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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强国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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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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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高等教育强国？

高等教育/强国
介宾结构
通过高等教育使国家强大

前 朝 黄 粱

定名结构
高等教育强的国家
高等教育方面的强大国家

洋务学堂
方言学堂——同文馆（1862）广方言馆（1863）
广州同文馆（1864）

丁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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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学堂

洋务学堂

技术学堂——福建船政学堂（1866）机
器学堂（1867）天津电报学堂（1879）
上海电报学堂（1882）

军事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80）广东水师学堂
（1887）南京水师学堂（1890）广东陆师学堂（1886）南
京陆军学堂（1895）湖北武备学堂（1895）天津军医学堂
（1893）

船政正监督
法国人日意
格

官办留学

第一所大学

1872年8月11
日，经清朝政
府批准，在陈
兰彬、容闳率
领下，中国第
一批留学生梁
郭彦、詹天佑
等30人从上海
启程，前往美
国开始留学生
涯。

1895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天津北洋
西学学堂（第二年更名北洋大学堂）光绪10月
2日批准
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
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

以美国大学为模式，以西学体用为
办学方针。
第一任教习丁家立，英国血统的
美国人、传教士、天津副领事。

•丁家立博士惨淡经营，不遗余
力，北洋之得于庚子后复兴，
而蔚为东方有名学府者，皆丁
先生之功也。

中华民国第一
任外交总长
王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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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学之潮
上海南洋公学（1896）
盛宣怀创办，分立四院：师范院、外院（小学堂）、中
院（中学堂）、上院（头等学堂）。1900年上院落成。

嗣后中外大小诸臣，
自王公以及士庶，各
宜努力向上，发愤为
雄，以圣贤义理之学，
植其根本，又须博采
西学之切于时务者，
实力讲求，以救空疏
迂谬之弊。……

广设学堂 提倡西学

维新派的教育改革主张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
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
科举。

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
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 （洋务学堂）不务其大，不
而莫先于改科举。
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
无几矣。
大译西书，游学外国以得
新学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
《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
诏书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
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
7月3日，光绪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
拟京师大学堂章程》。

办学宗旨
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
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
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
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

张百熙(1847-1907)，湖南长沙人，
同治进士，早年担任过光绪侍读。
历任工部、礼部、刑部、吏部尚
书，1902-1904年为京师大学堂
管学大臣。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
北京后，大学堂被占领和摧残，
图书仪器荡然无存。学校关闭，
师生流离。1902年1月10日，清
政府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任命
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经
过积极筹划，1902年12月17日，
举行入学典礼，宣布正式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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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学制

山西大学堂（1902）
1901年清政府下兴学诏书，新任山西巡抚岑春煊
将原太原令德堂书院改建。此为省立大学堂之始。

省立高等学堂
山东高等学堂 1901
山西大学堂 1902
直隶高等学堂 1902
河南高等学堂 1902
安徽高等学堂 1902
福建高等学堂 1902
两湖高等学堂 1902
湖南高等学堂 1902
陕西宏道高等学堂 1902
江南高等学堂 1903
甘肃高等学堂 1903
四川高等学堂 1903
浙江高等学堂 1903
江北高等学堂 1903

云南高等学堂 1903
广西高等学堂 1904
江苏南菁高等学堂 1904
江苏高等学堂 1904
广东高等学堂 1905
江西高等学堂 1905
陕西高等学堂 1905
贵州高等学堂 1905
新疆高等学堂 1906
顺天高等学堂 1907
八旗高等学堂 1907
滿蒙高等学堂 1907
奉天高等学堂 1908
青岛特别高等学堂 1909

另一些人的梦
在我们学校内，我们训练中国未
来的教师和传教士……使他们成
为中国未来的领袖和指挥者，给
未来的中国施加最强有力的影响。
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
东吴大学 (1901)
圣约翰大学(1906)
文华大学(1909)
之江大学(1910)
金陵大学(1910)
华西协和大学(1910)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颁布（1904年
1月13日）。
《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奏定大学堂章程》
附通儒院章程、《奏定进士馆章程》《奏
定译学馆章程》、《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
程》、《奏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
大学堂（3－4）
通儒院（5）。
高等学堂设立在京师者为京师大学堂（八科
全设），各省城设置一所（至少须置三
科）。
一类预备升入经学、政法、文学、商科；一
类预备升入格致、工科、农科；一类预备
升入医科。

1907年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及《女子师范学
堂章程》。
1907年，有师范学堂455所，学生35671人。
1909年，有高等学堂110所，学生20672人。有师
范学堂415所，学生28572人。

废科举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赵
尔巽、张之洞等上《奏请废
科举折》，请立停科举以广
学堂。光绪下谕：“著即自
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
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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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独立办大学之始——复旦公学
1900 年，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共计约
3000 亩田产，捐献给了天主教江南司
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
基金。1902 年，他以“中西大学堂”
理念，创办震旦学院，他亲自出任院
监。“震旦”二字源于梵文，意为
“中国”，更含“东方日出，前途无
量”之意。1905年该院外籍传教士趁
马相伯生病期间干涉校政，马相伯等
人觉得有违创办初衷，乃率师生脱离
震旦，引发“震旦学潮”，并于1905
年在吴淞另立复旦公学。“复旦”之
语，出于古诗《卿云歌》：“日月光
华，旦复旦兮”，且含“恢复我震旦，
复兴我中华”之双重寓意。

学习日本
1896年－1912年，赴日留学生达43000多
人，1905年达8000人。
罗振玉、王国维《教育世界》1901年－
1903年刊登97篇日本学制的译文。
1906年日本教习在华人数达600人。

