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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校内法"保障学术 自由 

以 1912—1937年的北京大学为研究对象 

湛中乐 康 骁 

摘 要 ： 北京大学在 1912—1937年期 间的发展 史表 明，学术 自由的实现与保 障 同 

“校 内法”密不可分。北京 大学评议 会和校务会议 在 1912—1937年期 间制 定 了多项 

“校内法”。对实现和保障学术自由具有重要意义的“校内法”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大学 

章程、有关研究所和研究院的“校内法”、有关职业安全和经济保障的“校内法”。这些 

“校 内法”的形成过程 ，就是 学术 自由在 北京 大学的确立过程。在 1912—1937年间，这 

些“校内法”也是北京大学师生维护学术自由的重要规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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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出 

自 19世纪初德国教育学家洪堡创立柏林大学以来 ，学术 自由便成为现代大学理念与现代大学制度 

的核心特征。19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国家纷纷将学术自由写入宪法或将其解释进宪法条款，从而将学 

术自由作为基本权利加以保护。①事实上，学术 自由的保护必须从客观的外部治理环境出发。当前我国 

学术 自由保护面临的外部治理环境可概述如下：一方面，学者们已经论证学术 自由的宪法基础，学术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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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849年通过的“法兰克福”宪法第 152条规定：“学术及其教学是 自由的。”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正式将学术 自由 

载人宪法 。受此影 响，德 语国家或者受德 国影 响的周 边国家开始将学术 自由载入宪法。二战 以后 ，先 后发生 了三次学术 

自由人宪高潮。至今，世界上已有过半数国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保障学术 自由。其他国家的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保 

障学术自由，但其司法实践通常将学术 自由解释为宪法上的思想 自由、表达自由或者出版自由的表现。胡甲刚、刘亚敏： 

《从点到面：学术自由人宪的历史轨迹》，《理论月刊)2013年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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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被承认为一项基本权利 ，①我国的教育立法和国家政策也逐渐将“学术 自由”明确列为大学治理的 目 

标，要求建立健全学术自由的保障制度；②另一方面，学术 自由与法制建设之间的关系问题在 20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就开始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当时就有学者提出通过立法保障学术 自由。③ 在全面依法 

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教育部出台了《依法治教实施纲要(2016--2020年)》，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 

教”。“全面推进依法治教”不仅要求完善教育法律制度体系，而且要求“政府依法行政，学校依法办学， 

教师依法执教 ，社会依法评价 、支持和监督教育发展”。在这种外部治理环境 下 ，保障学术 自由应 当依 

法而为。此处的“法”不仅包括 国家立法 ，还包括高校为管理 自己的事务而制定 的规则。在德 国法上， 

大学具有公法人地位，他们为管理 自己的事务而制定的内部规则被称为“规章”，属于法律渊源。④ 在我 

国，基于法律授权与高校自治，高校有权为管理 自己的事务而制定章程等规则。高校制定的这些规则属 

于罗豪才教授主张的“软法”范畴。⑤为了将高校制定的规则与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章程、团体章 

程等社会规范区别开来 ，我们使用“校内法”一词指称高校为管理 自己的事务而制定 的各项规则。国家 

出于对高校办学自主权和学术 自由的尊重，对于高校内部事务通常会保持谦抑性。因此，保障学术自由 

既离不开外部 的治理环境 ，也离不开高校内部制度。学术界已经注意到高校内部制度对于保 障学术 自 

由的重要性 ，并从大学章程 的角度探讨了高校 内部制度建设 。⑥ 但是高校 内部制度并不仅仅依赖大学 

章程 ，还离不开其他各项“校内法”，例如有关科研机构的设置也需要 “校 内法 ”加 以规范。本文将大学 

章程以外 的其他“校内法”也纳入研究 的范围 ，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讨论 “校 内法 ”与学术 自由的关 

系。在教育立法和国家政策已经将学术 自由列为大学治理目标的前提下，我们尤其要关注“校内法”对 

于保障学术自由的意义。那么，“校内法”在保障学术 自由方面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呢?换言之，我们应 

当建设怎样的“校内法”才能实现保障学术自由的治理 目标? 

事实上，学术自由并非最近才传人我国。学术自由在我国的传播，与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基本同 

步。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始于北京大学。⑦ 然而，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却并未确立学术自由 

原则。清政府先后为京师大学堂制定了《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1898)、《钦定京师大学堂章 

程》(1902)和《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3)，但是这三者都未确立学术 自由原则。蔡元培先生就任北 

① 王伟：《我国学术 自由的宪法规范分析》，《前沿7)2009年第 7期；王德志：《论我国学术 自由的宪法基础》，《中国 

法学7)2012年第 5期。 

② 参见湛中乐 、尹婷 ：《论学术 自由：规范内涵、正当基础与法律保障》，《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 3期。 

③ 参见周雁翎 、刘军：《学术自由思想在中国的传播(1979--2010)——基于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的文献分 

析》，《学术界))2Ol1年第9期。 
④ 参见 [德 ]哈特穆特 ·毛雷尔 ：《行 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 ，法律 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6O页 。 

⑤ “软法”是指那些效力结构未必完整、无需依靠国家强制保障实施、但能够产生社会实效的法律规范。“软法” 

