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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深入和对人才培养重

视程度的提高，“一流本科教育”越来越受到关注。

进一步思考发现，它其实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词汇，

语义并不确切，但具有正向引导作用，有助于促

进高等学校重视育人模式改革和提高教学质量。

本文对优质本科教育的模式要素进行探讨。

一、如何理解“一流本科教育”语义

一流本科教育概念缘起于工作层面，是对一

流大学建设中过于重视科研活动的一种反思。如

早在 2016 年 3 月，教育部林蕙青副部长就在全国

性工作会议上指出“一流本科是一流大学的基本

特征”［9］，明确要将一流本科教育纳入“双一流”

建设方案。当然，这一认识是基于高等教育内涵式

发展和重视质量提高的大背景的。之后，一流本科

教育越叫越响，成为整个高等教育战线的口号。

由此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是 ：第一，一流大

学本身就有多种建设模式，如有学科引领、整体

提升、创新突破、创业驱动、大师培育、项目牵动

等，其本科教学模式当然也会有很多种 ；第二，

学科不同，模式也不同，如工科、理科、文科在实

践教学方面就有很大不同 ；第三，同一学科也会

有不同的模式，如经济学就有重视理论教学的，

也有重视案例教学的，形成了不同流派 ；第四，

是不是一流本科教育仅在一流大学产生？显然不

是，如美国的文理学院就以专注于本科教育而享

誉世界。再如行云流水般的清晰讲授式授课方式

可能对一些学生非常适用而对另外一些就非常不

适用，还有研究性学习的内容和方式也都有其不

同的适用面，等等。

所以，对于一流本科教育，可狭义理解为探

讨“双一流”建设大学的本科教育怎么开展，广义

理解为探寻不同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总体来说

是要推动每所高校追求自身的优质教育，寻求适

合自己的本科教育模式，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它是一种理想价值追求导向，符合我们凝聚人心

的现实语境。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一流本科教育有多种模式

而不是一种模式，但它们也会有一些共同的元素，

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个性与共性、特色与规

律的关系，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基本的规格要求。

二、建构优质本科教育模式的思考方向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正在由大众化向普及化

跨越。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特征之一就是多样

化，到了普及化时期必将更加多元。多元中有没

有一成不变的核心要素？应该有，因为本科教育

是一个教育层次，一定会有其共性的东西。我们

需要在变动中找永恒，在多样中谋共识，从经验

中找规律。

思考方向一 ：我国历史经验，这是我们思考

问题的基础，同时我国过去的本科教育可圈可点，

也有很多长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等教育先是

学习苏联，强调学而有用，注重专业教育，关注

知识结构 ；改革开放后，转向学习西方发达国家，

强调发展后劲，注重通识教育，关注知识宽度 ；

现在正在走向融合，开展多样化探索。其实它们

涉及的共同核心就是教学内容结构和教学方式。

思考方向二 ：国外成功模式，这是我们对标

的参照系，思考共同规律的依据。欧美体系下大

学生的学习专业一般被称为某学科方向的课程

组合，按学分制选课。为规避掉学生因没有经验

或取巧而导致的乱选现象，很多大学实行模块制

选课制度或主修制度。他们的学科面要比我们宽

些，学生课程选择相对灵活，这实质上是对教育

内容结构形成方式的选择与探讨。

本科教育模式的共性要素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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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方向三 ：心理科学特别是认知科学成果，

这是我们建构人才培养模式的科学依据。如比较

重要并有较强借鉴作用的成果有 ：人有智力结构，

思维是智力的核心，智力结构是智力领域的核心

问题 ；能力可以迁移，迁移理论为通过特定学习

材料培养一般能力提供了科学依据。这其实直接

涉及智力结构的科学构成及如何促进能力迁移。

思考方向四 ：社会未来需求，这是我们寻求

应对策略的方向，促使我们抓住最重要和最关键

的东西。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时期，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科技发展前景将远

超人类当前的认知，人工智能等重大技术创新将

重构社会产业业态，经济增长模式由传统要素和

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因此，不变的就是变

化本身，创新思维、持续学习和解决问题能力更

显重要，这迫切需要我们改革现有的以知识传授

为主导的教育模式。

三、结构化育人模式架构是提高质量的
关键

教学内容的结构化程度与实施方式是人才培

养的核心问题，即高级专门人才规格要求的能力

由知识、技能和思维力三要素构成，呈现出三足

鼎立式的结构。“知识通过传授、技能通过训练、

思维通过开发”［10］获得，彼此遵循的教育规律不

同。知识可以通过回答问题展示，能力则必须在

解决问题中表现。“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中的马

谡，就是典型的纸上谈兵案例，同当今众多的高

分低能现象如出一辙。高校毕业生最终要走向现

实社会，避免高分低能是高等教育需要解决的真

问题。合理的智力结构有助于思维力的提升，有

助于能力的迁移。所以，不同学校培养的学生其

智力结构可以不同，但结构化则是必须的，这个

结构需要非常严谨。

能力包括知识，素质包括能力。能力体现于

做事，超越能力的素质反映在做人上［11］，如社会

责任感、毅力和团队意识，也包括性格等心理特

征。能力是大学生求职就业的基础，影响其事业

起航的起点 ；而未来事业发展的好坏，则与其做

事、做人的诸要素都有关。能力需要不断提升，

素质需要不断完善。

作为一种组织化的教学安排，高等学校需要

通过有序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活动来保证高等教育

的规格要求实现，这一有序的结构要经得起严密

论证和严格问责。课堂教学是传统学校教育的基

本教学形式，知识的作用包括使专门人才具备专

业知识和作为训练学生思维的素材，知识、思维

的固化即条件反射其实是形成了脑力的技能，如

九九乘法口诀 ；实践活动包括教学计划内的专业

实践和课外的社会实践及创新创业活动，可促使

学生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可展现出来的能

力 ；大学文化、校园文化、学院文化、专业文化

是滋润涵养学生个性的土壤，可使得学生通过潜

移默化的熏陶而烙上特色的印记。

因此，高等教育基本的育人模式是“专业课堂

+ 实践活动 + 文化环境”［11］。课堂助人育智，增长

人的理性和学识 ；活动让人练力，提高人的能力

和活力 ；环境使人养心，涵养人的思想和修养。不

同的高校在三者间的搭配可以不同，即内容和实

施方式有所不同，这也正是各校的特色魅力所在。

新时代一流本科教育的重建（笔会）

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首先需要建设一

流本科，没有一流本科，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这样的观点，越来越为人

所熟知，也越来越形成共识，以至于成为双一流

大学建设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自明性理论。从

实践角度看，政府近年来密集采取了一系列发展

本科教育的重大举措，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本科教

育的重要政策，召开了一系列本科教育工作的重

“以本为本”的三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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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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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lowing the form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First Class University Plan”,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becomes another priority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China. The concept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historic, era-related, country-specific and universal. The idea of “regarding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s the essential” stresses the most fundamental standing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he most basic function of undergraduate instruction and the most cardinal characteristics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dvanced educational concepts must come first b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o navigate its basic positioning, guiding ideas, main connotation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s. The 

crux to elevate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lies in the structur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mode. The 

survey on students’ experience of curricular studies can make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instruction and learn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ttention should also be pai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s, advance 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construct 

positiv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The top research universities should highlight the features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handle smooth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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