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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s computer science major is one of the best in the world, 
thanks in large part to its unique curricula structur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atisfaction of 
multivariate demands in the content aspect, namely, through carefully choosing the contents of 
specialized courses, general courses and free electives, the content structure balanced personal and 
social demands, actual problems and subject logic, and current needs and long-term interests. In the 
curricula arrangement aspect，longitudinally，the courses promote infiltration among different-level 
courses, thus followed the rule of knowledge evolution logic and the students' cognitive development； 
horizontally，expand the students’ field of vision by choosing courses across the faculties and 
departments，as well as  encouraging "far" elective principle；also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ixed 
mode，built a function network of mutual promotion.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developmen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ommon elements 
of the course contents, and adapt maximally to the multivariate demands. Meanwhile, we should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unctional network in the curricula organiza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goal of curriculum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关键词 卡内基梅隆大学;本科课程结构; 计算机科学专业;多元适应;功能网络    

摘要 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课程结构特色：在内容上表现为多元适应，即通过精心

选择专业课、通识课和自由选修课课程内容，平衡了个人与社会需求、实际问题与学科逻辑

以及现时需求和长远利益；在课程组织安排上，各层次和类型的课程相互促进渗透，纵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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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贯通的序列模式和“先同后异”的设计遵循了知识演化逻辑和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横

向上跨院跨部并鼓励“就远”选修的原则，拓展了学生的视野，促进了学系间功能网络的搭

建。因此，我国在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应关注课程内容共同要素的挖掘， 大限度地适应

多元需求；同时，在课程组织安排上注重功能网络的搭建，以调动各院系互动积极性，实现

课程共建和共享。 

前言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本科教育质量成为重要的指标。而教育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为专业和

课程。课程作为专业的细胞直接关联到一流人才的培养，体现着一所学校的特色。因此，分析世界一流大

学本科课程结构，发现课程内容选择和课程组合方式的特点，对于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卡内基梅隆大学（CMU）是一所后发优势强劲的世界一流大学，其计算机科学专业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该领域在世界范围内的翘楚。该专业本科课程多年来在美国权威杂志《美国新

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课程排行榜上位列榜首，亦被企业招聘人员评为 佳。本研究以 CMU 的计算机科学

（CS）专业本科课程结构为研究对象，探究其课程结构和特点，为我国计算机科学本科课程结构优化和卓

越工程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一   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本科课程结构 

    课程结构就是课程内部各要素、各成分的内在联系和相互结合的组织形式，
[1]
规定了组

成课程体系的学科门类及学科内容的比例关系，如必修课与选修课、专业课与通识课程等的搭配等，体现

着一定的课程理念和课程设置价值取向。在课程结构中，课程的内容，即知识构成是核心问题，课程内各

要素间的比例关系是课程各要素组合方式 重要的方面,它直接影响到课程的结构状况和功能的效度,从

而影响到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与否；课程的形态结构，即组织方式是课程结构的骨架，如果课程内各

相邻要素间关系协调, 就可以形成课程功能耦合, 使课程产生“非加和性”的整体效应
[2]
。CMU 的计算机

科学专业本科课程内容为“专业基础课”+“广博通识课”+“自由选修课”，课程组织方式为纵向序列递进

式、横向交叉渗透。 

   （一）课程内容的选择 

    1、专业课程内容：基础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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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U 计算机科学的专业课程(见表 1)由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相关课程构成，其中专业基