具有如下三个特征 ：首先，软法是一种规范，是一种行为规则；其次，软法的根本特征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以由法院 

强制执行；再次，软法的形成主体是多元的，政府组织、社会组织甚至私人组织都可以成为“软法”的主体。参见罗豪才、 

宋功德：《认真对待软法——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中国实践》，《中国法学772006年第 2期；罗豪才、毕洪海 ：《通过软 

法的治理》，《法学家)72006年第 1期。 

⑥ 相关文献包括但不限于：张翔：《学术 自由的组织保障——德国的实践与理论》，《环球法律评论7)2o12年第 4 

期 ；杨超、段从宇：《现代大学内部制度建设之再审视——基于内涵、价值与路径的分析》，《现代教育管理》2013年第 1 

期 ；湛中乐、徐靖：《通过章程的现代大学治理》，《法制与社会发展))2OLO年第 3期 ；肖金明：《通过大学章程重构大学治理 

结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法治论丛))72011年第 6期。 

⑦ 中国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始于 1898年。蔡元培先生是在中国倡导并实行学术 自由的第一人，蔡元培先生在 

北京大学确立的学术自由传统影响了当时乃至以后的许多大学校长。参见王建华：《中国近代大学的形成与发展——大 

学校长的视角》，《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7)2000年第 4期。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独一无二 

的重要地位，其影响延续至今，甚至超出了纯粹 的学术研究的范围。有学者将这种现象概括为“蔡元培神话”。参见 田 

正平 、潘文鸳：《教育史研究中的“神话”现象——以蔡元培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个案的考察》，《高等教育研究772017 
年第 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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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校长之后 ，学术 自由原则才在北京大学确立 ，并且成为北京大学基本传统的内容之一 。① 到 2018 

年，北京大学经历了两个 甲子的岁月 ，在这个特殊时刻回顾北京大学 的历史 ，梳理北京大学 的学术 自由传 

统具有独特的意义。学术 自由原则在北京大学的确立 ，离不开北京大学制定的各项“校 内法”。我们将通 

过研究 1912--1937年期间北京大学的“校内法”，探析北京大学的学术自由保障制度，进而回答上文提出 

的问题。全面抗战开始之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三校于1937年 1 1月联合组成西南联合 

大学。虽然北京大学的学术自由传统在 1937年以后的西南联合大学得到延续，但是西南联合大学毕竟是 

由三校合并而成，有别于北京大学，所以，本文以 1912—1937年的北京大学为研究对象。 

二、l912—1937年期间北京大学“校内法”的概况 

l912—1937年期间北京大学先后制定 了两部大学章程 ：1919年 的《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 

程》和 1932年的《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根据这两部章程，在 1932年以前，各项校内规则由北京大 

学评议会负责制定。1932年北京大学改评议会为校务会议 ，校务会议负责制定大学内部各项规程。因 

此 ，我们所研究的“校 内法”是指 1912—1937年期间 ，北京大学评议会或校务会议为管理北京大学 自己 

的事务而制定的各项规则。1915年 11月，北京大学就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成立评议会，但是当 

时的评议会徒有其名，校内决策权仍然为校长、学监主任、庶务主任等少数人把持。② 1917年，蔡元培就 

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对北京大学校内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评议会才成为真正的校内最高权力机关。 

1927年8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取缔北京大学，将北京大学并人京师大学校。1929年 8月，北京大学方才 

复校。在这段时间内，北京大学评议会也处于停止运行的状态。复校之后 ，北京大学重新组 织了评议 

会。1929年夏天，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大学组织法》。北京大学根据此法于 1932年改评议会为校务 

会议。抗战后，北京大学校务会议停止运行，北京大学南迁并与清华、南开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基于以 

上分析可知 ，评议会真正运行 的时间为 19l7—1927年和 1929--1932年 ，校务会议 良好运行 的时间为 

1932--1937年。换言之 ，本文所研 究 的“校 内法 ”主要是北 京大学评 议会在 1917—1927年 和 1929— 

1932年制定的各项校内规则，以及北京大学校务会议在 1932—1937年制定的各项校内规则。除了评 

议会和校务会议外，行政会议和教务会议在各自负责的领域也会制定部分规则。这些规则或者是由章 

程授权制定 ，或者是 由评议会 、校务会议特别授权制定 ，且通行全校。因此 ，我们将其纳入 “校 内法”的 

范 围。 

王学珍和郭建荣主编的《北京大学史料》一书中收集了1912--1937年期间北京大学评议会和校务 

会议的会议记录。我们尝试据此复原 1912—1937年期 间北京大学“校内法 ”的基本样貌。首先 ，从北 

京大学评议会和校务会议决议的方式来看，“校内法”具有两种形式：一是以简章、规则、章程、细则等命 

名的规范性文件，例如《大学评议会简章》(1917年)、《北京大学审计委员会规则》(1919年)、《仪器管 

理处章程》(1919年)、《评议会会议细则》(1920年)；二是不具有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而是直接公布的 

