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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1月，我国共有112
所“211工程”大学，其中有39所
是“985工程”大学。由于中国矿
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中国地质
大学都有两个校区，这3所高校按
照6所统计，故共有115所大学的
校长为本次调查的对象。 在资料
搜集的过程中，中央民族大学、北
京中医药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天
津医科大学、郑州大学、第二军医
大学的校长资料不完整， 没有作
为统计对象。所以，本次调查的样
本为109所“211工程”大学的校
长，其中有38所“985工程”大学
的校长。 为了分析不同类型高校

校长的基本特征， 本文将38所
“985工程”大学用“A”表示，将71
所为“211工程”而非“985工程”
的大学用“B”表示，将109所“211
工程大学”用“C”表示。

几乎所有“211工程”大学校
长的基本资料都可以从网络获
取， 因此调查信息主要来源于各
高校的官方网站、百度百科网、维
基百科网、中国教育网等。

本文对我国“211工程”大学
校长职业特征的调查内容划分为
四个维度，即校长的自然特征，包
括性别、年龄；校长的教育背景特
征，包括学历、最后学历学科、海

通过前文对美国和中国大学校
长职业特征的调查， 可以发现我国
大学校长的职业特征和美国有一定
差异。

1.自然特征的差异
我国大学校长的自然特征可以

描述为任职年轻化、 女校长比例
低。 从平均年龄上来看， 我国
“211工程” 大学校长平均任职年
龄为55岁， 与美国的数据 （61岁）
相比， 年轻了6岁。 如果将所调查
的“211工程” 大学校长的年龄层
次划分为50岁以下、 51—60岁、
60岁以上三个阶段。 约有15.6%的
校长是在50岁以下任校长的， 有
75%的校长在51—60岁时担当大
学校长之职。 也就是说， 有九成以
上的校长在40—59岁时就成为大
学校长。 而在美国， 50%以上的校
长是在60岁以后才担任校长一职
的。 从性别上来看， 我国女校长的
比例较低， 不到4%， 而在美国，
女校长的比例高达26%。

2.教育背景特征的差异
我国有76%的“211工程” 大

学的校长是理工科出身， 人文社会
学科出身的校长较少。 美国大学校
长的最后学历学科则呈现出多元化
特征， 占比最大的为教育， 人文学

科、 社会学科、 理工学科和其他学
科门类的占比相当。

3.职业背景特征的差异
在美国， 大学校长的任期平均

为7年， 其中公立高校略短， 为6.7
年， 私立高校为7.4年； 男性校长
为7.2年， 女性校长为6.5年。 我国
“211工程” 大学校长的平均任职
期限为5.2年。 从校长内部提拔来
看， 约有43%的现任“211工程”
大学的校长是从现任高校内提拔
的， 其中“985工程” 大学校内提
拔校长的比例达38%。 而在美国，
仅有1/4的大学校长从内部提拔。

从校长曾经的工作经历来看，
我国109所“211工程” 大学校长
都有在高校工作的经历， 另外还
有9%的校长曾有在政府机关工作
的经历。 在美国， 来自非高等教
育 系 统 的 大 学 校 长 的 比 例 达
13.9%。

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提拔的校
长对本校或高等教育系统有更深入
的了解， 熟悉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
律， 便于管理， 但却容易使校长视
野狭窄， 难以突破学校的传统去改
革和创新。 此外， 企业、 政府等不
同领域工作经验的缺乏也会导致校
长治校理念和实践的落后。

表5： 中国大学校长的海外学习经历

中美大学校长职业特征有何差异
■李立国 张瑞雪

■教育调查网络版仅限人民网、 中国教育新闻网首发， 与本报无协议转载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纵览世界高
等教育史， 每一
所著名大学的成
长都与校长密切
相关。 数百年的
大学发展史， 就
是一部大学校长
和学者、 学生共
同探索的历史，
留下了校长们上
下求索的光辉思
想和生动实践。
作为大学的灵魂
人物和引领者，
大学校长始终与
大学的变革和发
展紧密相连， 对
于大学的变革发
展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
当然， 大学校长
的职业特征也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和高等教育的
进步而不断变
化。

