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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生态学研究动态及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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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1986—2014 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收录的 239 篇学术期刊论文的分析表明：高等教育生态研究

是通过借鉴生态学的理论探讨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理论建构与现实问题；广西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
学等研究机构在中国高等教育生态研究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各类课题产生的研究文献偏少；其研究方向和内容主
要集中于高等教育生态理论、高等教育一般生态问题、高等教育区域生态、远程高等教育生态、国外高等教育生
态研究等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生态学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诸多不足和问题，提高研究质量、明晰研究问题、
完善学科理论体系是后续研究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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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s and prospect of higher education ecology in China
GUO Li-jun, CHEN Zhong
(Education College,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239 academic papers in CNKI from 1986-2014, we found that the higher education
ecology was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problems of higher education ecological system by using
the theory of ecolog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men University
were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ecology research in China; The research papers produced by all kinds of
subjects are few; The research direction and contents are mainly focused on the ecological theory of higher education,
general higher education ecology , regional higher education ecology, distance higher education ecology, foreign higher
education ecology research and so on. The ecolog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it is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esearch, to clarify the research problems and to perfect the subject
theoretical system.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ecology; research dynamics; research prospects; China

1966 年英国学者阿什比提出“高等教育生态

数据库收录的学术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分别以

学”的概念， 首次使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研究高等

“高等教育生态”、
“大学教育生态”
、
“高校教育生

教育问题，自此拉开了高等教育生态研究的序幕。

态”为检索词，在“篇名”、
“主题”中进行模糊检

中国高等教育生态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第一本

索，检索时间为 1986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

[1]

教育生态学专著出版为肇始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

剔除会议、报纸、访谈、新闻等不符合要求的各类

研究成果，但也呈现出诸多不足与问题，因而有必

非学术论文后最终确定 239 篇论文为研究样本。基

要对这个历史阶段的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为后续

于研究样本蕴含的信息对中国高等教育生态研究

研究廓清思路和方向。笔者现以中国知网(CNKI)

的基本动态、主要方向进行梳理与分析，对其研究
成果进行述评和展望。

收稿日期：2015－08－01
项目基金：湖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课题(13A036)；湖南
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XJK012AGD007)
作者简介：郭丽君(1975—)，女，湖南湘潭人，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生态。

一、研究的基本格局与动态
在检索的文献中，国内关于高等教育生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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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早论文是 1986 年上海交通大学陈敏豪的《生

究并取得一系列成果的学者之一。总之，研究成果

态边缘效应与现代高等教育——浅谈我国高等教

零散、研究作者缺乏稳定研究方向的状况依然存

育观念的变革》。虽然作者借助生态边缘效应原理

在。这表明国内高等教育生态研究还没有形成稳定

提出了高等教育领域“结构性失业”和“学非所用”

的研究团队，还没有形成思路清晰的系统研究。

两大现实性问题的相应解决对策[2]，但并未引起学

从论文所属研究机构来看，华中科技大学、厦

术界重视，此后十多年有关高等教育生态研究文献

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具有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

寥寥无几。一直到 2001 年，华东师范大学刘贵华

授权点、学科优势明显的高校发表在全国中文核心

从生态学的视角对大学学术生态问题进行研究，并

期刊上的论文明显高于其他研究机构。这与其高等

陆续发表多篇相关学术论文[3]，国内关于高等教育

教育学的学科积累和博士研究生学科后备人才培

生态的研究才逐渐增多。2014 年在国内学术期刊上

养密不可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林业大学、

发表的高等教育生态研究论文达到 40 多篇。

东北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农

1．研究主题的选择

林类高校在高等教育生态研究上也进行了积极探

对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进行频次统计显示，在前

索。这与农林类高校在学科分布中生态学占据的优

15 位高频使用的关键词中，
“教育生态”(19 次)、
“生

势地位和其他相关学科的支撑是分不开的。同时，

态系统”(16 次)和“可持续发展”(15 次)遥遥领先。

研究成果也反映出一定的地域分布和高校类型差

这表明高等教育生态研究主要是借鉴生态学的核

异，如西北地区高校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寥寥无

心概念、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聚焦于高等教育生

几，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综合类高校在这一研究领

态系统的特有问题，而问题的呈现更多的是宏大叙

域的成果也并不多。

事型的而非微观细致型的。此外，“生态位”、“生

3．基金课题产出论文动态

态环境”和“生态承载力”等关键词的出现，表明

从论文发表所依托的科研项目来看，获得基金

有学者开始借助生态学的核心观点探讨高等教育

项目支持的论文为 34 篇，占论文总量的 14.2%。其

领域的现实问题，其研究的旨向已开始着眼于某一

中获得国家级基金项目支持的论文有 10 篇，占科

具体问题的分析，如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生态管

研项目支持总量的 29.4%；获得省部级项目支持的

理、高校科研系统的生态化资源配置、高校分类和

有 21 篇，占 61.8%；获得学校级别科研项目支持的

分型的生态位机理、高校人才培养动态、平衡、共

只有 3 篇，占支持总量的 8.8%。由此可见，高等教

[4～6]

