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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中国教育经济学 30 年的回顾应该说是一件工作量极大的工作 ,需要对 30 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才能完
成 ,而且这样的工作应该由本学科的前辈来完成更为合适。本文应编辑部的约稿在相对比较短时间内完成 ,其实无
法系统研究 30 年来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全部优秀成果 ,只是作者本人对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些理解 ,不当之处还请
教育经济学的同仁谅解。

①范先佐. 20 世纪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回顾与前瞻[J ] .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99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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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简要地回顾了中国教育经济学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发展 ,将之划分为萌芽期、初创期与发展期

三个阶段 ,每一阶段都分析了该阶段教育经济学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方面的进展 ,归纳了每一阶段

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贡献 ,分析了当前教育经济学存在的不足 ,最后提出了关于教育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

思考。

关键词 :教育经济学 ;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 ;社会服务

中图分类号 : G40 - 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4519 (2008) 06 - 0010 - 04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 ,30 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教育经济学作为一

门年轻的学科 ,几乎是循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一路不断成长壮大。30 年来 ,中国教育经济学在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为国家的教育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有力

地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本文将简要回顾 30 年来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及其主要贡献 ,分析教育经

济学发展的成绩与不足 ,展望中国教育经济学的未来。

一、中国教育经济学的萌芽期

国际上一般把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作为教育经济学诞生的时点 ,主要标志就是舒尔茨正式提出人力

资本的概念 ,以及当时西方经济学界围绕人力资本进行的一系列研究 ,代表人物包括舒尔茨、贝克尔与明

瑟。上世纪 60、70 年代是教育经济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不过由于当时中国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 ,对西

方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基本上没有同步的讨论。改革开放后 ,随着面向西方大门的开启 ,教育经济学开始

正式传入中国。如果以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成立作为标志 ,中国教育经济学发展的萌芽期大约为

1978 年到 1984 年 10 月。从 1978 年开始大量关于教育与生产力、教育与经济增长方面的文章见诸各种

期刊与报刊。“在 1979 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正式提出要建设我国的教育经济学。1980 年 8 月中

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工作交流会 ,许涤新、于光远、董纯才等著名的经济学

家和教育家在会上倡导建立我国的教育经济学。1981 年 8 月由刚成立的全国教育经济学会筹备组 ,在

北京举办讲习班 ,由华东师大邱渊教授首次在我国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与前苏联教育经济学的产生、发展

和基本内容。”①在此期间一批教育经济学著作、教材 ,以及译著纷纷问世。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厉以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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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济学》、北师大教育系研究组编《教育经济学讲座》,译著有舒尔茨《教育的经济价值》,约翰. 希恩

的《教育经济学》等。

这一时期 ,中国的教育经济学主要处于学习介绍西方与前苏联教育经济学阶段。其中最重要的成果

应该是人力资本观念的引进 ,人们对于教育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 ,教育不再仅仅是意识形态与消费 ,教

育更重要的是生产力与投资的观念逐步为学界、政府和社会所接受。

二、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初创期

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初创期大约从 1980 年代中期到 1990 年代中期。1984 年 10 月中国教育经济学研

究会的成立标立着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全国性学术团体的成立使教育经济学研究

形成了全国的协作组织与交流台。1985 年学会主办的会刊《教育与经济》创刊 ,使教育经济研究有了独

立的学术论坛 ,对教育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从 1980 年代中期开始 ,教育经济学在教

材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成果。厉以宁主编、陈良焜、孟明义、王善

迈为副主编的《教育经济学研究》获得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其中提出的关于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N P4 %的政策建议 ,对国家的教育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时期重要的成果还有王善迈的《教育投

资与财务改革》、《教育经济学概论》、邱渊的《教育经济学导论》、杨葆昆的《教育经济学》、薛伯英与曲恒昌

的《西方教育经济学流派》等。这一时期关于教育投资问题的研究 ,关于教育财政体制问题的研究 ,关于

教育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关系的研究 ,关于教育产品属性的研究 ,关于教师工资问题的研究等 ,出

现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

同时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 ,北京师范大学在全国率先招生了教育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 ,使教育经济学

的人才培养开始走上正规化专业化的轨道。

三、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发展期

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发展期大约从 90 年代中期一直到现在。这一时期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

培养实现了跨跃式的发展 ,全国具有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授予权并招收教育经济方向博士研究生的

单位达到近 20 家 ,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达到 100 多家。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成为国家重点学

科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成为 985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标志着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又

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也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在各类教育学与经济学学

术期刊上发表的教育经济方面的学术论文快速增长 ,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教材、学术专著与译著。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学术专著大量出版 ,其中很大一部分为近年来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发表的 ,反映学科建设与人

才培养的跨越式发展对教育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极大促进。这一时期编写的影响较大的教材包括王善迈

的《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靳希斌的《教育经济学》、杨葆昆与范先佐的《教育经济学新论》、教育部财务司

主持编写的教育经济培训网络教材等。在学术著作方面王善迈教授主编的教育经济研究丛书先后出版

了 15 本 ,领域几乎涵概了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大部分领域 ,包括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教育财

政与教育政策、学校管理的效率与效益等。闵维方主编的《教育投资决策研究》、《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研