础课程（15 门）包括专业核心课程（8 门，至少 79 个单元①）和非核心课程（7 门，至少 66

个单元）
[3]。专业核心课程全部都由计算机学院开设，且为必修课程，包括新生入门课程、计

算机原理、函数编程原理、计算机科学的数学基础、数据结构和算法、计算机系统简介、计

算机科学的理论思想和工程观念、算法设计与分析。非专业核心课程为限制性选修课程，由

计算机学部和英语学部、哲学部、数学部、计算生物学部、人机交互部、语言技术系、机器

学习部、机器人学部共同提供，将课程分为 6 大板块，分别是交流性课程、算法、逻辑／语

言、软件系统、应用、计算机科学，每板块提供 3-10 门课程，学生从中选择一到两门修习，

共修 7门。专业相关课程为数学类（4门，至少 39 个单元），由数学部提供的微积分、集成与

近似为必修课，矩阵课程为限制性选修，概率课程则可以从计算机学部、数学部和统计学部

中选择 1门。专业课程共计 19 门，合 184 个单元，占毕业要求总学分的 51%。从专业课与其

他类课程的比例来看，CMU 计算机学院对学生专业基础高度重视；从专业课内部结构来看，必

修课和选修课分别为 8门和 11 门。近年来，学院通过及时开设新的专业课程和有点跨领域的

比较专门的课程，例如网络应用开发、错误捕获:自动化程序验证和测试以及认知机器人课程、

机器人玩具的未来等来减少计算机必修课程数
[4]。 

表 1  CMU 计算机科学本科课程构成 

                                             
① 卡内基梅隆采取“单元（或单位）”记分法，用于计算学生毕业所需工作量。1 单元代表 1 小时课程时间，一个 9 单元的

课程即每个学生每周需要在该课程上花费 9小时。例如，化学课可能需要 3小时在实验室，3小时在讲座或背诵以及 3小时

在准备工作上，总工作时长 9 小时，即 9 单元。3 个单元相当于一个传统的学期学分。CMU 对学生一学期（CMU 一学年分为

秋季和春季学期）至少要完成 5门课程（至少约 45 单元），则该学生可在 4年毕业。学生在满足相应条件和教师许可后也可

申请超负荷课程，即学生一学期 多可注册 6 门课程（每门课程在 6-12 单元不等），则该学生可在 3 年本科毕业。（参见

https://www.cmu.edu/dietrich/advisory-center/undeclared/grades.html） 



IETI Transactions o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http://paper.ieti.net/ssh/index.html                                 
DOI:10.6896/IETITSSH.201908_3.0018 

 

 
 

 
146

                                             
②
 表格括号中的数字表示 低选课数，如专业核心课程要求 低修 8 门。 

③
毕业 低要求为 360 单元（且每门课程的 QPA 不低于 2）；360 单元要求体育和/或军事科学(ROTC)和/或

学生领导(Stu-Co)课程不得超过 9 单元。 
④
 3 门非技术性课程是从人文社科、艺术和商学院开设的课程中选修，但这些学院提供的课程由于专业性

过强的原因而无法满足通识教育在此部分的要求，因此学生可从工商管理部门（BA）和环境与公共政策部

门选择符合此部分要求的课程。学生也可以将人文/艺术课程与较低学分的课程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 9 个

单元或更多单元的课程。 
⑤
实验性课程包括定量细胞分析和分子生物实验、现代生物学实验、实验化学导论（需要与现代化学导论 I

组合修读）、实验 I——化学分析导论、未来材料设计、实验物理学、生物医学工程实验、认知心理学研究

方法、认知神经学研究方法 

课程类及选课数 课程名称 修读方式  学分 

   

专 

业 

课 

程 

专业

核心

课程

（8）

② 

新生入门课程、计算机原理、函数编程原

理、计算机科学的数学基础、数据结构和

算法、计算机系统简介计算机科学的理论

思想和工程观念、算法设计与分析 

必修    79 

 

 

 

 

 

360

③ 

    非专 

业核 

心课 

（7） 

交流性课程（1） 

限制性选修 

9 

6

6 

算法&复杂性（1） 9 

逻辑&语言（1） 9 

软件系统（1） 12 

应用（1） 9 

计算机科学（2） 18 

专业 

相关 

课程 

 

 

数学（4） 

微积分 
必修 

10 

3

9 

集成和近似 10 

矩阵 

限制性选修 

10 

概率 9 

   

通 

识 

理 ／

工（4） 

实验性课程④（>=1） 

同一院系的选修
⑤（>=2） 

   36 9

9 

写作：解析和论证（1） 必修 



IETI Transactions o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http://paper.ieti.net/ssh/index.html
DOI:10.6896/IETITSSH.201908_3.0018

 147

资料来源：

http://coursecatalog.web.cmu.edu/schoolofcomputerscience/undergraduatecomputerscience/#bscurriculumtext 

  2、通识课程内容：能力培养、视野拓展 

    CMU 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的通识课程由两大部分构成，理工类和人文艺术类。该专业通

