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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教育犹如奔腾的长河，前浪不止见后浪，奔腾向

前；教育犹如无际的大海，宽阔无垠而深邃，厚积薄

发；教育又如连绵的山脉，高峰之外是峻岭，层层攀

升……上海的高等教育承先人之传，又在近百年间

发展、提升。如今，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局面已

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老一辈人都知道，以前在上海能进入高等学府

深造的人，堪称凤毛麟角。而到了２００５年，上海已

拥有６３所普通高等院校，５２万青年才俊借此深造成

才；以前我国自行培养的研究生寥若晨星，如今上海

在校研究生已超过８万人；以前上海企事业单位中

高中毕业生少之又少，如今在各行各业，学士、硕士、

博士毕业生挑起了上海飞速发展的重担……

３０多年不过弹指一挥间，其间有难以计数的家

庭因为教育而改变了命运；有不计其数的学生得以

在知识的宫殿里增知成才；又有数不胜数的青年学

人引领着时代的创新潮流……上海的高等教育撑

起了一方发展的万年基石，莘莘学子以骄人的业绩

开辟了一个又一个崭新的天地。因为高等教育，上

海变得更强了。在这辉煌的３０多年中，各界志士

仁人、万千辛勤园丁不断思考、探索、创新、追求、奉

献，付出了许多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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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总结３０多年来上海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所

取得的丰功伟业，为了讴歌广大教育工作者辛勤耕

耘、开拓进取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上海高等教育学会

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集结业内有识之士编辑

了《上海高等教育文库》。本文库分成两部分：一是

《上海高等教育文库·改革发展篇》；二是《上海高等

教育文库·领导篇》。

在《上海高等教育文库·改革发展篇》中，我们

记录了上海高等教育在办学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

革、经费投入体制改革、招生和就业制度改革、内部

管理体制改革，以及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等方面勇

于探索、善于创新、坚持发展的历程。这里虽然谈不

上枪林弹雨、炮声隆隆，却也有惊心动魄、战旗猎猎。

正是不断地改革与创新，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上

海高等教育才攀上了新的高峰；正是不断地改革和

创新，上海的济济人才才得以显山露水开始新的

人生。

《上海高等教育文库·领导篇》，展示了一大批

高校原书记、原校长的风采。这批改革开放的时代

弄潮儿，曾站在高校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上，不畏

困难，勇于改革，坚持创新，在艰难中改天换地；他们

从小学到大学不断成长，并从一名普通青年教师到

大学领路人的历程也耐人寻味；他们都曾备尝常人

难以理解的磨难，他们也尽情享受过成功的喜悦。

他们以自己深邃的思想、渊博的学识、高尚的情操和

作为一个团队领军人物的气度、风范，写就了一段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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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的人生！

　　虽然一部《上海高等教育文库》难以书尽改革开

放以来上海高等教育改革的全部，纵然穷尽浓墨重

彩也难以涵盖上海高等教育改革之精华，我们依然

愿意作出这挂一漏万的努力，用图书的形式保留住

上海高等教育的传家之宝，为的是让当事人记下这

段历史，让后来者铭记这段历史。

愿《上海高等教育文库》年年添新作，愿上海高

等教育之树长青！怀着敬慕和激动之心，写此以为

总序。

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张伟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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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反映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上海高等教育

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历史风貌，２００７年上海市高等教

育学会决定编撰《上海高等教育文库》系列丛书。本

书取名《求索中崛起———上海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改

革历程》，是《上海高等教育文库·改革发展篇》丛书

的分册，由市高教学会立项，由我任主编，杨月民、李

蔚、何鹏程任副主编。经过全体编撰者的共同努力，

现在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本书力图较全面地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民办

高教事业的发展与改革脉络，体现上海民办高校的

办学成就、经验和特色，使社会各界对上海民办高校

有一个较完整的了解，让有兴趣的朋友分享其中的

经验。本书也具有一定的应用和史料价值。本书共

分为两篇：第一篇从历史、教学、科研、招生、就业、人

事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民办高等教育进行

了分析与论述；第二篇对上海各民办高校的发展进

行回顾与展望，由上海各民办高校共同撰写，是上海

民办高校集智聚力而形成的集体成果。

本书所述的上海民办高等教育，仅限于全日制

民办高等学历教育，未涵盖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

构和民办高等教育自学助考机构。

本书由于编写者众多，撰稿风格各异，统稿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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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难度，内容处理上难免有疏漏，加之交稿时间不

一，贻误了编撰进度，特在此向读者致歉，如有内容

差错，敬请斧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上海

市民办教育协会、上海市教委发展规划处、上海市教

委民办教育处的大力支持与指导，本市各民办高校

也给予通力协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上海建桥学院副董事长

黄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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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上海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概况

