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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阶段

2.0阶段

3.0阶段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从国家战略
层面(National strategic)提
出教育内涵式发展命题；
《关于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的若干意见》明确“走以
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
发展道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
内涵式发展写入党
的报告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
“实现高等教育内
涵式发展”作为高
等教育发展的目标

高校体制机制的突破与创新(innovation of 
university system)就是其中需要直面的艰巨议
题之一，我国本科公立高校的内涵式发展
(intensive development)是关系高等教育能否实
现内涵式发展的关键和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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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高校内涵式发展及其行政逻辑

二、压力型管理对高校组织的嵌入

三、压力型管理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阻

滞表征

四、压力型管理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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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内涵式发展及其行政逻

辑
（一）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内涵

（二）压力型管理的概念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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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内涵式发展(intensive development)界定为高校在质量、结构、效
益、效率、公平等诸多要素构成的统一体，是一种集约式的创新型发展

(Intensiv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相对于规模、速度、数量等的粗放
型发展，内涵式发展更加注重学校发展上述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和有机结合。

高校内涵式发展及其压力型体制

（一）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内涵

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的高校发展包含了内涵式发展(intensive development)
和外延式发展(extensive development )两个方面，其中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实
现内涵式发展，即高校在结构、质量、效益等层面的系统性(systematic)和全
方位(comprehensive)的调整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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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逻辑

高校内涵式发展及其行政逻辑

行政逻辑是组织治理的科层制管理逻辑。当前高校的量化评价规则对青

年教师科研产出的数量、质量与时间同时提出要求。以“非升即走”制度下的
教学科研岗位为例，考核项目包括出版物、各类基金和项目、教学课时以及

社会服务，还可能需要担任班主任／辅导员和获得行政分数。晋升的时间限

制通常为3～6年，3年为一个聘期。评价的形式以计量为主，根据期刊／行
政级别，论文与基金／项目都有对应的赋值标准。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执行力

度根据院校和院系差异而有所不同，难以一概而论。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市

场逻辑逐渐被行政逻辑所吸收，这与学术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冲突，市场

逻辑是对高效生产和可量化评价的要求，学术逻辑更为强调学术质量和由学

者主导的同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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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压力型管理对高校组织的嵌入



8PPT设计：PPT设计教程网 登陆网址：www.pptfans.cn这里输入学校或者班级的名称

行政逻辑将教师（尤其青年教师）的注意力集中在行政指令导向的学术生产

中，为高校、学院将实现组织行政目标的压力转移到教师身上提供了合法性，

并增加了外部控制力量施加给教师的时间压力。行动者是理解制度持续与变迁

的关键，高校教师所具有的多重职业身份认同（如学者、某高校教职工）和身

份冲突是理解群体内行为差异性的重点，且与学术劳动过程互相影响。

行政逻辑对高校组织的嵌入

本研究关注的重点为行政逻辑嵌入高校之后，高校内部管理的运作问题

进而形成的压力型管理制度(Pressurized Management System)。

在学术界失眠”：行政逻辑和高校青年教师的时间压力
任美娜 刘林平 中国青年研究 20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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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型体制

压力型管理制度概念来源

依据荣敬本对县乡两级政府工作实践考察的经验性总结和概括得出，压

力型体制(pressurized system)是指一级政治组织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
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压力型体制的运

行包括指标任务的确定、派发、完成及其评价等四个具体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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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内涵式发展及其压力型体制

压力型管理的积极作用在于：对目标进行量化分解，
促进目标完成；

消极作用在于：工作目标进行量化的信度和效度，
其量化存在不可行性会导致硬性目标和可量化指标的
偏向发展，不利于下一级政府目标的达成；出现资源
紧张和浪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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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压力型管理对高校内涵式发展

的阻滞表征
（一）压力管理之下的高校科研

（二）压力管理之下的高校教学

（三）压力管理之下的高校人才培养

（四）压力管理之下的高校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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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压力管理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阻滞表征

为了全面、系统了解高校压力型体制导致高校内涵式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表征及问题，本研究选取G省11所地方本科公立高校通过收集学校考核评价
政策文本、教师访谈等的调查开展质性的实证研究(Qualitative empirical 
research)。（访谈时间 2019.12-2021.3年）

