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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高等师范院校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 由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在办学经费紧张的困扰下举步维艰。当前在高等学校规模、结构、布局调整中, 应抓住机遇, 通过优
化规模、优化结构和优化管理, 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改善办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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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等师范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地

量为指标, 其中也包含专任教师及校本部教职工和教

方普通高等师范院校和地方成人高等师范院校构成,

学设备的数量等。优化规模指通过改变学校规模使学

地方高等师范院校肩负着培养和培训本地区中小学

校的人力、物力得到最优配置。

教师的使命, 是关系到区域内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基础

学校规模优化与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是辨证统一

工程。长期以来, 由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地方等高师

的关系, 资源优化配置是规模优化的条件, 规模优化

范院校和其它各级各类学校一样, 在办学经费紧张的

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标志。 在地方高等师范院校调整

困扰下举步维艰。当前, 高等院校的规模结构、布局调

中, 规模优化是解决地方高等师范院校目前存在的学

整, 给地方高等师范院校带来一次机遇, 就是通过优

校规模小、教育力量分散、学生培养成本高、教育资源

化配置教育资源, 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降低学

浪费严重等问题的前提条件, 是提高地方高师整体办

生培养成本, 改善办学条件。

学效益的基础。优化规模, 首先是优化专业规模。在高

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是一种新教育资源管理观, 是

等学校, 专业是学校的最基本单位, 各专业的性质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效益观在教育管理中的具体

定课程设置, 课程又决定配备的教师、实验室以及实

体现。 它是通过对教育资源的合理和组合和有效管

验设备。 当教师工作量、实验室容纳实验的人数和使

理, 使用有限的教育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发挥整体

用效率确定后, 教师满工作量且实验室又充分利用,

效率。

这时班级个数和班级人数之积就是这个专业的最优

高等师范院校教育资源包括学校的人力、物力和

规模。 ( 见图 1)

财力, 其中, 财力是人力和物力的货币表现形式, 它最

由于学校资源的利用具有整体性的特点, 当学校

终要转化为人力和物力。 因此, 学校教育资源的优化

只有一个专业一个班的时候, 它也需要配备各学科教

配置是人力和物力的最优组合。本文就如何抓住调整

师、教辅人员、行政人员、工勤人员、实验室、图书资

机遇, 优化配置地方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资源谈几点

料、教学和非教学所必须的各项设施。这时, 学生的培

看法。

养成本较高, 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低。随着班级的增加,

一、优化规模
学校规模是指一所学校的大小, 一般以在校生数

α

资源的利用效率逐渐提高, 学生培养成本逐渐降低。
当班级数量增加到使人力、物力充分利用时, 资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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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效率最高, 学生的培养成本也最低。 台湾学者把学

教学, 建立小型实验室, 学生分批上实验课。或采用集

生人数增加的比例大于学生培养成本增加的比例叫

中设点的方法, 把规模最优点较大的专业集中设置在
设备和师资力量强的学校, 以提高教学设备的利用效
率。 也可以通过校际联合, 实现资源共享。
3. 还必须处理好规模大小与规模优化的关系。目

前, 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一个误区, 认为高等学校
只有扩大规模才能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形成规
模效益。地方高等师范在规模调整中必须走出这个误
区,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学校规模大小受多种因素
制约, 其中有两个最基本因素: 一是学校和专业性质,
二是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一般来说, 理工专业多带有
实验课程, 要提高实验室利用效率, 就必须有较大的
教育规模经济, 把学生人数增加的比例小于学生培养

