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按照社會主義教育理念重塑教育，中共

開始<手改革舊的教育制度。其時，中國高等教育在地域分布上不均衡，華東

區有高等學校八十五所，佔總數227所的37.4%，上海有四十三所，幾佔全國

高等學校總數的1/51。邊遠省份和少數民族地區學校則很少，1946年的西藏甚至

連一所中小學都沒有。全國高等學校發展規模也不平衡，學生總數在三百人以

下的有八十二所，三百到五百人的有三十所，而五十人以下的有一百一十二所，

佔54.2%2。同時高校專業結構也很不合理，1949年時文科學生的比重佔到了在

校生的33.1%3。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的大規模開展，使國內急需大量各級、各

類人才，而當時高等學校已很難適應國家建設對專業人才的迫切需要。在這種情

況下，結合大陸經濟建設的需要，對原有高等學校進行調整便成為勢所必然。

一　五十年代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工作

在新的社會制度確立後，中國各地軍事管制委員會根據中央的指示，採取

「維持現狀、立即開學」的辦法接收了新解放區的各級、各類公立學校。1950年

12月，根據《關於處理接收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的決

定》的規定，教育行政部門接管了受外國津貼的二十二所高等學校，並將六十五

所私立高等學校全部改為公立。到1952年底時，大陸教育機構中的外國教職員工

大多離開了中國，由私人控制的學校都被取消。從1952年起，中共中央決定以蘇

聯教育為樣板，以培養「專才」思想為指導，對全國高校進行大規模院系調整。

（一）中國人民大學和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創辦

大陸高等學校院系調整的第一階段，主要以蘇聯大學教育模式為藍本創辦

了中國人民大學和哈爾濱工業大學。早在1949年7月劉少奇訪問莫斯科期間，即

致書斯大林商議共同創辦大學之事4。按毛澤東的設想，最初準備把這所學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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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以便中國學生了解蘇聯體制及其與資本主義體制的不同5，最後決定

設在北京。

1949年12月16日，政務院十一次政務會議決定成立中國人民大學，作出《政

務院關於成立中國人民大學的決定》。《決定》指出：「該校教育方針，應是教學

與實際聯繫、蘇聯經驗與中國情況相結合。」61950年10月3日，中國人民大學正

式成立。作為新中國創辦的第一所新型大學，人民大學以華北大學、華北人民

革命大學和政法幹校為基礎，共設教務部、研究部、行政事務部、圖書館四個

部門，並在研究部內設編譯室，專門翻譯蘇聯教授所選編的教材。到1959年

時，中國人民大學已經培養了3,000多名理論師資，12,000名財經、政法類幹部，

被時人譽為馬克思主義教育在中國的堅強陣地7。

哈爾濱工業大學創辦於1920年，當時叫哈爾濱中俄工業學校，用俄語授課。

1922年改名為哈爾濱中俄工業大學，由中國政府和蘇俄中東鐵路共管。1951年

4月29日，新教育部按照劉少奇的指示精神，提出「哈爾濱工業大學改進計劃」。

劉少奇指出：「該校辦學方針和任務是仿效蘇聯工業大學的辦法，培養重工業部門

的工程師和國內大學的理工科教師。」81951年春，以顧林為首的第一批蘇聯專家

到校，開展培養研究生，為本科生講課作教學示範工作。在1954年，高教部作出

了《關於哈爾濱工業大學工作的決定》，指出：「哈工大已基本改造成為採用蘇聯

教學制度的新型工業大學。」哈工大學習蘇聯的成功經驗很快在全國理工科高等

學校推廣，奠定了大陸理工科高校「高速成批生產」各種專門人才的基本模式。

（二）全國高等學校的系科調整工作

在建立中國人民大學和哈爾濱工業大學這兩所仿照蘇聯高等院校模式的大

學的同時，為了加速培養工程技術和科技人才，1952年初在華東軍政委員會教

育部指導下，全國院系調整工作在京津地區全面展開。在近一年的調整過程

中，全國共計新設高等學校三十一所；從舊有綜合大學獨立出來各種專門學院

1950年教育部召開第

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

議，毛澤東、周恩來

接見與會代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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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百年中國與世界 二十三所；調整後停辦高校四十九所。通過這次調整，全國私立高等院校全部