大学校长一
直深受人们的关
注， 对于大学校
长的研究也层出
不穷。 近年来，
美国教育理事会
(America�
Council� on�
Education) 于
1986至 2012年
对美国高校校长
进行了5次大规
模的调查， 调查
内容包括当今美
国高校校长的年
龄、 学历 、 性
别、 任期、 学科
背景、 职业背景
等基本特征。 本
文借鉴美国教育
理事会对全美各
大学校长所做调
查的模式， 对我
国 116所“211
工程” 大学校长
的职业特征做了
详细调查， 以期
对我国现任大学
校长的职业特征
有较为全面、 清
晰的认识， 并在
比较中美大学校
长职业特征异同
的基础上， 对我
国大学校长发展
提出相关政策建
议。

美国教育 理 事会 先后 在
1986、1990、1995、2001、2012 年
对美国高校校长进行了5次大规
模的调查。2012年最新调查的对
象是全美1662所大学的校长，调
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校长个人的年
龄、性别、种族、学历、职业经历以
及工作内容和职责。 可以从四个
维度对调查的内容进行归类，主
要分为自然特征（性别、年龄、种
族）、教育背景特征（最高学历、最
后学历学科）、职业背景特征（前
一职业、校长来源、校长任期、新
聘校长）、工作特征（工作对象、时
间分配、 不同类型大学校长的时
间分配、校长的其他工作）等。

1.自然特征：任职年龄较大、
以男性为主、 少数民族占一定的
比例

从性别、年龄、种族来看，典
型的美国高校校长可以被描述为
“61岁男性白人”。在被调查的校
长中，男性占74%，与2006年（占
77%）相比有所下降，其中85%的
校长已婚， 与2006年（83.2%已
婚）相比有所上升。此外，美国大
学校长中少数民族校长占一定的
比例，达到10%以上。

校长们的平均年龄为61岁，
与2006年时的校长平均年龄（60
岁）相比有所提高。值得一提的是，
年龄在60岁以上的校长所占比例
从2006年的49%上升到58%。

2.教育背景特征：学历高、教
育专业出身的比例高、 学科背景
多样化

从最后学历与学科来看，美
国大学校长所学学科中， 教育学
科所占比例最大， 其次为人文学
科、 社会学科。 教育学科约占
38%，人文学科约占14.2%，社会
学科约占11.9%，法律、医学、商
业学科共占15%，数学、物理等学
科共占11%。其中，有博士学位授
予权的大学的校长， 大约有20%
在数学、理学、工程、医学等领域
获得博士学位， 有28%的校长取
得社会学科博士学位， 还有16%
的校长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

从最高学历来看， 美国大学
校长拥有博士学位的占84%，其
中哲学博士占55.5%， 教育博士
占21.3%，法学博士占7%，医学博
士占1.3%。

3.职业背景特征：任职时间

长、工作经历丰富
前一职业： 有85%的校长在

担任现职之前在高校工作， 其中
以前就是校长的占20.4%， 以前
为常务副校长等其他高层管理者
的占32.7%， 以前为学术主管的
占27.8%， 以前为普通教师的也
有4.4%。担任校长之前在高等教
育系统之外工作的占16.7%，该
比例与2001年（14%）相比有较
大提高。其中，有博士授予权的大
学有42%的校长担任过教务长或
者首席行政官。

校长来源：总体上看，美国高
校校长中只有约1/4来自本校，大
部分来自其他高校。其中，公立高
校校长中，来自本校的占32.8%，
来自外校和非高等教育系统的分
别为67.2%和13.9%；在私立高校
校长中， 三种来源的比例分别为
34.3%、65.7%、27.6%。 在这些校
长中， 担任过全职教师的人占
69.7%。其中，有博士学位授予权
的大学越来越倾向于在学校之外
招聘校长， 有15%的大学从教育
机构之外的领域招聘校长，而
2006年这一比例只有7%。

校长任期： 本次统计的是到
调查时为止， 校长们担任现任职
务的时间。 由于校长们的现职还
将继续，所以，校长们已任现职的
时间将短于从任职到离职的平均
时间。2011年， 美国高校校长担
任现职的时间平均为7年，其中公
立高校略短，为6.7年，私立高校
为7.4年；男性校长为7.2年，女性
校长为6.5年（见表1）。