专业规模。 文科类专业实验课程较少, 多数专业不需

成本增加的比例叫教育规模不经济。一个系是由一个

要实验室, 因此, 专业规模最优点较小。 从《学校规模

或多个专业构成的只有各专业的规模得到优化, 才可

优化方法及应用研究》的计算结果看, 普通师范院校

能有一个系的规模优化。 如果各系的规模都是最优,

的文科及不带实验室课的理科专业规模最优点是年

也就表明与学校规模变化有直接关系的要素得到了

级规模 1～ 2 个班; 带有实验室课的物理、化学、生物

最优配置。 因为, 非直接要素—— 教辅人员、行政人

三个专业年级规模 20～ 32 个班; 英语、计算机、体育

员、工勤人员及间接为教学服务的各项设施的配备,

专业年级规模 6～ 12 个班 [1 ]。高等院校规模过小会使

一方面受学校规模的影响, 同时, 也受管理体制和后

一些理工专业的实验设备不能充分利用; 规模过大,

勤社会化程度的制约。

也会带来“人际关系的疏离及行政僵化”[3 ] 等管理方

学校规模优化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它既要考

面的问题。 地方高师在学校规模的调整中, 不能以规

虑资源的最优配备, 又要考虑内部结构的合理性, 还

模大小论优化, 而是要根据专业特点和本地区对教师

要考虑人才需求的自身发展的可能性。 因此, 学校规

的需求来选择自己的最优规模, 以免导入规模盲目扩

模优化的过程既是一个对学校规模多角度分析的过

张的误区。

程, 又是一个调整和平衡的过程。

二、优化结构

1. 要把握学校规模的最优点。因为专业规模优化

结构是要素间相系作用、相互联系的方式, 是系

是学校规模优化的基础, 学校规模优化必须建立在专

统内在关系的反映。 地方高等师范教育是一个系统,

业规模优化基础之上。 专业规模的最优点是可计量

内部结构的协调是教育资源整体优化配置的另一表

的。 河南省自然科学“九·五”重点项目《学校规模优

现。 规模优化是要素间的合理构成, 结构优化则体现

化方法及应用研究》在对北京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

出地方高等师范教育内部以及社会需求的整个平衡。

学、信阳师范学院等高等师范院校调查研究的基础

地方高等师范教育结构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

上, 选择了二、三年制师范专科 8 个专业和四年制师

次是学校内部的专业结构, 即学校内部各专业的比例

范本科院校的 14 个师范性专业 ( 目前, 高等师范院校

构成; 第二个层次是区域高等师范教育结构, 包括本

开设了大量的非师范性专业) , 采用运筹学中的规划

专科结构、布局结构、整体专业结构。结构优化就是在

方法进行了计算, 其结果表明: 专业性质不同, 规模的

区域系统内, 以中小学教师的需求结构为依据, 通过

最优点也不同 [1 ]。 在调整中, 地方高等师范院校应根

调整, 使各个层次内部和各层次之间关系协调, 结构

据本校专业设置的特点, 测算出各专业规模的最优

合理。

点, 通过调整实现学校规模的整体优化。

地方高等师范的教育结构优化必须与学校规模

2. 要考虑社会需求。地方高等师范院校的调整只

优化同步进行。其原因有: 第一, 规模和结构二者是相

能在区域范围内进行, 如果区域范围内对该类专业教

互联系、相互依存的。 没有脱离学校规规模的教育结

师的需求量较少, 合并后仍无法形成最优规模, 就要

构, 也没有脱离教育结构的学校规模。 学校规模依赖

考虑其他的资源节约措施, 如教师承担两门以上课的

专业结构而存在, 各专业之间和各专业与整体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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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构成学校存在的方式。 而结构的存在, 也必须依

模, 院校的合并要考虑它的必要性, 学校间的距离, 迁

赖规模, 没有专业规模, 专业结构就没有依托, 就没有

移的难度等。 要以整体结构合理、专业和学校规模优

存在的条件。同样, 没有高等师范院校的规模, 高等师

化为准则, 经过综合平衡, 实现整体上的优化。

范教育结构也不会存在。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决定

三、优化管理

结构变动必然要引起规模的变动。 在调整中, 要努力

规模与结构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使双方都向最优状态发展。 第二, 结构与规模的关系

