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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以下简称“元培学院”）

是国内最早探索人才培养的本科学院。2001 年

北京大学设立了元培计划实验班，2007 年正式

改名为北京大学元培学院。2014 年北京大学元

培学院实施新版教学计划，这个教学计划后来

也在全校范围内推广，推动了全校的本科教学

改革。2016 年元培学院所有学生住进了同一个

宿舍楼，开始了住宿书院的建设。现在，元培

学院每年有近 300 名学生入学，包括港澳台地

区学生和国际学生。

一、元培学院是北京大学本科教育改革实

验田

元培学院过去 20 年的发展，大概可以概括

为三个阶段。

2001 年创立之初，元培学院作为北京大学

本科教育改革的重要实验田，其办学理念通常

概括为“双自由”：自由选择课程，自由选择

专业。也就是说，学生可以在全校范围的课表

里选择他要上的课程，原则上可以选择北京大

学所有的专业方向。所谓“原则上”，意味着

如果学生第三年从物理学院再转到中文系，就

不大可能在四年内完成本科学业。元培学院一

直坚持“双自由”的选择方针，但这会给学生

带来很多挑战，我们需要给学生更多的指导和

帮助。

元培学院的第二个发展阶段，重点是跨学

科专业。2007 年元培正式建院，2008 年开始逐

渐设立了一系列交叉学科。起初，我们借鉴牛

津大学 PPE 设立了政经哲项目（现在国内已经

有好几所大学开始推行类似的项目）。另外，

我们还有整合科学、数据科学、古生物学、外

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主要是历史系和外语学院

合作，现在加上了“外国语言与外国考古”）

几个跨学科专业。这五个跨学科专业吸引学生

的情况不大一样，有的方向学生非常少，例如

古生物学专业多的时候只有两三名同学，有时

候甚至只有一名同学。但政经哲、数据科学专

业经常有 40 ～ 50 名学生，规模非常大。

近年来，元培学院学生有机会住在一个宿

舍楼。我们希望以此为基础，逐步建立有中国

特色的住宿制书院。同时，完善通识教育体系，

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二、元培学院教育教学的特色

我首先从元培学院的起点开始，介绍元培

学院的教育特色。

元培学院建设伊始，就强调在全校范围内

进行专业和课程的自由选择。开始实施时有不

少困难。因为元培学院自成立那天起，就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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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专业院系并存于北京大学。这是全国很