识课程要求 低修满 11 门，99 个单元的课程，占学位要求总学分的 27.5%，其中理工类（4

门，至少 36 个单元）较为强调作为理工科学生的科学素养和能力，要求学生从 7个学部开设

的实验性课程中选择至少一门，从人文社科学院心理学部、计算生物学部等部门选修至少两

门（必须来自同一的部门）。理工类选修课强调学生科学素养的养成：通过实验性课程，如定

量细胞分析和分子生物实验、现代生物学实验、实验化学导论、实验物理学等课程使学生理

解和掌握物理和生物科学等基本概念和方法，习得批判性和建构性的科学思维；同时通过全

真的实践环境，激发和陶冶学生的智慧和创意，像科研工作者一样形成问题意识和解决思路。 

通识课程的另一部分为人文&社科&艺术类，主要由人文社科学院和美术学院提供，要求

至少修满 7门，63 个单元的课程。该部分课程更为强调视野的拓展，分为三大板块，各自承

担不同的任务。三大板块课程包括： 写作课——解析和论证；知识宽度课和人文艺术选修课

程[6]。其中写作课由英语部提供，为新生必修课，旨在引导学生从材料阅读到构建高阶、归纳

性的论证，促使学生从多角度、多学科的视角探究问题，以提高写作和分析技能。知识宽度

⑥
理工类课程必须有两门来自同一部门，学生可从蒂泽人文社科学院的（行为的生物基础、认知心理学研

究方法、认知神经学研究方法）课程中任选两门；从计算生物部（个性化医疗:了解自我基因组、计算生物

学导论、定量细胞分析和分子生物实验）中任选两门，也可以从中选一门与一门生物学部的课程组合选修 
⑦
辅修课程是某部门指定的系列课程，所有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完成一门。第二专业（或双学位）

完成的学分也可用于满足该要求。 
⑧
 Computing @ Carnegie Mellon 课程要求所有学生必修，旨在帮助学生发展基础计算能力和信息素养。

该课程以混合模式实施，通过开放学习行动(Open Learning Initiative's, OLI)在线课程环境推进，在

线完成作业并执行一个面对面的讨论以得到补充性指导 

课 

程 
人 文 ／ 艺

术（7） 

知识宽度课（3）=认知、选择和行为类（1）

+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类（1）+文化赏析

类（1） 
限制性选修 

  63 

非技术性课程⑥（3） 

自由选修[5] 自由选修/辅修⑦（8） 选修 74 

计算@CMU Computing @ Carnegie Mellon（1）⑧ 必修 3 



IETI Transactions o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http://paper.ieti.net/ssh/index.html                                 
DOI:10.6896/IETITSSH.201908_3.0018 

 

 
 

 
148

课（见表 2）为分布必修型，是从人文社科学院、艺术学院、工学院和商学院的 13 个学部开

设的 100 余门通识课程中选修 3 门，这 3 门课程又分为以下三大类并分别从中各选修一门：

由哲学部和心理学部提供类 1——认知、选择和行为类；由历史部、经济学部等提供的类 2—

—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类以及艺术部和音乐部等提供的类 3——文化赏析类。三大类分别关

注学生思维和决策过程以及行动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学生对美国国

家制度及美国各级政府组织在 

处理国际政治事务中的立场和行动、社会经济问题、国内外发展史和人类文明进程以及

传统哲学理论结合当下社会热点问题探讨等；以及识别已经塑造和仍将继续形成人类经验的

文化等。第三大板块是人文艺术选修,要求完成 3门非技术性课程，学生主要从其他部门，如

社会计算部、工程和公共政策部（EPP）、海军科学部、工商管理部等选修，像社会计算部的

计算伦理和政策问题、海军科学部的海军和海洋事务、工商管理课程受到鼓励，而设计部的

高级网页设计、经济学部的量化经济研究、社会和决策科学部的社会科学回归方法等都不允

许选修，以规范学生的选课方向，保障学生得到基本技能以外能力的发展或视野的拓宽。  

表 2   CMU 计算机科学专业通识课程——知识宽度板块 

认

知、

选择 

与行 

为 

部门 课程 

工商管理部 组织行为 

哲学部 伦理学导论、推理的本质、语言的本质、社会科学哲学、道德论、职业道德评判、冲突和争

心理学部 心理学导论、认知心理学、儿童发展规律、社会心理学、个性心理学、变态心理学 

社会决策科学部 推理&激情&认知、组织学 

经 

济、 

政 

治、 

社 

会 

制 

度 

工程和公共政策部 工程和公共政策导论 

统计学部 社会抽样调查 

工商管理部 商业&社会&道德 

经济学部 经济学原理、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 

哲学部 政治哲学导论、社会结构&公共政策&伦理、领袖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医疗伦理学、经济学

政治和战略研究所 美国政治机构决策过程、政治学比较、国际政治经济和组织、国内政治和国际事务、非暴力

社会和决策科学部 政策分析 I、实验经济学 

历史部 从牛顿到原子弹爆炸：1750-1950 科学史、美国公共政策史、女性&政治&反抗、政策主体：

 

 