要把深化体制改革和科学的管理作为保障条件。 目

虽然是统一的, 但二者又是有差别的。 它的差别性表

前, 地方高等师范院校还是以传统的经验管理为主,

现为不同专业可以构成相同的学校规模, 相同的专业

在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中, 虽然借鉴了一些中央

也可以构成不同的学校规模。 例如 3000～ 5000 人的

直属院校的先进经验, 有一些新的思路, 但是还没有

学校, 可以由一个带有实验室的理科专业构成, 也可

付诸于实践。 管理中还存在着许多弊端, 如非教学人

以由多个不带实验室的文科专业构成, 两种专业设置

员过多, 人浮于事的现象比比皆是, 后勤社会化还没

都可以实现规模的最优。规模与结构的差别使调整具

有起步。在这种状态下, 学校规模的优化难以实现, 结

有灵活性和复杂性。在调整中要使二者同步优化必须

构调整也不能带来明显的节约教育资源的效果。 因

统筹规划, 分步实施。

此, 在规模、结构的调整中, 还必须深化管理体现改

1、根据社会对中小学教师的需求确定整体专业

革, 优化学校管理, 以保证调整效果。

规模和专业结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师范专科

优化管理首先是一个微观问题, 是研究学校内部

培养和培训初中教师, 师范本科培养和培训高中教

教育资源管理的问题。同时, 它也是一个宏观问题, 因

师。面对 21 世纪人才素质培养的要求, 中学教师具有

为影响和制约学校管理优化的因素除了学校管理者

本科学历、小学教师具有专科学历的目标被提了出

的水平外, 很大一部分来自政府的政策导向、教育的

来, 在我国长期存在的三级师范正在向两级过度 ( 即

管理体制和用人制度。学校的管理方法和管理策略是

2005 年前后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取消中等师范, 小

在这些因素制约下作出的选择, 学校只能在政府的政

学教师的培养任务由师范专科承担) , , 这样, 师范专

策和教育体制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一定的管理措施, 使

科与小学、师范本科与中学就构成了教师的供求关

学校内容教育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目前地方高师的

系。 一方面是地方中小学对教师的数量需求, 要求在

管理状况出发, 优化管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定的期限内 ( 如 3 年或 5 年) , 高等师范院校毕业生

