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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通识教育就是通过对知识的融会贯通，具备“择其善
而识之”的能力，使受教育者成为人格健全、视野开阔、和谐发
展的完整之人。

跨越通识教育的前世今生
———2019 两岸高等教育（北京）高峰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温才妃 见习记者许悦

近日，留学生政策成为饱受争议的
热点话题。一些社会舆论认为，外国留学
生的录取标准比本土学生低，却享受超
国民待遇，引发了全社会对来华留学政
策的愤慨和攻击。

趋同化管理一直是我国高校努力
的原则和方向，但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
基本的前提和原因，使得高校难以做到
完全的趋同化管理，从而引发本国学生
和社会的异议，甚至整个社会对留学生
的态度也从友善变成了敌意，为此需要
进行理性的分析和说明。

首先，留学生教育在国际贸易当中
属于服务贸易范畴，而公办高等教育对
本国学生来说是一项准公共产品，属于
一项社会福利。所以，我国公办高校学生
每年只需缴纳 5000 元左右的学费，留学
生每年则需要缴纳 3 万元左右的学费。

从国际上看，留学生流入国为留学
生提供政府奖学金是一种常见做法，
我国政府也不例外。但是中国政府奖
学金是竞争性的，只有很小比例的留
学生有机会获得。

笔者查阅了统计数据，2005 年以
来，留学生总人数从 14.1 万人增长到了
49.2 万人，其中自费留学生比例一直在
90%左右。对于我国的部分名牌大学来
说，留学生学费已经达到几千万元级别
的收入来源了。正是由于服务贸易和准
公共产品的性质差异，外国留学生需要
缴纳较高的学费，而本国学生只需要缴
纳很低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学费，绝大
部分培养成本是由政府和高校承担的。

第二，由于语言和国民教育体系的
差异，只能实行差异化的招生录取政
策。不少社会舆论认为，我国学生需要
经历非常激烈的高考竞争，留学生却只

需要通过“申请—考核”就可以获得入
学机会，其中部分留学生还能够获得较
高额度的政府奖学金。

实际上，这种“申请—考核”的过程
并非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容易。发达国家
一般都有较成熟的高等教育体系，家庭
总体收入水平也较高，最优秀的生源往
往都会选择到国际上最顶尖的大学就
读，来华留学生生源质量参差不齐。而发
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一般也相对落
后，很多最优秀的生源会将中国的一流
大学作为自己的重要选择，比如在柬埔
寨、老挝等国家，一般都是能够进入该国
顶尖国立大学的学生才能申请到中国政
府奖学金，相当于北清复交的生源质量。

笔者在中国几所名牌大学做过留
学生招生流程的调查，各校都建立了非
常严格的招生录取规范和流程。少数高
校历史上没有开展过留学生教育，处于
工作的起步阶段，招生录取流程还不清
晰，出现了一些把关不严的问题，也都
在积极反馈和改进当中。

第三，同样是由于语言和国民教育
体系的差异，在教学管理和毕业要求上
难以实现中外学生完全一致。由于英语
是全球通用语言，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就
应当使用英语或以英语为主作为国际教
学语言。例如在荷兰、比利时，大学对全
体学生普遍使用国际通用的全英文教
学，最终本土学生可以选择使用荷兰语
写作论文，留学生则使用英语写作论文。
但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国际化程度还
相对滞后，仍然以我国的官方语言——
中文作为高等教育的教学语言，而中文
的学习难度又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在课
程考核、论文写作等环节，留学生会面临
比较大的困难。校方和教师在教学管理

中从实际出发，适当放宽要求也是人性
化的措施。但这种适当放宽要求并不是
有些社会舆论所反映的毕业要求“形同
虚设”。例如，留学生的毕业论文也需要
跟本国学生一样送外审，而且外审过程
中评阅专家并不知晓所评阅的论文作者
是留学生，大部分留学生也能取得不错
的成绩。此外，笔者认为，那 90%的自费
留学生是真金白银来华留学的，也不允
许中国高校让他们在华虚度光阴。