　　早在十九世纪后期直至二十世纪中叶，“私立高校”就曾在中国大地上
开花结果，甚至一度占据中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从宏观教育史的视角
来看，“私立高校”属于中国的 “非官方办学”或 “民间办学”的高等教育
传统。

一、 上海近代私立高等教育的缘起和发展概况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与帝国主义列强一次次的碰撞中，付出了极其
惨重的代价，在几代人的痛苦和反思过程中，诉求社会变革的风潮越发势
不可挡。 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以后，国人倡导教育改革和发展“新学”的呼声格
外高涨。 １８９６年６月，清光绪帝下诏宣布变法，提倡新学。 １９０５年８月，光
绪帝诏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废止了千年科举制，为发展现代教育扫清
道路。 然而，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政府已难以承担发展现代高等教育的重
任。 可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自其发端就形成了多渠道办学的格局。

上海是鸦片战争后最早开埠的口岸之一，很快发展成为中国乃至整个
亚洲最重要的商埠和都市。 同时，上海也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源地之
一，并“逐步形成旧中国高等教育最大的基地”。 这些学校的创办和沿革情
况纷繁复杂，按其办学经费来源和隶属关系，可大致分为三类： 公立大学、

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其中公立大学１５所，约占２１％；教会大学５所，约占

７％；而私立大学则有５０所，占７１％以上。

上海公立大学的源头，要追溯至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 前
后三十多年，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帜下在上海创建了一批
“新式学堂”，主要是外语、军事、技术三类专门学校，成为国人发展现代高
等教育的萌芽。 １８９６年，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国立交通大学前身），开上
海公立大学之先河。 此后，历届中央和地方政府以种种方式发展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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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逐步形成上海公立大学的系列。 鸦片战争后的不平等条约给予西方基
督教会来华传教、办学的特权。 在上海，早期教会学校中有两所由美国圣
公会创办的高校： 培雅书院 （ＢａｉｒｄＨａｌｌ１８６５）和度恩书院 （ＤｕａｎｅＨａｌｌ
１８６６）。 １８７９年，在这两所书院基础上建立圣约翰书院，１９０６年改为圣约
翰大学。 该大学是上海最早的教会大学。 在前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外
国教会在旧上海创办了多所高等院校，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所： 圣约翰大
学、震旦大学和沪江大学。

上海私立高校的创办和沿革情况尤其复杂。 其发端可追溯至１９世纪

７０年代创办的格致书院。 但较早的、真正具有现代意义并影响深远的私立
高校，当首推马相伯于１９０５年创办的复旦公学，后于１９１７年改名为私立复
旦大学，也就是今天复旦大学的前身。 同样在清末创办于上海的私立高
校，还有私立中国公学和德文医学堂（同济大学前身）等高校。 不过，上海
私立高校的大发展还是在辛亥革命以后。

自１９１２年起，中华民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教育立法，包括高等教育相关
的法规，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１９１２年１０月，当时的民
国政府教育部先后公布《专门学校令》和《大学令》，次年１月，又公布了《私
立大学规程》。 尤其是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明文规定，“私人或私
法人亦得设立大学”。［１］促进中国私立高等教育在民国早期发展的另一个
原因，是当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方列强无力东顾，中国民族资本得
到长足发展的机会，由此产生的经济实力和人才需求，都成为促进当时私
立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１９１２到１９２１年的十年期间，上海新设各
类高校５４所。 按７１％的比例推算，其中私立高校应有３８所左右，包括私
立大同大学、南洋路矿学校、同德医学院等一批影响深远的高校。

然而，上海私立高校发展的高潮还要等到１９２２年。 这一年民国政府
颁布的《壬戌学制》，总结了民国初年以来教育改革的情况，借鉴西方（尤其
是美国）的教育理论和经验，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基础，促进了包括
私立高等教育在内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２］１９２２年春，由一群上海大学
生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很快在各地引起反响，形成了一场全国范围的
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人们发展民族教育的情绪。 从经济上看，当时
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景气期，非常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

仅在１９２２年一年以内，上海新增设高校就达２３所，基本上都是私立高校。

这种新设高校迅猛增长的势头持续数年不衰。 从１９２２到１９２９年八年间，

新设各类高校共１３１所（平均每年１６．４所），其中著名私立高校包括私立大
夏大学、私立上海法政学院、私立光华大学、私立东南医学院、私立上海法
学院等。

始于１９２９年１０月的美国大萧条殃及全球，中国当然不能幸免，上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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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的发展也被泼了一盆凉水。 同时，进入３０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快
了侵华步伐，“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机的激化大大影响了中国的发
展。 同期，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了整顿，于１９３０年前后发布了一系列
法规，加强了高等教育的规范，对新设高校的申报和审批有较严格的规定，

