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6月19日 星期一

06 编辑：李薇薇 设计：丁京红 校对：冯华
电话:010-82296642 邮箱:gaojiao5@edumail.com.cn高教周刊 改革探索·

想必许多人都曾看过电视剧
《亮剑》，相信也会对主人公李云龙
带领着钢铁部队不仅敢于向敌亮
剑，而且“剑锋所指，所向披靡”印
象深刻。亮剑精神是一种勇气，是
一种过人的胆略，必胜的气势，是
战斗不止的坚定决心。高等教育
校内的教育教学评估亦如暗战一
般，暗流涌动。作为高校教育教学
评估体系中重要的专业评估环节，
也必须直面不同利益诉求与博弈，
打造敢于向自己亮剑的教育教学
评估“铁军”。

专业评估向己亮剑

高等教育正处于全面深化综
合改革的关键时期，高校间的竞
争正在逐渐转向办学实力的竞
争。尽管人们普遍认为，高等教
育质量保障体系已在最近几十年
有了长足发展，但是相对于体系
化、第三方的外部质量保障活
动，高校内部的质量保障体系在
很大程度上仍依附于外部质量保
障，加之碍于校内不同利益群

体，高校内部的教育教学评估不
可避免带有功利性和权宜性。专
业作为高校内部的基本教学单
元，其建设和发展离不开自身的
评价和诊断。作为高等教育质量
评价的重要内容，校内专业评估
实施专业“自我诊断”，为专业发
展和规划提供决策依据，是学校
发展的整体意识与专业办学的主
体意识的集中体现，更加全面和
深入。

校内专业评估剑锋所指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转型，
大学的外部环境正发生深刻变
化，社会的人才需求必然随之改
变，人才成长方式也会与过去不
同。纵观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
程，在高校大规模扩招的同时，
专业办学基本上也延续了外延式
发展的粗放办学方式。办学定位
不准，培养目标趋同；课程教学
与培养目标吻合缺失，课程体系
缺乏以能力培养为导向，以适应
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以及学生个

性发展需求为目标的重构过程；
专业办学规则意识淡漠，对人才
培养缺少明确、具体的培养标准
以及可操作的达成度评价与反馈
机制。高校专业办学过程中诸如
此类被诟病的问题，已然成为束
缚专业建设科学化、精细化发展
的桎梏，且由于惯性大有积重难
返之态势。面对此种境遇，高校
只有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校内专
业评估机制，勇于触动既有利益
格局，以内部 评 估 撬动学校专
业办学乃至人才培养改革，提
升专业自我质量管理能力，方
能 推 进 专 业 建 设 规 范 化 进 程 ，
构建完整的内外部教学质量评
价保障机制和良性的专业可持
续发展机制。

校内专业评估剑法招式

专业评估过程就是专业建设
规范化的过程。其要求校内专业
评估不仅要敢于亮剑，还要善于
亮剑。一套科学、合理和有效的
评估指标体系是专业评估工作成

功与否的基础。梳理一下国内外
较为相通的专业评估范式，理念
上大都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培
养结果为导向，强调持续改进。
学校及其教育活动的本质，就在
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不
仅是学校教育的对象，也应成为
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体现者和评
价者。专业评估首先要高度聚焦
于人才培养，不能混同于学科评
估或科研评估，这就要求专业办
学要从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
中心。其次，坚持成果导向，就
要将学生最终取得的学习成果作
为专业办学和教学活动实施的目
标及评价依据。专业培养目标、
课程体系及支撑条件等都要围绕
学生发展与毕业要求达成来设
定，并据此对专业人才培养过程
进行进程式评价。再其次，校内
专业评估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即
促进专业办学持续改进机制的建
立，使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成
为一个有目标、有标准、有机
构、有评价、有反馈和有改进的

