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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教师学术创新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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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的提出，大学教师要提升其学术创新能力，为创新型国家

建设提供成果，而学术自主能力对大学教师学术创新力的提高起着关键作用。本文在探讨了学

术自主概念内涵后，提出学术自主能力主要包括学术意识自主和学术行为自主两方面。在学术

意识自主方面，大学教师要具有自我判断和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自我决定能力和自我行动能力

则体现了学术行为自主。自我判断能力指大学教师从事学术研究所具有的自觉创新意识状态；

自我控制能力是指大学教师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受到研究人员本身无法控制的多种因素影响

时，能够抵制外界环境的影响，遵守学术规范，潜心进行学术创新研究的能力；自我决定能力指

大学教师能够遵守学术内在的发展规律和自身逻辑性，并能自主进行学术创新研究的能力；自

我行动能力是指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能够参加社会活动、自由言论和出版自己研究成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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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问题的提出

创新是一个国家实现自我超越的源动力之

一。其中，大学创新是国家创新的主要来源，大学

创新的重要形式是学术创新，作为大学学术研究

的主干力量，大学教师的学术创新能力和成果决

定着大学创新的方向与质量。因此大学教师的学

术创新对于我国新时期建设创新型国家有着重要

意义。学术自主是大学教师实现学术创新的重要

基础之一。作者梳理了近 10 年来国内外关于学术

自主研究的文献发现，关于学术自主的研究大多

集中于对作为整体层面的学术制度性自由的研

究，而对于作为个体层面的大学教师的学术自主

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尤其是对大学教师学术自主

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大学教师如何能够

实现学术自主的研究甚少。基于此，本文拟采用文

献分析法，对大学教师学术自主能力的要素进行

分析，提出了学术自主能力概念及其构成要素，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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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要素与大学教师学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论

述，以期对作为个体层面的大学教师实现学术自

主，进而实现学术创新提供具体行为上的依据。

二、学术自主与学术自主能力

20 世纪美国一宗特殊的案件引起了学界关于

学术自主问题的讨论。纽约城市大学教授雷文

（Levin）和杰弗里斯（Jeffries）因在其学术文章和言

论中得出了关于非洲裔美国人和犹太人的负面性

结论而遭到法庭起诉，并最终受到所在学院的惩

罚。[1]学界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界定学术自主的

内涵。玛丽·汉高（Mary Henkel）认为，学术自主是

指“大学教师能够自由地选择和追求自己的研究

计划，并且能够管理自己的工作模式和工作内容

的权力”。尼夫（Neave）则将学术自主定义为“高等

教育中的工作人员决定其工作文化的权力”。[2]伊

凡希雅和卡玛（Evanthia & Kamma）指出，在高等

教育中的“自主”主要有两个维度：第一，制度性自

主，即大学独立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程度；第二，

个体专业自由的自主，基于这种自主，大学教师可

以选择研究项目以及研究方法、成果发表方式等。[3]

