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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周刊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 王稼琼
《面向交通强国战略培养一流人

才》 9月6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蒋庆
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夏文斌

《服务对外开放战略 推进“双一
流”建设》 9月6日

北京邮电大学校长 乔建永
《面向新工科 建设高新课程群》

9月13日

浙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吴锋民
《“双循环”下国际化办学新走向》

9月13日

南京林业大学校长 王浩
《创新构建生态文明学科体系》

9月20日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王定华
《心系家国 坚守使命》

9月20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 舒
歌群

《培养勇攀高峰的技术科学人才》
9月27日

宁夏大学党委书记 李星
《做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排头兵》

9月27日

青岛大学党委书记 胡金焱
《深化教育属性补足高校“双创”

短板》 9月27日

浙江师范大学校长 郑孟状
《地方师范院校“双创”教育难题

何解》 9月27日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钱旭红
《新文科浪潮与中国语言文学的

先进性》 10月11日

湖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唐亚阳
《讲好党史故事 涵养教育初心》

10月11日

华南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章熙春
《“顶天立地”支撑科技强国建设》

10月25日

西华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王安平
《努力确保党的全面领导实而有

力》 11月1日

西华师范大学校长 王元君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和发展

优势》 11月1日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党
委书记 王英龙

《高质量规划引领学校发展新格
局》 11月8日

福建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
新医科建设工作组成员 陈晓春

《新医科建设须强化“五个结合”》
11月15日

河北工程大学党委书记 哈明虎
《“大工程文化”提升工科院校育

人水平》 11月15日

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王斌伟
《人才“金钥匙”开启乡村振兴之

门》 11月29日

南京理工大学校长 付梦印
《新发展理念助推高校高质量发

展》 11月29日

深圳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李清
泉

《围绕一流大学目标构筑一流人
才高地》 12月6日

山东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 武继
彪

《创新中医药院校“双创”模式》
12月6日

北京工商大学党委书记 黄先开
《信息技术赋能新商科创新型人

才培养》 12月13日

吉林省教育厅厅长 王忠
《打造新农科协同育人“吉林模

式”》 12月20日

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倪海东；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一
流人才》 12月2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杜玉波

《推动“十四五”时期高等教育高质量
开局》 1月4日

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卢建军；西安
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

《以西迁精神铸魂 以党建双创强基》
1月11日

山东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王邵军
《办好用活“四个课堂”凸显实践思政

实效》 1月25日

湖南科技大学校长 朱川曲
《与疫情赛跑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1月25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 夏文斌
《教育评价改革如何破立并举》

3月22日

时任华南理工大学校长 高松
《“F 计划”：培育新工科领军人才》

3月29日

西南科技大学校长 董发勤
《教学督导力促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

3月29日

厦门大学校长 张荣
《“知无央，爱无疆”》 4月2日

河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赵国祥
《坚持问题导向把握新师范教育建设

内涵》 4月26日

时任青海大学校长王光谦；青海大学
党委书记俞红贤

《扎根高原 建中国一流大学》
4月26日

江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黄恩华
《推进新时代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

4月26日

山东大学校长、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
作组组长 樊丽明

《新文科建设：走深走实 行稳致远》
5月10日

时任大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王寒松
《“融合思维”助高校种好思政责任田》

5月10日

浙江农林大学校长 沈希
《对标“双一流”，破解地方农林类高校

发展难题》 5月17日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武贵龙
《依托教育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月17日

华南师范大学校长 王恩科
《“新师范”如何求新应变》

5月24日

广东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卢景
辉

《服务地方需求培育高素质医学人才》
5月24日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 叶青
《加快培养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步伐》

5月31日

江西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 徐兰宾
《党史教育融入思政课应把握好三个

维度》 5月31日

浙江海洋大学校长 陈建孟
《造就更多留得住干得好的海洋人才》

6月7日

河南大学党委书记 卢克平
《汲取党史学习养分 着力培育时代新

人》 6月28日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王汉青
《将党史学习教育贯穿学校发展全过

程》 6月28日

中共山东省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
山东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 邓云锋

《打造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山东样
板”》 7月12日

江苏大学党委书记 袁寿其
《以“四个一流”纵深推进“三全育人”》

7月12日

西北工业大学校长汪劲松；西北工业
大学党委书记张炜

《推动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
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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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清华大学时
指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需要
有一流大学群体的有力支撑，一流大
学群体的水平和质量决定了高等教育
体系的水平和质量。”我国“十四五”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
到 2035 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十四五”时期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特别强调要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未来15年特别
是这5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攻
坚期，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影响
深远。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
响，高等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
何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以适应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需要，既是
机遇也是挑战。我们要建设的高质量
高等教育体系，从根本上讲，就是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的
体系。那么，这个体系的根本指向、关
键内容和重要发力点是哪些方面呢？