4.工作特征：主要工作职责
为筹资、规划、预算、在非营利组
织担任职务、从事科研工作

在美国， 大学校长的主要职
责为负责财政计划、筹资、预算、
公共关系、学生事务、教师和行政
人员的选聘等。 对于公立大学的
校长来说， 在规划、 筹资和预算
方面校长要承担更多的职责， 而
在私立高校中， 筹款是校长所需
要承担的最为重要的职责。 同
时， 大学校长较多参与社会活
动， 其中有87%的校长在非营利
组织中担任一定的职务。 虽然日
常的工作任务繁忙， 但美国的大
学校长仍会留出时间进行学术论
文的撰写、 科研课题的研究等学
术活动。

表1： 美国校长的任期 （年）

表2： 中国大学校长的年龄

表3： 中国大学校长的最高学历

表4： 中国大学校长的最后学历学科

荩荩荩 美国大学校长特征

61岁男性白人，多样化学科背景

荩荩荩 中国大学校长特征

55岁男性，有高校工作经历

外学习、是否曾在现任大学学习；校
长的职业背景特征， 包括曾工作过
的单位性质、 任现职之前是否曾任
其他高校的校领导或副职、 担任现
职的年数、是否从任职高校提拔；校
长的工作特征，包括主要职责、是否
在社会兼职、是否从事学术研究。

1.自然特征：平均年龄55岁、以
男性为主

总的来说， 我国典型的大学校
长可以描述为“55岁男性”。从性别
上看，在我国“211工程”大学中，男
性校长占96.3%， 仅有4名女性校
长，其中，“985工程”大学中，有1名
女性校长，非“985工程”的“211工
程”大学中有3名校长为女性。

从年龄上看，我国“211工程”
大学校长的平均年龄为55岁。我国
“985工程”大学校长平均年龄为57
岁，比其他“211工程”大学校长的
平均年龄（54岁）高出3岁（见表2）。

2.教育背景特征：学历高、理工
科出身的比例高

从学历上看，109所“211工程”
大学的校长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高
达92%，其中38所“985工程”大学
的校长全部拥有博士学位。这说明，
越是优秀的大学， 其校长的学历层
次越高（见表3）。

从最后学历学科来看，72%的
“211工程”大学的校长是理工科出
身，人文社会学科出身的校长较少，
“985工程” 大学的校长更是如此。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所有109所
“211工程”大学校长中，没有一位
校长的最后学历学科为教育学科，
这和美国相比有较大差异（见表4）。

从海外求学经历来看， 约有
54%的大学校长有海外学习经历，
其中有长期学习经历的占32%左
右， 有短期经历的占21%。“985工
程” 大学中有海外留学经历的校长
的比例高达64%，比其他“211工程”
大学高17%（见表5）。

从是否在现任大学学习来看，
“211工程”大学中，有将近60%的校
长曾在现在任职的高校有学习经历。

3.职业背景特征：平均任职期
限为5.2年、四成为校内提拔

从大学校长任现职之前是否曾
任其他高校的校领导或副职来看，
有将近49%的大学校长有在其他高
校担任领导或副职的工作经历。这
里所说的校领导是指高校的校长、
副校长、党委书记和党委副书记。在
美国， 大学校长曾在其他高校担任
领导或副职的比例则为60%。

从任职年限来看，“211工程”大
学校长的平均任职期限为5.2年。与
美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7年）相
比，我国大学校长的任职期限较短。

从校长是否来自任职高校内来
看，约有43%的现任“211工程”大学
的校长是从所在高校内提拔的，其
中“985工程”大学校内提拔校长的
比例达38%。

荩荩荩 中美校长职业特征比较

学科背景、职业背景有显著差异

由于社会背景、 文化背景不
同， 中美校长的自然特征、 教育背
景特征、 职业背景特征呈现出较大
差异， 但通过调查结果， 我们可以
得出一些趋同的启示意义。

1.大学校长的学科背景应多元
化

无论中国还是美国， 大学校长

学科背景的选择都依据其具体的历
史与现实的国情。 时代的进步和高
等教育的发展都要求在选拔校长
时实现观念的转变， 着力改善校
长队伍的学科结构， 促使大学校
长的学科背景向多元化发展， 适
当提高具有人文社会学科背景校
长的比例。

荩荩荩 启示

大学校长应从“职务化”走向“职业化”

2.大学校长也应注重“外部
选拔”