文 

化 

赏 

析 

类 

音乐部 西方音乐史调查 

艺术部 现代视觉文化 1789-1960 

工商管理部 跨文化管理 

英语部 名著阅读、喜剧（研究）、美国黑人文学导论、电影业导论、性别研究导论、 

历史部 

全球史、人类学导论、肉体与精神：早期现代欧洲（1400-1750）、欧洲文化发展史、革命期

间现代拉丁美洲的发展、非洲历史:追溯到 1780、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起源（1880-1948）、

美国文化发展史、非裔美国人历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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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部 哲学导论、古典哲学、现代哲学、欧洲大陆哲学、分析哲学、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

现代语言部 

日本语言和文化导论、俄罗斯文化导论、法国文化导论、法语文化区文化导论、德语世界的

出现、中国语言和文化导论、西班牙语言和文化、拉美语言和文化、美国拉丁裔语言和文化、

西班牙文学和文化研究导论 

资料来源：http://coursecatalog.web.cmu.edu/schoolofcomputerscience/#genedtext 

     3、自由选修课程内容：学科交融和兴趣取向 

    自由选修课程板块是由辅修的课程串和自由选修课组成的，要求修满 8门，74 个单元的

课程，占学位要求总学分的 20.6%。其中辅修是学生在主专业外通过辅修其他领域知识作为

专业补充来拓宽学生的教育，是完成学位要求的必修模块，其课程由各系的课程计划决定（通

常为一个课程串），课程结构都基本由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构成 [7]，学习量较第二专业或双学

位较轻，而且学生通过第二专业或双学位完成的学分也可用于满足辅修的学分要求。辅修课

程跨学科特点明显，计算机学院的计算生物学部、语言技术部、机器学习部、神经计算部、

机器人学部、软件工程部为该专业本科生提供辅修，辅修课程由各学院结合自身的学科优势

资源，将本部或系的知识与计算机科学进行整合，开设两者互为关系的交叉课程，使学生不

仅就某一学科知识进行深化，而且可以融合相关学科领域的知识进行综合性的迁移和探讨，

在实际问题的分析对比中提高专业深度，以满足不同专业人才对辅修课程内容的不同诉求。

自由选修课则主要体现兴趣取向，选择范围是该校的所有课程，但是体育和/或军事科学(ROTC)

和/或学生领导(Stu-Co)课程不得超过 9单元。 

    （二）课程组织方式 

    1、专业课程组织方式——纵深渗透、横向开拓 

    一方面，专业课程的设置应该有一定的顺序，前面出现的课程应该为后面的打下基础，

课程的深度和难度应该逐步增加,需要根据学科自身的逻辑合理安排顺序。同时，这种逻辑顺

序也应符合学生认知发展和知识内化规律。CMU计算机科学专业课程的组织形式为纵深排列，

主要表现为两方面：首先是先修课程的设置。CMU 计算机科学专业很多课程都有先决条件（P

rerequisite）要求，它们一般是相对某一待选课程（即后修课程）较为基础的课程，后修课

程在难度和深度上强化先决课程，这些课程按知识内部结构由易至难进行安排，从基础向高

深渗透。如计算机核心课程必要的计算原则必须以程序和计算机科学基础课为先决条件，同

时它自己也是计算机系统导论课的先决条件。其次，CMU 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四年专业课安排

序列符合以下划分，即专业基础课、中级课程、高级课程和毕业设计
[8]。其中专业基础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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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门课程、计算机原理等可以让学生熟知本学科的主要分支领域、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基

本概念和思想；中级课程包括数据结构和算法、计算机系统简介、计算机理论以及数学中的

矩阵和概率等，可以让学生掌握本学科获取和分析信息的方法；高级课程包括算法设计与分

析、操作系统设计与运用、编译程序设计等可让学生把之前所学的知识与方法用于解决本学

科的重要问题； 后，通过撰写研究论文，学生在所学内容的基础上搜集、分析信息，独立

完成一项学术研究，以展示自己深入探究问题的能力。值得提及的是，研究论文一般要求在

大三第一个学期甚至更早提出研究计划并且开始筹备，筹备工作一般建立在独立研究经验的

基础上，而独立研究在大一学年就受到了鼓励和支持。因此，对于科研兴趣浓厚或有志于继

续深造的本科生来说，科研训练是一个贯穿本科四年、纵向深入的过程。以上按学科知识逻

辑顺序和问题（或课题）深度和难度安排的课程序列既保障了课程之间的逻辑连续性也尊重

了学生知识接受能力和心理发展规律。另外，在专业课与其他课程安排的时序比例上，基本

以低年级专业基础课为主，高年级通识课和自由选修（包括辅修）比例不断增大、专业课比

例愈发缩小为特征。 

    另一方面，专业课的横向安排，要能起到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的作用。CMU 计算机学院为促