教育为立国之本，
振兴之道，不可稍缓。

第二批庚款生（1910年）

1912年5月,蔡元培到参议院宣布政
见，提出高等教育“务养成学术神
圣之风习”。
1912年10月颁布《大学令》
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
家需要为宗旨”。
大学分为七科，取消经学科。
高等学堂改为大学预科。通儒院改为大学院。
大学毕业称学士，取消以“科第”奖励办法。
大学设校长，各科设学长。大学设评议会，各科设
教授会。
教师分教授、助教授二等，必要时延聘讲师。

1912年10月颁布《专门学校令》

规定“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
人才为宗旨”。
学校种类分为：法政、医学、药学、农业、
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外国语
等。
规定“专门学校学生入学资格，须在中学毕
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
“专门学校得设预科及研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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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任北大校长
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
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
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
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
深学问者也。

私立大学渐次发育
1917年，复旦决定办本科，正式改校名为私立复旦大学。

厦门大学（1921）
南开大学（1904）1919
正式成立。

教会大学继续增加

•济南齐鲁大学（1911）
•福州华南女子大学（1914）
•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14）
•上海沪江大学（1915）
•广州岭南大学（1916）
•北京燕京大学（1916）
•福建协和大学（1916）
•天津津沽大学（1922）
•北京辅仁大学（1925）

陈嘉庚

1922年3月“非基督教运动”

蔡元培：（一）大学中不必设神学科，
但于哲学科中设宗教史、比较宗教学等；
（二）各学校中，均不得有宣传教义的
课程，不得举行祈祷式；（三）以传教
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
——非宗教大同盟大会上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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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第二次非基督教运动

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尝试与失败

我们应该一齐联合起来一致力争，收回一切外人在
华所办学校之教育权。
《广州学生会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言》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次年会：外人在我国办理教
育事业，流弊甚多，隐患甚大，实应亟行取缔。
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打倒教会教育”。

中央设大学院，以代替教育部，掌管全
国教育行政，兼具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
职能。
地方实行大学区制，以各省国立大学为
教育行政机关，大学校长总理区内一切学
术与行政事宜。
“行政学术化，学术研究化。”
民国元年曾有《划分大学区议案》

1927年南京政府明令教会大学
必须向中国政府注册。

顾十余年来，教育部处在北京
腐败空气之中，受其他各部之熏
染，长部者又时有不知学术教育
为何物，而专鹜营私植党之人，
声应气求，积渐腐化，遂使教育
部名辞与腐败官僚亦为密切之联
想。此国民政府所以舍教育部之
名而以大学院名管理学术及教育
之机关也。

蔡元培（1927）

主张教育独立
“中国古书说:‘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
木;百年之计树人。’可见教育的成效,不是
一时能达到的。政党不能[长期]掌握政权，
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
给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
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
“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
的资格”。

分大学区与大学兼办中小学校的事，用
法国制。大学可包括各种专门学术，不
必如法、德等国，别设高等专门学校，
用美国制。大学兼任社会教育，用美国
制。大学校长由教授公举，用德国制。
大学不设神学科，学校不得宣传教义与
教士不得参与教育，均用法国制。瑞士
亦已提议。抽教育税，用美国制。
教育学术化，学术研究化。

1927年6月正式设立大学院，蔡为
院长，在江浙两省试行大学区
制。蒋梦麟为第三中山大学校
长，张乃燕为第四中山大学校
长。

1928年北伐攻克北京，改名北平，
设北平大学区，以李石曾为校
长(中华大学)。按当年1月国
民政府《修正大学区组织条
例》，各大学区“以所辖区域
之名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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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院下设大学委员会

大学院组织法之修改事项
教育制度之实施事项
大学院及其他直接隶属机关之预算及决算
事项
大学院长与国立各大学校长之人选事项
教育方针之规定事项
专门委员会之设立事项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教育财政问题——经费独立
结果：大学院经费完全由财政部负责按月拨付。
政治环境问题
宁汉合流，权力受限。
教育内部派系之争
留法派、欧美派
国民党控制政策
“为完成此种党化教育之目的，更不能容许教育
行政脱离整个的政治组织之外”。

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实行
一个党、一个主义
1926年3月1日，广东国民
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成立，
提出“党化教育”。
1927年5月，蒋介石授意各
省市成立党化教育委员会。
1928年5月，第一次全国教
育会议提出：中华民国的
教育宗旨，“就是三民主
义”。

大学院下设中央研究院

受中华民国大学院之委托，实行科学研究，
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
各大学区设研究院，为本大学研究专门学
术之最高机关。院内设设计部，凡省政关
于一切建设问题，随时可以提交研究。

28年1-6月四次修订《大学院组织法》，研究院直
接隶属国民政府。
各种质疑，种种反对。
1928年8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决议“照建国大纲改
设教育部”。10月国民政府正式下令改教育部。
实际停止在1929年暑假。

限制滥设大学，整顿私立院校
办学热：1924年全国高校达125所
1926年《私立学校规程》
1927年《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
1929年颁布《大学组织法》“大学分文、
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
院，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大
学。不合上项条件者，为独立学院，
得分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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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45统计

结构分布

学年度
小计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74
76
85
103
103
108
110
108
108
91
97
101
113
129
132
133
145
141
185

学校数
大学及独立学院
44
49
50
58
73
76
79
79
80
78
67
70
73
80
83
85
89
90
89

学生数
专科学校

在校生

25
26
27
30
27
29
31
28
30
24
27
28
33
46
47
44
55
52

25198
29123
37566
44167
42710
42936
41768
41128
41922
31188
36180
44422
52376
59457
64097
73669
78909
83498
129326

1931年万人大学生数的国际比较

美国73
英国12
俄国17
法国17（29年）
德国24（28年）
日本6
中国1

革命大学

毕业生
2714
3253
4164
4583
7034
7311
8665
9622
8673
9154
5137
5085
5622
7710
8035
9056
10514
12078
14463
20185