併入公立學校，教師人員、圖書設備全部被統一調配，名稱全被取消。一些在

歷史上頗有名氣的教會大學，如燕京大學、齊魯大學、之江大學、震旦大學、

東吳大學、聖約翰大學等，最終從中國現代大學名冊中消失。

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基本完成〉的社

論。全國已有3/4的高等學校完成了系科調整工作。經過調整後全國高等學校的

性質和任務較前明確，打下了發展專門學院的基礎，特別是加強了高等工業學

校，新設了鋼鐵、地質、礦冶、水利等十二個工業專門學校。在系科調整過程

中，教育部門根據國家建設人才的需要及各高校師資設備條件，調整了專業設置。

至1953年初，全國高等學校共設專業二百一十五種，其中工科一百零七種、理

科十六種、財經十三種、政法兩種。至1953年底，除農林、醫藥系科專業設置

尚須繼續調整外，大部分高等學校的調整工作已基本完成。經過這次調整，全

國共有高等院校一百八十二所，其中綜合大學十四所、工業院校三十八所、師範

院校三十一所、農林院校二十九所、醫學院校二十九所、財經院校六所、政法

院校四所、語文院校八所（除北京外國語學校外，皆為俄文專科學校）、藝術院校

十五所、體育院校四所、少數民族院校三所，另設北京氣象專科學校一所。

1953年是大陸高等教育學習蘇聯、快速發展的一年。全年國家教育投資

16,600多億元（舊幣），建設工程量相當於舊中國高等學校五十年建築面積總和的

37.74%，達到了102萬平方米。其中北京鋼鐵學院、北京航空學院、北京石油學

院、哈爾濱醫科大學、華中工學院的校舍都是具有蘇聯風格的新建築。1954年

高教部正式宣布，全國高等院校短期內不再輕易調整變動。

（三）全國高等學校的區域布局調整

1953年高等學校的系科調整工作結束後，全國的高等院校仍主要集中於少

數大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區。據1955年統計，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廣州

等十七個沿海城市共有高等學校九十七所，佔全國高等學校總數的50%；有學生

159,920人，佔全國高等學校學生總數的61.9%。到1954年，全國新增校舍424萬

平方米，沿海地區佔到了總數的61.5%。全國補充教育經費一億元，沿海地區佔

到了50%9。為此，高等教育部根據中央政府的指示，開始計劃像蘇聯30年代高

校大搬遷那樣，進行一次全國院校布局大調整，以解決高等學校在地區分布上

的不合理布局，達到學校與工業基地相配套的目的。

1955年初，國務院批准高教部1955至1957年對高等院校的調整方案。這次

調整力圖改變大陸高校過份集中於沿海大中城市的不合理狀況，具體設想將沿

海地區一些高等院校的同類專業遷到內地建新校或加強原有的學校，並將一部

分學校的全部或部分遷到內地。計劃三年內遷三所高校、新建十七所高校，改

變學校性質一所，撤銷原來校名五所，實際增加十二所。1955年上半年開始，

高教部先後從江蘇、浙江、山東、上海、天津、廣東等省市大學調出有關專業

遷往內地，在武漢、蘭州、西安、成都等城市建立了測繪、石油、建築、電

訊、化工、動力等工業學院。成都電訊工程學院、重慶醫學院、西安交通大學

等知名院校都是在這一時期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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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至1957年的全國高校調整基本上改變了原來不能適應國民經濟建設需

要的布局。在全國229所高校中，上海已從1949年的四十三所減少到十九所，而

大西北的西安從三所增加到十三所，新疆從一所增加到五所。通過這次調整，

大陸絕大多數省份都有了一所綜合大學和工、農、醫、師範等專門學院，為當

地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到1957年底，全國綜合大學由1949年

的五十五所減少為四十四所，工學院由二十八所增至三十八所，師範學院從

十二所增至三十三所。學校規模也由調整前每校平均700人提高到1957年平均

1,926人。全國性的高等院校調整使新中國高等工科教育基本上建成包括機械、

電機、土木、化工等專業比較齊備的體系，從而為大陸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發

展經濟提供了可靠的人才保證。

二　從院系調整看蘇聯教育的影響

到1957年全國院系調整工作基本結束時，蘇聯教育模式已經深入影響到了

高等教育的各個層面。整體上看，蘇聯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

幾個方面：

（一）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

蘇聯高等教育模式的基本特點是在堅持黨對教育工作政治領導的基礎上，

對高等教育實行高度統一集中的計劃管理。教育發展計劃與國民經濟建設計劃

緊密相連，國家對高等教育實行壟斷，學生讀書全部免費。簡而言之，這是一

種與計劃經濟體制高度契合的教育制度。在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方面，蘇聯教育

對大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1、各級黨團組織及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建立