进学生参与研究组活动，把更多的课余精力花在研究上，按参加的深度、广度给不同学分（同

类系列课程）
[4]，例如：计算机科学的本科独立研究课程被设置为 3-18 单元不等，鼓励学生

在教师监督指导下进行项目研究（项目一般持续一个学期，需要得到老师和学部的同意和支

持）；另外计算机学院本科生荣誉研究论文计划（课程）也是 3-18 单元，但是该课程只对注

册了高级研究论文计划的学生开放
[9]。同时，为鼓励学生科研参与热情，举办全校规模的论

坛，促进跨院系的横向交流。每年春季，计算机学院从事研究论文和独立研究的学生可以参

加全校规模的“智者集会”庆祝本科期间的研究。[10] 

    2、通识课程安排：混合模式——分布必修为主，概论和探究为辅 

CMU 通识课程的混合模式——一种融合了分布必修模式、探究模式、概论模式特点于一

体的模式，促进了学系间功能网络的搭建，保障了通识课程纵横方向上的质量。分布必修模

式规定了学生从各个领域及类别中修读的课程门数或 低学分数，但给予了学生在各类别中

选课的自由。CMU 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从大类上分为理工和人文两类，在两

大类中又细分出各种亚类，将各种必须的素质划分成横向平行分布的子类，每一类要求学生

必修一定的科目，学生可在子类中选修。概论模式由一系列导论课程组成，如英语部的美国

黑人文学导论、电影业导论，历史部的全球史、人类学导论，全景式地向学生展现人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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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程。探究模式倡导向学生传授学者和科学家们探究科学知识的方法，如物理课应向学生

传授定律和定理是如何被发现的，科学家又是如何进行推倒并证明其正确性的。在探究课程

的设置上，CMU 计算机科学专业主要向学生提供了化学和物理实验性课程，通过在实验环境

中学习，使学生不仅了解科学发现的过程，也通过动手实践培养科学精神和灵感。混合模式

克服了三种模式单一运行的缺点，避免了分类必修模式因课程目标不明确而选课分散无序、

概论课程演化为事实资料堆积的风险以及探究课程形式化的缺点，分别吸取了三种模式的优

点，使通识课程不仅能够激发各系开设面向多种知识领域和能力培养的课程的兴趣，又提高

了通识课程本身的质量——由相互联系并要实现既定课程目标的各领域知识组成。另外，CMU

的通识课程从大一的注重写作和论证训练向高年级的视野拓展纵向贯通大学四年，在层次和

逻辑上鼓励了课程、系（部）、年级之间的相互协调和合作。 

    3、自由选修课程安排：利用“后发优势” 

    CMU 的自由选修课程在总学分要求中的比例不高，约占总学分的四分之一。但是，在总体

布局中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承担着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的责任。这类课程对学生知识

基础有一定要求，主要分布在本科教育的后半阶段。但是申请一般可以在主修专业申请后的

任何时间进行，尤其是辅修一般在大二上学年，至少应早于申请毕业时的截止时间
[4]。课程设

计者相信只有当学生在完成了大部分基础专业课之后，对所学专业、个人知识结构以及未来

职业选择和兴趣所在有一个较为深入和全面的把握后，才能更明确自己的不足之处，以查漏

补缺或深化发展某一领域，才能更为科学有效地发挥自由选课的优势。 

 

二   CMU计算机科学专业本科课程结构特色 

    衡量课程结构适切性和合理性要关注课程内容选择对多方需求的平衡，是否从总体上综

合考虑了学生知识和能力的提高；课程安排方式是否具有知识上的连贯性，是否平衡了知识

的广度和深度[11]等。CMU 计算机科学专业一方面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遵循人才培养的整体性

原则，保障学生知识学习和能力发展的交融共进以及个人和社会需求、社会问题和学科逻辑、

现时和长远需求的平衡；在课程的安排方面，横向上各类课程既交叉促进又体现“就远”原

则，保障了知识面的扩展也促进了知识的迁移；纵向上秉持连续性原则，使学生课程知识学

习的顺序符合知识逻辑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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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内容知识选择：多边平衡，多元适应 

布鲁贝克综合布鲁纳、巴宗和亚伯拉姆斯等人的研究，认为知识要进入课程必须经过适

切性的检验，需要回答：对谁、对什么或多长时间是适切的？适切性的对象是学生个人，还

是整个社会？是些实际的社会问题，还是一门学科的逻辑体系的完善？适切性的对象是短暂

的现时，还是长期的未来？
[12]。可见，课程内容适切与否取决于其适切对象。故这里可将布

氏课程内容检验标准归纳为几对关系，即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实际社会问题和学科逻辑、