行政区
大

国立

学

省立

独

华北

东北

华东

中南

西南

西北

合计

7

7

13

6

4

2

39

私立

5

国立

2

5

12

7

3

6

3

4

4

24

27

1

21

立

省立

4

8

7

1

学

私立

5

15

2

19

国立

2

5

10

省立

1

1

15

4

3

24

17

4

4

25

96

33

42

41

院
专
科

4

1

22

学
私立

校
合计

26

18

8

223

革命大学
1921年8月，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平民主
义的大学
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
准备。
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点，采取古代与现代
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
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
学术周流于社会。
蔡元培：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
1923年4月被查封。

1933年10月，中革軍委代主席項英發布命令，任命何長工為
紅軍大學校長兼政委。

湘江学校
农民运动讲习所
上海大学
中央苏区大学
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
苏维埃大学
红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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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军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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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的“遗产”

新 国 初 梦

国立、公立高校124所（60.5%），私立高校61所、教会高校
21所。
华北29所、华东73所、中南35所、东北17所、西北9所、西
南42所。内蒙古、青海、宁夏、西藏没有高校。
综合49所、工业28所、农业18所、医药22所、师范12所、语
文11所、财经11所、体育和艺术18所，其它29所。
按1947年数据统计，学生人数不足300人的有82所，300至
500人的30所，500人至1000人的44所，1000人至2000人的
25所，2000人至4000人的13所，4000人以上的3所。
1949年在校生11.6万，其中本科9.39万，专科2.25万，研究
生629。
工科3万，农科1万，医药1.5万，师范1.2万，文科1.2万，
理科0.7万，财经2万，政法0.7万。
1928-1949年间中国累计有大学毕业生18.5万人，以1949年
底全国成年人口计算，大学毕业生比例接近万分之七。

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
1、改造旧高等教育系统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通过了《共同纲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
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
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
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
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
要任务。
有计划有步骤地普通教育，加强
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
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
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
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
作的广泛需要。

接管各级公立学校

收回教育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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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学校收归国有

创办新型的高等学校
“仿效苏联工业大学的办法，培养重工业部门的工程师和
国内大学的理工科师资 ”。

创办新型的高等学校

1949年12月16日，中
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
十一次政务会议根据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建
议，通过《关于成立
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
》。 1950年2月19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任命吴玉章为中国人
民大学校长，胡锡奎
、成仿吾为副校长。

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

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中国旧教育的改造和新教育的建设是一个长时期的艰
巨的工程。

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教育为工农兵开门。

2、学习苏联，建立高等教育体系（52－57
背景
旧中国的遗产：类型结构的不合理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需求
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
方针
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
强综合大学。
原则
根据国家建设和整个计划和各地区的具体情况，有计划有步骤
地开始进行全面或重点调整，预计两年内基本完成。
重点是整顿与加强综合大学，发展专门学院，首先是工业学院。
仿效苏联高校的类型调整类型结构。
以大行政区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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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调整
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
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
取消大学中的学院，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
财经等科，或新建专门学院，或合并到已有的同类学
院中去。
工科院校由18所增至38所，工科学生由1949年的3.0万
人，占在校生的26.2%，上升为1953年的8.0万人，占
在校生的37.7%.师范院校由12所增至37所，在校生比
例由1949年的10.3%提高为1953年的18.8%.
综合大学14所、农林29所、医药29所、财经6所、政法
4所、语文8所、艺术15所、体育4所、少数民族3所、
气象1所。
55年以后继续调整，改变过于集中在沿海城市的情况。

管理体制变革
高度中央集权
全国高等学校以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统一领导为原
则。 ——50年政务院《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
52年11月成立高等教育部 53年《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
导关系的规定》
 条条专政
综合性大学由高教部直接管理，与几个业务部门有关的多科
性高等工业学校由高教部直接管理或委托业务部管理；为
某一业务部门或主要为其培养干部的单科性高校委托业务
部管理；中央直接管理有困难时可委托大区或省市区人民
政府管理。
 校长直接任命

院系调整后，全国高等学校从211所调整为182所。所有的私
立大学消失；工科专业137种，教育的重心与经济建设紧
密结合；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被取
消，财经与政法学科被削减；作为现代教育轴心的综合性
大学被严重削弱，全国综合性大学由调整前的55所减为13
所，由占大学、学院总数的41.4%（1947），下降为8.5%
（1953年），在校文科类学生由调整前的33.1%，下降为
14.9%。院系调整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文科
在校学生和文科教育比重最少的国家。而20世紀50年代，
学科的综合化已成为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这次大规模的
院系调整根本改变了原来的中国大学体制，原有的大学理
念和大学内涵被改变，高等教育从此被纳入高度集中、统
一管理的计划体制当中，比起1956年才在经济领域全面推
行计划体制提前了好几年。同时，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
高等教育也比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等领域率先通过院系
调整于1953年基本完成。 (广州社科院李杨)

58年教育革命
背景
•八大路线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双百方针
•57年反右斗争
《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
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
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61－65调整、提高、探索
58年3月全面发动到12月
权力下放
多种形式办学
两级管理
改革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
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
教学领域全面改革

调整
•高校1289减为407所
•在校生96万减为75万
•定规模、定任务、定方向、定专业
•修订通用专业目录
–1957年323种
–1958年363种
–1960年1千余种
–1961年740种
–1962年654种
–1963年51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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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1961)
基本任务、培养目标
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生产劳动
研究生工作
科学研究
知识分子政策
双百方针
勤俭办学
思想政治工作
加强党的领导