，显示出高等教育

育生态研究目前更多处于自发自主研究状态，在学

生态研究开始从单纯的理论建构转向到现实问题

术体制内获得各类项目资助和支持的研究并不多。

的研究。

这表明该研究领域尚未得到主流学术认可机制足

生、协调的生态环境构建等

2．论文的机构分布

够的关注和重视。此外，获得的各类课题支持以省

在研究的样本中，只有 5 篇论文来自非高等院

部级科研项目为主，从一个侧面表明区域高等教育

校，仅占论文总数的 2%，可见高校是高等教育生

生态研究逐渐受到关注，针对具体地域、以解决具

态研究的主力军。从发表论文的数量上来看，广西

体问题为主的相关实践研究开始得到认可。

师范大学以 9 篇论文居首，其次是华中科技大学(8
篇)、燕山大学(6 篇)、天津理工大学(4 篇)和广西师

二、研究的主要方向与内容

范学院(4 篇)。广西师范大学的贺祖斌先后发表论文

在检索文献中，研究的方向与内容主要包括高

11 篇，对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环境、生态承载

等教育生态理论、高等教育一般生态问题、高等教

力、生态结构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并出版了

育区域生态、远程高等教育生态、国外高等教育生

国内高等教育生态研究领域的第一本专著《高等教

态五个方面。其中高等教育生态理论研究是当前研

育生态论》[7]，是国内少数在这一领域进行持续研

究的重点关注所在，占全部研究的 68%，而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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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一般生态问题研究和高等教育区域生态研究分别

行机制时，指出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有其特定的运行

占全部研究的 13%和 12%。相对而言，远程高等教

原则和运行机制，在运行规则上以系统整体性为核

育生态及国外高等教育生态研究分别为 4%和 3%。

心，在运行范畴上以生态环境为制约，在运行宗旨

1．高等教育生态理论研究

上以生态质量为标准[14]；有学者在检视高校人才培

高等教育生态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

养模式时，指出高校必须要通过对其所处生态环境

生态系统、高等教育生态位、高等教育生态环境、

进行再审视，对其人才培养目标生态位进行再界

高等教育生态平衡和对高等教育生态已有研究的

定，使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找到自身在高等教育

梳理五个方面。如有学者阐述了高等教育生态环境

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以适应复杂多变的教育生态

的构成，分析了高等教育与其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

环境[15]；而在高校管理中，有学者提出要探索高校

关系，并且对高等教育生态环境进行了详细探讨[8]；

人本管理的教育生态位，构建符合生态发展要求和

有学者在剖析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后，指

高等教育规律的新的高校人本管理体系[16]。

出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像人类社会一样面临着生态

3．高等教育区域生态研究

危机，需要用一种平衡的观念来引领高等教育系统

人类居住的地理环境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

[9]

的发展 ；还有学者对高等教育中的生态位现象进

备条件。在同一地理区域内，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人

行分析后，提出错开生态位应是高校竞争最主要的

们会形成某些相同或相似的行为或秉性。同样地，

[10]

。高等教育生态理论研究成为该研究领域的

地理环境也影响着不同区域内高等教育的发生与

重点和这一学科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是分不开的。

发展[17]。关于区域高等教育生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一个学科要想在学术领地占有一席地位并获得学

对某地理区域内社会环境与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关

术共同体的承认，首要的是进行“分门划界”的活

系的研究和对某区域内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内部运

动，而“分门划界”必须发展清晰的论据，用以合

行机制的研究两个方面。如有学者以生态学视角审

理化知识的划分和适用于学科界限内的社会策略

视江西高校发展现状，指出江西各高校应适应生态

[11]

。概念的澄明、理论的梳理、理论框架的建构是

法则的多样发展、协调共生和整体推进原则，做到

每一个学科定义自身、与其他学科建立学科界限极

因地定位、因校定位[18]；有学者从学科精英、重点

为重要的方式，而对于交叉学科而言这种重要性更

学科、研究力量、科技成果、信息交流、生态环境

是涉及自身能否在源学科中的边界地带争取到合

与学术声誉等七个方面对北京高等教育学科的生

适的学术领地，确证自身的知识合法性。

态特征进行了分析概括[19]。

策略

2．高等教育一般生态问题研究

4．远程高等教育生态研究

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有机体或有机群体与其周

网络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环境，创设适用于网络

围环境关系的科学[12]。运用生态学的思维方法研究

时代生存方式的教育环境已经成为摆在教育科研

高等教育规律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视角和有效的工

工作者面前的一个现实的研究课题。2002 年，陈肖

具。如果说“分门划界”首先需要构建理论体系，

生的论文《让网络载着信息和人一块健康生长——

那么在社会科学中这种理论体系一般应包含两个

网络高等教育生态环境之创设》开启了这一领域的

层面，一是“以发展理论为目的”的理论探索；二

理论研究，文章系统探讨了网络、信息与高等教育

[13]