现实需求和长远需求的平衡，然后从课程内容选择的整体情况入手进行分析。 

1、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平衡 

专业课程以其对学生从事某一职业所需技能及知识的满足受到学生的欢迎。要培养学生

严谨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必须让他们深入钻研某一复杂学科——不仅要会分析

问题，还要能合理地解释解决问题的过程
[8]。专业课上训练的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是任何其

他课程无法比拟的。但是，庞大的专业课课业量，如 CMU 的计算机科学专业专业课程和数学

课程的要求占总课业量的一半，可能挤占学生选修其他课程的空间，导致学生无法接受完整

的本科教育。而高等教育的突出特点为高级性和专业性，博耶对“专业能力是为了达到什么

目的?”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既满足个体需求也满足社会需求。“只有既掌握了坚实的职业知识

又具有坚定的道德信念的大学生才能面对未来世界的挑战”。因此，所有学生都应该学会从历

史、社会和伦理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专业。[13]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相互渗透、融合是实现该

目标的有效手段，学生将不再仅仅集中于专业技能的训练,而是集中于 好的普通教育上。CMU

计算机科学专业的通识课程通过相应课程的设置，如批判性思维、写作、外语等能够终身受

用并且能够满足学生持续自我学习、自我提高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其他强调公民道德和责任、

文化陶冶方面的课程促进了学生对所学专业的理解和公民社会责任意识觉醒，达到了个人和

社会需求的统一。 

2、实际社会问题与学科逻辑的平衡 

    大学教育究竟应该研究和讨论现实社会问题，还是遵循学科逻辑向学生传授更为系统和

严密的知识体系早已不是非此即彼、二者必取其一的问题，尤其在 CMU 这类国际一流大学，

如何实现二者的协调，共同促进本科教育质量的提高才是课程设置应该关注的问题。随着大

学不断向社会的中心迈进，本科教育也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责任，数理素养、道德推理以及其

他民族和文化研究的兴起对传统通识课程体系发起了挑战。不少学者要求大学“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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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同时，学生对未来职业成功的渴望，对物质生活的迷恋可能或正在消减

学生对道德问题、环境问题、多元文化问题等的关注，成为浮躁的、单向度的人，偏离大学

促进民主社会建设的目标。以上各种问题的出现使各种实际社会问题类课程陆续进入课堂，

如通识课程认知&选择与行为板块哲学部的道德论、职业道德评判、冲突和争端化解等课程主

要用于应对道德培养问题。在公共生活中，必须让公民了解的问题其范围涉及战争也涉及和

平；即涉及州政府也涉及白宫；即涉及劳动也涉及管理；即涉及贫穷也涉及富裕
 [12]，因此，

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板块的政治和战略研究所及社会决策部的美国政治机构决策过程等应对

公民教育问题。 

但是，传统通识课程的重要元素——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三大领域是人类文明的基础

[8]，相应学部开设的课程不仅是教师擅长和兴趣所在，也彰显着严密的学科逻辑。其中自然科

学包含人类发展史上重大的科学成果；历史提供了解人类发展进程和客观看待历史事件和社

会变迁的新视角；文学可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等。在 CMU 计算机科学专业通识课程中，包

括大量的实际社会问题类课程，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仍旧是主体。学科逻辑更多暗含在导

论性课程设置和学科基本结构的重视；而对实际社会问题的关注则主要诉诸通识课程中对美

国社会制度、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和决策等来体现，满足课程适切性的需要必须把两种

学说结合起来[12]。 

3、现时需求和长远需求的平衡 

    课程持久的适切性必须是与整个过去和未来有关的，重视现时的适切性往往趋向于学生

所希望的东西而不是有价值的东西
[12]。这一表述一方面可以从学生的成熟度不够，不足以做

出理智的、对未来负责的决定中寻求答案，一方面可以从知识本身的晦涩或简易程度出发寻

求解释，因为简单的课程需要更少的精力和时间，可以为学生留出更多空闲时间用于社交或

休闲。但是，课程内容的选择应更多关注社会和人的发展的长远需求。大学的主要精力不能

放在现时的事件上，教育的目的是将人与人、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增进人类的思维，不能

将教育屈从于本科生零星的和自发的兴趣[14]，适应学生未来发展需求的课程应该是能鼓励学

生运用批判性思维对事物做出独立判断，并且通过写作和交流将自己的想法明确表述，这种

能力关系着学生求职、婚恋、社交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课程不仅指通识课程中哲学部开

