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子大学特色发展的理论思考

湖南女子职业大学校长 教授　罗　婷

　　改革开放三十年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多样化

发展为女子大学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同时也

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在高等教育的激烈竞争

中 ,女子大学要自立于高校之林 ,绝不能照搬照抄

普通高校的办学模式 ,只能从自身的实际出发 ,走

特色办学的发展道路 ,以特色见长 ,以特色取胜。

那么 ,怎样坚持特色办学的理念 ? 怎样实施特色

办学的发展战略 ? 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 ,对于推

动我国女子大学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实施全方位、多层面、立体化的特色办学 ,要

求女子大学把特色办学的思想贯穿到学校工作的

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 ,突出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树立特色办学的理念

女子大学要办出自己的特色 ,首先要有符合

女性高等教育规律的独特办学理念。办学理念的

选择是特色办学战略的首要问题。办学理念是办

什么样有别于其他大学和怎样办出有本校特色大

学的一种理性认识和哲学基础 ,它是大学校长治

校理念以及学校办学风格的结晶 ,具体表现为一

种以校风、教风、学风为主的独立大学精神和特有

公众形象。中外著名女子大学都有自己在长期的

办学实践中凝结集体智慧和经验而形成的办学理

念。如金陵女子大学的“厚生”、韩国梨花女子大

学的“真 ,善 ,美”、美国威尔斯理女子学院的“宁可

照顾他人 ,勿被他人照顾”等等 ,都是极具女性特

色的办学理念。就我国目前女子院校的发展状况

而言 ,真正有鲜明特色的女子院校并不多 ,其主要

原因在于缺乏特色鲜明的办学理念 ,很多女子院

校对办学特色的思考与实践 ,多集中在具体的操

作化的布置工作性质的层次 ,很少在教育理念的

特色方面下工夫。这说明人们对于女子大学办学

特色的理解还不深刻 ,还没有抓住办学特色形成

的要害。要改变这一状况 ,最根本就是要通过深

入研究女性高等教育的规律 ,学习借鉴国内外著

名女子大学的办学理念 ,总结分析女子大学的历

史文化和时代背景 ,从而凝练出具有本校特色的

办学理念。

　　二、找准学校的办学定位

准确而科学的办学定位是大学办出特色的首

要条件。办学定位应该是学校目标定位、类型定

位、层次定位、学科定位、人才培养定位、服务面向

定位、办学规模定位等全方位的战略性思考 ,应是

在各层面坐标交汇点上努力实现的最准确、最科

学的特色定位。女子大学在确定办学定位的过程

中 ,必须坚持四个原则 ,即坚持突出女性教育的特

色 ,坚持立足现实、着眼未来 ,坚持继承和创新相

结合 ,坚持综合考虑、统筹规划 ;同时需要综合考

虑四个因素 ,即国内外高等教育特别是女性高等

教育的发展形势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学校

的历史和现状 ,国内外女子大学的办学经验。就

我国目前独立设置的女子高校而言 ,可以从以下

几个层面来进行定位 : (1) 层次定位 ,我国现有各

类女子高校 10 来所 ,除中华女子学院为本科外 ,

其他均为专科或高职 ,有的为自考助学。基于这

一状况和发展趋势 ,本科层次的女子高校应以本

科教育为主 ,积极创造条件发展研究生教育 ,而普

通专科的女子院校中应该有 1 —2 所要尽力提升

办学层次 ,实现专科升本科 ,其他学校应该集中力

量发展高职教育 ,从而构建女性高等教育的“金字

塔”结构。(2) 类型定位 ,本科层次的女子高校应

向教学型或教学研究型发展 ,其他高职高专学校

则以应用型为主。(3) 学科定位 ,就女子高校目前

的办学实力来看 ,还没有一所能够向综合化发展 ,

因此 ,女子院校都应该向多科性或学科性发展。

(4)专业定位 ,女子高校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和女性性别特征以及成才规律 ,着力发展与第三

产业相关度大的学科专业 ,构建女性特色专业体

系。(5)人才定位 ,女子高校应着眼于经济社会发

展对女性人才的需求 ,着力培养知识、能力、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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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的复合型、应用型的女性人才。(6) 面向