多高校办本科学院的时候都存在的现象。从研

究生院到本科生院，整个大学仍然是以专业院

系为基本骨架，按研究逻辑规划本科教学，由

专业院系全面负责本科生的教学、学习和生活。

元培学院实施自由选择专业、自由选择课程后，

学生得到了非常大的自由，但在元培学院与其

他院系的协调方面产生了很大的挑战和困难。

当时设计元培学院基本制度时有两项非常

重要的改革措施。

（1）元培学院是北京大学唯一有弹性学习

年限的学院。在我们学院里，学生可以在三年

至六年期间内完成大学本科学位。提前一年毕

业的很少，延期的很多。延期的原因主要有两 
个：第一，元培学院学生原则上可以转变专业

方向。学院大概有 60% 学生（接近 2/3）曾经

改变过专业学习方向，这是非常大的比例。学

生若在二年级下学期或者三年级转变专业，就

可能需要更长的学习年限才能完成大学本科的

学习要求。不过，以前延长学制的主要是转专

业的学生，但近年来也有一些非常出色的学生

通过五年的学习，尝试更具探索性的学习模式。

学院目前就有一名大四的学生，从中学起就对

恐龙感兴趣，进入元培后选择了古生物专业。

他申请延期一年毕业，因为现在国际上恐龙研

究的主要方法是计算机模拟，他觉得要花一年

的时间，强化计算机方面的知识。我们认为，

弹性学制给学生探索、学习不同专业知识提供

了非常好的选择。2019 年元培学院设立了元培

青年学者计划。学生在大三或大四获得这样的

称号后，可以在导师指导下探索更加个性化的

培养方案。

第二是元培学院具有自由学习的特点。元

培学院教学方案的最低学分要求比全校其他院

系要略低一些。不过我们统计过，元培学院学

生毕业时的平均学分数跟全校差不多。也就是

说，学生借助于学分要求的弹性化，可以选择

对自己成长更有帮助，或者说更能发挥才能的

课程。

但是，自由学习事实上也带来了一系列的

困难。我们把自由给了学生，并不意味着学生

可以直接从自由中获得成长，而是需要我们提

供更多的帮助和指导。自由学习带来的困难主

要有三个：一是元培学院范围内老师和学生的

关系没有其他院系那么密切。比如哲学系，学

生一进入哲学系，所有的课程都是跟哲学系老

师一起上。而我们的学生跨了经济学院、哲学系、

政府管理学院等诸多院系，跟老师的关系就不

如专业院系那么紧密。

二是学生转专业过程中，有的是兴趣转移，

有的是发现自己的能力达不到原来专业的期望

值。有时候学生的自由选择其实相当盲目。学

生刚进大学时的选择，更多的是父母和社会替

他们做的选择。他们进来以后需要对大学有更

多的了解，避免集中在那些社会上比较热门的

领域。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数据科学的跨学科

专业，大多数学生选它是因为数据科学成为近

年来社会的热点，许多理科生对这个方向非常

感兴趣。其实，我们更希望学生知道这个领域

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时，需要我们对学生

进行指导。

三是学生选择专业时最大的难题在于，基

于所有的探索学习，要发现自身兴趣和能力所

在，并找到共同学习的伙伴。我们希望教师、

助教、研究生、本科生形成一个学习的整体，

这对学生转换专业方向非常重要。在元培学院，

经常会发现一个宿舍的学生分别来自于中文系、

物理系、哲学系。学了两年，中文系的学生天

天跟室友讲中文很有意思，物理学院的学生或

许会想：我要不要也学学中文？这是好事，也

有问题。

基于这三点困难，我们针对学生的自由学

习进行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教育上的努力。

元培学院在全体学生中进行了非常系统的

新生教育，希望学生对学科、自己的能力和整个

大学的课程体系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另外，跨学

科专业也为学生提供一个多学科学习、探索的基

础。这些专业也是孵化器。比如说学了数据科学

后，学生想用数据科学的技术，在生物科学方面

探索自己未来的发展，那么，他就可以从数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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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进一步进入生命科学学院学习生物信息方面

的专业。这是我们希望建立的路径。

（2）元培学院在导师制方面进行了不少探

索。我们在全校范围内选聘了一大批非常受学

生欢迎的导师。但不仅在中国，甚至可以说在

全世界范围内，本科导师制都面临一个非常棘

手的问题：有时间的专家教授，学生可能不知道；

而学生知道的著名教授特别是知名的大学者都

非常忙。如何创造学生和导师共同学习、共同

讨论的伙伴式学习的经验，是我们要努力解决

的问题。我们通常请导师和学校非常出色的老

师开小规模的元培新生讨论班（不超过 15 人），

希望学生在课上有机会和这些导师接触。

导师制是所有本科教育面临的最大难点。

在专业院系，学生会在各门课程教学中反复和

这些老师接触，老师会找到他喜欢的学生，学

生也会有遇上适合的老师。但是在元培这样一

个自由选择的本科学院，怎么建立有效的导师

制，是一个非常值得努力探索的问题。下面举

几个例子作些说明。

政经哲是一个建设时间相对较长的跨学科

专业。在这个专业里，虽然有来自政治学、经

济学、哲学院系的老师在一起指导学生，但课

程大纲、整个教学方案的修订主要是由学生发

动的。近几年教学方案中加入了大量的社会学、

国际关系和历史学方面的课程，这都是由学生

首先提出的建议。他们希望更多地了解社会、

历史方面的知识，了解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方

面的最新变化和前沿理论。政经哲专业新生入

学后，他们会举办自己的读书会和系列讲座，

并定期组织征文比赛和内部的各种交流活动。

这些活动基本上是学生主导、学院支持，三个

专业院系提供教学资源的模式。我觉得这是一

个非常成功的本科教育探索。

整合科学是汤超教授主导的项目，主要是

整合数理化学科的知识，从事定量生物学研究。

这一专业在整合理科课程、进行大规模统合性

实验方面做了许多非常好的尝试，深受学生的

欢迎。

我再介绍一下古生物专业。它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小的专业。我前面介绍的那位研究恐龙的同

