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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无疑是当下高
校最热门的词语。前不久，教育
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意味着
备受社会关注的“双一流”建设，有
了明确建设的“施工图”。

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3月5
日来到上海代表团参加审议，在听
取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的发言后，
他对“双一流”建设发表重要看法，
为已经是热词的“双一流”话题加
码。记者采访了3位担任大学校长
的全国人大代表，听听他们的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
大学校长王树国：

建设“双一流”得有
中国自信

“建设‘双一流’得有大局观

念，不能光去比你们学校有多少
学科进了，我们进了多少。”全国
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
树国直言，这种狭窄视野是多少
年累积下来的顽疾。知识分子要
有担当、要有使命感，一定要站
在国家的高度去考虑问题，因为
走到国际舞台上，每一所高校代
表的都不是个体，代表的是国
家。在王树国看来，要建设中国
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看
整个中国高等教育是不是得到国
际的认可。“就像欧洲的大学来中
国访问，我们很少关注这所大学
具体如何，而是通过这所大学认
识欧洲的教育。”

王树国打了个比方，就像国
人出去旅游一样，代表的不是个
体，而是国家形象，“整个中国高
等教育的大环境好了、内涵提升
了，所有的高等教育从业者、下
一代的孩子都会受益”。王树国同
样关注到时下各种名目的“排行
榜”，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大局

观，就会看哪个排行榜对自己有
利，就追捧哪个排行榜，“这不是
教育工作者该持有的心态”。

什 么 叫 中 国 特 色 的 世 界 一
流大学？王树国认为，任何一
个国家的教育都会对世界教育
作出贡献，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是：中国高等教育要为世界高等
教育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中国
高等教育的样板要对世界高等教
育产生哪些推动作用？如何运用
中国自己的经验去解决当前世界
高等教育的不足？在我国自主创
新的历程中，从未放弃过学习，
但是学习不是拷贝，而是要提升
内涵，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这
样将来我们才可能去引领世界前
沿。

王树国特别不赞同一提世界
一流大学就拿哈佛、剑桥当模
板，有的学校跟世界名校签合作
协议就特别自得，王树国笑称有
点“傍大款”的意思，“中国办一
流大学，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想法

是什么，这哪儿行？要摒弃这种
没有自信的心态，应该有点文化
自信，有点中国高等教育的自
信”。

时下，人们对什么是世界一
流大学莫衷一是。王树国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对科技创新提
出了三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
民经济主战场。这是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的战略思想。是否是一流
大学，要看对“三个面向”的贡
献有多大，“如果国家重大贡献中
没有你们学校的身影，谈何世界
一流？”

“双一流”建设没有门槛，不
搞终身制，更不是固化身份，王
树国认为这是很大的进步，改革
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
的，自上而下是指国家有了好的
顶层设计，有了好的机制；自下
而上是要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不
要把‘双一流’建设看成去争一
块奶酪”。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
校长陈骏：

一流大学得先从“一
流课堂”开始

“一流大学建设要瞄准一个
根本任务：立德树人。”全国人
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陈骏说，
要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到实
处，还是要回归课堂，一流大学
建设一定要解决课堂质量的问
题。

“双一流”建设热潮中，很多
学校把焦点集中于建设路径、经
费、争夺人才等，但在陈骏看
来，当下大学里教师重科研轻教
学的现象较为普遍，要解决这一
难题，还是要把改革的着力点放
到人才培养的根本上，回归到课
堂。

陈骏认为，一流大学的学生，
不仅是既有知识的学习者、接受
者，也应是新知识的创造者、贡献
者。（下转第七版）

三位大学校长“论剑”双一流
本报记者 赵秀红 刘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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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广东代表团审议政
府预算报告，全国人大代表、刚
刚卸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罗伟
其跟代表们做了一个简单的除
法，“如果有一个高校学生一年的
学费是5000元，进行学分制改革
后，除以 40 个学分，一个学分
125元，按学分收费”。

就 是 这 样 一 个 简 单 的 “ 除
法”，却卡在了省发改委，学分制
改革也遭遇梗阻。罗伟其说：“我
想给发改委工作提个建议。”

“学校没有增加一分钱的收
入，总量不变，但就这样一个转
换，发改委卡得死死的。把学分
制改革列为审批项目，要成本核
算，又要走听证，生怕学校乱收

费。”罗伟其说。
“而且收费标准还是 12 年前

的。”罗伟其所说的这个收费标准
是 《关于做好2005年高等学校收
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学
分制收费应走听证程序，且将学
分制收费列为审批事项。该规定
是国家部委制定的，各地须遵照
执行，地方政府没有自主管理的
权力。

“高校对学分制改革积极性很
高，教育行政部门积极性也很
高。”罗伟其调研发现，这种情况
并不只存在于广东，上海、浙
江、湖南、江苏等省份高校都制
定了学分制管理规定，但多数省
份也都被卡在这一环，拿出的都

是“改良”“折衷”的学分制方
案。

“这个听什么证？不需要！”
广东省发改委主任听了罗伟其的
解释后，一下就明白了。但是到
了省发改委下面的价格处，工作
人员又搬出国家发改委的“尚方
宝剑”：“这是上位法，不能改。”

为了这个事，罗伟其没少跟
省发改委磨嘴皮子，最后终于松
口，“允许我们拿几所学校做试
点，前前后后折腾得够呛，效果
依旧不明显”。

“别让重大的教育改革卡在细
枝末节的政策条款上，为什么不
能多一点灵活性？”罗伟其举了中
国卫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叶