定位 ,高职高专层次的女子院校应立足地方 ,适应

地方 ,服务地方 ,本科层次的女子院校应突出区域

性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同时面向全国 ,辐

射周边地区。(7) 规模定位 ,女子高校应该是精品

型的 ,即规模不大 ,质量优良。总而言之 ,女子大

学是特色教育 ,应该重点在特色和质量上下工夫 ,

通过特色和质量来培育优势 ,建成“精品女子大

学”。

　　三、选择特色办学的路径

大学的特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包含着丰富的

内容 ,体现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校园文化、学术

研究、对外交流、学校管理等各个方面。女子大学

走特色办学之路 ,必须坚持全面推进。1、构建女性

特色专业体系。学科专业特色是大学特色的集中

体现 ,构建特色专业、培育优势学科是形成办学特

色的切入点。女子大学大多属于教学型和应用型

大学 ,发展学科特色的关键是构建以市场为导向 ,

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和女性性别特征的学科专业体

系 ,重点发展与第三产业相关度大的学科专业 ,尤

为重要的是要按照“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有我

特”的思路 ,不断加强专业开发和改造 ,努力培育一

批适合女性发展的特色专业和优势专业。2、构建

女性人才培养模式。女子大学承担的使命是通过

建立与男女合校并驾齐驱的教育模式 ,培养适应社

会需要的高素质女性人才。因此 ,女子大学必须坚

持从素质教育的整体要求出发 ,根据新世纪对高等

女性人才的需求 ,大力实施教育教学改革 ,建立适

应女性成才要求的人才培养模式 ,一方面要因性施

教 ,合理设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开设女性学、

家政学、现代礼仪、女性心理学、形体训练、插花与

茶道等特色课程 ,加强对学生的社会性别意识与女

性气质修养等方面的教育。另一方面 ,要突出实践

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实施

“一书多证”制 ,让学生“一专多能”。3、构建女校特

色校园文化。校园文化是大学特色的重要内容 ,浓

郁的女性校园文化应该是女子大学的最大亮点。

女子大学要大力弘扬“四自”精神 ,培育具有女性特

色的校训文化 ,在校园环境建设中充分体现女校特

色 ,努力营造良好的女生成长环境 ,组建各类学生

社团并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从而为女生

提供更多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与舞台 ,开展多种形

式的社会实践活动 ,组织学生走出校园参与各类大

型社会活动 ,培养学生关爱社会与他人的人文精神

和女性情怀。4、加强性别研究 ,大学的职能是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女子大学不仅要培养高

素质的女性人才 ,而且要承担起性别研究的重任 ,

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性别理论、培育和传播

全社会的社会性别意识作出贡献 ,同时性别研究也

是女子大学培育科研优势、提高学术地位、丰富办

学特色的重要途径。女子大学在性别研究中 ,要紧

紧抓住女字做深度文章 ,以女性研究为龙头带动其

他学科 ,通过成立女性学术机构、培养女性学术梯

队、建立女性研究刊物、搭建女性研究和交流平台、

开展女性课题研究 ,争取在女性文化、女性教育以

及相关研究领域形成优势项目 ,推出一批在国内外

有较大影响的科研成果 ,从而打造鲜明的女性学术

特色。5、拓宽国际视野 ,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目

前在世界一些发达国家 ,女子大学的办学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 ,如 ,美国的威尔斯理女子学院、韩国的梨

花女子大学等校近年来采取与其他一流知名大学

联办 ,学生之间可以互转等措施 ,社会声誉更加提

高。而我国女子大学新建的居多 ,办学层次不高 ,

且发展不平衡 ,无论是规模、质量、师资、效益 ,都与

世界一流的女校相距甚远。要实现超越发展 ,必须

拓宽国际视野 ,学习和借鉴国外女校的先进经验 ,

加强与国外女子大学的合作与交流 ,同时积极引进

国外女子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 ,包括外教、课程、教

材以及教育管理模式等 ,在涉外专业中逐步实行双

语教学 ,在教育内容、管理模式等各方面与国际接

轨 ,并积极争取国际基金项目 ,承办国际学术研讨

会 ,从而使女子大学不断走向世界。6、构建科学

化、规范化、人性化的校园管理体系。管理是学校

的软件 ,也是最能体现学校特色的方面。女子大学

的管理要从女校特点出发 ,充分考虑女性的性别特

征和身心发展规律 ,建立民主治校、依法治校、以德

治校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 ,把制度规范和人文关

怀有机结合起来 ,不断优化学校的人文环境。尤其

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 ,对校园实行网络化、服务型、

全天候的管理 ,为学生创造一个稳定、安全的校园

生活环境 ,真正做到“使学生安心、让家长放心、让

社会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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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特色办学是女子大学的最重要的发

展战略 ,它是女性高等教育发展的本质要求 ,是对

女生性别特征和女性成才规律的尊重 ,也是实现我

国高等教育多元化、大众化、特色化的必然需要 ,从

而促进女性的全面、自由与和谐发展。在坚持女子

大学特色办学的过程中 ,理念是先导 ,教师是主体。

教师是学校办学思想的具体实践者、办学传统的传

承者以及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者。女子大学如果

没有一批教育理念先进、学术功底深厚、教学艺术

高超并不断追求创新的教师队伍与管理队伍 ,专业

特色、课程特色、教学特色与科研特色等各项特色

的建设便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

讲 ,女子大学办学特色的建设 ,关键还在于教师队

伍的建设 ,对女子大学的教师来说 ,不仅要具备高

校教师的一般素质 ,而且要树立正确的社会性别意

识 ,对女性高等教育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强烈的责任

感 ,还要有良好的师德修养和人文情怀。因此 ,女

子大学的特色办学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

的系统工程 ,其中办学理念是先导 ,办学定位是基

点 ,办学路径是方略 ,教师队伍是关键。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与“女性特色系列课程”的建设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　钱　虹