两种教育制度与两种劳动制度
64年春节座谈会
学制要缩短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
改革考试方法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
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
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
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
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
五万人之多。
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
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
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
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
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
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年，他们已进
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
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
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
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
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
校，是不同的。
一九六一年八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
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文革十年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工宣队进驻
斗、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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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估计
解放后17年，毛主席
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
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
执行。
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
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
资产阶级的。

工农兵上大学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
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并加编者按。编者
按中有毛泽东亲笔加的一段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
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
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
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张铁生事件
94万（一年制进修班6万多）
少培养百万大学毕业生
少培养二、三万研究生
师资、校舍、设施损失

刼 后 复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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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乱”到“治”

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两个估计。
1976.11.23《光明日报》“毛主席的教育方针
岂容篡改”，批判张春桥“宁要一个没有文化
的劳动者”。
邓小平：“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
么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两个估
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
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

由“乱”到“治
 恢复高考招生
• 77.6，招生工作
会仍然提出沿袭
推荐办法，遭邓
小平否定。
• 77.8，科学和教
育工作座谈会，
邓小平：“今年
就要下决心恢复
从高中毕业生中
直接招考学生，
不要再搞群众推
荐”。

•77.10.12《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
见》：各省市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年龄放宽
到30岁。考试11月、12月举行。全国570万人报
考，录取21.7万人（包括增招6.2万）。78.3月
入学。
•78年招40.02万，79年招27万。“新三届”

邓小平于1978年6月提出：“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
主要搞自然科学。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
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我
们要从外语基础好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派一批到外国进大学，
今年选三、四千，明年派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
现在我们的格格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
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大学的水平，一方面派
人出去学习，这样也可能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
学究竟办得如何。教育部要研究一下，花多少钱都值得。”
全国科学大会（1978.3.18）
•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是工人阶
级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
的不同。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办好重点学校

1978年12月首批50名赴美留学人员
到达华盛顿，进入各高等学校。从
1978到1989这十年中，经国家教委
派往前述各国的留学生达到96100人。
其中公费派出的299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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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吹响号角
背景：1984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随着经
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
决的战略性任务。”
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
制度
 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
心城市三级办学体制
 高等教育的结构，要根据经济建设、社
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进行调整和改
革
 建设重点学科，发挥科研优势。
 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
 改革人民助学金制度。
 高等学校后勤服务工作改革的方向是实
行社会化。
 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

国务院1999年1月批准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

实施“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工
程”，加强高等学校科研工
作，积极参 与国家创新体
系建设。
继续并加快进行“211工程”
建设，大力提高高等学校的
知识创新能力 ，
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
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
科 。

解放思想，加快发展
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国务院1993年2月31日发布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办学体制改革
•管理体制改革
•投资体制改革
•招生和就业制度改革
•校内管理体制改革

98年大扩招
亚洲金融风暴
拉动内需
“我们提出三年扩大一倍，
没想到扩大了五倍。”

•1984年，汤敏被公派到美国留学，1989年他博士毕业后，
经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的同意而离开武汉大学进入亚洲
开发银行工作，成为那里的经济学家。2000年，汤敏被亚
行派回中国工作，成为中国代表处的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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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我国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

实现了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跨越

17%
15%
13.20%

19%

21%

22%

26.50%
23% 23.30%24.20%

5.80%

1995年

2002年

2004年

2006年

2008年

2010

1978
1979
1988
1996
1999
2000

•2001
719万
•2002
903万
•2006 1739万
•2007 1884万
•2008 2021万
•2009 2144.6万
•2010 2231.79万

85万
101万
206万
302万
413万
556万

研究生年招生数增长
研究生在校生规模

1966
1977
1978
1980
1984
1987

3409
226
10934
21604
57566
120191

1999

233513

2002

50万

53.82
47.5
44.64
41.86

2006 110万

26.9

2007 110.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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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128.3万
2009 140 万
2010

153.84万

36.48
32.6

3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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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1998年
2006年

2001年
2007年

2002年
2008年

2003年
2009年

2004年
2010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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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数量变化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校数总计

2003

2111

2236

2236

2311

2321

2341

2689

2723

普通高等学校

1396

1552

1731

1792

1867

1908

1941

2305

2358

本科院校

629

644

684

701

720

740

757

1090

1112

高职/专科院校

767

908

1047

1091

1147

1168

1184

1215

1246

成人高校

607

558

505

481

444

413

400

384

365

世 纪 新 梦

国家发展的需要
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科学发展
第一资源的观念，坚定不移地走
人才强国之路，充分发挥人才在
国家与地区发展中的最积极作用，
依靠人才增强竞争优势。
要确立人才在国家与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中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
努力构建和提升科学发展核心竞
争力，做到人才资源优先开发、
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资本优
先积累、人才投入优先保证，以
人才优先发展引领和带动经济社
会科学发展。

19

21世纪人类生产、生活、学习方式的转变

知识文明时代
创新成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知识成为引领发展的主要因素
个性化创造和全球规模化组织有机
结合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
和谐社会成为社会发展追求的主要
目标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两大根
本性转变，一是工业化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的

转变，二是人们一次性学历教育向终身学习
的转变。正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力资源
开发水平、国民创新能力密切相关，这两大转变是
一个整体，既是制度的变迁，更是文化的演进。
知识经济的本质是创新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生
产的比重越来越大，创新正在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
动力。不少国家都把加强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
作为占据国际竞争有利位置的基本策略。

“国家之间经济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少地来
自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越来越多地依
赖技术革新和知识的应用。有数据表明，
国际贸易商品中的高技术含量从1976 年的
33%提高到1996 年的54%。逐渐地，经济增
长不仅是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更是一个
知识积累的过程。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的国
家，则有可能在经济的某些领域实现‘蛙
跳式（leapfrogging）’增长。(World
ank,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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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美国成立“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教
育部发布《领导力的检验：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
指向》的政策性报告。