究》,丁小浩的《高等学校规模效益研究》等都是这一时期高水平的标志性的成果。杜育红、赖德胜主编的

京师教育经济译丛 20 年后再次较大规模引进介绍英美在教育经济学方面的最新成果 ,反映出国内教育

经济学研究逐步赶上了国际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步伐。这一时期教育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成果获得了

各种重要的学术奖励 ,代表性的有王善迈的《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获得国家图书奖。

这一时期教育经济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教育经济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研究内容不断深化 ,

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研究方法日臻规范与完善。在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初创期 ,教育经济学研究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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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教育投资展开的 ,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教育投资的来源、分配、使用与效益等问题。在教育经济学的发

展期 ,教育经济学研究更注重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 ,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开展研究。这一时期关注的

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这方面不仅包括人力资本理论的梳理与深化 ,也包括对人力资本投资

风险的研究 ,以及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研究。

第二 ,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教育与收入分配的研究 ,大学生就业

问题的研究 ,劳动力市场结构及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

第三 ,教育收益问题的研究。教育收益分为市场收益与非市场收益 ,市场收益的研究主要关注教育

与收入的关系 ,以及教育收益率。这方面的进展主要表现在收益率的实证研究及计量方法的创新。在非

市场收益方面 ,像教育与生育、代际问题的研究也出现了非常好的研究成果。

第四 ,教育财政问题的研究。教育财政问题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 ,在这一时

期 ,教育财政问题的主要进展表现为公共财政框架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研究、教育财政转移支付

问题的研究、财政分权与地方教育经费投入问题的研究 ,学费问题的研究 ,以及学生资助体系的建立与

完善。

第五 ,关于学校效率与教育生产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进展主要表现为学校规模效益的研究、学校

范围经济的研究、学校效率计量方法与相关的实证研究、教育生产函数的研究。其中尤其是闵维方、丁小

浩等人所做的高等学校规模效益的研究在学术界与政策层面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第六 ,教育成本计量与教育成本函数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进展主要表现为在现有学校收付实现制

的会计制度下 ,如何计量教育成本的研究 ,以及运用教育成本函数进行学校效率与教育经费充足性的

研究。

第七 ,转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教育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研究 ,农村家庭决策问

题研究等。

第八 ,新制度经济学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这一时期一批学者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探讨了学校

产权、学校经营、学校组织交易成本与效率等问题。

第九 ,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研究。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体制改革的研究 ,

比如高等学校招生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 ,教育产业化问题的探讨等。

从以上的简单归纳中可以发现 ,中国教育经济学在这一时期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研究内容不断深入。

同时 ,这些研究采用的方法及学术规范日臻完善 ,许多文章不仅在国内一流学术刊物发表 ,有的还在国外

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

四、关于中国教育经济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 ,中国教育经济学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站在国际学术前沿及国家重大需求

的高度来审视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发展 ,应该说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依笔者个人的观点 ,中国教育经济

学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教育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教育经济学是教育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 ,不过从研究

方法上看 ,更多地受到经济学的影响。从这一点上看 ,教育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应该更多地从经济学中寻

找营养 ,或者教育经济学本身就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不过 ,从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看 ,教育经济学早

期更多地与经济增长理论、财政理论与劳动经济学相关。后来则更多地与公共选择理论、产业组织理论、

管理经济学等相关。这样的发展过程反映出多个经济学科对教育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 ,教育经济学自身的逻辑与范畴似乎很难建立 ,教育经济学更多地应该是一门应用学科 ,从

多学科的角度解决教育理论或实践中的问题。但是回顾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发展 ,即使将教育经济学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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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应用学科 ,其基础理论研究也需要加强 ,以避免出现就政策论政策 ,研究无法深入的现象。

第二 , 理论研究引进与移植国外的模型较多 ,原创性理论研究严重不足。从目前教育经济学研究的

总体情况来看 ,理论模型上直接引用国外的比较多 ,而根植于中国本土的原创性理论比较少。中国教育

改革开放 30 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应该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 ,但立足中国教育发展实际建构的教育

经济理论还很少。在中国逐步走向强大的今天 ,迫切需要根植于本土的能够解决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问

题的教育经济理论。

第三 , 人才培养体系严重滞后。与教育经济学的学术研究相比 ,教育经济学的人才培养体系更为严

重地滞后。在全国出现这样多的博士点与硕士点的今天 ,教育经济学在人才培养的目标、课程体系、培养

模式 ,以及就业取向等方面并没有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教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认真分析社会需

求 ,并以需求为导向不断改进与完善教育经济学的培养体系 ,为教育经济学发展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

第四 , 解决国家教育发展中重大问题的能力不足。教育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 ,教育经济

学的研究也一直围绕着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展开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有的对国家一些重大教育

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有的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教育经济学现有的研究能力与国

家、社会、个人的需求相比 ,还远远无法满足国家、社会、个人教育决策的需要。如何瞄准需求 ,集体攻关 ,

解决教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是教育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30 Years of Development in Economics of Education in China :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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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st udy reviews t he t hree p hases of 30 years of develop ment in economics of education
in China : fledging , early growt h , and mat urity. In each p hase t he st udy analyses t he p rogress of re2
search , talent t raining , and social service and summarises major research cont ributions made by t he dis2
cipline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in China , and addresses areas for f urt her develop ment and issu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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