与学术自主相近的另一个概念是学术自由。玛丽

（Mary）认为，可将学术自由划分为“消极的学术自

由”和“积极的学术自由”。前者是指个体研究者无

论何时都具有在其自身的教学和研究中追求真理

的权力，而不至于受到外界的阻碍与惩罚；后者

是指以知识的发展为最高准则，能够自由地选择

研究计划。[4]这两种定义间存在着细微的不同。前

者消极地强调来自宗教、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干

扰、对真理的威胁，而后者则更加积极地将知识

发展本身作为学术自由的前提。通过比较发现，学

术自主和学术自由在内涵上其实很相近，在大多

数情况下可以互换使用，而且它们都存在着个体

性和制度性两个层面。因此，阿尔瓦罗[5]（Alvaro）提

出应该要对制度性学术自主和个体性学术自主做

出区分。
当前的研究中，对个体性学术自主的分析主

要是通过两个路径来实现的。第一个路径是个体

权力视角。在这一视角下，学术自主是指具有主体

身份的学者，在探索、发现、传播和应用知识的过

程中所拥有的对客体的决定权和支配权，学术自

主权。第二个路径是行为能力视角。在这一视角

下，学术自主是指学者的学术自主能力。具体地

说，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指学者在学术研

究过程中仅以知识和真理为原则，能够通过理性

的反思批判来决定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而不受外

在力量控制和左右。比如杨莉曾指出，学术自主不

仅仅是学者在研究、发表和教学等诸多学术环节

上不受学校行政管理方面的限制，而且更重要的

是它强调学术活动自身的逻辑。[6]其次，在行为能

力视角下，学术自主能力的内涵还包括学者个体

能够独立胜任研究工作的主观条件。即学者在探

索、发现、传播和应用知识等学术研究过程中，能

够拥有自主的意识（自我判断、自我控制）和自主

的行为（自我决定、自我行动）。综合上述分析，可

将学术自主的概念内涵和学术自主能力的概念内

涵及其相互关系表述如下图：

三、大学教师学术自主能力的构成要素

分析

如前文所述，从概念的内涵来看，学术自主能

力既包括个体的主观状态，也包括个体的决策和

行动。从心理学的角度，可将其简要划分为自主意

识和自主行为两个维度。其中，自主意识又包括个

体对行动的自觉控制和以学术逻辑为依据的学术

创新意识；自主行为又包括个体的学术选择、决策

的能力和践行学术活动的能力。
（一）学术意识自主能力

要提高大学教师的学术自主能力，增强其创

新能力，首先在意识层面应自主。自我意识使教师

能够把握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把自身的发展

当做认识的对象和自觉实践的对象，并成为自我

学术自主与学术自主能力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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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主体，使自己成为自我引导型的学习者。[7]

学术意识自主能力主要包括自我判断能力和

自我控制能力。
1.自我判断能力

自我判断能力指大学教师从事学术研究所具

有的自觉创新意识状态。吉尔福特（J. P. Guilford）
等人和克尼洛（George F. Kneller）在对富有创新性

的个体人格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其人格特征

包括：有高度的自觉性和独立性，不肯雷同，敢于

标新；对周围事物的感受很敏锐，能发现常人所不

注意的现象；持久性，能够排除外界干扰，长时间

专注于某个感兴趣的问题之中。[8]这些创新性的特

征在大学教师身上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具体

体现：

首先，大学教师能够有自己的学术评判标准，

能够区分学术科研成果的质量，能够识别学术上

不道德、不规范的学术现象。这是学术创新的基

础。其次，大学教师能够不受学术权威的影响，独

立和理性地对问题进行思考。学术权威是高等学

校中客观存在的一种重要的学术力量，是重要的

学术权力。[9]但是在长期的遵循学术权威的影响

下，则容易导致大学教师封闭和保守的思想，从而

导致学术研究无法创新。高度的自觉性和独立性

是学术创新的必要条件。第三，具有敏锐的洞察

力，能够发现研究问题的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是

指大学教师能够从学术领域众多的研究现象中发

现具有前沿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问题。通常创新

设想是在问题意识的刺激下，对已有知识的灵活

使用和将已有知识组合成新知识的成果。[10]发现研

究问题的能力是学术创新的前提。第四，大学教师

有自我发展的专业领域，并有明确的学术目标。人

的创新目标是在创新活动开始时就存在于自己的

观念之中的，创新不是盲目的。[11]因此，教师要正

确、客观认识自己专业发展水平，确定自己未来的

发展方向，建立合适的长期或短期目标。[12]

2.自我控制能力

自我控制能力是指大学教师在从事研究的过

程中受到研究人员本身无法控制的多种因素影响

时，能够抵制外界环境的影响，遵守学术规范，潜

心进行学术创新研究的能力。自我控制能力主要

包括以下两种能力：

首先是面对经济利益的诱惑和政府的干涉，

大学教师能够坚持自己的研究。吉尔福特等人的

研究表明，富有创造性的个体具有能够排除外界

干扰，长时间地专注于某个感兴趣的问题之中的

特征。[13]具体到学术创新研究领域，则要求大学教

师具有抵制经济利益诱惑，协调政府干涉，持续对

自己的研究领域进行研究的能力。一方面，随着政

府对大学的放松管制和市场经济所提供的自由发

展空间的增大，大学作为利益主体的自我意识在

不断觉醒和强化。[14]市场的强力介入，使大学过多

地受到市场外力的牵引和支配，衍生出学术目标

之外的多重目标，功利性的效率和效益目标与学

术工作本质的冲突，导致教师在学术活动中偏离

了学术研究的本义，过分注重以“学术为生”，而失

落 了“以学术为业”的精神。[15]另一方面，政府很多

时候是为了促进某个公众目的而促使大学增加新

服务，[16]这就使得大学教师在权威迫使下，将研究

方向转向政府所要求的研究领域。而创新是连续

的、循环的。[17]大学教师在不能回避外界环节和行

政权力的影响下，要保证其学术价值及发展其

创新成果 就 要 求 大 学 教 师 不 轻 易 改 变 研 究 领

域，能够对感兴趣的研究方向进行深入和持续

的研究。
其次，面对学校的考核评价机制的限制，大学

教师不急功近利，能够严格遵守学术规范。高校评

价指标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过分推崇量化标

准，忽视质量标准。[18]“论文数量、科研课题数量、科
研成果、经费多少”成了衡量教师的唯一标准。[19]大
学教师面对硬性的科研任务，不得不花大量的时

间放在发表学术论文上，最终导致一部分大学教

师在急功近利的热潮中忽视学术规范的约束。彭

世勇通过对 1994 年至 2003 年在国内发表的 564
种学术期刊上的 1，109 篇论文的内容进行分析，

其结果是：可以算得上学术研究的只占 3.79%，

90%的论文与科学或应用结果毫无关系，绝大多

数科研根本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可以

被称为“三无论文”，即无问题、无方法、无结果。[20]