韩国在1999 年启动了第一期“ 智慧韩国21
工程” （BK 21Program）， 并于2006 年启动
了为期7 年的第二期“智慧韩国21 工程”，旨在
建设一批一流大学。

2007年8月2日，国会众议院以367票对57票的绝对
优势，通过了《美国竞争法》
（AmericaCreatingOpportunitiestoMeaningful
lyPromoteExcellenceinTechnology,Education,
andScienceAct)其全称为《为有意义地促进杰出
技术、教育与科学创造机会》，几小时后，该议
案又在参议院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美国竞
争法》被誉为美国未来几年科学事业的路线图。

从2002年度开
始实施“21世
纪COE计划”。
COE即Center
of xcellence，
意为“卓越研
究基地”。
对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的若干优势学科领域进行重点资助，以建立世界最
高水平的教育和研究中心，其目的是通过若干世界最高水平的教育和研究基
地的建设，推动相关大学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最高水平大学。

我国台湾于2004年启动了“迈向顶尖大学计划”，
原来的名称是“迈向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
划”，包括两个子计划，一个是国际一流大学，预定选
出两所大学，总计补助每年６０至７０亿元新台币，预
期十年内至少要有一校挤进世界百大。另一个子计划是
顶尖研究中心，预计选出十校，总计补助每年３０至４
０亿元，五年内要发展成亚洲顶尖研究中心。
“迈向顶尖大学计划”预计由政府补助新台币五百亿元，
分五年拨发，每年拨发一百亿元新台币。所以又叫“5年
500亿计划”。首期共十二所学校入选，分别获得三到三
十亿元新台币不等的经费补助。

2004年, 德国前联邦教育部长布
尔曼提出实施“精英大学”的计
划, 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后被
重新命名为“卓越计划”, 并
于2005 年6 月在德国联邦政府
和州政府的选举中表决通过。
2006 年正式启动了。“卓越计
划”，旨在为高校和科研机构注
入经费， 提高德国高校的科研
实力和国际地位。
2006 年10 月13 日评选出第一轮“卓越计划”的18
个研究生培养机构、17 个研究组群和3 所精英大学。

印度将新建30所世界一流大学
2007年6月22日在孟买大学
建校150年的庆典仪式上，
印度总理曼莫汗·辛格宣布，
印度将在全国范围内新建30
所具备世界一流水准的中央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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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经济衰退，世界再一次
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教育。许
多国家着眼危机后的繁荣，把发
展教育、开发人力资源作为摆脱
危机、抢占先机的国家重大战略，
积极谋划教育发展改革。

2008年4月俄罗斯科学教育部、百科知识管理
局等发布《展望未来——未来教育的主要特征，
2020——以经济学知识为基础的教育模式》。
推进终身教育的新措施
加大宽专业的高等教育
保障各个层次教育部门的经费
实际承认天才教育的原则和天才的高价值，制定
措施奖励创新型教师，使其成为研究者，教育者，
受咨询的专家、领导着和设计者
创新的模式定位在教育体系与其他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体系的相互作用的开放性

用脚投票

2007年11月英国教育与技能
部公布了《提高期望: 十六
岁以后的继续教育和培训—
—从政策到法律》的报告

2009年1月，英国政府决定投入18亿英镑
用于学校基建项目。占经济刺激计划的
18%。

2009年7月，德国开始实施500亿欧元的“
第二轮经济刺激方案”，其中115亿欧元用
于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占经济刺激计划的
23%。

用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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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自己成为区域教育中心，新加坡推出了“全球校舍”项目。其目的是为了
招聘国外技术人才、吸引外资、招揽研发机构以及从事知识服务业的跨国公司
(Gribble & McBurnie，2007)。“全球校舍”将帮助新加坡成为受人尊重、赢得共识
的区域教育中心(Mok，2008)。
2006-2010年，新加坡投入了80亿美元用于研发活动。投资6亿美元的“卓越研究
与科技企业校园”也属于新加坡长远规划中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可持续的
，而不是追逐短期商业利益的研发项目（Sidhu，2008）。
为了实现“全球校舍”的目标和任务，新加坡邀请了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
、法国、印度、德国和荷兰等国的一流大学，根据各自的长处开设特色课程。例如，
政府和浙江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合作，创办了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将于2011年开学
。这一三国合作的跨学科教育事业，向人们证明了新加坡正稳步迈向区域教育中心。

阿联酋正处于从石油经济向知识和服务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引
入懂技术的熟练工人来支持知识型经济的发展。在组成阿联酋的七个
酋长国中，迪拜、阿布扎比、哈伊马角在积极吸引外国大学、教师、
学生和知识型产业。它们的目标是将阿联酋打造成为海湾地区最重要
的区域教育中心。截止2009年，阿联酋拥有外国分校的数量比任何一
个国家都要多。只是这40个分校的规模都较小，因此，阿联酋外国留
学生的总数并不多（Becker，2009）。
“迪拜国际学术城”和“知识村”，目前有25所以上的外国高等教育
机构（Dubai Holdings，2008）在此办学。2008年在校生总数为
11000名，学生来自102个国家。

国内发展的新形势
中国需要在知识经济、科
技创新、制造业高端环节
等领域开拓新局面，进行
产业升级，向占据大部分
利润的“脑力生产”环节
进军。否则，中国将来可
能陷入经济停滞或低增长
状态。

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
强调，由主要依靠增加物
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
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
管理创新转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
革。我国用大约占世界总量8%的石油、40%的
煤炭、30%的钢材、50%的水泥，创造占世界总
量5%的生产总值，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和环境
代价过大。

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
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
国际化深入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压
力日益加大，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
方式的要求更加迫切。

当今世界，知识越来越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
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源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
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归根结底靠人才，人才培养的基础在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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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规划