第四，本国学生和留学生的奖助学
金体系不同，中外学生都存在不公平
感。我国高校的学生学业奖学金主体是
人民奖学金，针对本国学生发放，只有
少量高校自设奖学金和社会捐赠奖学
金面向留学生群体，导致学业表现优异
的留学生难以平等地获得学业奖励。不
少人认为，留学生已经拿到中国政府奖
学金了，自然不能再给他们发放这类性
质的奖学金。但自费留学生群体占了接
近 90%的比例，也有一些优秀的留学生
能够使用中文在班级里做到学业表现
名列前茅，他们却只能在数量极少的
学校自设学业奖学金和社会捐赠奖
学金当中进行激烈的竞争。

在笔者 2018 年所开展的留学生调
研中，几位留学生对此提出了意见，希
望能够在这方面获得同等待遇。留学生
的资助标准为本科生 5.92 万 ~6.62 万
元、硕士生 7.02 万 ~7.92 万元，博士
生 8.78 万 ~9.98 万元，单纯从数额看，
本国学生和家长确实容易不平衡。但这
部分费用的主体部分用于缴纳 3 万元
左右 / 年的学费和 1.5 万元左右的住宿
费，余下的才是生活费。不要忘记，其他
国家和地区也为中国学生提供奖学金，
很多奖学金数量非常可观。此外，由于

政策限制，来华留学生还不能像中国学
生出国留学那样兼职、打工赚取生活
费，也不能像中国的贫困生那样享受免
学费住宿费和助学金等优待，家境一般
的留学生在华的留学生活并不宽裕。

第五，在住宿方面，我国公办高校
为全体本国学生提供普惠性、保障性的
廉价住宿服务，留学生则不能享受这种
廉价住宿服务。本国学生每年只需要缴
纳 1000 多元住宿费，也正是由于这种
住宿服务的普惠性和保障性，本国学生
的住宿条件一直都不理想。有些高校学
生还居住在 8 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面。
即便是普通学生公寓的住宿条件也无
法跟留学生公寓相比，因此饱受学生和
家长的批评。但需要注意的是，留学生
公寓条件相对较好，是因为其属于准商
业性的留学生公寓住宿服务，每个月需
要缴纳 1000~3000 元不等的住宿费。很
多家庭经济状况不太理想的留学生感
觉难以承受，向学校申请进入中国学生
的保障性宿舍住宿，却无法获得批准，
只有个别高校启动了试点。

第六，在学生管理方面，留学生的
学生管理和服务一般由为数不多的留
学生管理办公室人员负责，而本国学生
管理和服务则由系统、完善的学生工作
体系覆盖。我国的高校辅导员、班主任
工作是一种主动性的学生管理和服务，
不仅在学生思想和生活上关心学生，也
积极参与学生学业指导。

在不少学校，当学生出现学习困难
的时候，辅导员、班主任会通过学校的
学生学习预警体系及时发现问题，并进
行主动干预。留学生群体则往往游离在
这个体系之外，为数不多的留学生管理
办公室工作人员，已经在日常的留学生

管理服务上疲于奔命，只能将留学生学
习问题推给专业院系，但由于管理体
系、工作职责和边界分属不同的部门，
辅导员、班主任群体一般仅对本国学生
负责，只能在班级活动的时候兼顾留学
生，这就使得留学生群体很难获得本国
学生那样全方位的学生管理和服务。也
因此，很多高校的留学生管理办公室多
年来一直呼吁趋同化管理，呼吁全校所
有的职能部门和院系都将留学生工作
纳入自己的责任范围。

中国属于这个开放世界的一部分，
已经建立起了在校大学生总人数 3800
多万的高等教育体系，留学生规模刚刚
接近 50 万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留
学生教育已经成为推动我国教育国际
化、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提升中国软
实力的重要途径。无论将高等教育作为
面向各国留学生的服务贸易，还是作为
知华、友华、爱华的国际交往战略组成
部分，我们都需要不断完善留学生管理
政策，加大留学生工作的经费投入，优
化来华留学生的学习环境。

绝对的趋同化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我们应当承认公民权利、语言和国

民教育体系的客观差异，坚持必不可少
的差异化政策和管理，并争取获得中外
学生理解。同时，我们也应在更加普遍性
的学生管理和服务上坚持趋同化管理的
原则和方向，不断提高高等教育的国际
化水平，不断提升来华留学人才培养质
量，打造“留学中国”品牌，努力让中国成
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留学目的国，揽四
海英才服务国家建设大局，为中华文明
在世界文明中绽放更大光彩做出贡献。

