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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彰显学生权力
孙 丽 芝
（曲阜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内容摘要：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忽视了一种重要的权力——学生权力。学生权力是现代大学制度不可或缺的因
素，这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诉求，是高校民主管理的呼唤，是高校内部权力制衡的需要。我国现行大学制度
下，学生话语权、学生权力保障制度和学生权力实现途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失。现代大学制度下实现学生
权力，要把学生权力纳入高校内部权力结构，形成权力制衡；创设各种途径，保障学生权力实现；认识学生
权力的有限性，把握学生权力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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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研究在涉

有效实现其特定预期的能力。” [4] 这种解释指出

及大学内部权力问题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的

了学生权力的特殊性，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在权

问题，一是强调学术权力的中心地位，二是关注

力范围的界定等方面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冲突和协调，却忽视了一

要探讨学生权力的涵义，首先要清楚权力的

种重要的权力——学生权力。在“以学生为中

概念。“权力”来源于拉丁文的“antorias”，含意

心”的理念回归的当今，学生权力的合法性虽已

指权威、法令和意志等。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

逐渐被人们承认，但学生权力仍极其微弱。学生

指出：“权力是指个人或群体控制或影响他人行

权力是现代大学制度不可或缺的因素，建立现代

动的能力，不管这些人是否愿意合作” [5]。林荣

大学制度必须彰显学生权力。

日认为，“所谓权力是指某种强制力或影响力，
这种强制力或影响力由力量、价值和权威构成，

一、高校学生权力的涵义

即权力主体拥有相对较大的某种力量、相对较多
的某种社会价值或相对较高的权威，因而权力客

对于什么是学生权力，学界目前还没有统一

体必须自愿或不自愿地对权力主体所发出的指令

的界定。学者们从各自的角度表达对学生权力的

加以服从，如果权力客体违背权力主体的旨意，

理解。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有如下几种：“所

那么前者就有可能受到后者的惩罚” [6]。丹尼

谓学生权力，是指学生直接或间接参与高校内部

斯·朗认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

事务管理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 ，把学生权力

果的能力” [7]。组织行为学家赫尔雷格尔等人认

仅限于参与高校内部事务管理，窄化了学生权力

为：“权力是指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 [8]。罗伯

[1]

的内容；“学生权力主要是‘资源性权力’” [2]， 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则指出，“权力可以被
这种理解从学生权力种类的角度认识学生权力， 视为一种能力，即某行为体促使其他行为体做其
具有片面性；“高校学生权力是政治性权利、经

权力也可以视为对结果进行控制的能力” [9]。这

把权力等同于权利，抹杀了学生权力和学生权利

些对权力的不同解释，却共同体现了权力的本

的区别；“高校学生权力是高校学生基于各种权

质，即权力是一种主体影响客体的能力。

力资源而拥有的，在特定领域对学生、教师、行
政管理人员及后勤服务人员施加有意性影响，以
164

原本不会去做的事情，其代价为前者可以接受。

济性权利和文化性权利的综合体现。” 这种认识

[3]

根据学生权力涵义和权力涵义的相关研究，
以及目前国内高校学生权力的实际状况，笔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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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校内组织或人员的能力。

克·阿什比指出：“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其内

二、学生权力：现代大学制度的要素

共同参与管理，才符合现代大学管理的要求。作
为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群体，大学生同时对大

（一）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诉求

学的了解又是最直接、最真实的。学生理应是高

1963 年 美 国 斯 坦 福 大 学 的 一 个 研 究 小 组

校民主管理的主要参与者。权力是实现利益的工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SRI） 首次提出现代

具和保障，学生权力的充分实现是高校民主管理

意义的企业利益相关者概念。之后，利益相关者

的应有之意。赋予学生相应的权力，使学生权力

[10]