单项决议 ，⑧例如 1925年 8月 31日北京大学评议会议决 ：“评议会对于与本校无直接关系之重 大问题 ， 

倘有所预闻，须由评议会召集全校教授 ，依照多数意见决定之。”④其次 ，就具有规范性文件形式的“校 内 

法”而言，我们搜集到 1912--1937年期 间北京大学“校 内法”50多件 ，不具有规范性文件形式的规则若 

① 蔡元培先生于 19O7—1911年和 1913—1916年两度留学德国，深受德国现代大学制度与洪堡的学术 自由思想的 

影响。蔡元培先生主张的“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是北京大学的基本传统，是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北京大学的关键所在。 

学术 自由正是这个基本传统在学术领域的表现。参见张翼星：《试论北京大学的基本传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 版)2004年第 3期 。 

② 于胜刚：《回望与凝思：北京大学评议会制度的历史变迁(1915--1932)》，《高教探索))2013年第 5期。 

③ “决议”不具有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是评议会针对某一事项的决定。有时评议会也使用“议决”一词表达评议会 

针对某事项的决定。“决议”是作为名词使用，而“议决”是作为动词使用，两者并无实质区别。 

④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 ·上(1912--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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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搜集的“校内法”以王学珍和郭建荣主编的《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912— 

1937)》中收罗的史料为限。再次，1912—1937年期间，北京大学“校内法”的内容涉及组织管理、研究 

所、师资、学生事务等多个方面，保障学术自由始终是北京大学“校内法”的重要 目标。例如，1917年《研 

究所办法草案》规定了研究员在选题上的自由：“每学年之始，各研究员须择定愿研究之科 目。”“由研究 

员 自择论题经主任认可 ，或由研究科各教员拟定若干题 ，听研究员选择之 。”031932年《国立北京大学组 

织大纲》第 1条规定“研究高深学问”是本大学的教育宗 旨。 

三、校内治理体制 ：保障学术 自由的大学章程 

大学章程是大学内部的“最高法”和“组织法”，②大学内部治理体制和其他校内制度都源于大学章 

程。研究“校内法”保障学术自由的各项制度首先要研究大学章程。③ 大学章程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大 

学内部治理体制。大学内部治理制度的构建是否以保障学术 自由为原则，是我们评价大学章程的一项 

重要指标。从 1912年到 1937年，北京大学适用的大学章程主要有两部：1919年的《国立北京大学内部 

组织试行章程》和 1932年的《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我们以这两部大学章程为中心分析 1912— 

1937年期间北京大学的内部治理体制。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 ，以“研究高深学问”的理念改革北京大学 ，从教学、科研、管理和学生 

工作这四个方面展开。④在学术上，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确保北京大学成为“研究高 

深学问”之大学与“思想 自由，兼容并包”之大学 ，蔡元培建立了“教授治校 ，民主管理”的内部治理体制。 

在蔡元培的支持下，蒋梦麟组织起草的《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顺利通过，“教授治校，民主 

管理”的内部治理体制作为正式制度固定下来。 

1919年的《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建立的内部治理体制可以分为学校和学系两级(见表 

1)。 

表 1 

校长 总辖本 校校务 ，校长办公 室设 秘书一人 。 

评议会 校 长 、教授互选之评议员组 成 ，校长为议长 。 

行政会议 行政会议 由校长、教务长 、总务长和各行政委员会委 员长组成。校长为议长 。 

教务会议和教务处 教务会议由教务长及各学系主任组成。教务长由各学系主任互选，任期一年。 

学校 总务长 由校 长任命 ，必须 由教授 担任 。总务处 下设 总务 部 、注册部 、图书部 、仪器部 、出 总务处 

版部、庶务部等部门。 

行政委员会负责协助校长开展各项行政工作，行政委员会委员 由校长任命，但须经评议 

行政委员会 会同意。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由教授担任。常设行政委员会有组织、预算、审计、聘任 、图 

书、庶务 、仪器、出版。 

系主任 教授会推选，任期两年。执行本学系教学科研方面的事务。 学系 

教 授会 本系教授组成 。规划本学 系教 学科 研方面的事务 。 

① 王学珍 、郭建荣主编 ：《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 ·中(1912一l937)》，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332页。 

② 湛 中乐 、高俊杰 ：《大学章程 ：现代大学法人治理 的制度保 障》，《国家教育行政学 院学报 ))2Ol1年第 11期 。 

③ 大学章程要坚持保护学术自由的价值 目标 ，建立保障学术 自由的内部治理结构。这已经被国内很多学者所认 

可。姚叶、黄俊伟 ：《中国大学章程的定位分析》，《大学教育科学》2009年第 1期；陆俊杰 ：《大学章程的实质合法性》， 

《中国高教研究))2010年第 6期；湛中乐、徐靖 ：《通过章程的现代大学治理》，《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 3期；袁本涛： 

《现代大学制度、大学章程与大学治理》，《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 4期；张翔 ：《大学章程、大学组织与基本权利保障》， 

《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 l2期；劳凯声：《创新治理机制、尊重学术 自由与高等学校改革》，《教育研究》2015年第 10 

期 ；符琼霖：《对教育部首批核准的六所大学章程的分析》，《高校教育管理》2015年第 1期；尹建锋 ：《论大学章程的文化 

个性——基于欧洲三所大学章程的比较》，《比较教育研究))2016年第 12期。 

④ 参见严蔚刚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综合改革》，《高校教育管理))2017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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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层级 ，该章程确立了评议会主导下的行政会议 、教务会议和总务处三部 门分立的体制 。评议 