以巩固已形成的高教格局，控制高等教育发展的节奏。 自１９３０至１９３３年
的连续四年中，无新增高校。 从１９３０到１９３７年八年间，上海新出现的各类
高校总数为２７所，平均每年３．４所，与此前八年形成强烈反差。 这一时期
新设私立高校中影响较大的有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等。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以后，日本占据上海，中国抗战全面爆发，战争
使上海的高等教育受到严重破坏，许多高校校园沦为日寇的军营。 战事初
起，上海公立高校的主体和部分私立高校迁往内地。 留在上海的高校，部
分迁入租界进入“孤岛”办学时期，部分在日占区坚持办学，部分解散或关
闭。 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进占租界，“孤岛”里的高校陷入更
加艰难的境地。 此段抗战期间，上海高等教育极度混乱和萧条。 然而，仍
有约７０所新设高校先后招生，其中除少数汪伪学校（如，伪国立上海大学）

以外，都是私立高校。 其中包括一些外地私立高校来沪设立的分校，如，私
立南通学院上海分部、私立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沪校、私立无锡国学专科学
校沪校等。

从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战胜利到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上海高等教育首先
恢复或重建了因抗战而内迁、受损的高校，另外还出现了一些新设高校。

在１９所新设高校中，约有一半属于私立高校，包括私立中国新闻专科学
校、私立新中国法商学院、私立光夏商业专科学校等。

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社会动荡不安，高等院校中有些迎接解放，有些迁
往台湾，有些关门停办。 据１９４９年５月统计，上海共有高等院校４８所（在校
学生共２０３３０人），其中私立高校２６所，占５９．１％。 就高校的数量而言，上海
当时的高校相当于全国高校总数（２０５所）的２３．４％，几乎占四分之一。［３］

新中国成立初，经过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造，上海私立高校的数量在“关
停并转”的过程中急剧减少。 １９５２年的高校“院系调整”彻底结束了私立高
校在上海高等教育中的那一段历史。

二、 上海私立高等教育的传统和特点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高等教育发展的重镇，其私立高等教育的发达
程度和影响之大远胜过中国其他任何城市和地区。 上海作为条约港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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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大都市，长期深受欧风美雨的直接影响，又因为上海自鸦片战争以来
逐渐形成的中西兼容、复杂丰富的海派文化，上海的私立高等教育在发展
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传统和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私立高校的数量大、种类多

纵览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那几十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海存在过的
私立高校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不但居全国之首，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很
罕见。 这林林总总的数百所私立高校背景各异、良莠不齐。 首先，办学规
模普遍较小。 许多学校即使在办学鼎盛期也只有数百名在校生，少数规模
较大的达到两三千学生，更有许多学校的学生人数始终徘徊于百人左右，

甚至有些低于百人。 再者，学校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 有复旦、同济等一
些一流私立高校，存在数十年以后于新中国成立前就转为国立高校；有大
同、光华、大夏等一些享誉全国的私立高校，从创办一直到１９５２年院系调
整才宣告结束；也有不少苦心经营若干年后因种种原因难以为继而告终
的，如中国公学（１９０６—１９３６年）、持志大学（１９２４—１９３９年）等；甚至有些
刚刚开张就举步维艰而关门大吉的，如大陆大学、建设大学等存在时间不
到一年。［４］然而，上海私立高校作为一个整体，在其存在的几十年时间里，

无论是在填补中国高等教育的空白还是培养人才方面都功不可没。
（二）为民族兴亡办教育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兴起的大背景，是传统中国走向衰败而横遭帝国主
义列强侵略、瓜分和欺凌，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境地。 在这样一个民
不聊生的动荡时代办私立高等教育，首先出于作为办学者的知识分子和社
会精英们的精神追求。 他们中的许多人怀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

发扬中华重教兴学的传统，以实现“教育救国”、振兴民族的目的，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要数复旦公学、中国公学、光华大学等学校。

创办复旦公学的马相伯，两次捐赠家产创办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可
谓是倾家办学！

私立中国公学的创办可歌可泣。 “１９０５年１１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
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 为示抗议，陈天华愤而投海。”返国学生姚宏业、张
邦杰、秋瑾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学。 办学陷于绝境，姚宏业蹈江自尽，

以愤然之死呼吁世人支持办学。 其后，张邦杰为兴建校舍，积劳成疾、尽瘁
而死。 一代精英，为发展本民族的高等教育，舍命捐躯、前仆后继，古今中
外教育史，绝无仅有。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私立光华大学的创办。 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后，圣约
翰大学师生举行悼念活动遭受校方压制，数百师生悲愤至极，决定创办自
己的大学。 在学生家长的大力支持下，克服种种困难，在海内外募捐筹集
经费，创办了光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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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私立高校师生始终积极投身于救国救民的爱国运动。 例如，辛
亥革命期间，复旦公学大量学生投身革命，校园也被占用，学校一度停办；