（作者系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副教授、副所长）

再 过 几 天 时 间 ，
“2019TESOL 中国大会”
将在杭州举行。TESOL 是

“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
guages”的缩写，即“英语
为其他语言的英语教学”。
成立 53 年来，TESOL 已
发展成一个全球性英语教
学协会。这个即将举办的
千人大会必须回答一个被
社会不断拷问的问题：中
国人学习英语是为什么？

“英语为其他语言的
英语教学”可分为两类：英
语为外语教学和英语为二
语教学。两者区别是，前者
仅把英语作为本体学习和
研究，并没有语言应用目标

（唯一应用是应试），是通用
英语教学性质；后者则是学
习者可在社会使用的语言，
是专门用途英语性质。

70 年来，英语在中国
始终被当作外语在教，其
标志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教学定位。无论
是中小学还是高校，都把
帮助学生打下扎实语言基
础作为教学主要目标：通
过课程考试和等级考试，
获得学位所规定的外语学
分。利用等级考试等，引导
学生逐级攀升，最后达到
或接近英语本族人水平。

第二，教学内容。各学
段课程内容和教学设计是
封闭式的，即以能力等级
量表中对应的听说读写译
等语言要求来设计，并以
此制定评估标准和考核要
求，而并非以满足社会和
学生对英语能力需求为驱
动。因此，教学内容以语法词汇学习和单纯听
说读写技能训练为主，课堂内外组织口语演
讲或写作比赛也是以语言技能为主要目的和
评判标准。

第三，教学应用。语言使用除应对课程
考试或升学考试外，中国的外语教学对世界
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识英语，即发现英语可以
开展人文教育或树人教育，通过多样的文化
主题和文学作品，拓宽学生国际视野，促进
其心智发展，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据统计，中国约有三亿多人在学英语，仅
在大、中、小学学习英语的人数就达一亿以
上。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曾统计，一个孩子 10
年里，有将近五分之一（18.13%）的时间花在学
习英语上，学生一年的英语必修课要消耗掉
1637.8 亿元，中国人每年学英语消耗掉的钱
至少能投资 0.8 个三峡、发射 204 个神舟航天
飞船。而这一数据仅涵盖小学三年级到高三，
如果再加上大学和越来越多小孩从小学一年
级就开始学习英语，那么至少要学 14 年。

倘若学习英语仅仅是为了达到以上三
个目标，那么笔者认为，李光宇提出的取消
高考英语科目、把中小学英语必修课改为
选修课，完全合情合理。

不过，英语教育界人士回应学习英语的
目的时并不提以上三个目标，而是称为了有
效开展专业学习和工作。但是一个人英语基
础再扎实，也是无法胜任专业学习和工作的，
就如中文系学生汉语再好也无法胜任外交、
医学、工程等领域的学习和工作。他们不仅需
要专业知识，还必须懂得这些专业内容是如
何通过英语建构和传播的。不结合特定领域
开展英语教学，基础扎实的英语也毫无意义。

笔者以为，“厚基础、宽口径”是英语界
最无知的说法。

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
学生的英语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费时
低效始终困扰着中国外语教学。这不是学
生个人的失败，也不是英语教师的失败，而
是我国外语教育教学定位的失败。

今天，中国的英语不再是典型的外语，
在许多地方显示出强烈的二语特征。当许多
大学生都在选修全英语专业课程，阅读专业
的原版文献；当在“双一流”建设下，教师和
学生都鼓励到国际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当
企业对外投资、政府各部门对外交流日益发
展时，我们还能说自己教的英语是外语，还
能心安理得地坚持以应试和等级达标为驱
动的通用英语或通识英语教学吗？