完善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的协同育人体系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立
德树人是贯穿其中的根本逻辑，深刻
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进入新
时代，立德树人从“教育的根本任务”
到“高校立身之本”再到“检验学校一
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充分反映了我们
党的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最新
成果，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对立德树人
的认识前所未有，对立德树人的重视
程度前所未有。我们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实现教育的“四为服务”价值追求，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人才支撑和
智力保障。

我们要从教育的三个维度来把握
立德树人的内涵意义。这就是，立德
树人揭示了教育的本质，体现了教育
的规律，彰显了教育的根本价值。立
德树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从
三个层面畅通多方参与的协同育人体
系。一是构建宏观育人体系，就是从
教育整体而言，构建家庭、学校、社会
协同育人体系。家庭教育、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是教育的三大支柱，缺一不
可，我们要有这样的大教育观。二是
构建中观育人体系，就是对学校教育
而言，在德智体美劳五方面协同育
人。在学校，立德树人无处不在、无时
不有、无人不参与。要以课程育人、文
化育人、心理育人等十大育人体系为
基础，加强学校德智体美劳教育的整
体性和系统性。三是构建微观育人体
系，就是从个人施教而言，根据各项工
作内在的育人元素和育人逻辑，从神
形兼备、师生兼顾、内外兼修、德法兼
治、软硬兼抓五个方面做起，使立德树
人真正落到实处。

夯实以机制创新为重点
的人才培养体系

大学历经 900 余年的革故鼎新，
人才培养作为其最核心的功能，始终
未曾动摇。我们要扎根中国大地，办
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
们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和教学规律，
把知识传授、素质提升、能力培养和
价值塑造融为一体。在推进高校实现
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衡量一所高校的
办学质量，不能仅仅从发展规模和项
目量化上进行评价，更重要的是考量
其在高水平人才培养和服务国家需求
等方面的贡献。高校对于经济社会发
展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单纯发表多少
篇科研论文，也不在于直接拉动经济
增长的百分点，而在于人才的培养质
量和水平，在于高校毕业生为国家和
社会作出了多大的贡献。

在人才培养问题上，体制机制不
灵活、不畅通是束缚学生全面发展、
个性塑造的根本原因。要以培养学生
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创新精
神、实践能力为着力点，重点推进四
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深化教育教学模
式改革。在教育目标上，要更加注重

“导向”；在教学内容上，要更加注重
“更新”；在教学方法上，要更加注重
“互动”；在教学管理上，要更加体现
“灵活”。二是深化协同育人机制改
革。进一步推动高校与社会力量的协
同，把社会资源转化为学校的发展资
源和育人资源，实现科教结合、产教
融合，促进资源共享、协同育人。三
是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创新创业
教育应该是全方位的教育过程，其功
能在于挖掘学生创新创业潜力，激发
其创新创业兴趣，点燃其创新创业热
情，提升其创新创业能力。要将创新
创业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紧密结合，与
专业教育紧密结合，与推进产业迭代
升级紧密结合，与助力教育开放紧密
结合。四是深化质量保障机制改革。
着力构建约束激励机制、经费投入机
制、教学水平长效提升机制以及教学
质量评价机制。

打造以服务需求为支撑
的学科专业体系

学科体系建设关系到学校发展根
基，在高水平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学科建设要强化服务国家需
求。要静下心来研究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发展、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以
及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到底需要
什么样的人才，而不是在设置新学科
时，总在想别人有的我也要有，有条件
要上，没条件也要上。要把落实国家
标准作为学科建设的底线要求，把服
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为
学科设置、调整的前提条件。实质上，
就是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
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
生命健康，充分满足学科设置条件，符
合其建设规律，确保学科建设自身发
展的“小逻辑”，服从于国家重大战略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需求”。

学科建设要坚持有选择性地发
展，有所为有所不为。学科不在多、
不在全，而在特、在强，关键要建设
好与本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
的学科群，压缩“平原”、多建“高峰”。
从根本上讲，学科建设要固本强基、交
叉融合、择优培育，以优势学科为引
领，带动、辐射和影响其他学科建设，
形成特色鲜明、布局合理、协调发展的
学科生态体系。同样，一所大学办得
好不好，重在质量和特色，绝不仅仅是
规模和数量上的比拼。特色就是质
量，特色就是竞争力。一流大学未必
都是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精
而专、有特色的学校同样可以办成一
流大学。也就是说，我国各级各类学
校都有自身办学层次类型上的一流。
办学实力整体强、拥有多个一流学科
的高水平大学，要瞄准世界一流大学
的目标抓紧建设；办学实力有基础、
若干学科有水平的大学，要瞄准世界
一流学科的目标重点建设；办学实力
有待加强、学科水平有待提高的大学，
可以瞄准自身特色，聚焦办学优势，在
探索“一流学院”“一流专业”建设上寻
求突破。