培建的例子，他的遭遇让罗伟其
心有戚戚焉。

几年前，叶培建一直在推动
火星探测器计划，万事俱备，到
了向财政部论证要钱的时候，却
被一个处长卡住了。处长问院
士：“上火星干啥？”这个问题竟
把院士给问住了。处长的言外之
意是：“把钱用到那里有什么作
用，能增加多少GDP？”

罗伟其提高了音调：“我说的
话可能重了点，但是这会影响整
个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

为什么要改？“4 年的学费，
拿学分一除，看似一个简单的收
费改革，事实上关系到高校人才
培养的重大改革。”罗伟其说。

“4 年的学分，学生如果学有
余力，完全可以 3 年修满毕业。
如果学生想要休学创业或是放慢
节 奏 ， 还 可 以 用 5 年 的 时 间 修
完。”罗伟其说，应按学期注册、
按学分缴费、按学分毕业、按绩
点授学位，赋予学生一定的自主
选择专业方向、课程、教师、学
习时间的权利。

“这个问题不能推给教育，只
能发改委来办。”罗伟其建议发改
委和相关部门简化程序，不再列为
审批事项，不须经过听证环节，调
整为要求学校按学分制收费的学
费，不得高于按学年制收费的总
额，并报有关部门备案即可。

本报北京3月8日电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原厅长罗伟其“吐槽”学分制改革遭遇——

教育改革不能卡在细枝末节上
本报记者 刘博智 赵秀红

本 报 北 京 3 月 8 日 讯 （记
者 万玉凤） 为缓解日益增长的
体育健身需求与体育场馆资源供
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近日，教育
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印发了

《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
开放的实施意见》，鼓励开展以
学校管理为主的运营模式，公办
学校要积极创造条件向社会开放
体育场馆，也鼓励民办学校开
放，可根据不同对象采取免费、
优惠或有偿开放方式，但有偿开
放不能以营利为目的，探索建立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第三方
专业组织运营的模式。

《意见》 明确，学校体育场
馆开放主要面向本校学生、学区
内学生、学校周边社区居民和社
会组织。学校应当在课余时间和
节假日优先向学生开放，并在保
证校园安全的前提下向社会开
放，可实行定时定段与预约开放
相结合。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
放的时间应与当地居民的工作时
间、学习时间适当错开。国家法
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学
校体育场馆应适当延长开放时
间。学校室外场馆设施，如操
场、球场、田径场跑道等要先行
开放，室外场馆设施开放由各校
提出并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确
定。对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场
地，由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
际制定开放名录。

《意见》 对学校体育场馆开
放的条件也作了规定，明确学校
体育场馆、设施和器材等要安全
可靠，并且学校有相对稳定的经
费，能定期对场馆、设施、器材
进行检查和维护。学校体育场馆
要有健全的安全管理规范，还应
有向社会开放的容量和时间段，
体育场馆开放不影响学校其他工
作的正常进行。

《意见》 强调，各地要加强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统筹和规
划，积极为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
开放创造条件。积极支持社会力
量通过投资、冠名、合伙制、捐
赠等形式参与学校体育场馆建设
和开放工作，充分发挥其在资
金、技术、项目、运营、评估等
方面的优势。积极推进体育场馆
开放信息化建设，通过多种方
式，公开场馆开放的时段、区
域、项目和相关服务，公告使用
体育场馆的程序、途径和办法。

《意见》 要求，到 2020 年，
要建设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学校
体育场馆开放典型，通过典型示
范引领，带动具备条件的学校积
极开放，使开放水平和使用效
率得到普遍提升；基本建立管
理规范、监督有力、评价科学
的 学 校 体 育 场 馆 开 放 制 度 体
系；基本形成政府、部门、学
校和社会力量相互衔接的开放
工作推进机制，为推动全民健身
事业，提高全民身体素质和健康
水平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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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7 日上午，在政协教育
界别 41 组小组讨论会议上，全
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闵维
方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事情：去
年，北京某知名中学招聘教师，
最终录取的 18 名教师大部分来
自国内顶尖高校，也不乏北美名
校毕业生。其中，一个师范类毕
业生也没有。

对此，全国政协常委、北京
四中校长刘长铭正面回应：“以
我们学校为例，据我观察，非师
范类毕业生和师范类毕业生相
比，没有太大差别。”

闵维方提出，可以在国内的
综合性大学设立教育学双学位，
或增设一年制的教育专业硕士培
养机制，为有志从事基础教育教
学工作的优秀毕业生搭建平台。

“这也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
“当前非师范类毕业生想当

教师，教育内部的障碍已经逐步
扫清。”刘长铭告诉闵维方，非
师范生可以按照国家规定，通过

正常途径考教师资格证，到教育
部门或中小学应聘。现在，已经
有很多非师范生加入教师阵营。

“但是，有一个环节仍然存
在问题。按规定，非师范类应届
毕业生如果不能在毕业当年取得
教师资格证，是不能被学校聘用
的。到别的地方工作一段时间再
考教师资格证行不行？可以，但
是解决不了户口关系。这也是阻
碍优秀非师范毕业生进入中小学
的一大障碍。”刘长铭说。

“希望更多优秀的非师范毕
业生都来当老师。”闵维方建
议，当前我国培养教师的体制机
制应该调整，力争建立开放、竞
争、有活力的教师教育体系。

刘长铭则提出，应该拓宽教
师的来源途径。“有些成功人士
经过多年奋斗，有了很多的人生
经验、创业体会，很想从教，和
学生分享自己的经验。希望我们
国家的教师准入制度别把这样的
人挡在门外。”

吸引更多优秀的人当教师
本报记者 张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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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长镜头】

“双一流”
引弓满弦蓄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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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上午讨论结束后，湖北团女性全国人大代表换上旗袍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