专业 则以 为社 会培

专业要以学科为依托 , 科学技 术发展 到何种 程度, 教 育也

养各级各类专门人才为 己任, 适应 社会对 不同层 次人 才的

发展到何种程度, 人 才培养的 质量, 取决于 学科 水平。同

需求。 ( 3) 构成要 素不同。专业 的构成 要素是 专业培 养目

时, 也只有学科的分化 和综合 达到一 定高度, 才有相 应的

标、课程体系和专业中的人 (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 而 学科

高新技术专业的出现。

的构成要素是知识单元, 知 识单元 的系统 化构成 了知 识体

( 3) 学科和专业的联 系主要是以课程为中介来实 现的。

系, 既成为学科。 ( 4) 划 分原 则不同。 学科的 划分, 遵循

正如下图所示: 一方 面, 学科知 识是 构成课 程的 元素, 学

知识体系自 身的发展逻 辑, 因而 形成树 状分支 结构。 而专

科为课程源源不断的 提供构 建材料, 课 程是按 教育学 规律

业, 是按照社会对不 同领域 和岗位 的专门 人才的 需求 来设

对学科知识的传播、 改造和拓 展, 同 时, 学科 也要根 据课

置的, 不同领域专门人才 所从事 的实际 工作, 需 要什 么样

程要求加强学科研究 方向; 另 一方面, 专 业可 以理解 为课

的知识结构, 专业就组织 相关的 学科来 满足, 专 业以 学科

程的组合形式, 即课程 是构成 专业的 要素, 课 程支撑 着专

为依托 ( 基础) , 有时某个 专业需要若 干个学 科支撑。 ( 5)

业, 同时, 基于社会需求, 根 据对 专业知 识结 构要求 来编

从发展变化而言, 学科具 有相对 的稳定 性, 而专 业则 是相

制课程, 学科的人才培养功能是以课程为依托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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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基 地的建设, 学科梯队的建设, 学科组织建制的建设等。
( 3) 建设成果的评价标准不同。专业 建设也涉及科研水

1、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的内涵

平、师资力量, 但更着重于学生的质量, 以培养出的学生是

/ 学科建设0 是一个含义比较广 泛的概念, 我国已有不

否能满足社会需求, 是否收欢迎来判断专业建 设的成效。如

少学者从不 同角度对 其进 行了探 讨, 但目 前尚 无统 一的权

高水平的专业一般应 具有以下 特征: 培养目标 明确、具体,

威定义。笔者认为可 从四 个层 面来理 解学 科建设: 对一个

人才培养方案科学合理, 人 才培养过程规范、完善, 师资队

研究领域而 言, 学 科建 设主 要 是指 通过 理 论体 系 的构 建,

伍素质好, 水平高, 教学条件好, 教学手段先进, 毕业生就

使其制度 化, 然后 通过 学科设 置、学科 建制 等过 程, 从而

业率高, 社会声誉好。而学科建设的成果标志是高质量的科

建立起该学 科的 训 练制 度和 研 究制 度。就 一所 大 学而 言,

研成果, 如国际级、省部级成果的科研课题情况, 进入 SCI、

学科建设可 分为 三个 层面: 宏 观学校 层面, 学 科建 设主要

EI、ISP 三大论文检 索系 统、国 家权 威刊 物, 核 心刊 物的数

涉及学科定位、学 科规 划、学科 设置、学 位 点设 置、学科

量, 高层次的科研、教学成果奖等。学科水平的衡量标志往

门类、学科结构与体系、交叉学科的形成 等一些宏观 问题,

往也按学科的级别、培养人才的级别来衡量。

其目的在于 形成一些 有影 响力的 学科 群或一 流学 科, 优化

3、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的联系

学校学科结 构和学科 布局; 中 观层 面主要 就一 级学 科的建

( 1) 学科 建 设 是 专 业 建 设 的 基 础。正 如 前 面 提 到 的

设而言, 主要是指学 科群 的建 设, 学科建 设主 要是 指通过

/ 学科是专业发展 的 基础, 专 业是 学 科承 担 人才 培 养 的基

学科群的建 设, 即 通 过 学 科划 分、 学科 设 置、 学科 建 制、

地0 , 一所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 取决 于这所大学 的学科水

从而使得一 级学科下 面的 分支学 科不 断增多 , 社会 建制不

平。学科建设 为专业 建设 提供的 基础 包括: 高 水平的 师资

断扩大, 研 究 经费 更 加充 足, 对 问题 的 认识 进 一 步加 深;

队伍 、教学与 研究的 基地、包 含学 科发展 最新 成果的 课程

微观层面, 即就单一 的二 级学 科建设 而言, 主 要是 通过学

教学 内容等。

科方向的凝 练, 学科 带头 人的 遴选与 培养, 学 科基 地建设

( 2) 课程建设 是学 科与专 业建 设的 连接点 。学科 建设

等提高学科 建设 水平。在 高等 学校, 二级 学科 是一 个基本

促进了学科 的发 展, 提高 了教师 的科 研水平, 从而能 够使

的学术单元, 是最基 层的 学术 组织, 学科 建设 必须 扎实的

某一学科产 生新 理论、新 方法, 将 这些新 的内 容充实 到教

立足于该层 面, 才能 提升 学科 建设的 水平。学 科建 设的上

材、课程体系 中, 整合 至人 才培养 过程 内, 就能 有力 的促

述几个层面 是密 切相 关, 互为 影响的, 我 们通 常讲 的学科

进专业建 设。同时, 在 专业 建设过 程中, 也 常常 会对 与学

建设, 往往是 在不 同 的 情 景下, 强 调某 个 层 面, 事 实 上,

科内容密切相关 的课 程内容 提出 新的 要求, 从 而在一 定程

每一所高校的学科建设无不由以上几个层面有机组合而成。

度上 对学科建设起到拉动作用。

专业建设也 可分 为宏 观和微 观建 设两个 层面: 就 学校

( 3) 在实际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建 设中, 都涉及到队 伍建

层面而言, 专业建 设主 要考虑 专业 设置、专 业布 局、专业

设、基地建设、条件建设、制度建设, 虽然它们各自有不同的

结构的调整优化、重点专业的建设与扶持 等宏观层面 问题;

要求, 但在资源配置上, 很多情况下可以考虑通用、共享。

就具体某一 专业 而言, 主 要包 括社会 发展 需求的 追踪, 制

综上所述, 学 科建 设不能 替代 专业建 设, 专 业建 设同

定专业培养 目标 与规 格, 制定 专业教 学计 划、进行 课程建

样也不能替代学 科建 设, 为使 学校 有限的 办学 资源得 到充

设、教材建 设、实训 基地建 设、教学 方法 革 新等 内容, 以

分利 用, 在具 体的建 设过 程中, 即 要充分 考虑 二者的 区别

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

和特点, 因地 制宜, 重 点突 破, 又要 考虑 二者 的联 系, 统

2、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的区别

筹规划, 整体 前进。这 样才 能使学 科建 设、专业 建设 得到

就目前与高等教育有关的学科分类标准, 5 博士、硕士

科学 合理的整合, 实现协调发展。

学位和培养 研究生的 学科 专业目 录6 与 5 普通 高等 学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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