1952年10月，教育部在《關於在高等學校有重點地試行政治工作制度的批

示》中指出：「要有準備地設立高等學校的政治工作機構，進一步在高等學校中

加強政治領導，為全國高等學校的教育事業打下堅強的政治基礎。」在全國範圍

院系調整過程中，各院校都配備了各級行政領導幹部以及政治工作幹部。例如

西南地區調整後有重慶大學、四川大學兩校設立了政治輔導處，有十五所學校

派出了黨員正副校長，有十一所學校派出了黨員正副教務長。該地區高校中黨

團員幹部已達到1,118人，平均每校五十五人bk。1956年全國四十萬大學生中，

已有團員二十三萬人，佔學生總數的57.3%。到1957年時，全國高等學校政治理

論課專職教師總數已達5,457人，政治理論課程在高等學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

位逐步固定下來。通過院系調整工作，大陸高等學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教

育中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體系bl。

2、建立了全新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

蘇聯高等教育的突出特點是對教育實行高度統一集中的計劃管理，國家對

高等教育實行壟斷，為此蘇聯的教育官員曾自豪地宣稱，他們可以確切地知道

全蘇聯每一個教室在上哪一門課bm。大陸在院系調整工作中全面移植了這一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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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百年中國與世界 黨對教育工作領導基礎上的高度統一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1953年10月11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關於修訂高等學校領導關係的決定》中規定：高等教育