健全以高素质专业化为
标准的教师发展体系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好的教
师，才有好的教育。建设高素质专业
化教师队伍，关键是提升教师素质能
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教师提
出 的 具 体 要 求—— 坚 持“ 四 个 相 统
一”，争做“四有”好老师，当好四个“引
路人”，成为“大先生”。实际上，就是
要坚持“师德为先、教学为要、科研为
基、发展为本”的要求，努力做立德树
人的能者、引领社会风尚的行者。教
师队伍建设要坚持“引育并举、以育为
主，重点培养一批、大胆使用一批、及

早储备一批”的建设思路，及早谋
划，做好顶层设计。一是要围绕学科
集聚人才，根据学校学科发展规划，
统筹规划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
不能脱离学科盲目引进。二是要集聚
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具有学科穿透力
的领军人才，而不是一般的普通人
才。三是要及早选拔和培养优秀青年
教师，放手培养、大胆使用，让他们
在教学、科研和管理一线历练成长，
不能论资排辈。四是要注意把好教师
的思想政治关，注重对思想政治素质
的考察，尤其是对师德师风的考量，
不能泥沙俱下，不做甄别和筛选。

教师队伍建设还要特别注意“三
为主”原则——以学科为主体，学科
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引进什么样的人
才，不能单凭名声和“帽子”来引
进；以学院为主责，倡导“学院办大
学”，而不是传统的“大学办学院”，
学院要发挥学术委员会和教授的作
用，倾听和尊重他们的意见，担负起
人才集聚的重要责任；以学校为主
导，学校主要管师德、管结构、管政
策，创造条件、营造环境。同时，既
要鼓励“全能冠军”，又要支持“单
项冠军”，尤其要注重学科团队建
设，由“钓鱼式个体”向“捕鱼式团
队”转型。

构建以质量贡献为导向
的教育评价体系

构建以质量贡献为导向的教育评
价体系，首先要确立一流标准。在这
个问题上，要着眼世界一流，学习借鉴
世界各国大学的成功经验，在全球范
围内寻找坐标系，同台竞技，不“自说
自话”，不做井底之蛙；要着力中国特
色，探索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道
路和中国模式，不“自娱自乐”，不东施
效颦。具体来说，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要坚
持四个标准：一是培养一流人才，把人
才培养质量作为首要标准；二是产出
一流成果，把对国家社会贡献度和国
内外公认度作为重要考量；三是发挥
一流影响，把形成的重大影响力作为
最高评价；四是办好一流本科，把一
流本科教育作为立校之基。

教育评价既有国际公认的标准，
也有适合本国实践的特色体系。构建
新的教育评价机制，要树立重师德师
风、重真才实学、重质量贡献的价值
导向，不要仅仅围着一些大学排行榜
和一些指标体系转，更不要只在这里
面找“兴奋点”，而看不到“发力
点”。特别要强调破立结合、以立促
破。我们说的“破五唯”，破的是

“唯一”，而不是完全不要，关键要从
实际出发，凸显大学在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上的实际贡献，彰显其对国家
和社会的价值。需要强调的是，我国
大学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色，其
自身评价体系关键要能够反映其在培
养一代又一代为国解难、为国分忧、
为国尽责人才上的卓越贡献，能够反
映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解决关
键核心技术问题的突破，能够反映其
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服务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的责任担当，能够反映其坚
持胸怀天下、始终关注人类前途命运
的大情怀。

畅通以合作共享为基础
的教育开放体系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改革开
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命
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国
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正面临着

“发展中的挑战”“打压中的突破”
“开放中的博弈”等复杂局面，高等教
育也面临着一系列新压力、新挑战。
在重大危机面前没有谁能够独善其
身，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团
结合作是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在当
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教育交流
合作的意义和作用远远超过了教育本
身。“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
心相通。”“心相通”的深层基础是文
化、关键在教育。我们要认清大势，保
持改革开放的战略定力，进一步统筹
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打造高等教育
对外开放的升级版。

在新的对外开放形势下，高等教
育国际交流合作要坚持扎根中国与融
通中外相结合，以更加开放合作的姿
态应对全球共同威胁和挑战。要坚持
有选择地“请进来”，面向全球引进优
质教育资源，强化对优质教育资源的
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提升人才培养
力；要坚持有章法地“走出去”，争取与
国外高等教育多对话、多来往，有进有
出、相得益彰，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扩
大对外影响力；要坚持有目标地“深参
与”，积极参与高等教育国际治理，深
度参与国际高等教育评价标准、规则
等的制定和重大议题研究，在教育合
作中提升国家形象，深化国际融合
力。为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要秉持
开放共享、合作共赢的理念，以畅通国
内国际教育循环为着力点，拓宽发展
空间，统筹推进国家布局的“四点一线
一面”教育对外开放战略，充分体现作
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发展高等教育事业
的使命、格局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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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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