设的批判性思维相关课程，也指全校必修的写作课程等训练学生理智能力的课程，也指一切

与学生未来生活、职业、价值观等相关的课程，如为学生从事计算机专业相关工作设置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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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基础课、为学生形成良好的文化修养和公民意识开设的通识课程以及为满足学生现时学习

兴趣和好奇心的自由选修课程，它们都有指向未来的意蕴。 

    （二）课程安排方式：整合关联，功能网络 

    课程安排方式是继课程内容选择后另一决定课程结构好坏的重要因素，它主要关注每类

课程内部的纵向关联性，即课程的先后难易逻辑；各类课程之间的横向交叉渗透性，即专业

课程、通识课程和自由选修课程的组合是否唤起了教师的责任心，是否增强了各学系间的凝

聚力，是否增进了全校师生对本科教育的理解
 [8]。参照以上标准，可以发现 CMU 计算机专业

课程的安排方式主要表现出了以下特点： 

 1、前期趋同，后期分化:整合关联 

大学是教育的开始而不是完成。要获得完整教育所必需的统一课程，不能根据学生的爱

好、天资和未来职业进行课程选择……基本原理是获取更高知识的共同基础，只有对其有了

初步的了解，学生们才能知道他们对哪个学科有爱好和资质，从而进行正确选择。 [15]。因此，

满足学生兴趣需求，发展学生个性的课程应安排在基础知识掌握以后。CMU 计算机专业课程

前期趋同指的是学生在低年级时修读的课程同质性较强，即基础性专业课程、全校性写作课、

数学课等较大比例的分布在低年级，为学生深化专业学习、掌握研究方法和理智训练奠定基

础；后期分化主要是指在高年级，学生一方面可以自选辅修专业，一方面可以更多的结合自

己的兴趣安排自由选修课的学习；同时，有意向进入研究生院学习的学生可以与导师协商以

后进行论文研究计划的撰写和研究，为继续深造打下基础，尊重了学生多样化的发展需求。

因此，将自由选修和辅修专业安排在高年级不仅遵从了学科知识的发展逻辑，更是顺应学生

知识累积、心理成熟规律，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 

    2、互动促进，网络搭建 

首先，CMU 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通识课程的安排与日本“名古屋大学改革方案研究委员

会”的经典思想不谋而合——“实施普通教育必须贯穿于大学四年始终,即学生在接受专业

教育的同时接受普通教育……普通教育课程的教学不应只由固定的部分教师担任,而应由全

校教师共同负责。” [16] CMU 通识课程纵向上的全程贯通，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交叉进行；

横向上的混合模式使通识课程的要素和功能形成了一个互动协调的网络，使全校之力，共同

促进课程总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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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CMU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的选修课表现出跨院跨部、“就远”选修、迁移拓展的特色。

各学院之间“各自为政”，在课程组织上“互不干涉”的弊病历来为学者和学生们所诟病。因

此，提出课程组织能否清除学科之间的种种分裂问题是恰如其分的。CMU计算机专业的课程结

构从专业基础课程、专业相关课程到通识课程和选修课程都有跨院、跨学部选修的要求，以

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实现知识的迁移和应用。不仅如此，通识课程选修中的“就远原则”更

是一大亮点，鉴于理工科学生在专业学习中接触人文和艺术的机会较少，而计量方法等技能

型学习机会较多，加之未来社会知识界限的不确定和不清晰性，较远跨度的知识领域产生更

具创造性想法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在某些选修课程上有就远要求，是使学生 大限度地拓展

知识视野的举措。 

 

三   CMU计算机科学专业课程结构对中国大学课程建设的启示 

CMU 计算机学院闻名全球的卓著声望归根结底得益于其优质的本科课程。为了确保学生

专业教育的质量，计算机学部给学生规定了艰巨的课程任务，专业课程（包括数学）占了课

程总量的一半（但是专业选修课比重可观，学生享有充分选择权）；在通识课程的设置上，安

排了大量的理工课程，占通识课程的 36%，以保障工科学生拥有良好的科技背景，为学习专业

课程和未来从事相关工作或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强调科学教育的同时，还对学生人文素

养、公民意识、理智能力、文化理解、道德品质、全球意识等的提高非常重视，较具代表性

的便是 CMU 蒂泽人文学院通识课程体系的建立，以培养学生在打下坚实的理工知识和技能的

基础上，成为具有广博的知识、开放视野、理性思维和富有责任感的公民。在强势的专业课、

广泛的通识课之外，学生还享有一定的自由选修（包括辅修）机会，进行个人兴趣的培养和

某领域知识的深入钻研。这种课程结构贯穿着实用主义的价值导向，因为不论是专业课、通

识课还是自由选修课都为理智塑造、专业培养和兴趣满足所引导，在个人和社会需求、社会

问题和学科逻辑、现时和长远需求之间达成了平衡；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知识之间构建