吉尔福特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创造性个体在工作

中讲求条理性、准确性与严格性。[21]这就要求大学

教师在进行学术创新的过程中要能够控制自己急

功近利的情绪，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从客观实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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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创造

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二）学术行为自主能力

教师的学术自主能力不仅指在受外界环境的

影响和限制时能够有自我的判断和控制的能力，

而且当落实到实践时，教师在行为层面也必须有

与之相配的自主为依托。因为，任何意识理念必须

落实到行为上才具有现实性，否则学术自主就成

为空中楼阁。学术行为自主能力主要包括自我决

定能力和自我行动能力。
1.自我决定能力

自我决定能力指大学教师能够遵守学术的内

在发展规律和自身逻辑性，并能自主进行学术创

新研究的能力。
面对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失衡，政府和学

校职能部门在财政资源上的分配和人力资源决策

上的限制时，教师需要具有自主选择研究主题、对
象、方法及设计研究过程的能力。博克（Derek Bok）
提出的科学基础研究保持最高质量必须具备的基

本条件是：允许科学家自行决定研究项目，自行决

定采用的研究方法。[22]同时，随着知识时代的到来、
学科和专业之间的分化，不同学科和专业都有其

自己的学科文化和自身的逻辑性，越来越多的领

域表现出内在的深奥性和固有的自主性。[23]这就决

定了不同专业领域的大学教师其学术自主性体

现在不同专业领域的大学教师能够根据本学科

领域的特点，自我决定研究主题和研究对象，选

择适合本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自我设

计研究过程。一部分大学教师在选择研究主题、对
象、方法及过程设计时一味追求效益，往往丧失了

学术研究的原创性。虽然创新方法多种多样，没有

一定的模式，但从本质上讲，创新是有规律的。[24]这
就要求大学教师只有选择适合本学科领域的研究

方法、研究过程，才能在科学创造中有所发现。
2.自我行动能力

自我行动能力是指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能够

参加社会活动、自由言论和出版自己研究成果的

能力。
自我行动能力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能

够按照自己的兴趣参加学术社团，并进行相关学

术交流活动。博克指出，研究者必须接触量多面广

的科学成果、有机会参加科学会议和享有最大程

度的交流科研信息的自由，这些都是影响大学研

究质量的重要因素。[25]不同学科的学者聚集到社团

中，他们发表各自独立的见解，通过思想的碰撞对

学术问题会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二是能够与国内

外同事及同行自由发表学术见解、开展学术讨论、
进行学术批评。我国国家宪法中也明确指出：大学

教师与研究人员应享有自由表达其学术心得与研

究发现的权利。三是能够出版其科研成果。出版其

学术科研成果其实是参加社团活动和能够自由发

表学术见解的延伸。能够享有言论和写作自由的

权利对大学教师和学者来说具有极大的利害关

系，因为他们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发展新的思想，阐

述新的观点。[26]大学教师的言论和写作权利作为一

种自由形式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助于丰富和激励

其生活。这种自由一旦被剥夺，大学教师就失去了

充分参与智力交流活动的机会，而智力交流活动

是有助于培养人的价值观，有助于认识世界，有助

于发挥那些最具人性特点的思维和想象力的，[27]有

助于产生创新性研究成果的。

四、结语

学术自主能力是一个综合的能力体系，所包

含的自我判断能力、自我控制能力、自我决定能

力、自我行动能力是层层递进的，是前后相连、环
环紧扣、密不可分的。自我判断能力是大学教师学

术自主发展的前提；自我控制能力是其抵制外界

利益和机制限制，从而进行学术创新研究具备的

基本能力；自我决定能力是遵守学术的内在发展

规律和自身逻辑性，在学术创新研究过程中需要

具备的能力；自我行动能力，是大学教师实现学术

创新的最终表现形式。因此，从个体角度提升大学

教师的学术自主能力应是一项系统工程，无论是

制度环境设计还是大学教师的专业成长规划，都应

将培养学术自主能力作为主要目标。否则，所有的

外在客观条件的改变，都无法反映为大学教师学术

创新力的提升，如此大学的创新力也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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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ase of Innovation Ability of University Teachers:
the Academic Autonomy Ability

ZHAO Ping，LIAO Wei，CUI Ying-ying

Abstract Academic autonomy is the key fundamental ability of university faculty innovative development.
Following the discussion on the connotation of academic autonomy，this article states that the ability of academic
autonomy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primary dimensions：conscious academic autonomy，and behavioral academic
autonomy. In the dimension of conscious academic autonomy，faculty should have self- judgment ability and
self- control ability. With regard to behavioral academic autonomy，they should have the self- decision and
self- action ability. The article elaborates the meaning of self- judgment ability, self- control ability, self- decision
ability and self- action ability.

Key words academy；autonomy；academic autonomy

— 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