时代变了，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目的变了，
英语教学必须有颠覆性的范式变化。因此，高
校不能再开展同质化通用英语教学，而应转
向专门用途英语教学，帮助学生用英语开展
专业学习、科研和涉外工作；大学生不需要听
说读写样样精，而只需学习和专攻他们专业
学习、科研和工作所需要的某种或某些语言
技能；高校的英语教材不能再是大一统的，而
应该因专业而异，以学生专业内容（专业相关
科普性和语类典型性）为载体，使其学习并掌
握特定领域的语言构建和交流的规律；评估
学生学习成功与否不应是全国统一的等级考
试，而应该是用什么考什么，就这么简单。

最近，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呼吁“中
国的外语教学要来一场深刻的革命”。革命
需要观念的转变，而转变观念需要突破利益
障碍的勇气。

英语不是用来打基础学习的，不是用来
对付能力等级考试的，不是用来开展人文素质
教育的。它是工具，用来学习世界上最新的自
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知识，用来有效开展科技、
经济和科研国际交流，用来讲好中国和世界故
事的工具。这才是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目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上海高校大学
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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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教育为何难以实现管理趋同化
■张端鸿

general education、liberal Study、素
质教育、通识教育、博雅教育……不论
如何称呼，提到这些词语，没有一个高
等教育领域的人在今天会忽视它，甚
至在许多大学看来，这是人才培养的
基石，是过去被忽视埋没的珍宝。

近些年来，随着“双一流”建设的
进一步深化，高校对于人才培养也有
了新的体悟，新的专业在兴起，新的时
代问题也在不断产生，对此，人们发现
仅靠一门专业知识已经难以解决。学
科交叉融合的需求迫在眉睫，通识教
育也在一步步被推向新的高度。

通识教育究竟源起何时，又经历
了哪些波折，未来的通识教育将何去
何从？在由北京理 工 大学主 办的
2019 年两岸高等教育（北京）高峰论
坛上，两岸百所高校校长、专家和学
者给出了他们对于通识教育前世今
生的解析，为当前两岸高校发展辨明
了方向。

从拆解到融合

追溯至古希腊时期，教育并不存
在所谓专业、通识之分，那是一个圆融
的时代。

“不论是在西方，还是我国老子的
教育印象中，大学教育原本就是通识
教育。”在中原大学教育研究所荣誉
退休教授黄坤锦的眼中，自工业革命
始，因为社会需求，大学开始走上了注
重专业教育的道路，而通识教育也在
不断的精细化拆分中被渐渐遗忘。

斗转星移，随着社会飞速发展，通
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本末倒置终于显露
出了它的弊端。专业化的学习让人才

“走得宽，却不一定走得远”，知识的深
度和广度受到限制。

1828 年，惊雷炸响，万物复苏，课
程改革冲击着每一所高校。耶鲁大学
则在“刺激”中发布了一份《耶鲁报
告》，试图将通识教育移回大众眼前。

《耶鲁报告》肯定了以古典学科为
主的人文教育的重要价值，“没有什么
东西比好的理论更为实际，没有什么东
西比人文教育更为有用，大学里为本科
生所开设的教学课程不包括职业教育，
专门化必须晚一点开始……心智的训
练使学生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

今天，对于大学通识教育的建设
与发展是顺应时代的潮流，是逐步从
拆解再次走向融合的过程。

“如今的知识积累不再是线性的，
它具有跳跃性。”台湾大同大学副校长
林永仁解释道，如今面对问题时，仅靠
一个领域的知识往往难以解决，还需
要其他各个领域的结合和帮助。

面对这样的情形和需求，台湾科
技大学副校长庄荣辉经过多年研究甚
至凝练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跨域。

“以北京理工大学为例，现在很
多大学都在进行通识教育，而由匠变
师的过程，就需要不停地跨域。”他
说，专业要广要深，需要跨域；创新也
需要跨域。

要想成为一名好的律师，除了本
专业知识外，你可能还需要心理学、人
类学等的支持；研究设计一个人工智

能系统，你可能需要数学、计算机等多
学科的辅助。

专业教育正在经历从拆解到融合
的蜕变。

外来与本土

通识教育的风潮起源于西方。除
了《耶鲁报告》外，哈佛大学的《哈佛通
识教育红皮书》更是被后来人奉为通
识教育研究领域的圭臬，甚至被赞誉
为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圣经。

它的诞生是在二战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经济

发展迅速，大工业生产时代到来，教育
也随之发生变化，对于知识扩展的需
求，倒逼美国教育改革，调整课程的设
置。就在大众争议究竟如何调整、如何
改革时，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带