了交叉网络；在尊重学生自由和保障教育质量之间架起了桥梁，为我国研究型大学计算机专

业本科课程结构优化提供了借鉴。 

我国的研究型大学与美国同类大学在发展模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受政治论哲学的影响

较大，因此在学科专业建设和课程设置上表现出显著的市场导向和政治导向。尤其是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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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等理念的流行，有可能导致大学课程设置在各方需求中无所适从。因

此，结合 CMU 计算机专业课程特点，我们可以从以下着手： 

    首先，在课程内容上挖掘异类课程间的共同元素，促进专业课和通识课程、必修和选修

课程的共生共荣，适应多元需求。有研究发现，专业课能对本科教育的其他重要目标产生意

料之外的影响——理想情况下，良好的专业课能够强化这些目标
[8]。如果课程设置得当，专业

不但能提高学生的探究与分析能力，提升学生的写作和研究水平，还能明显地扩大学生的知

识面。甚至能为学生未来继续涉猎该领域打好基础——或者仅仅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以丰

富未来人生
[8]。另外，教育的重点是帮助学生发展智力,培养学生对各种认识论及其优缺点的

识别和评价以及学生处理多元文化和公民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和认知的培养与主修专业课

程一样,同样是通识教育的任务
[17]，即通识教育也可以实现专业课的目标，如通过批判性思维

能力的培养，学生会改变盲信和肤浅的学习方式，将高阶思维能力运用于专业课程学习。如

通过科技史的学习，了解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历程，并且感受科学家们的科研探究精神，促进

专业能力的提高。因此，在课程知识选择环节不妨将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统一起来，转变观

念，寻找两类课程中的共同元素，着重促进多种学习体验的融合。面对知识更新日益加速的

背景，唯一可行的教学方式是基于 重要的主题促进多样化的学习体验，以此增加后续学习

的可能性， 大限度地帮助学生保持所学知识和继续学习的能力[18]，更好的实现知识和技能

的迁移。同时，在自由选修课程的选择上也要注意与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的联系，在充分尊

重学生选择自由前提下，对辅修专业设置一定的限制（规定可选和禁选专业），避免学生因“过

度自由”而出现的无效选课现象。 

其次，在课程安排上，注重功能网络的搭建。功能网络是结构整体中各子系统纵横交织，

相互作用，在完成各自任务前提下，一定程度上实现其他系统目标的过程和状态。因此，在

课程内容确定后，课程组织的合理性可以通过搭建功能网络来实现。基于CMU计算机科学专业

的经验，我们应该：首先，尊重课程难易度的学科逻辑，在学生课程的序列安排上遵循“先

同后异”的培养原则，在确保学生基础知识扎实之后，允许自由选修以张扬个性，发挥基础

课程对个性发展的奠基作用；其次，每门课程所包含的概念和主题也都应该注意在引入新主

题之后，应逐渐加深任务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并涉及更多的主题，以优化课程结构，帮助教师

判断学生是否能够应付越来越具复杂性和挑战性的任务。同时，注意科学分配每一项任务的

具体时间；再次，在横向上，在通识能力的培养中采用“有限的自由”原则，以保障选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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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辅以概论和探究模式，强化知识和方法的掌握，通过三者合力的发挥促进学生批判

性思维的形成，促进专业学习的深化和个性的发展。 后，鼓励相关院系结合自身优势，与

其他学院进行资源共享共建，为学生提供更多交叉色彩的辅修，在自由选修课程上采取“就

远”选修原则，以使不同学科知识交融碰撞出新的火花。 

大学课程要在教育实践中取得理想成效，一定是各实践主体的能动性都得到了极大的发

挥，表现出了积极的合力。因此，以上建议都需要通过加强学校对课程整体结构的宏观监管，

采取激励措施引导不同学系间的合作，才能协调促进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尽管只有相关院

系才有权决定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但是学校还是有必要从宏观上监督专业课程的实施，确

保专业课不妨碍本科教育的其他重要目标。这里的其他目标，主要就指通识性目标和个性化

目标，这类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大学内部资源的整合渗透。鉴于我国高校内部各院系间行政

壁垒较国外更为森严的现实，发挥校级力量，从全局视角加强不同院系教师交流、促进课程

共享意义更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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