2008年8月29日，温总理主持召开国家科技教
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规划纲要
制订工作方案。这一《规划纲要》将是进入21世纪
以来我国第一个教育规划纲要，制订这个规划 纲要，
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坚持问政于
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战略专题组报告，国内外调研，分省规划纲要；

总理亲自召开五次座谈会
14个部委成员参与讨论，形成规划纲要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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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字方针

战略目标

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
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
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

规划纲要：教育事业发展主要目标（1）
2009年 2015年
学前教育
幼儿在园人数（万人）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学前一年毛入园率（％）
九年义务教育
在校生（万人）
巩固率（％）
高中阶段教育
在校生（万人）
毛入学率（％）

2658
50.9
74.0

3530
62.0
90.0

15772
90.8

16100
93.0

4624
79.2

4500
87.0

2020年
较难
4000
75.0
95.0
容易
16500
95.0
容易
4700
90.0

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
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
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
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
健全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

规划纲要：教育事业发展主要目标（2）
2009年 2015年
职业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万人）
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万人）
高等教育
在学总规模（万人）
在校生（万人）
其中： 研究生（万人）
毛入学率（％）
继续教育
从业人员继续教育（万人次）

2179
1280

2250
1390

2979
2826
140
24.2

3350
3080
170
36.0

16600

29000

2020年
容易
2350
1480
容易
3550
3300
200
40.0
很难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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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社会教育投入占GDP%

规划纲要：人力资源开发主要目标

教育现代化的基本支撑条件

从增量反映到存量，且国际可比

90.0

08

87.0

04

67.0

20

其中：受过高中阶段及以上教育的比例
（%）

00

13.5

20

13.3

96

12.4

20

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财政投入

20世纪900.00%
年代世界
平均水平
4%
现在已经
4.5% 2008年财政教育投入占GDP3.48%，比上年提高0.26个百分点，社会投入占

92

20.0

19

15.0

88

9.9

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

2.00%

19

11.2

84

10.5

19

9.5

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4.00%

80

19500

2012
4%！

社会投入

19

14500

19

9830

占 GDP比 重

6.00%

2009年 2015年 2020年
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万人)

2020
？%

1.35%，减少0.15个百分点，合计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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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大的决心、更多的财力支持教育事业，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要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要
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要优先满足教育和
人力资源开发需要。……要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
国家基本教育政策……

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

高等教育强国的标志是：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关键在于
实现高等教育多样化
王义遒

（北京大学）
2009·10·27
杭州

不在具体数字指标纵比与横比，而在于实现国
家、世界发展目标中的作用
培养人才满足建设现代化强国、促进国家未来发
展、构建和谐世界的需要
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引领社会文化发展

清华
苏 竣
薛二勇

所谓高等教育强国，就是指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通过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不仅能够满足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
且能够增进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和知识创新，具有较强的国际影
响力和竞争力。
我国所要建设的高等教育强国，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高等教育强
国，有着很强的阶段性特征和鲜明的中国特色，主要包括以下一
些指标：
（一）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
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高
（三）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水平显著提升
（四）高等教育结构进一步优化
（五）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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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现实条件
1. 规模与结构。

①拥有较大的高等教育规模和较高的高等教育入学率；
②合理、健全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
③充足的高等教育投入；
④高水平的人才培养质量，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率较高；
⑤拥有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世界一流的学科；
⑥世界领先的科研实力、学术产出和学术影响力；
⑦较高的国际化水平，能够吸引大批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前来攻读学
位；
⑧有效的高等教育制度和治理结构。

2. 经济条件和财政投入
从经济条件来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
2008 年，我国人均GDP 超过了3000 美元（具体数字为3268 美元）。
最近几年来， 高等教育科研经费投入呈持续上升的态势（见表1）。财政性教育经费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提高，由1995 年的2.41%提高到2009 年的3.59%。

从高校R&D 支出占GDP 的比例来看，我国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
2006 年我国高校R&D 支出占GDP 的比例约为0.16%，远低于瑞典（接近0.8%）、加拿
大（0.7%左右）、澳大利亚（0.5%）、德国（0.4% 强）、日本（0.4% 强）、法国（
0.4% ）、美国（ 接近0.4%）、英国（0.45%左右）。
对高校的科研投入方面，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尤其偏少。最近几年， 国家加大
了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力度，但仍然很不充足。以2008 年为例，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总经费约2.4 亿，目前高校从事人文社科教学
与研究的人员有50 多万，人均不到500 元［5］。

我们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

自1999 年启动高等教育规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获得了长足的
进步和发展。2002 年，我国提前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目
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总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一，研究型博士学位授予
数也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但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
毛完成率、居民受高等教育比例等指标来看， 我国与世界高等教育
强国还有较大差距。
20 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以“共建、调整
、合并、合作”八字方针为抓手，打破了条块分割、重复办学的局面
，实现了优势互补以及教育资源的重组； 同时， 打破一直以来的“
重学轻术”的倾向，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和专业学位高等教育，高
等教育的类型结构和科类结构不断趋向合理。 ，但仍存在一些突出
问题，主要包括研究生教育过于偏重学术型学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有待发展、高校之间学科设置的同质化倾向比较严重、人才结构与
就业市场需求存在结构性偏差，等等。