会实际上为校 内最高权力机关 ，议决下列事项 ：“(1)各学 系之设立及变更 ；(2)校内各机关之设立及变 

更；(3)各种规则；(4)各行政委员会委员之委任；(5)本校预算及决算；(6)教育总长及校长咨询事件； 

(7)赠与学位；(8)关于高等教育事件将建议于教育部者；(9)关于校内其他重要事件。”①在评议会之 

下，行政会议和教务会议分别行使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总务处负责全校事务性工作。行政会议行使下 

列职权 ：“(1)规画本校行政事宜建议 于评议会 ；(2)审查及督促各行政 委员会及各 事务机关 之任 务； 

(3)评议各行政委员会相关或争执之事件 ；(4)审查各行政委员会及各事务机关之章则。”②教务会议则 

行使如下职权 ：“(1)增减及支配各学系之课程 ；(2)增设或废止学系建议 于评议会 ；(3)举荐赠予学位 

之候补人于评议会；(4)关于其他教务上之事件。”⑧就学系层级而言，各学系设学系主任和学系教授会 ， 

学系教授会负责规划本学系教学科研方面的事务，学系主任负责执行本学系教学科研方面的事务。依 

该章程 ，北京大学共设 18个学系，实际上只有 13个 系，天文学系、生物学系、心理学系、教育学系和德 国 

文学系仍在组织中。此外，该章程还规定设立研究所，作为“各学系本科三年级以上学生及毕业生专攻 

某一种专门知识”的学术研究机构。 

这种内部治理体制的突出特征是“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教授治校”表现为，教授控制了校内权 

力系统中的各个部门。在评议会和行政会议中，除校长外的其他成员皆为教授。④教务会议完全由教 

授组成。教务长、总务长、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学系主任也都由教授担任。换言之，校内行政权力和学 

术权力都被教授们所控制。校内治理的民主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校内最高权力机关依民主原 

则产生。评议会评议员 由全校教授互选 ，任期一年。其二 ，校内学术机关依 民主原则产生。各学系组织 

教授会 。教授会选举系主任 ，任期两年。各学系主任组成教务会议 ，互选教务长 ，任期一年。其三 ，校内 

行政机关虽然重效率，但亦受 民主原则限制。行政会议成员与各行政委员会委员 由校长任命 ，但是必须 

经评议会通过。 

“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内部治理体制使得学术自由由此获得了组织制度方面的保障。教授在校 

内权力系统中的主导地位，使得非学术人员几乎无法左右校内事务，从而避免了校内非学术人妨害学术 

自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控制校内权力的教授就不会侵害其他学术人员的学术 自由。因此，行政权力 

与学术权力的相对分离以及校 内制度民主化就具有 了必要性。行政会议与教务会议的分立避免了行政 

权力对教学的干涉。制度的民主化与任期限制也降低了控制校内权力系统的教授妨害学术自由的可能 

性。这种内部治理体制对于学术研究并非百利而无一害，繁杂琐碎的行政事务使得教授们无法专注 

研究。 

1927年8月，控制北京政府的张作霖将北京大学等九所国立大学改组为京师大学校，1919年《国立 

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也随之停止适用。1928年国民革命军克复北京后 ，北京大学师生谋求复 

校。1929年 3月 ，北京大学复校运动委员会与南京国民政府达成协议 ，北京大学 以国立北平 大学北大 

学院的名义恢复办学。1929年 8月，南京 国民政府行政 院决议北大学 院完全脱离国立北平大学 ，恢复 

为国立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复校后 ，其各项制度也得到恢复，但是改革势在必行 。1929年南京 国民政 

府立法院通过《大学组织法》，教育部又据此制定了《大学规程》。不久，北京大学评议会议决按照这两 

部法律改定北京大学各项“校内法”。蒋梦麟亲自主持起草《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并于 1932年通 

过。在政府加强对高校控制的背景下，蒋梦麟将蔡元培先生主张的“教授治校”发展为“教授治学、学生 

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建立了新的校内治理体制，尽力维系学术 自由的局面。 

1932年《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建立的校内治理体制可分为学校、学院和学系三级(见表 2)。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 ·上(1912--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 83页。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 ·上(1912--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84页。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 ·上(1912--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83—84页。 

校长 为评议会 和行 政会议的议长 ，属于评议会和行政会议 的当然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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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保留校长办公室，另设课业处和秘书处协助校长处理行政事务。课业长和秘书长由校长在教授 中 校长 

任命 。 

校务会议 由校长、秘书长、课业长、图书馆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及全体教授、副教授选出之 

校务会议 代表若干人组成。设考试、图书、仪器、财物、出版、学生事务等委员会，委员会主席和委员 由校长 学校 

指定 教授 担任 ，但须 经校 务会 议决定 。 

行政会议 行政会议 由校长、院长、秘书长、课业长组成，校长为主席。 

教务会议 教务会议 由校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及课业长组成，校长为主席。 

事务会议 事务会议由秘书长及所辖各组主任组成 ，秘书长为主席。 

院长 校长任命教授担任。 学院 

院务会议 院长和各系主任组成院务会议，院长为主席。 

系主任 院长商请校 长聘任教授担任 。 学系 

系务会议 系主任、教授、副教授组成系务会议，系主任为主席。 

在学校层级，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校务会议取代评议会，校长地位上升。校务会议的职 