学，他是 2018 年北京大学十大学生年度人物之

一。他虽然还是个本科生，但已经具备了博士生

的研究能力和水平。我不认为所有的本科生都应

该这样，但 300 名学生中有一个这样的学生也可

以。这其实就是我们元培学院的特点。

我们在尝试全方位的新生教育。学生一入

学，不论文科、理科学生，都要参加连续 30 小

时左右的新生训练营，聆听所有院系的老师介

绍他们的专业方向。我们认为，这样做对学生

非常有益。

近两年来，学院在新生阶段开设了 1 学分

的新生讨论课，希望创造老师和学生密切接触

的关系。学院还开设了系列学科讲座，拓宽学

生眼界，建立跨学科视野，并针对学生在相关

学科学习过程产生的困难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

例如，2018 年学院请戴锦华教授开设了“西班

牙内战的影像与再现”，李松教授开设了“从

《清明上河图》看中国的艺术与历史”，强世

功老师开设了“美国宪法：从判例看法律人是

如何思考的”等新生研讨课。2019 年，学院

开设了 25 门新生研讨课。其中，邓小南教授

讲“岳飞：历史研究的方法与实践”，并带学

生去杭州参观了历史博物馆和考古所；著名心

理学家吴艳红教授开设了“幸福心理学”；从

哈佛大学回来的艺术学院贾妍老师开设了“两

河流域的艺术和宗教的观念”。这些课不是概

论和导论，而是通过一个题目使学生了解一组

学科的思维方式，也创造了学生和老师接触的 
机会。

三、迈向自由学习的共同体

元培学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解决。例

如，元培学院不像专业院系那样，学生们住在

一起、有相同的上课时间表。元培学院宿舍里

的学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时间表，白天彼此

都难碰到一起，这给他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带来

了不少障碍。我们正在建设的书院，希望可以

使自由学习的学生形成一个生活的共同体。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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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国内高校在建设本科生书院的时候，比

较重视拔尖人才和跨学科的培养，但是对于住

宿书院的共同生活和学生之间的自主管理与相

互支持重视不够。

我们希望元培学院有一个小规模的、自己

的通识教育课程，使学生在一起上课、读书，

有共同的学习经历（见表 1）。

目前，元培学院有学生自己的电影院、健

表 1 元培学院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课程系列 秋季课程 春季课程

西方古典文明 《理想国》

中国古典文明
现代中国

《论语》
中国古代史

中国社会研究（政府）
《庄子》精读

中国社会研究（社会）

现代世界

现代政治

现代经济

现代社会

现代科学与技术
科学的理念与实践——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

设计、开发与制作
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历程

身房和图书馆，都是学生自己在管理。学院希

望以此给学生创造一个共同生活的空间。元培

学院还有学生自己的学术学会，在学生中组织

许多学术方面的交流活动。学院给学生提供充

分的支持，为他们创造优越的互动环境。

长期以来，北京大学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

者，但在毕业调查中一位学生的留言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你们这些老师在大学课

堂上就是在找未来的同事，一旦发现我不是这

样的人，就在教育上忽视我。我想，我们应该

改变目前大学人才培养的观念。北京大学不仅

要培养世界一流的学者、专家，也要培养最优

秀的企业家、有责任感的公民。我们要为学生

提供一个全面成长的环境。不论一个学生的志

向是什么，他（她）都能在元培学院获得相应

能力的培养，能够受到尊重，能够找到具有相

同志向的朋友。我们的大学，除了使学生较好

地完成自己的学习，还可以和同伴一起度过大

学生活，在这里形成健全的人格。这是研究型

大学办本科学院面临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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