高校类型 省部共建 省属重点 省属普通 省管市属

数量 2 2 3 4

基本信息 属性 数量 比例 基本信息 属性 数量 比例

性别

男 171 51%

学历

本科 51 15%

女 165 49% 硕士 159 47%

博士 126 38%

教龄

5年以下 71 21%

学科类别

文科类 96 28%

6-10年 77 23% 理科类 87 26%

11-15年 91 27% 工科类 90 27%

16年以上 97 29% 医学类 63 19%

职称

讲师以下 63 19%

年龄

30岁以下 66 20%

讲师 112 33% 31-40岁 96 29%

副教授 101 30% 41-50岁 92 27%

教授 60 18% 51岁以上 8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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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压力管理之下的高校科研

高校压力管理辑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阻滞表征

在压力管理下，高校科研表现为纯粹的刚性指标(rigidity index)。

具体表现为：

Ø 以各项指标数量化(quantificat)为标准来衡量科研工作作为表征，通过数
字化的方式进行奖惩；

Ø 教学研一体化出现“研而不教则空，教而不研则浅”的现象；

Ø 各二级学院、教师科研任务的指标量化式考核(Quantitative assessment)，
并将考核结果与学院和个人的年终绩效挂钩成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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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压力管理之下的高校教学

高校压力管理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阻滞表征

教学具体表现：

Ø 大学办学过程中出现教学质量下滑和办学同质化现象；

Ø 教师授课所获收益与付出不成正比，基于经济人理性，教师仍注重科研为

中心(Scientific center)；
Ø 科研的正向强化和相关物质与精神双重激励，导致教学的负向强化措施，

仅起到防微杜渐而非激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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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压力管理之下的高校人才培养

高校压力管理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阻滞表征

由于人才培养目标本身具有模糊性并难以量化，所占分值和比重都难以

和科研相比，直接导致高校内涵式建设过程中人才培养指标(talent 
cultivation index)逐渐被弱化。

Ø 从具体执行过程看，科研工作仍然占据上风，并有不断“扩大化”趋势；

Ø 从中层领导干部角度看，学生培养工作无法具体衡量；

Ø 从学生技能层面的指导看，指导学生明显偏向省和国家的各种项目和课题，

应更多关注大创等学生实践活动；

Ø 师资水平、学科课程体系建设仍需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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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压力型管理之下的高校社会服务

高校压力型体制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阻滞表征

在压力型管理之下科研至上导向对社会服务产生了功利化影响。

Ø 在经济取向(Economic orientation)的驱使下，高校社会服务更倾向于服
务自身学科建设

Ø 从调研的高校来看，立项的项目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关联性不大；

Ø 大部分青年博士教师认为自己在横向项目上难以“分一杯羹”；

Ø 二级学院更多将社会服务重点放到“博点建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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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型管理乃至压力型体制是在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伴随着政府
相关管理体制的改革而形成的，较之原先全面计划和包揽的管理体
制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在政府主导和大力推进下，我国的经济
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种体制具有明显的弊病，并且
在市场经济成熟稳定运行之后越来越凸显它的不相适应性。因此，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打造服务型
政府做了顶层设计。于高校而言，关键在于进一步提升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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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校压力型管理的消解

（一）政府行政权力与高校权力的自上而

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

（二）高校权力运转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

上相结合

（三）高校内部各主体的二次赋权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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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部

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

压力型管理对高校嵌入导致行政权力对高校行政权力的加强，高校自下

而上(bottom-up)的各主体权利受损。

因此，对高校压力型管理的消解(resolution)是实现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关键

和核心。这需要强化民主合作体制(democratic cooperation system)，取代

压力型管理。

补充压力管理向 治理 过渡

高校压力型管理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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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压力型管理的消解

（一）政府行政权力与高校权力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

坚持党对高校的政治领导，发挥统一功能

强化政府行政权力的服务功能

明确自下而上的高校自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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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压力型管理的消解

（二）高校权力运转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明确高校自上而下内部权力服务积极作用

强化高校内部各主体自下而上积极参与高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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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压力型体制的消解

（三）高校内部各主体的二次赋权增能

通过自上而下制定学校章程及学校章程的具体执行
来实现真正的赋权，明确学校发展的主体地位。

高校需要对各主体进行渐进式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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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茂庆 谢谢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