权与评议会类似，负责审议“一、大学预算；二、学院学系之设立及废止；三、大学内部各种规程；四、校务 

改进事项 ；五、校长交议事项”①。其二 ，校长控制所有校 内部 门，几乎独 占校 内人事权 。校长担任校务 

会议、行政会议和教务会议的主席。院长、秘书长、课业长、图书馆长都由校长任命，系主任的任命亦须 

经校长同意 。各委员会主席和委员 由校长提名 ，校务会议决定。其三 ，设立课业处和秘书处 ，协助校长 

处理行政事务。课业处下设注册组 、军事训练组和体育组。秘书处下设庶务组、出版组、文牍组 、会计 

组 、仪器组和卫生组 。事务会议由秘书长及所辖各组主任组成 ，审议如下事项 ：“一 、关于事务之进行及 

改 良事项 ；二、关于秘书处与本校其他各机关联络事项 ；三 、关于秘书处各组间联络事项 ；四、建议提出校 

务会议之事项。”②在学院层级，院长综理院务。院长与系主任组成院务会议，计划学院教学事项，审议 

学院一切教务事宜。就学系层级而言，系主任主持各系教学实施计划。系主任、教授、副教授组成系务 

会议 ，计划本系教学事项。此外 ，设立研究院。 

就校内治理民主化程度而言，《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的民主程度远远低于《国立北京大学内部 

组织试行章程》。首先，人事任命自上而下，不经民主程序。除教授、副教授选举的校务会议代表外，课 

业长 、秘书长 、图书馆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等其他人员都不经 民主程序产生。而《国立北京大学 

内部组织试行章程》则规定，学系主任由学系教授会选举产生，教务长由各学系主任互选产生。行政会 

议成员与各行政委员会委员虽 由校长推荐 ，但是这些人员的任命仍须经评议会通过。其次 ，校内最高机 

关校务会议的民主程度降低。全体教授、副教授虽有权选举校务会议成员，但是校长任命的秘书长、课 

业长、图书馆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属于校务会议的当然成员。再次，取消任期限制。民主化程度 

降低的另一面是校长和具有行政职务的教授在校内治理 中的地位上升。民主化程度降低和校长地位上 

升的制度安排与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大学的管理是一致的，也有助于北京大学迅速扭转 20世纪2O年 

代末 以来 的混乱与颓势。 

虽然校内治理体制的民主程度降低，但是蒋梦麟校长仍然尽力坚持学术自由原则。首先，教授仍然 

主导校内权力系统。课业长、秘书长、图书馆长 、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各委员会主席与委员均 由教 

授担任，教授在校务会议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其次，教务会议与行政会议二分，行政会议不得干涉教 

学和科研的传统得到保持。再次，课业处、秘书处和事务会议的设置使得教授们摆脱繁杂琐碎的行政事 

务 ，专注于学术研究。 

总之，《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和《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在设计校内治理体制时，都 

①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 ·上(1912--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92页。 
②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 ·上(1912--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 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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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障学术 自由为原则 。两者相 同的制度安排有二 ：其一 ，教授主导校 内权力系统 ；其二 ，行政权力与学 

术权力分立，行政权力不得干预教学和科研。区别在于，《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建立的校 

内治理体制民主化程度较高，而《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建立的校内治理体制民主化程度较低。 

四、建立校内科研平台：有关研究所和研究院的“校 内法” 

在德国，大学大规模成立研究所是 19世纪 中期研究深入和专 门化趋势出现以后 的事情。① 研究所 

是大学师生开展学术活动的场所。受德国的影响，蔡元培先生认为只有设立研究所，大学才能真正成为 

研究高深学问之所。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 ，积极推动建立研究所 ，搭建校 内科研平 台。② 蒋梦麟 

担任校长后 ，研究所发展为研究院。研究所(研究院 )是教师和研究员 (研究生)开展研究工作的场所 。 

为保障研究工作 的顺利进行 ，北京大学在 1912—1937年期 间制定了多项有关研究所(研究 院)的“校内 

法”：1917年的《研究所通则》和《研究所办法草案》，1918年的《研究所总章》，1920年的《研究所简章》， 

1921年《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1929年的《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章程》，1932年的《国立北京 

大学研究院规程》，1934年的《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暂行章程》，1935年的《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暂行规 

程》。按照研究所(研究院)组织结构的不同，我们可以将研究所(研究院)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发展阶段是多个研究所并立的阶段 ，涉及到的“校内法”包括 1917年的《研究所通则》和《研 

究所办法草案》，以及 1918年的《研究所总章》。根据《研究所通则》的规定，北京大学拟设立九个研究 

所，文科、理科、法科各三所研究所，依次为国文学、英文学、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法理学、政治学、经 