3. 人才培养与人力资源
中国的本科生培养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一，博士授予学位数位居世界第二（仅
次于美国）。但我国的人才培养质量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首先，从高端人才的培养来看， 我国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的水平相距甚远。迄
今为止，尚没有任何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中国获得研究生学位。
其次，我国的博士生培养质量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仍有不小的差距。中国博士
质量分析课题组（2007-2009 年）调查发现，我国的博士培养质量（包括科研
能力、学科基础知识、相关学科知识、创新能力、学位论文质量，等等）与西
方高等教育强国仍有不小的差距，其中创新能力不足是主要差距所在。
第三，从我们所培养的学生的就业能力来看， 也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差距较大
。根据2005 年的一项调查， 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中仅有不到10%能够适应跨国公
司的工作。
从人力资源来看， 中国的人才储备已拥有比较厚实的基础，在高等教育系统所
培养的工程师数量方面，中国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本课题组的实证研究结果
表明，目前我国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尚处于较低的水准（教育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全国平均水平为4.88%，大专及以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0.48%），并且存在着显著的区域间差异（京津沪地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10.88%， 京津沪地区大专及以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46%，中部地
区这一比例分别为4.76%和0.51%）。

4. 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建设

传统和经济支持的短板是主要原因。学术
要有传统，中国内地科学的传统一时还发
展不上来。中国内地学者缺少打破沙锅问
到底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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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科研实力与学术产出
从学术产出来看，我国SCI 论文发表数在2004-2006 年一直维持在第
五名，2008 年升至世界第四。ISTP 收录论文数则从2003 年的世界
第六跃升至2008年的世界第二，Ei 收录论文在2004-2006 年间排名
世界第二，到2007 年升至世界第一，同时我国发表的高质量论文（
高被引论文）数量也呈上升态势。最近两年，中国的高被引论文数甚
至超过了日本。根据ISI 数据库的统计，我国大陆（不含港澳台）
2009 年的高被引论文为568 篇，高于日本428 篇（2010 年9 月5 日
检索）。在材料科学、数学、物理、化学、工程科学等传统优势学科
中，中国学术界表现优异，不仅发表的国际索引论文数量位居世界前
列，论文总被引次数也居世界前茅。但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相比，
我国在学术产出的效益和影响力方面仍有较大差距。根据我们对国际
论文的投入产出分析（2003-2007 年数据）结果，我国平均每个研究
人员产出论文0.22 篇，远低于美国（1.03）和英国（1.51 篇）。
和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相比， 我国的世界顶尖水平的学者数量还非常
少。根据ISI 数据库2009 年的统计，美国拥有4124名高被引作者，
而我国仅有24 名。在这24 位作者中，仅有4位来自中国大陆。2011
年，中国入选“高被引作者”的人数仅为28 人，而且其中多数来自
香港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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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际化水平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 中国日益成为一个接收留学
生的重要国家。根据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09 年共有来自190 个国家
和地区的23.8 万名来华留学人员在我国610 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
教学机构中学习。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全世界的留学生当中，中国作为接受国所
接纳的留学生比例仅占1.5% ， 远远低于美国（21.4%）、英国（12.6%）、
法国（8.8%）、澳大利亚（7.6%）、德国（7.4%）等世界高等教育强国。我
国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水平与高等教育强国相比更是有天壤之别。2005 年
，德国博士毕业生中国际学生的比例已经达到13.7%。日本2003 年博士生中
留学生的比例达到13%。2008 年，美国的博士毕业生中有33%为留学生。英
国的国际化程度最高，1999-2007 年，博士学位获得者中留学生的比例从
33.8%上升到40.8%。1997-2006 年，我国博士毕业生中留学生的人数全部加
起来才1923人，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不可同日而语。
从大学教师参与国际合作研究、发表国际论文的比例等指标来看， 中国也
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根据大型研究项目“变革中的学术职业”对全世界19
个国家和地区（巴西、阿根廷、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芬兰、德国、日本
、意大利、韩国、马来西亚、挪威、墨西哥、葡萄牙，等等）的抽样调查，
中国大陆的大学教师“与国际同行进行合作研究”的比例为13%，在所有被
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一。

7. 体制、制度与治理结构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在高等教育的法制建
设、政府与大学的关系、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等方
面取得了一系列进步。
但总体而言，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相比，我国的
大学制度和治理结构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例如高
校管理行政化，学术权力普遍弱化，官本位倾向
明显，不良的科研文化损害科研经费分配制度的
公正性，等等。这些体制性问题的存在，极大地
阻碍了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进程。

从高等教育规模而言， 我国已经超过作为第一集
团的美国。但就世界一流大学数、高被引作者数
、世界级顶尖科研成果、对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
等反映高等教育质量与竞争力的指标而言，我国
不仅比不上英国、德国、法国等第二集团国家，
甚至也比不上瑞士、瑞典、芬兰、以色列等第三
集团国家。以高被引作者数为例，2009 年我国大
陆仅有4 名高被引作者，但丹麦、以色列、瑞典
、瑞士和芬兰分别拥有31 名、49 名、64 名、
115 名和18 名高被引作者。

高等教育作为科技
第一生产力和人才
第一资源的重要结
合点，在国家发展
中具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和作用。
我国高等学校要把
提高质量作为教育
改革发展最核心最
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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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有多大差距？“就生
命科学领域而言，相对水平低于美国1910年水准
。那年，摩尔根发表了对果蝇白眼突变分析的论
文，一个学科——遗传学的重要部分在美国被奠
定，我们迄今没有这样的成果，没有这样系统性
的学科建树。”

饶毅坚信：“对于中国科学界而言，国家的宏观决
策、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工、单位的管理和科研效率
等都可进一步改善。其中部分重要问题，可以通过
体制改革作出较大调整。我认为科技体制改革，相
对独立于其他领域，关键在于我们多大程度愿意改
革自己所在的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教育尤其是高
等教育放到优先的位置。邓小平强调“科
学技术是生产力”，教育的重要性是可想
而知的。从政府的政策话语来说，全世界
很少有像中国政府那样把教育提高到那么
高的高度。
但多年来中国教育的现实情况则非常令人担忧。这
些年来，中国教育方面的改革也不少，但教育系统的情
况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好转，反而在很多方面，似乎越改
越糟糕。老实说，尽管中国改革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非
常多的问题，但人们最为担忧的还是教育，尤其是高等
教育。对很多人来说，这个领域简直是毫无希望。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仍然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在哪个知识领域，