从开办之日起，私立上海大学的师生们就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爱国运动频
繁，直至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私立同德医学院等学校的师生，在１９３２年
“一·二八”事变和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期间，组织医疗队到战区抢救
伤员；东吴大学法科学生在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组织法律委员会
进行调查取证，并请学校教师及上海著名律师为被捕的学生和市民进行
辩护。

（三）奉献精神与公益意识

对于许多私立高校办学者来说，“教育救国”是民族大义之所在，由此
唤起的是崇高的奉献精神。 马相伯倾家荡产捐赠办学，姚宏业、张邦杰为
了民族教育不惜性命。 １９１２年创建私立大同大学的“立达学社”，由北京清
华学堂（今清华大学）的１１位教职人员组成，他们辞职南迁只为办一所中
国人自己办的学校。 创办之始，立达学社的社员们不仅义务为学校授课、

办事，而且还将校外兼职收入的２０％捐予学校；此外，遇学校购地、建房等
大事，学社成员还要额外解囊捐助。［５］

与奉献精神并行的是公益意识。 许多私立高校在办学之初，便确定了
为民族振兴培养人才的宗旨，不求名利，不图回报，具有强烈的公益意识，

注重社会责任和公益性办学理念。 例如，私立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特设奖学
金和助学金，少收或不收贫困青年的学费；私立上海法学院，始终不渝地以
接收失学青年为重要职责。［６］

（四）灵活多样的办学策略

我国私立高校发展时期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时期，上海在这一时期
受制于国内外的多种势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思想的情况尤其复杂。

办学者们调动一切可能的因素，以灵活多样的策略争取办学的成功。

１．名人校董

上海的私立高校几乎无一例外地力聘当代社会名流入学校董事会。

例如，１９１３年复旦公学的董事会成员就包括孙中山、蔡元培、陈其美、于右
任等；先后被聘为上海美专董事的有蔡元培、梁启超、孙科、黄炎培、戴传
贤、吴铁城、陈公博、孔祥熙、蒋梦麟、胡适、马良、王震、黄金荣等。 名人入
董事会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私立高校借助于这些名人的声望得
以提高学校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学校可以借此争取社会各界对办学的
支持或解决实际问题。

２．先办学，后立案

按当时政府部门的标准，许多私立高校创建时并不完全符合条件，不
能予以注册备案。 但办学者并不等到一切就绪再上马，而是先开学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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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立案。 例如，创建于１９３７年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因战事几经周折，

到１９４２年才正式立案。

３．灵活多样的办学模式

上海私立高校在办学模式上的多样化和灵活性，首先可见之于前述的
办学数量和种类上。 此外，为了适应不同求学者的具体情况，许多学校开
设夜校。 雷士德工学院的夜校还为工人、小职员设立了七年制的课程。 上
海大学利用暑期办学，１９２４年曾举办为时８周的夏令讲习会。 至于厂校结
合、校企结合更是许多专业技术院校办学的基本方针。 比较成功的私立高
校多坚持宽进严出的原则，通过高淘汰率确保质量。

（五）因陋就简、艰苦奋斗

私立大学在创办过程中能够得到大笔捐赠或注资的毕竟是少数，多数
学校都是在经费吃紧、条件艰难的情况下草创的，由于发展经费短缺，加之
战乱和动荡，要生存下来也十分不易。

１．租借民房，义务授课

由于经费困难，许多私立大学建校之初，都租借民房办学，教师不要酬
金义务授课，与学校共渡难关。 如私立大同大学、私立东亚体育专科、私立
群治大学等都曾如此。

２．校舍合用，分时授课

有的私立大学缺乏校舍，不得不与其他学校合用教室，轮流上课。 如
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创建时，只有长乐路一间教室，于是便借用中学的
教室晚间上课。 该校前后培养出１８届毕业生，服务于报界和新闻业。

３．战乱时期，“孤岛”办学

抗战初期，上海租界地区尚未被日军占领，形成“孤岛”。 多所私立高
校（包括私立复旦大学未内迁的部分）迁入租界，坚持办学。

４．在沦陷区开展“地下”教育

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部分高校师生迁离上海，部分
留沪坚持办学。 以李登辉校长领导的复旦大学留沪分部，坚持 “地下”

办学。［７］

５．屡败屡战，坚持不懈

许多上海私立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困难重重，历尽艰辛，但由于办学者
的坚持不懈，一再从困境中挣扎出来，得以生存和发展。 例如，著名的上海
美专在办学的数十年中，曾数易校名，数迁校址，一再变更学制，甚至几度
中断办学，但在刘海粟等人的努力下得以坚持办学到１９５２年。［８］

（六）敢为人先，勇开先河

上海作为一个东西方多种文化交融、以移民为主体的国际性大都市，

形成了当时中国最少保守思想的社会氛围。 在传统守旧势力仍十分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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