济学。北京大学于 1917年底成立了文 、理 、法三科研究所 ，其他各科研究所于 1918年 1月纷纷成立 ，各 

研究所开始招生(研究员)，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从此进入实践阶段。③ 为确保研究所成为研究高深学问 

的平台，上述三项“校内法”建立了相应的保障机制：第一，以研究科为载体，共同研究、特别研究和通信 

研究并存。研究所内的教员(教授)和研究员隶属于一定的研究科 目。研究科每星期或两星期开会一 

次 ，由本科 目教员讲演其研究心得 ，本科 目研究员可以参 与讨论。所谓共 同研究是指教员(教授 )提出 

特别问题，邀请其他教员或者研究员进行共同研究。所谓特别研究是指研究员在教员(教授)的指导 

下，选择特定的论题开展研究并写作论文。其论文经教员通过后，学校向研究员发放研究所成绩证书。 

所谓通信研究是指具有进入研究所的资格但因特别事故不能直接为通常研究员者，获得校长、学长或研 

究所主任的特许，可成为通信研究员，不必到所工作，但是需要进行特别研究并撰写论文。第二，研究所 

自治的管理制度。研究所由主任教员、教员若干、研究员若干和事务员 1人组成。本校教员可以加入研 

究所 ，校外学者经特别聘用也可以加入本校研究所 。研究所主任教员 由校长推荐 1人担任。本校毕业 

生可以自由志愿进入研究所 ，本校高年级学生须经研究所主任认可才能进入研究所 ，其他人人所成为研 

究员须经校长及研究所主任认可。研究所主任组成研究所联合会，协调各学科之间的联络。事务员负 

责处理所内事务性工作。第三，月会与月刊制度。研究所每月召开全体集会一次，由教员或者研究员报 

告其阶段性研究成果，也可以邀请所外学者讲演。各研究所合出《北京大学月刊》，刊发各研究所教员 

研究员撰写的论文以及外来投稿。各研究所各选教员一人组成《北京大学月刊》编辑部。月刊一切稿 

件均须经过月刊编辑部审定。第四，阅览室制度 。各研究所设阅览室 。阅览室可以购买贮存大学 图书 

馆未收藏而本研究所需用的书报，但是阅览室的书报不得借出。 

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大研究所阶段，涉及到的“校内法”包括 1920年的《研究所简章》和 1921年的 

《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蔡元培认为：“本校所办的研究所，本为已毕业与将毕业诸生专精研 

① 乔浩风、周川：《试论近代外国大学研究所的产生及其社会服务》，《现代大学教育}2016年第 2期。 

② 严蔚刚：《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综合改革》，《高校教育管理))2017年第 1期。 

③ 参见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81—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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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起见；但各系分设，觉得散漫一点，所以有几系竞一点没有成绩。现在改组为四大部，集中人才，加添 

设备 ，当能进步。”④换言之，多个研究所分立的局面导致人才分散 ，个别研究所毫无成果 ，组建大研究所 

是扭转这种局面繁荣学术研究的必要措施。于是，北京大学于 1920年 7月制定了《研究所简章》，于 

1921年 12月制定了《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1921年的《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公 

布后，此前制定的《研究所通则》《研究所办法草案》《研究所总章》和《研究所简章》一概废止。与第一 

阶段相比，大研究所阶段的创新之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统一全校各研究所。全校统一设立一 

所研究所，校长兼任研究所所长，研究所下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第二，扩大主 

任的职权。所 内各门设主任一人 ，由校长在本校教授 中指任 ，任期两年。主任主管本门事务 ，并有若干 

助教及书记员若干服从主任指挥 ，协助主任处理一切事务。第三 ，所 内各门设奖学金若干名。奖学金金 

额 、受奖者名额及其发放办法 由评议会另行规定。 

第三个发展阶段是研究院阶段，涉及到的“校内法”包括 1929年的《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章程》、 

1932年的《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规程》、1934年的《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暂行规程》和 1935年的《国立 

北京大学研究院暂行规程》。1929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得设立研究 

院”。北京大学据此改研究所为研究院。与研究所相比，研究院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研究院下设 自然 

科学、文史、社会科学三部，每部下分设若干门，后来又将三部改为三个研究所，分别是文科研究所、理科 

研究所及法科研究所。各研究所主任分别由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院长兼任。第二，设立院务委员 

会，负责决议研究院重要事项。院务委员会委员由校长推举之教授担任。院务委员会后来被院务会议 

取代。院务会议由院长、各所主任、大学本科课业长及秘书长组成。第三，强化对研究生的监督管理，建 

立完善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包括招生、学制、培养、奖助和学位制度。例如，研究生的指导工作由各系主 

任及教授承担；研究生人院后，每个月做读书报告或实习报告一次，提交指导教授审查；教授指导研究生 

的人数不得超过五人。 

从有关研究所和研究院的“校内法”的变迁来看，“研究高深学问”始终是建立研究所或者研究院的 

目的。为确保研究所和研究院成为“研究高深学问”之场所 ，学术 自由是有关研究所和研究院的“校 内 

法 ”的一项基本原则。首先 ，有关研究所和研究 院的“校 内法 ”排斥 了校 内行政系统对研究所和研究 院 

的干预，研究所或者研究院主要由教授、研究员(研究生)组成，学术事务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决定。其 

