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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调整：早从新中国成立初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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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今日中国的大

学会有如此布局？为何

某个大学的某个特定专

业具有难以匹敌的办学

优势？为何从上世纪90

年代起，很多院校忙着

更名、合并，甚至理工科

大学开始兴办文科？解

答这些和各大高校休戚

相关乃至决定中国高等

教育命运的关键问题，

就绕不开1952年高校院

系调整、席卷全国四分

之三院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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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学科：人文社科受损最严重

在上世纪 50 年

代的院系调整中，课

程改革是一大“重

头”。1950 年 8 月，

教育部颁布了《关

于实施高等学校课

程 改 革 的 决 定》，

“各系课程应密切

配合国家经济、政

治、国防和文化建

设当前与长期的需

要，在系统的理论知

识基础上，实行适当

的专门化……”

就理工科而言，

上海理工科的特点

是由上海工商业自

身依赖外资的半殖

民地性质所决定的，

原来的理工院校大

量使用德日或英美

的原版教材，经过这一轮调整，

理工科教育“和上海的工业一

样，从面向国外转为面向国

内”。

“重理轻文”的倾向也悄然

形成。大学入学考生志愿准确

反映出正在变化的社会风气。

1950年暑期招生中，有44.7%的

考生第一志愿报考工、管、理；

第一志愿报考文、法、财经、教

育的考生占总人数的 22.25%；

报考医、农的考生为总人数的

23.88%。

1952 年夏，全国高校第一

次实行“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

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统一计

划、统一考试、统一分配的原则

下进行招生”。包括上海在内

的所有高校都进入统一的招生

计划，考生按系科专业类别录

取，录取后不得转院系，转学

校，毕业生服从统一分配。学

分制从大学里消失，取而代之

的是学年制，规定大学本科学

制一般为4年。

（摘自《文汇报》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

人才培养难以满足国家经济

建设需要。尤其是1953年，

国民经济第一个5年计划实

行在即，前苏联支持的 156

个重点项目使人才成为我国

最紧缺的“资源”。

有 关 统 计 显 示 ，1949

年，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在

校大学生人数只有区区 11

万，其中，工学院每年毕业生

连1万人都不到，根本无法满足

国家工业建设，特别是重工业发

展的需要。

1950年6月，在第一次全国

高等教育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长

马叙伦在讲话中就提出：“我们

的高等教育，必须密切地配合国

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建设

的需要，而首先要为经济建设

服务。”

中央教育部于 1951 年 11

月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

会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

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

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

学”的精神，揭开了 1952 年全

国院系大调整的序幕。

“事实上，早在 1952 年之

前，院系调整已经开始了。”复

旦大学校史研究室副研究馆员

钱益民介绍，1949 年底到 1951

年间，京、津、沪等地的高校已

有局部调整。1949 年底，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华北大学的农

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

1951年5月，北洋大学和河北工

学 院 合 并 ，成 立 新 的 天 津 大

学。1951 年，以光华大学、大夏

大学为基础，合并沪江大学音

乐系、同济大学动植物系、东亚

体育专科学校、复旦大学教育

系，成立华东师范大学等。到

1952 年，以华北、东北、华东为

重点的更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正

式启动。

这一轮院系调整，主要是

加强工科院校和单科性专门学

院的建设。除北京大学、复旦

大学等少数综合性大学得以保

留，其他综合性大学都被解体

为单科性或多科性的工科大

学。

在北京西郊，当时的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以及燕京大学、

辅仁大学的院系以及许多专业

学校通过合并、新组建了8个专

业理工科高校——北京地质学

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钢铁工

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石

油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

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医学院，即

所谓的“八大学院”（分别是今

天的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

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林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

大学医学部）。1952年暑期，在

学院路上的“八大学院”正式招

生开学。

院系调整前，全国高校211

所，1952年调整后为201所。到

1953 年，又加强和增设了工业

院校并适当补充师范院校，对

政法、财经大学进行适当集

中。1955年,一些沿海的高等院

校或专业被迁入内地。其中一

大标志性事件是，交通大学的

大部分专业被迁到西安，成立

西安交通大学。

经过这一轮调整，私立高

校全部改为公立，各院校的性质

和任务均较为明确，工科院校得

到了发展，综合性大学得到了整

顿，高等学校在院系设置上基本

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1952 年院系调整，对中国

高校原有格局改变很大：医学、

农学、法学、财经、政法等科目

从原有大学划分出来，或成立

单科学院，或进行同类归并。

所谓的“大学”，一般只保留自

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基本任务

是培养科学和研究人员以及中

等学校教师。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院系

调整固然促进了理工科的快速

发展，但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

是，大学里的文科院系被大量

裁撤，人文社会科学的办学实

力被大大削弱，其中、社会学、

心理学等一批学科被停办或取

消。

曾参与华东政法大学校史

编撰工作的韩信昌教授回忆，

1952年6月，华东政法大学在调

入8个学校的12个系的基础上

成立，此后一年，又有一所高校

加入。和国外大学政治学、法学

之间泾渭分明相区别，国内的政

法学院从建校开始，“政”和“法”

之间就有天然联系，这从这一轮

院系调整中可窥得端倪。

1952 年，新组建的华东政

法大学教职员工总人数为 283

人，但其中，全校的正副教授加

起来只有3人，讲师11人，其余

均为工人和职员。政法专科学

院的大量课程，都以理论学习

和思想政治教育为主。比如当

时学生进校就要修读中国革命

史、中共党史等理论课程，与法

制相关的专业课相对较少。

韩信昌解释，“政法”联系

紧密也有客观原因。“我国的第

一部宪法 1954 年才正式公布。

所以 1952 年的时候，很多法学

专业课没办法上。且当时老师

首先要思想正确，这导致很多

民国时期在法律系上课的老师

无法站上新讲台。”

被不少学者称为“处方式”

人才培养的前苏联教育模式，也

随着院系调整移植入中国高等

教育体系。针对行业需求来培

养专门的人才，这一教育理念和

解放前的大学形成鲜明对比。

同济大学离休教授朱照

宏，1952 年前曾在圣约翰大学

任教。他回忆说，在院系调整

之前，中国旧有的高等教育办

学模式不一。比如，同济原来

是德国人办的，所以德式教育

痕迹明显，而圣约翰、清华采用

的是美式教育，浙大也是英美

式教育。且当时的综合性大学

实行文理科通识教育，独立学

院和专科学校中以应用型的

文、法、商科为主。

按照英美大学的教育模

式，院系设置是自上而下，先办

一所大学，内设若干学院，院下

分系，系下又可分组。简言之，

旧模式下，大学是以系为基础

单位作为培养人才的，院系都

是实体性的行政和教学系统。

采取苏联模式后，被强化

的概念是“专业”。对大学来

说，首要的不是系别，而是根据

国家建设的需要来确定应设立

哪些专业和达到怎样的规模，

并规定高校各专业应该开设的

课程。高等院校依此组织招生

和教学活动。

北京矿业学院的学生开展北京矿业学院的学生开展
建校劳动建校劳动。。

BB 变革变革：：从综合性走向专科化从综合性走向专科化

DD 移植：苏联模式取代英美模式

5050年代的学院路年代的学院路（（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北京科技大学前身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前身北京钢铁工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