专业主义很显然是“专业”的产物。专业主义的唯一目标

知识体系的缺失是显然的。科学和工程方面，知识具有普世性，中国尚

就是把教育者和知识者每一个人的专业水平发挥到极致。

可借助于“输入”的方式来填补。…… 更为严重的问题在社会科学领
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科学研究群

如果从专业主义的角度，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教育哲学的核

体，每年都在生产着不计其数的著作和文章，有效推动着中国出版业的

心弊端在哪里。今天的中国，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除了

发展。统计显示，就出版作品的数量来说，中国出版业早已经是世界上

专业主义，什么都不缺。中国的大学以权力为本，以培养

最大的出版业。同时，也因为中国知识界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西方的研究

了多少政治人物为荣。看看中国的大学，有太多的领导职

“八股”（技术层面）方法，越来越多的学者能够在西方杂志期刊上发

位为退休下来的政治人物和官员所担任。中国的大学以利

表论说。……多少年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互相竞争的都是来自于西方
的各种思想、意识和观念。来自本土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到今天为止还

益为本，以培养了多少亿万富翁为荣。唯独缺少的就是规

是空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对中国的文化和文明发展的负面影响

定大学本质的专业主义。所以，中国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

正在日益展现出来。很显然，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主体和核心。

即“中国为什么出现不了大师？”。道理很简单，中国的

在缺失这样一个核心的情况下，何以有中国文明的复兴呢？没有任何证

大学的目标不是培养大师。

据可以证明中国文明正在复兴。相反，文明衰落的症状则到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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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最令人悲观的是，因为有权力和利益的支撑，大
学里面甚至教育界里面的很多个体（无论是官员还是教
员）感觉到自己都在发展和上升。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
到，他们所处的整体教育制度正在快速地衰退，并且这
种衰退的速度和大学（教育结构）所获得的权力和利益
是成正比的。就是说，大学（教育机构）所获得的权力
和利益越多，它们被“异化”的程度就越高，离专业主
义就越远。如果今天人们还可以讨论“中国为什么培养
不出大师？”的问题，总有一天，人们就会失去资格来

今天，知识分子不仅继续依附政治权力，而且也很快依附
在商业利益上，并且非常紧密。……为权力和利益说话，
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常态。在这样的情况，知识分子
所生产的知识很难是负责任的。
即使他们得到了自由，他们能够创造负责的知识吗？答案
是否定的。今天，除了在少数敏感领域不能批判政府和涉
及政治之外，中国的知识分子（教授、研究员等等）可以
说是世界上享受最大自由的一个群体。中国的知识生产者
最缺少的，就是规定其存在之本质的专业主义。除此之外，
还缺少什么呢？人们已经形象地指出，中国的教授很像政
治人物，很像商人，很像社会活动家，或者很像人们能够
想象出来的任何社会角色，但就是不像知识分子。这并不
难理解。专业主义是规定知识分子本质的东西，没有了专
业主义，社会就自然失去了对这个群体的认同。专业主义
必须在一定的边界之内才能生长出来。

提出这个问题。(中国的教育哲学问题，见联合早报网)

如果中国知识分子要创造负责的知识和思想体系，知
识分子的“去三化”是前提，即去政治权力化，去经济利
益化，去思维被殖民地化。这“三化”也是中国真正确立
自己的社会科学的前提。这个任务很艰巨，但必须完成。
只有完成了这个任务，中国才能在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的
基础上，找到具有普世性的共享价值。只有核心价值和共
享价值统一起来之后，中国才能崛起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

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专业主义的产生和
发展。专业主义应当是教育哲学的核心。
首先，现存的教育体系可以通过改革和调整工资结构而转
型，形成一个有利于专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工资结构。
同时，中国的教育和学术评审制度必须重新设计
知识界得确立专业精神,要确立政治和知识的边界
政治和知识之间边界的确立不仅仅是行政当局的事情，更是知识界本
身的事情。中国的教育界和知识界，有两种倾向性阻碍着这种边界的
确立，需要我们做深刻反省。第一，在很多场合，知识界本身不想取
得独立地位，而过度依赖权力和利益。很多人把教育和研究看成追求
自己利益的职位，他们对自己的专业很少有兴趣，更不用说是激情（
passion）了。因为他们从权力和利益那里可以获取那么多的好处，
他们根本就不想割断这个关联。第二，另一个群体则相反，他们不满
足于现状，对权力持批评态度。不过，这个群体也不见得具有专业精
神，对专业感兴趣。他们不和权力合作并不表明他们的独立性。无论
是依附权力还是反对权力，知识界的目标都不是自己的专业主义，而
是利益。这种局面不改变，最好的政治环境也无济于事。

中国如何建设一个负责任的知识体系？(联合早报网7.3)

知识界追求权力不可避免，但要意识到，通过依附或者反
对现存权力来追求权力，是最无效的方法，这两种方法不
仅加重着知识和权力之间的依附关系或者紧张，而且也有
害于知识本身。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追求专业主义。专业主
义本身可以成为权力的巨大的资源。专业主义的本质就是
知识为了知识，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多的知识，教育是
要解放人的个性，培养独立精神，释放人对各种事物的好
奇心，从而激发创造。一个人从事知识事业的人，不应当
过问其所创造的知识是否和社会、政治和经济相关。如果
是解释世界，其知识肯定是和现实相关。知识如果对实际
的政策造成了影响，创造了社会价值，那是知识的副产品
，而不是目标。如果没有这种对知识的独立品德的认同，
就很难成为知识的创造者，也很难成为教育家。
中国教育哲学的未来(联合早报网.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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