部對全國高等學校（軍事學校除外）實施統一領導。綜合大學由高等教育部直接

管理；與幾個業務部門有關的多科性高等工業學校，由高等教育部直接管理；

為某一業務部門或主要為某一業務部門培養幹部的單科高等學校，如單科性高

等工業學校、高等師範學校、醫學院、財經學院、政法學院等，可以委託中央

有關部門直接管理bn。這一《決定》基本確定了高等教育部與中央有關部門分工

負責管理高等學校的管理體制。

（二）高等院校的教學改革

1952年秋院系調整的中後期，大陸高等教育改革的重心開始轉移到以專業

設置為起點的教學改革上。1953年5月，教育部創辦了《高等教育通訊》，作為指

導教學、推進教學改革的指導性刊物。在蘇聯專家的大力幫助下，各個學校大力

翻譯蘇聯教材、組織引進蘇聯教學大綱，並按照蘇聯高等學校的辦法成立了教學

研究組。在高等教育教學改革中，首先開始的是高等學校的專業設置工作。

1、統一高等學校的專業設置，培養專門人才

在高等學校中設置專業、按照專業培養對口人才是當時蘇聯大學的經驗。

1950年初，《人民教育》發表了教育部副部長曾昭掄〈高等學校的專業設置問題〉

一文，提出了學習蘇聯大學專業設置的設想。在1952年院系調整過程中，教育

部根據國家建設對各類專業人才的需要，結合各高等學校師資設備條件，<手

制定全國專業設置計劃。至1953年初，全國高等學校共設專業215種，其中工科

107種、理科16種bo。1954年11月，《高等學校專業目錄分類設置（草案）》出台。

該專業目錄明確指出是參考蘇聯大學的專業目錄而制定的。1954年，全國高等

學校共參照蘇聯設專業257種。此後大陸高等學校的專業設置繼續增加，專業口

徑進一步狹窄化，到1957年時專業數目增至323種。以有計劃、按比例培養各類

專門人才為理想的蘇聯「專才」教育模式，在這次教學改革中被我們以全面移植

的方式照搬到大陸的高等院校。

2、翻譯借用蘇聯教材，逐步自編統一教材

1952年院系調整工作全面展開後，教育部把引進和翻譯蘇聯教材作為教材

建設的重點來抓。11月27日，教育部在《關於各高等學校組織翻譯蘇聯教材制定

計劃時應注意事項的指示》中指出：「有計劃、有步驟地翻譯蘇聯高等學校教

材，已是刻不容緩的艱巨工作。」此後，高教部正式成立教材編審處，作為教材

工作的專門辦事機構，負責組織高等學校的教材編譯工作。至1954年底，全國

高等學校採用蘇聯教材的課程，在工科902門課程中有338種，理科298門課程

中有129種。以湖北省為例，1953年初武漢大學所開出的177門課程中，完全

採用蘇聯教材的有三十七門，部分採用蘇聯教材的有三十六門。華中師範學

院有五十七門課程採用了蘇聯教材，華中工學院基本上全部採用蘇聯教材bp。

蘇聯教材的大量使用，使大陸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打下了很深的蘇聯烙印，而

蘇聯教材的局限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封閉了大陸對西方科學技術發展的了解和

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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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定與教學計劃配套的、統一的教學大綱

1953年3月13日，高教部部長馬²倫在《關於目前高等學校教學改革的情況

與問題的報告》中特別強調要「大力翻譯蘇聯高等學校的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和

教材，並參照制訂、編寫我國的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和教材」bq。到1954年底，

高教部共制定了193種專業的統一教學計劃，修訂教學大綱348種br。截止1955年

6月，高等教育部制定頒發統一教學大綱348種，其中工科210種、理科與文科共

16種bs。在高教部指導下，從1954年到1956年的三年間，全國高校大部分專業都

制定了統一的教學大綱。當時大陸制定的教學計劃與教學大綱大多脫胎於蘇聯

的相應專業。在清華大學1954年開設的388門課中，290門教學大綱是使用蘇聯

大學的bt。

4、建立基層教學組織，加強教學工作的計劃性

蘇聯高等教育的另一特點是黨委領導下的大學、系、教學研究組的三級管

理結構。1952年5月，教育部制定的《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計劃（草案）》將院一

級行政組織取消，確立了以系為教學行政單位的基本原則。此後，大學內部的

基層單位不再是學院，而是系或專業教研室。新設立的系僅為教學行政單位，

教研室才是大學的基本教學組織。教研室由主任、副主任、蘇聯科學指導員、

主講教員、實習教員、研究生等共同組成，直接進行一門或有密切聯繫的數門

課程的教學和研究工作ck。國家每年按計劃以各個專業為基本單位分配一定名額

的招生計劃，各個教研室分別負責設本專業的教學工作，黨團組織生活在各個

專業和教研室中進行。通過教研組的運轉，學校便可以「上下一致、步調統一，

像一個現代化的工廠一樣，有組織、有計劃的進行學習」cl。

此外，建國初期，大陸高等學校在院系調整和教學改革的同時，還在全面

模仿蘇聯高等教育有關規章制度的基礎上，建立了一整套包括教師工作量和工

作日制度、生產實習規程、校長負責制、教師聘任進修制、學生學位制度和獎

勵制度在內的各項規章制度。上述學習蘇聯經驗而制定的各項規章制度，對於

建立正常的教學秩序，提高教學質量和促進教學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出

現了脫離中國實際情況、生搬硬套的偏向。例如在1952至1953學年，有些高校

照搬蘇聯「六節一貫制」的經驗，採取了集中排課的辦法，在早午兩餐之間上六

節課，影響廣大師生健康、降低了教學效果。高教部於1954年10月糾正了這一

做法。

三　結 語

綜上所述，50年代的院系調整把教育同政治完全等同起來了。在「原原本

本」、「不折不扣」的學習蘇聯經驗的過程中，教育部頒布的許多法規條例幾乎全

是蘇聯的複製品，甚至把學不學蘇聯當作是對「老大哥」政治態度的大是大非問

題。在學術和科學領域出現了對蘇聯理論學說片面抬高、對西方學說任意貶低

的趨向，乃至於以資產階級唯心學說為由，不允許在課堂講述西方學說的現

象。80年代以來，在高等教育改革中，蘇聯模式的弊端雖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

矯正，但仍未徹底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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