。用生态学的思

的关系，并提出网络技术可以为高等教育生态环境

维方法剖析高等教育相关问题就是一种典型的理

的创设提供支持[20]。目前，远程高等教育生态研究

论指导下的应用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

虽然还没有引起国内学者足够的重视，论文也只有

个方面：基于生态学视角分析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

6 篇，仅占 3%的比重，但可喜的是，中山大学曾祥

运行状况，分析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以及

跃已经出版了网络远程教育领域的第一本生态学

高等教育管理和评价。如有学者在剖析高等教育运

研究专著《网络远程教育生态学》[21]，建构了网络

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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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构以及学术同行等建立共荣共生的学术联系。

5．国外高等教育生态研究

2．研究问题有待进一步清晰

国外关于教育生态的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40 年

样本文献的关键词未表现出明显的聚集性，表

代，尤其是以克雷明的教育生态学思想为代表形成

明国内学者关于高等教育生态领域研究的专业针

了一系列学派。中国主要是通过翻译介绍国外相关

对性不强。高等教育生态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借用生

研究成果、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和观点、国外高等

态学的一些原理和规律来对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些

教育生态范例对国外教育生态进行研究。如有学者

问题进行原因探究，但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高等教育

对克雷明教育生态思想进行介绍，还有学者探讨了

领域的生态问题，目前的研究成果更多地停留在宏

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统的多项生态效能，为创建中

观层面上的指导性策略，可执行性不强。还有一部

[22]

。

分学者主要是借助生态学的学科视角，来剖析自己

对国外高等教育生态相关研究进行及时追踪和梳

原有研究领域的相关问题，并试图从生态学学科中

理，有利于中国高等教育生态研究的不断持续开

找到解决途径。总的来说，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理

展，建立良性互动的国际学术生态环境。

论构建研究还远远不够。如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组

国区域高等教育共生范式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

分是什么？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是怎样

三、研究的主要缺失与展望
1986—2014 年，国内学者在高等教育生态领域

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是如何进行功能运转的？
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进行了不懈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后续

3．理论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相关研究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基础，但研究也存在诸

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是教育生态系统的子系统，

多问题和不足，亟需引起重视。

在探讨高等教育生态的有关问题时必须要追溯到

1．研究成果质量有待提高

教育生态的理论体系。教育生态学以教育学和生态

从样本文献刊发期刊的情况来看，期刊多达

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并与其他分支学科有着内

160 种，但教育学类的核心期刊较少，绝大多数为

容和方法上的联系。国内对于教育生态学这一学科

一般性的学术期刊。其中，《黑龙江高教研究》在

到底应该建立怎样的理论体系，还没有形成统一的

2002—2013 年间以刊发 13 篇论文的数量位居所有

认识，当前主要的观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认为

期刊之首，并对一些学者的研究进行了持续关注，

教育生态学是借助于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来研究

对高等教育生态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长期而系

教育规律的一门学科；另一种则认为教育生态学是

统的梳理。不过，该期刊与进入 CSSCI 来源期刊的

以教育为主体，研究教育与其周围生态环境的关系

一些重要期刊相比，其影响力相对有限。此外，从

的一门学科。不同的观点直接导致学者们的不同研

研究内容上来看，重复现象严重，观点普遍雷同，

究倾向，持前一种观点的学者更多地关注教育生态

还停留在如何将生态学与教育学联系与嫁接这一

环境对教育主体产生的影响研究，持后一种观点的

浅层次上，研究方法以思辨研究为主，缺乏相关的

学者更倾向于使用生态学的相关理论知识来指导

实证研究。这反映出高等教育生态整体研究层次和

和改进教育问题。这种分歧表明教育生态学作为一

学术影响力还远远不够，成果涉及领域也比较分

门综合性边缘学科的不成熟性。为了能够深入开展

散，对高等教育生态研究的学科化和科学化有建设

高等教育生态研究，首先要对教育生态学的学科性

作用的成果不多。学术成果是一门学科话语权的重

质、研究范畴等本质特征进行深入探讨，找准教育

要表达，它既需要知识的累积又需要学术社会建制

生态学的学科生态位，建立学术共同体之间的话语

的支撑。因而，高等教育生态研究一方面需要建立

交流，推动教育生态学学科的发展与壮大。同时，

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和严格的方法学训练，另一

相关研究团队还应该以科学研究和实践创新为主

方面又需与专业组织、专业期刊、出版社、基金管

导，培养独立的稳定的研究方向，营造开放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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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赵炬明．高等教育研究科学化[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0(4)：5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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