领十余位专家学者，指明了方向———
自由社会需要通识教育。

最早刊发于 1945 年的这本红皮
书中的许多思想，直到今天仍影响着
世界诸多高校对于通识教育的布置、
筹谋。

而根据扬州大学教授孙显军的考
证，通识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同样久远，
尽管直至魏晋后期，通识两字才出现
连用。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正式拉开帷幕
是在 1995 年，当时通识教育还被称作
文化素质教育。

“对于通识教育概念的定位和使
用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多样的概念和丰
富的内涵。在我看来，所谓通识教育就
是通过对知识的融会贯通，具备‘择其
善而识之’的能力，使受教育者成为人
格健全、视野开阔、和谐发展的完整之

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
学院研究员庞海芍解释道。

在她看来，我们经常会混淆提及
的另一个概念就是素质教育。素质是
先天禀赋和生理基础加上后天教育和
环境影响，内化而成的稳定品质。更注
重的是立德树人。

因此，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似乎
不能混为一谈。

事实上，除了本土概念的混淆外，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对于专业和通识
的认识，中西也存在着显著差异。

“中国人对于‘专’很重视，而国
外对于中国人评价为一般、普通的

‘general’却十分重视。”黄坤锦分析
道，翻看西方的词典，general 一词前
排注释便是基本的、根本的、必要的、
必不可少的，足见其分量。中西对于

“general”的认识差别造就了今天的

不同。
在黄坤锦看来，专业教育不等于

专门教育，专门教育加上通识教育才
有资格被称作专业教育。

“人类最早的医师、牧师、律师专
业在任何古典大学都有开设。但是医
师不仅要学好医学知识，还要学习许
多关于动物、植物、天文等的知识；神
父则需要掌握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
发展史，掌握各种语言……可见，专门
意味着还不够专业。通识和专门是势
必要融合的。”

借鉴与发展

如今，大陆高校在通识教育上的
发展仍停留在专业课加通识课的阶
段，亟待突破瓶颈，进一步发展。

“21 世纪是整合性学科的天下。
传统跨领域教育在规划课程时，通常
还是分开论，课程和课程组合，且多
以本专业为主，不会考虑到其他专业
的学生。”林永仁补充道，这就好比吃
两道菜，是分开吃，还是在吃之前就
将两道菜混合起来，得到的味道肯定
不同。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情形则大不
相同，这所高校一个年级每年只招收
400 名学生。小巧的集体构成，使得学
校在课程设计时，可以把设计观念串
联进了每一门课程，以及所有的领域，
以达到通识的效果。

而以传媒为特色的台湾世新大学
同样如此。

“台湾私立大学都有自己的特色。
发展小而精致、有特色的大学是我们
的目标。世新大学以传媒专业见长，因
此，学校要求大一学生不论是何专业
都要学习媒体识辨课程，了解传播学
的基本知识，能够辨别假新闻等，把传
播的理念贯穿始终。”世新大学教授李
功勤说。

除举办通识课程外，世新大学每
学期都会举办多场讲座，邀请校友和
大师分享人生历程和经验。“开设课
程、邀请嘉宾做讲座所需的资金并不
来自学校或政府，都是由校友捐课。校
友可出资捐赠资助课程和讲座。”

除了通识课程的设置，在执行力度
上，高雄医学大学则花了更多的力气。

据该校的教师介绍，作为一所专
业性极强的医科高校，在还未实施通
识教育课前，校内通识课教师的生存
环境极差，除了面对其他教师的藐视
和质疑，甚至面临连独立的研究室都
没有的窘境。“自从学校领导下了大
工夫，狠心制定规则，将通识课计入
学分，规定每个星期二下午 1 点 ~5
点、星期三上午 1 点 ~5 点作为博雅
课程选修时段，不得排其他任何必修
课后，改革效果很显著，通识课教师
有了自己的办公室，通识教育也引起
了全校师生的重视。”

可见，一项改革的成功与否，并不
在于权力，而在于是否坚定果敢。

通识教育的改革进程还在路上，
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相信今后
更多的两岸高效互动会为通识教育带
来更多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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