研究受到重视并发展成一种理论 。

成为高校权力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大学生才能

从现有研究看，已有学者解析了利益相关者

获得民主管理的合法性，增强参与民主管理的意

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适用性并确认了学生在利

识，才能促进高校管理的民主化，满足现代大学

益相关者中的位置。罗索夫斯基把学生列入到最

制度的基本要求。

重要群体中，因为“大学是学校，如果没有学

（三） 高校内部权力制衡的需要

生，学术成就终归会枯萎”[11]。胡赤弟指出“因

当下，我国大学内部权力结构中行政权力膨

为没有学生就没有大学，学生毕竟是大学存在的

胀，学术权力式微，学生权力缺失，表现为严重

理由。从这一意义上，学生是大学的主要利益相

失衡的二元权力结构，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对

关者”[12]。李福华基于“学生是教育服务的对象

于尚有一定存在空间的学术权力，学生权力基本

和‘产品’，学校发展则意味着会有更高的人才

上无立足之地。学生在高校内部管理的实践中处

培养质量，意味着学生文凭的升值，意味着学生

于被管理者的地位，没有话语权，已分明成为学

好的就业前景和好的未来收益” ，把学生列入

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强势权力下的弱势群体，学生

第一层次的核心利益相关者。

权力被遮蔽。由于缺乏学生权力的制衡，“过于

[13]

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关键是形成良好的大学

集中的权力成了高等教育系统运转过程中的最大

治理结构，要尽可能广泛反映利益相关者的诉

危险，对权力任何形式的垄断只能体现部分团体

求，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合理分配利益相

的利益和观点，而其他团体的利益却遭到了排

关者在组织中的权力，通过权力的配置和运作机

斥”[15]301。孟德斯鸠认为：“一切行使权力的人都

制实现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因此，建

会滥用权力……要防止权力滥用，就要用权力制

立一种利益相关者充分参与、共同决策的共同治

约权力 ”[16]。为了避免权力系统中某种权力的畸

理机制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学生作为大学的

形膨胀，规范各种权力使其保持动态的平衡，就

重要利益相关者，在现代大学制度中必须明确其

需要建立起权力制衡机制。从目前我国实际情况

所处的地位及其作用，赋予其相应权力，满足其

来看，建立权力制衡机制，需要打破二元权力的

利益的实现。

桎梏，不仅要扩大学术权力，更要提升学生权

（二） 高校民主管理的呼唤

·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彰显学生权力

部由谁控制。” [15]121 只有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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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都有参与大学事务管理的权力。教育家埃里

孙丽芝

为，高校学生权力是高校学生有意识地控制或影

力，使三者之间形成必要的制衡。

《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 年）》 明确指出，要完善中国特色
现代大学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内部管

三、西方发达国家高校
学生权力的普遍存在

理特征是“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
主管理”。高校民主管理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

相对我国而言，西方国家的大学已建立起比

要求、基本标志和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哲学家科

较成熟的现代大学制度。考察这些国家的大学制

恩 （Robert S．Cohen） 指出：“民主是一种社会

度，我们会发现高校学生权力普遍存在其中。

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

美国高校学生权力经过历史的演进，在权力

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

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首先，学生权力体现在学

策。”

[14]

由此可见，民主管理是指多数人参与的

生拥有广泛的参与学校管理权。一方面学生可以

管理，强调多元参与。高校民主管理即所有师生

通过行政管理机构参与学校管理。多数高校的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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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评议会或者校务委员会中都有学生代表。

四、我国现行大学制度下
学生权力的现实存在

学生和其他人员一样参与学校的各种决策的讨
论，甚至拥有决策权。另一方面，学生组织也是
学生参与管理的重要途径。学生可以通过学生联
合会、学生自治会、美国黑人大学生协会、种族
平等代表会和美国青年自由会等学生组织对学校
事务发言，反映自己的意愿。其次，学生权力体