　　刚刚过去的 2007 年 ,正逢“文革”结束后恢复

高考 30 周年。30 年前的 8 月 ,刚刚复出不久的邓

小平力排极“左”路线的干扰 ,毅然作出了当年恢复

高等教育考试的决策。于是 ,已经中断了 12 年之

久、有 570 万年龄不一的考生参加的高考破天荒地

在 1977 年冬日举行。这是一场中外教育史上罕见

的集 12 年人才于一考的盛事 ,当年录取了 27. 3 万

人 ,录取比例为 20 :1。正是从此开始恢复的高考 ,

不仅改变了无数中国青年 ,包括无数女性人才及无

数中国家庭的命运 ,更是改变了整个国家和中华民

族的命运。我有幸成为恢复高考后录取的首届 77

级大学生 ,万分幸运地跨入了大学校园。30 年后

的今天 ,作为恢复高考 30 年的亲历者和受益者 ,年

发展历程 ,不禁思绪万千 ,感慨至深。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女性接受各级各类教育的

比例不断扩大 ,在校女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和男女平

等意识得到了提升。特别是不久前党的“十七大”

报告 ,提出了“优先发展教育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和“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

的重要基础”等战略方针和指导思想 ,这对于我们

这些从事高等教育多年的教育工作者而言 ,无疑是

莫大的鼓舞和鞭策。同济大学作为一所具有光荣

与辉煌的百年历史的著名学府 ,如何在保持城市规

划、建筑、土木、桥梁、汽车等全国领先的优势学科

的同时 ,进一步将培养具有“四自”精神的高层次、

复合型、国际性女性科技人才及以全新的理念建设

好“女性特色系列课程”作为今后的努力目标 ,正是

摆在我们“同济人”面前的新课题。

首先 ,要进一步领会和把握党中央提出的“育

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指导方针 ,把立德树人作

为女性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我认为 ,当前尤其要

在女大学生群体中加强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四自”精神的宣传和培养 ,在校园中引导积极的校

园性别文化和健康的价值观和婚恋观 ,为建立两性

和谐的社会文明风尚奠定基础。进入 21 世纪以

来 ,随着社会上物质财富的聚敛效应 ,人们的拜金

欲望也开始膨胀与蔓延 ,这对于本来处于象牙塔中

的大学女生的价值观和婚恋观不能不产生巨大的

冲击。比较突出的是 21 世纪的女大学生在对待爱

情婚恋方面开始呈现出消极的价值观 ,所谓“干得

好不如嫁得好”正是这种消极的价值观、婚恋观的

具体外现。她们不再相信两情相悦、天长地久的柏

拉图式的纯精神恋爱 ,也不再处于激情燃烧、罗曼

蒂克的有爱情可以不要面包的理想时代 ,她们具有

明确的利益目标 ,知道什么是自己需要的东西 ,什

么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甚至可以直奔物质享受而

去。象牙塔里的女大学生对于婚姻爱情的变化印

证并表明了当下这种纯功利性的社会价值观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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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不是高考制度本身造成的 ;而且没有充足的证

据证明 ,这种教育中的性别差异会对和谐社会的形

成带来负面影响。也许 ,结论正好相反。

美国联邦教育部公布的一份报告称 :大学生里

女大学生的比重大增 ,在很多方面 ,在过去以男生

为主的领域里 ,从生物学到商业 ,女生现在赢得过

半的学位 ,而且在竞争法学、医学和其他的高等学

位方面急起直追。[8 ] 笔者相信 ,随着义务教育高质

量的普及 ,在不远的将来 ,我国高中及其以上教育

阶段 ,男女性别的比例也会持平甚至“倒过来”。但

是 ,男女比例持平甚至女性高于男性 ,未必就是教

育上的一种“进步”。重要的是 ,总体上男女受教育

的差距以及教育上的性别差异保持在一定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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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year Reform and Opening - up and Women’s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Pen Notes of Experts and Professors

Abstract : 2008 is a year that China has take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 policy for 30 years , it is also a year that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has developed for 30 years. Reviewing and summing up the development state of 30 years’

women’s higher education , we believe there is undoubtedly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and an academic value in

studying the problem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existed , as well as in analyzing the tendency and regularities for fu2
ture development at this moment . A very new task for women’s higher educational workers and researchers is how to

carry out the Party’s 17th Convention spirit and the educational policy for women’s higher education , how to persist

in the principle that“education is basic and moral education is first”, how to advance the modern level of education

which guided by the scientific developing concept . For this reason ,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invited some experts who are engaged in women’s higher education and organized articles around the topic

of“China’s 30 - year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Women’s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is act aims to

deepen academic explor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women’s highe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to a higher level .

Key words : Reform and Opening up ; women’s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 experiences ; development and cre2
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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