次 ，学术 自由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不受任何限制 ，学术研究须尊重学术规律 。限制主要是针对研究能力 

相对较低的研究员(研究生)。相关“校内法”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研究员(研究生)的管理，提升研究 

员(研究生)的研究能力。例如，接受教授的指导，每月做读书报告等。此外，为了推动学术研究的繁 

荣 ，北京大学多次修改相关“校 内法 ”，改组研究所和研究院 ，试 图通过优化组织 形式推动学术 研究的 

繁荣。 

五、职业安全和经济保障：有关聘用、教学和待遇的“校 内法” 

维护学术 自由一方面要排斥国家权力和内部行政权力对学术研究 的干预 ，另一方面也离不开职业 

安全和经济保障。从 1912--1937年期间北京大学制定的“校内法”来看，北京大学已经从职业安全和 

经济保障两个方面建立起 了保障学术 自由的制度。 

在教员的聘用与管理方面，北京大学也制定相关“校内法”，但大多是 以单项决议的形式发布的，鲜 

有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发布。首先，“教授的聘任与辞退均须经评议会之决议”。② 换言之，学校不能仅 

凭学生、系主任、院长或校长一人之意见辞退教授。此项规定有助于教授自由开展研究工作，而无需顾 

① 朱清时、李传玺主编：《现代大学校长文丛 ·蔡元培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135页。 

② 1922年 2月 11日(民国十一年二月十一 日)，评议会第五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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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学生与院校领导的喜恶。其次，为督促本校教授专心治学，限制本校教授在外兼职，评议会于 1922年 

2月 11日议决 ：“凡本校教授在校外之非教育机关兼职者 ，及在他校兼任重要职务者 ，须改为讲师 ，或 以 

教授名义支讲师薪俸。”1922年 2月 25日，评议会再次通过决议 ，严格限制本校教授在校外兼职 ：“凡 以 

教授名义支讲师薪者 ，不得享教授应享之权利。”“凡在校外兼职教授改为 以教授名义支讲师薪 的办法， 

限于曾在本校充当教授五年 以上者 ，此外不得适用。”再次 ，为促进学术交流，评议会于 1924年 6月 4日 

通过了《交换教授暂行章程》，北京大学可以与其他国内公立大学签署协定互派教授到对方学校从事一 

定时间的教学与科研。根据上述分析，北京大学实际上建立起 了保障职业安全的制度。现代 大学 的职 

业安全制度发轫于20世纪的美国，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为保证学术 自由不遗余力地推动终身教职制 

度。① 有学者认为蔡元培试图在中国推行终身教职制度，并通过教员续聘后无任期限制的实践在北京 

大学确立了事实上的终身教职。② “教授之解聘须经评议会议决”之规定也使得学校无法随意解聘教 

授。此外，考虑到特殊的时代背景，北京大学“校内法”还对教授兼职与教授交换作出了规定，限制兼职 

可以督促教授投身于学术研究，鼓励交换则有助于学术交流。 

在教员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方面 ，北京大学亦通过 了不少 “校 内法”。在教师 的教学方面 ，大部分 

规定是由教务会作 出的，评议会极少议决相关事项。以课程设置为例 ，评议会并未作过度干涉 ，而是由 

教务会议作了很多细致的规定。在教材和教法方面 ，评议会则通过 了一些决议。根据评议会的决议 ，教 

材由各科教授会选定 ，无适宜教科书或参考书的专 门科学及其他高等学术 ，可由教员随时印发讲义。在 

学生的学习方面，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了多项具有规范性文件形式 的“校内法”：1916年的《北京大学分 

科通则》、1919年的《修正选科生及旁听生章程》、1920年的《国立北京大学本科转学规则》、1924年的 

《转系规则》和《转系试验实施细则》、1926年《国立北京大学本科转学规则》和《国立北京大学旁听生规 

则》、1928年的《本科学生请假规则》、1932年的《国立北京大学学则》和 1934年的《国立北京大学转学 

规程》。前述“校内法”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分科、转系、休学和转学的制度，以保障学生的学习自由。 