（一） 学生权力存在但虚化
学生权力存在但虚化，
， 学生话语权缺
失
随着学生地位的提高，我国学生权力不断得

现在完善的选修制方面。1979 年，哈佛大学形成

到提升，从过去的缺失到现在有了实际的存在，

了专业课、选修课和核心课相结合的本科课程体

但又呈虚化状态。从法律制度确认的部分正式学

系，使选修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促进美国选

生权力到学生评教权再到“选修制”中的学生

修制日臻完善。完善的选修制使学生拥有对专

“用脚投票”的权利，我们不能否认学生权力的

业、课程的较大选择权。另外，制度化的学生评

真实存在。但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法律制度确认

教是体现学生权力的又一所在。美国的学生评教

的权力过于泛化、缺乏操作性；学生评教权和

已趋向系统化和标准化，可以为改进教学提供反

“用脚投票”权在现实中有权力运行程度低，影

馈信息或为人事决策提供依据。目前学生评教已

响力小的现实。另外，学生权力运行范围较小，

经成为美国高校正常运行的一项重要的制度[17]。

学生在学校规划、领导选聘、甚至与自身利益密

英国高校一直都有重视学生权力的传统。绝

切相关的教学计划制定、课程设置以及专业发展

大多数大学董事会、理事会和评议会也都有学生

等问题上，都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思想与

参与。例如在剑桥大学，在其最高决策机构——

话语不可分离，“话语”与“权力”具有内在同

董事会中，在除校监和校长 （主席） 之外的 19 名

一性。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福柯认为话语“是

成员中就有 3 名学生，而教授代表也不过只有 4

一种隐蔽的、表面上无行为人的控制系统，然而
名 [18] 。更有甚者，如在苏格兰的一些古老大学， 它在社会中是一种真实的权力”[24]。学生话语权
学生可以民主地选举他们的校长 [19]。阿什比曾
的缺失表明了实质性学生权力的缺失。
说：“剑桥大学的校印，不论盖在任何合同或协
议书上，都是代表校长、教师和学员盖的。这种

度缺失

三位一体构成了大学的组合……在这三位一体的

近些年，我国学生权力开始逐渐受到人们重

组合中，三者‘彼此没有高下之分’，三者是相

视，并从法律规范上得到确认，但从实际来看还

互平等的”[20]。

停留在赋予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权力的层面。例

在法国，学生不仅有权力广泛参与学校管

如：《高等教育法》 中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

理，而且参与比例能够得到保障。1983 年的巴黎

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 [25]；《普

大学，理事会共有 70 名成员，其中学生代表 22

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中规定：“学校应当

人，学生参与比例高达 31%

。2007 年通过的

建立和完善学生参与民主管理的组织形式，支持

《综合大学自由与责任法》 将校务委员会人数由

和保障学生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26]。这些条

30~60 人缩减到 20~30 人，规定其成员应包括 8~

款虽然明确了学生的参与权力，但仅仅是宽泛的

14 名学生代表 。从参与管理的范围来看，无论

指导思想，缺乏可操作性，对于学生参与管理的

是学生事务的管理还是校长的甄选和确定，学生

途径、方式和领域范围等问题都没有具体的说

都拥有发言权，学生可以参与到学校规划、相关

明。因此，我国虽有关于学生权力的相关法律规

规章制度的制定、财政预算的制定、教学内容的

范存在，但这些法律规范只是泛化的规定，学生

选定及教材的选择等。

权力仍然因缺乏保障制度的支持而无法实现。

[21]

[22]

在德国、加拿大和意大利等国，学生权力也
都受到重视。学生在参与学校管理、课程选择、
教学评估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权力。例如，意大利
166

（二） 法律规范存在但泛化
法律规范存在但泛化，
，学生权力保障制

在 1969 年为安抚学生进行了受教育权的维护、
[23]

学生有权选择课程、评估权的维护等改革 。

（三） 权力组织存在但弱化
权力组织存在但弱化，
， 学生权力实现
途径缺失
学生权力组织是学生行使权力的载体和途
径。在我国高校中，学生权力组织主要是以学生
会和学代会为代表的组织。但在实际运行中，一

规范，提供制度保障。面对学生权力在高校内部权

生会为代表的组织已演变成了学校相关部门的代

力系统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的局面，必须建立有效

理或是辅助部门。以学代会为代表的组织已成为

法律规范，才能切实保障学生权力。法律法规体系

[4]

部分学生提高综合测评的阶梯 。另一方面，这

建立的同时，高校必须随之提供具体、操作可行的

些组织通常是“学生干部的会议”，不能广泛反

有效制度规章，使学生权力能够在实践中落实。第

映民意，得不到广大学生的认可，难以有效维护

三，加强学生权力组织建设，完善实现途径。针对

[27]