1、科学定岗定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地方高师

人数等于中学教师需求的总人数。另一个方面是结构

各部门的岗位和编制是政府制定的, 有一所学校, 就

需求, 要求高等师范院校的专业结构适应中小学各学

要有相应的岗位和编制人们利用“麻雀虽小, 五脏俱

科教师的需求结构。因此, 在区域范围内, 高等师范的

全”形容这种现象, 其寓意是批评学校的管理不能因

专业结构必须与中学教师的需求结构相吻合, 以保证

事设岗, 按需定员。 岗位设置和人员安排与实际需要

宏观上供求平衡。

的差距, 是目前地方高等师范院校行政人员的工勤人

2、根据教师和教学设备的实力确定专业设点。这

员过多、人浮于事的现象的主要原因。 科学的定岗定

里所指的专业设点是在整体供求平衡的前提下, 为保

编就是要从制度上解决学校人力资源优化配置问题,

证学校的适度规模, 不主张每一所学校都要学科齐

消除长期以来机构庞杂、人员臃肿的现象, 提高办事

全, 对需求量小, 规模最优点又比较大的专业, 如物

效率, 减少不必要的人员开支, 降低学生的培养成本。

理、化学、生物, 可以选择师资力量强, 设备条件好的

2、实行干部竞争上岗和教职工聘任制。科学定岗

学校分别集中设点。 例如在师范专科, 这三个专业可

定编只是为地方高师人力资源的合理配备提供了制

以分别设在三所学校, 面向全省招生, 要求毕业生回

度上的保障, 制度的执行需要发挥人的积极性。 实行

到本地区, 而区域内其它师范专科学校就不再开设这

干部竞争上岗和教职工聘任制是调动全校教职工积

三个专业。这样调整, 既保证了实验设备的充分利用,

极性的一项有力措施。 它可以打破干部终身制、教职

又控制了学校规模。

工铁饭碗的思想, 迫使干部、教职工在危机感中努力

3、综合平衡确定区域高等师范院校的布局与规

工作,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目前, 多数地方高师仍然是

模。 要从人口密度、校址的面积、地理条件、经济、文

全员受聘制度, 所有教职工都被聘任, 这就难以形成

化、交通等多角度分析本、专科师范院校的校址和规

竞争的局面。 因此, 应该打破校际界限, 扩大聘任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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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择优聘任, 让优秀人才不断补充到教师队伍中来。 人头费, 地方高师人头费支出占教育事业费的一半左
实行干部竞争上岗和教职工聘任制, 还有利于解决院

右。 如果后勤脱离学校, 就会减少教育事业费中人头

校合并中人员重新配置中的矛盾。

费支出, 也就等于增加了公用经费, 用利于改善学校

3、加快后勤社会化的步伐。高等学校的后勤是教

的办学条件。 第三, 后勤社会化还可以减少学校物力

学、科研、教师和学生生活服务的保障系统。地方高等

资源的流失。后勤服务要投入大量的物力, 如土地、房

师范院校的后勤管理体制是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 长

屋、汽车和一些大型固定资产, 以及一些低值易耗品。

期 存在着“一校一户办后勤, 校校后勤办社会”的状

近些年来, 随着后勤管理改革的推进, 增加了大量的

况, 后勤队伍庞大, 事务繁杂, 占用学校大量的人力、 有偿服务项目, 收入主要用来改善教职工的生活和福
物力、财力和精力。因此,《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

利待遇。 但是, 这些有偿服务却无偿的消耗着学校的

计划》
中提出:“争取 3～ 5 年, 大部分地区实现高校后

物力资源, 后勤社会化可以减少这部分物力资源的流

勤社会化”
。 后勤社会化在地方高师资源优化配置中

失。第四, 后勤社会化有利于人员的分流。在地方高师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一, 可以节省大批的人力。高

规模、结构和布局调整的过程中, 必然要压缩机构, 精

校后勤管理规定, 在万人学校, 后勤由一名副校长分

简人员, 后勤社会化是人员分流的一条重要途径。

管, 设总务长或校长助理协助工作, 下设总务处、基建
处、房地产管理处、财务处、膳食处、劳动服务公司等。 参考文献:
学生 5000 人左右的学校, 由一名副校长主管, 直接 [ 1 ] 学校规模优化方法及应用研究课题组. 学校规
领导各职能处。学生 1000 人左右的学校, 一名副校长
模优化方法及应用研究 [J ]. 教育研究, 1999,
分管, 后勤管理集中到总务处, 下分行政科、基建科、
财务科、膳食科、劳动服务公司等。后勤社会化可以精

( 8).
[ 2]

简学校管理机构, 大大压缩非教学人员队伍, 提高教

林文达. 教育经济学 [M ]. 三民书店, 中华民国
七十三年印行.

职工与学生的比例。 第二, 可以节约一部分财力。 目
前, 地方高师院校的后勤的按行政事业单位的方式管
理, 后勤人员的工资、福利等各项开支都来自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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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optim iza tion of loca l norma l h igher educ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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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 l no rm a l h igher educa t ion p lay s an im po rtan t ro le in h igher educa t ion .
How ever, w e have no t p a id enough a t ten t ion to it fo r a long t im e becau se of the lack of
educa t iona l ou t lay s. N ow aday s,

the

a rrangem en t of

educa t iona l

resou rce p rovides

oppo rtun it ies to im p rove a rnong co lleges the teach ing cond it ion by op t im izing the d ist ribu t ion
and adm in ist ra t ion of the educa t ion resou rce.
Key words: loca l no rm a l h iger educa t ion; educa t ion resou rce; op t im iza t ion size; st ructu re;
adm in ist ra t 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