学术 自由的维护还依赖于经济方面的保障，主要包括教师待遇和学生奖助学金两个方面。有关教 

师待遇方面的“校内法”主要包括：1918年的《修正讲师支薪规则》、1934年的《资助助教留学规则》、 

1934年的《大学教授休假研究规程》等。根据上述“校内法”，北京大学教员不仅能获得较高的收入，还 

能带薪出国留学、带薪休假。在校服务满五年或者获得一定研究成绩的助教，可以申请学校资助其赴国 

外留学。连续服务满五年的教授可以申请学术性休假，该教授可利用假期从事研究或者赴国外从事研 

究。经济待遇方面的保障，使得教员能够专注学术研究。缺乏经济保障，教员自然无心专注学术研究。 

1926年北京大学办学经费紧张，多位教授于 1926年夏天离开北京大学到厦门大学任教 。有关学生奖 

助方面的“校内法”包括：1922年的《国立北京大学助学金及奖学金条例》、1932年的《国立北京大学学 

生助学金规则》、1934年的《领发补助费办法》、1934年的《国立北京大学佛法奖学金暂行办法》、1934 

年的《杨莲府先生纪念助学金规章》等。以上“校内法”使得北京大学在校生尤其是家境贫寒成绩优异 

的研究生 ，能够获得足够的金钱以解决生活问题。助学金 旨在扶助家境贫寒成绩优异 的学生 ，奖学金主 

要 目的是奖励学生的学术贡献 。1922年北京大学在研究所各门中设立助学金名额 6个 和奖学金 2个 ， 

资助在所研究生。助学金每名每年 200元 ，奖学金每名每年 500元。③ 1932年校务会议决定在全校设 

立助学金25名，每人每年 180元。④ 1934年又将助学金名额扩展到 60个，其中25名每年获得 160元， 

① 刘北成 ：《以职业安全保障学术自由——美国终身教职的由来及争论》，《美国研究))2003年第 4期。 

② 1923年《杭州大学意旨书》中有关教职员任期无限制的规定是蔡元培支持建立终身教职制度的体现。北京大 

学教授续聘后无任期限制的实践则是蔡元培试图确立终身教职制度的体现。参见孟令战：《民国时期教学 自由权制度与 

文化结构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 103页；应星：《塑造中国大学精神的现代实践》，载甘阳、李猛编：《中国大 
学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 178页。 

③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 ·上(1912--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 630页。 

④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 ·上(1912--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 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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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名每年获得 100元。① 为支持研究生投身于学术研究 ，北京大学研究院于 1935年设立面 向研究生的 

助学金 20名 ，每人每年 320元。② 此外 ，北京大学还提供临时性救济，如 1934年对东北勤苦学生进行临 

时性救济 。③ 设置多种奖助学金 ，使得学生能够安心投身学术研究完成学业。 

六 、结论 

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学术 自由主要受到宗教和政府的威胁，保障学术自由实际上就是保护学术研 

究免于宗教和政府 的干涉。然而，学术 自由的实现并非仅仅依赖宗教和政府 的克制与不作为。一方面， 

学术自由需依赖于校内各项制度安排才能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这些制度安排中也可能存在影响学术自 

由的因素。大学内部各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依赖于“校内法”。因此，“校内法”应当将学术自由的保障 

与实现作为其重要目标。根据上文的讨论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制定大学章程，建立保障学术自由的校内治理体制。一方面确保学术人员在校内治理体制中 

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建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适当分离的体制。这种制度安排有利于制定各项符合 

学术研究规律的措施 ，同时也可以避免校内行政系统对学术 自由的干预。此外，适当的民主程度也是维 

持学术自由所必不可少的。蒋梦麟校长虽然将“教授治校”限缩为“教授治学”，但是校务会议代表仍由 

民主程序产生。权力的合理配置以及适度的民主化可以避免学校因内部斗争而产生诸多矛盾，这些内 

部争斗很有可能成为摧毁学术自由和大学的因素。④ 当代的大学办学规模远远超过民国时期的大学， 

校内制度维持何种程度的民主仍然有待探索。 

第二，制定并完善有关研究机构和研究生培养的“校内法”。教师(包括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研究 

生(包括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 )是学术研究的主要人员。为鼓励教师积极开展学术研究 ，“校 内法” 

可以建立研究所制度 ，为进入研究所开展学术研究的教师配置相应 的人 、财 、物。研究所的设 置也有利 

于教授们开展合作 ，攻克大型研究项目。有关研究生培养的“校内法”则要注意研究生与教师的区别。 

一 般来说 ，教师已经具有独立开展研究 的能力和经历 ，而研究生 的独立研究能力则相对较低 ，因此 “校 

内法”应当区分这两类人员。对于教师 ，“校内法”不宜限制过多 ；对于研究生 ，“校内法”应 当加以限制 ， 

确保研究生成长为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研究人员 。 

第三，完善有关职业安全和经济保障的“校内法”。在教师的聘用与辞退方面，应当注意听取教授 

们的意见。在教学方面，应注意保护教师的教学自由，学校不宜加以干涉，不能仅仅根据学生评价决定 

某门课程或某位教师的去留。在经济方面，应当注意保障教师的物质待遇，确保教师不因忧虑生活问题 

而无心学术研究。 

(责任编辑 ：子聿) 

①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 ·上(1912一l937)》，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 635页。 

②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 -上(1912--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 638页。 

③ 该做法实际上是落实 1934年 11月教育部东北青年救济处函送各省省政府《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补助东北勤 

苦学生办法》。该办法规定对“确系无力供给膳宿书籍等费用而成绩优 良者”之东北勤苦学生分别给予补助费。参见李 

海萍：《清末民初(1860—1937年)大学学费政策研究》，《高等教育研究))2o13年第 l0期。 

④ 1920年代的一度与北京大学并称的东南大学在 1925--1927年的“易长风波”之后迅速衰落 ，学术 自由风气消 

失 ，沦为 国民党党 化教育的基地 ，在一 定程度上是董事会 治校 削弱 了教授治校 权利 而引发教授 与校长 矛盾加 剧的结 果。 

参见张雪蓉：《以美 国模式为趋向：中国大学变革研究(1915--1927)——国立东南大学为个案》，华东师范大学 2004年博 

士学位论文，第 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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