学生权益 。因此，学生权力组织表面上存在但

我国高校学生权力组织运行中的缺陷和问题，我们

实质上力量极其虚弱，学生权力无法真正落实。

要使异化了的学生组织正常化。另外，推选学生代
表的方式要多元化，以扩大学生权力组织的代表

五、现代大学制度下学生权力的实现

性。保证学生权力有足够真正生存和运行的平台，
才能保障学生权力实现途径。
（三） 认识学生权力的有限性
认识学生权力的有限性，
， 把握学生权

（一） 把学生权力纳入高校内部权力结构
把学生权力纳入高校内部权力结构，
，

力的限度

形成权力制衡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现学生权力，首先必

我们强调学生权力在现代大学制度中的重要

须把学生权力纳入高校内部权力结构。这就要求

性，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学生权力只能是一种有

我们重新构建大学内部权力结构，改变由行政权

限的存在，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

力和学术权力构成的二元权力结构。要给予学生

是学生能力的有限性。大学生还处在成长阶段，

应有的权力，把他们放在应属的位置。“将学生

在各方面还不成熟，对事物的正确判断、处理和

放在首位只是一个简单的设计原则，但它有很大

决策能力还有所欠缺，如果把一些事情完全交给

[28]

的力量。” 因此，“学生权力应被置于大学权力

学生处理，显然是不合适的。其次是大学的知识

的重要一极” 。学生权力的确立能够监督和约

特性。“无论学院还是大学都不是一个政治团

束其他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将其他权力规范到各

体。它的职责不是行政管理，而是发现、发表和

自轨道上，并有效防止其膨胀；同时，其他权力

讲授高深学问。它的管理不是根据人数或少数服

对学生权力也具有制约作用，从而就使大学内部

从多数的原则，而是以知识为基础” [29]42。大学

权力结构形成制衡状态。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

的知识特性决定了掌握知识较多的专家、学者拥

地减少高校权力运作的消耗和失范，实现各权力

有较强的话语权，而学生由于知识水平较低所以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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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的本质，出现了行政化、形式化现象。以学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彰显学生权力

权，以有效实现学生权力。其次，建立有效法律

孙丽芝

方面这些组织偏离了其参与学校管理、维护学生

主体的利益目标，使高校内部各权力和谐共存， 不能拥有专家和学者同等的权力。“如果学生在
课程的计划、实施和评价方面享有与教师平等的
符合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
权力的话，他们就很有可能成功地降低他们自己

（二） 创设各种途径
创设各种途径，
，保障学生权力实现
把学生权力纳入高校内部权力结构只是赋予

的 学 位 质 量 ” [29]42。 最 后 是 学 生 在 高 校 的 短 期

了学生权力合法性，学生权力的实现，还需要各

性。“学生是大学的来去匆匆的过路客”[29]43。从

方面的保障。首先，要正确认识学生权力观，赋

入学到毕业，学生的在校时间有限而且短暂。学

予学生话语权。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使学生权

生在高校的短期性决定了学生权力主体的不稳定

力在大学制度中合法存在并有效运行，高校师生

性，这也使得学生权力不可能获得与学术权力和

员工必须树立正确的学生权力观。一方面，高校

行政权力同等的地位。因此，权力的主体和客体

师生员工都必须认识到学生权力的合法性与必要

都应当认识到相对于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学生

性。另一方面，学生自身要认识到合理、正确行

权力是一种有限的存在，无论是对权力的赋予还

使权力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切实赋予学生话语

是对权力的行使都要把握好其阈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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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Righ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SUN Li-zhi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in China has neglected one important right—the
students’rights. It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a way to reflect the appeals of
the stakeholders, a call for democratic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a tool for the balance of
internal powers. In China’s current university system, students do not have discourse power and the system
to guarantee the realization of students’rights is missing. The realization of students’rights in the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depends on its integration into the internal power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ity. Different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ng system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guarantee the realization of students’rights;
and an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limitation of students’rights should also be given enough attention.
Keywords: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udents’
rights; discours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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