大学校长不仅要具有很强的
领导和管理能力， 而且要具备丰
富的教育经历和深厚的学术造
诣。 大学校长是学术机构的负责
人、 领军人、 协调人、筹划人。一
方面，要加大学校内部培养力度，
争取自主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可以
将学校带入到一流大学行列的校
长；另一方面，应适当提高校长的
外部选聘比例，面向校外吸收和
招聘优秀人才， 以拓宽学校管理
者的视野， 增强学校的竞争力。

3. 大学校长应从“职务化”
走向“职业化”

美国大学校长作为职业管理
者的定位清晰， 他们一旦就任就
必须将自己的研究计划和教学工
作在任期内放在一边， 只有不到
一半的大学校长可依据与董事会
的合同拥有学者头衔， 而其他全
部是纯粹的管理人员。 任何人的
能力都是有限的， 美国校长任职
后不仅不能再给学生上课， 而且
还必须把原来指导的研究生转交
给别的学者。 比如， 耶鲁大学第
二 十 二 任 校 长 Richard� C.�
Levin是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

出任耶鲁大学校长之前， 他曾任
耶鲁大学经济系主任和文理研究
生院院长， 是一位在学术界享有
崇高威望的经济学家， 但在他担
任校长职务的12年里， 他没有
带过一个研究生， 也没有挂名领
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

高校的管理难度和复杂程度
前所未有， 这必然要求高校管理
者全心全意地投入。 大学校长的
“职业化”是世界趋势，更是大学
现代化管理的需要。2012年7月新
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董奇在就
职演讲中提出“四不”承诺，即在
任期间不申报新课题、 不招新研
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不
申报院士。 这“四不”承诺正是解
决我国大学校长“职务化”问题的
有效方法， 也是改变学术权力和
行政权力边界不清现象的一个重
要途径。 今后任用校长的上级主
管部门应将大学校长明确定位为
职业管理者， 在完善相关进入与
退出制度的基础上， 要求校长在
任期内全心投入学校管理工作。

（李立国系中国人民大学教
育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
师， 张瑞雪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
学院硕士研究生）

（上接第一版）
结合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李卫红提出， 一是要深刻领悟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 牢牢把握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
教育领域的所有改革归根到底要落实到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上来。 二是要注重改革
的系统性、 协同性， 统筹兼顾推动改革。
用系统思维、 全局意识认识改革， 用普遍
联系观点设计改革， 用统筹兼顾办法推进
改革。 三是要倡导基层首创精神， 形成上
下联动、 广泛参与的改革格局， 汇聚形成
推动教育改革创新的合力。 四是要进一步
加强宣传及经验交流， 营造改革的良好氛
围。

据悉， 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典型案例推
荐活动每两年举行一次， 首届活动于2009
年举办， 迄今已举办三届。 活动由中国教
育报、 中国教育新闻网联合举办， 本届活
动由远东教育联盟协办。

第三届全国教育改革
创新典型案例推选揭晓

（上接第一版） 希望工程全体同志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周围，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
神， 大力弘扬“两弹一星” 精神和
载人航天精神， 再接再厉， 团结拼
搏， 改革创新， 锐意进取， 不断谱
写中国航天事业发展新篇章， 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不断夺取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喜悦热烈的气氛中， 习近平等
来到飞控大厅科研人员中间， 同大家
一一握手， 致以问候。

许其亮、 范长龙、 栗战书、 杨
晶， 中央军委委员张又侠参加上述活
动。

嫦娥三号探测器于12月2日从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 准确入轨。
14日， 嫦娥三号探测器在月面成功
软着陆， 科学探测任务陆续展开。 嫦
娥三号任务的圆满成功， 实现了我国
航天器首次在地外天体软着陆和巡视
勘察， 标志着我国探月工程“绕、
落、 回” 第二步战略目标取得全面胜
利， 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
里程碑意义。

嫦娥三号着陆器巡视器互拍成像
中国探月工程二期取得圆满成功

（上接第一版）
探索浩瀚宇宙、 和平利用太

空， 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和不
渝追求。 以嫦娥三号任务圆满成
功为标志， 我国探月工程将全面
转入无人自动采样返回的新阶段，
任务更加艰巨， 挑战前所未有。
希望工程全体同志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 大力弘扬
“两弹一星” 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
再接再厉， 团结拼搏， 改革创新，
锐意进取， 不断谱写中国航天事业
发展新篇章，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2013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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