校内外双闭环系统。

当后评估时代来临

教学评估如同一场持久战，
如同逆水行舟一般，不进则退，
校内专业评估自然亦是如此。评
估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评估过
后，如何关注评估后效应，进行
内生性的持续改进，则是关键。
针对评估所反映出来的教学过程
管理过于宽松等失范现象，学
校、学院乃至各专业层面必须建
立相应的制度和规范，明确相应
的反馈和监督机制，在人才培养
各环节、各阶段进行有效内控，强
化过程管理，使质量保障与管理成
为常态化。同时，为促进评估工作
能内化于专业办学和日常教育教
学生活，还应积极提倡参与式评估
与进程式评价，积极寻求师生员工
对于校内专业评估工作的主体意
识与价值认同，将专业评估与教育
教学日常生活一致起来而非独立
之外、凌驾之上。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

专业评估要敢于向自己亮剑
吴斌

学者观点

发动大学创新创业“世界引擎”
本报记者 李薇薇 通讯员 柯溢能

中国正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角色，从世
界工厂成长为一个创新的孵化器。那么中国
大学在创新这一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将扮
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推动社会发展，如何
联动世界？这是当前全球创新教育讨论的一
个热点。

特别报道

研究型大学应该如何承载
创新，如何为社会进步提供动
力支持？众多校长的回答聚焦
大学使命这一本源，落脚到回
答“要如何培养人？”这一问
题。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认
为，关键是要解决“两个人”
如何既有动力又能主动地学
习。

这“两个人”，一个是学
生，一个是老师。引导教师
走向课堂，近年来不同高校
皆注重教育教学本质回归，
或重金奖励，或给予岗位评
聘 的 倾 斜 等 。 但 林 建 华 指
出：“实践表明，用经济的调
整并未能把教师的精力从科
研转到教学上。”因此，改革
需要在内部进行组织架构的
创新调整。

在 北 大 的 这 轮 改 革 中
——学生在学部内可自由转专
业；在全校范围内可自由选
课；学生流动与资源分配联
系。这三项措施实施后，教改
创新一触即发，“压力成为院
系和教师行动之力。一些冷门
院系会花更大工夫在学生培养
上”。林建华说。

北大此轮教改，“革”的
并非教学本身，而是教学支
撑。此种创新，正如芝加哥大
学校长罗伯特·齐默介绍的，

“看到和思考到他人忽略之处
即是创新。”

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认
为，面对未来世界的挑战，大
学要致力于构建创新生态系
统，通过生态效应优化结构、
激活动力，进而提升整个创新
系统的能力和竞争力。

获得 2014 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高效的蓝色发光二极
管”项目，让明亮且节能的白
色光源成为可能，而日本科学
家赤崎勇、天野浩和美籍日裔
科学家中村修二却花了 20 年
时间做相关基础研究。其间，
一个开环并宽容的创新生态系
统显得尤为必要。

“这段时间大家不在乎他
们做什么，即使他们获得不了
任何研究成果。”名古屋大学
副校长嘉仁渡边说，从“高效
的蓝色发光二极管”产品研发
的历史进程中可得知，科学家
总共花了 39 年时间。大学要
为研究者开展基础创新研究
提供有远见的支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
杨卫也表示，中国政府不断支
持基础研究，仅 2017 年资助
资金规模已将近300亿元人民
币。杨卫认为基础研究将成为
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一批
年轻科学家正在为创新转型升
级提供动力。

未来大学创新的主体还是人

现代大学已走出“象牙塔”，不断
走向经济社会的中心，成为知识的发
生器、创新的策源地及面向社会的服
务站。

未来大学的科学研究，在创新生
态体系中又将怎样调整，如何推动社
会进步？

利兹大学校长阿兰·朗兰兹爵士
认为，最重要的是跨界合作。伊利诺
伊大学厄巴纳香槟校区校长罗伯特·
琼斯也认为，科学研究要更加适应社
会发展需求，人才培养既要在社会需
求中找到融合点，更要对接并引领未
来。

盘点人类社会经历的几次工业
革命，不论是代替手工劳动的蒸汽时
代，还是推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电
气时代”，人类社会的进步史已经证
明，科技创新力量是推动时代进步的
源泉。

科学研究从大学直面市场，需要
创新要素实现成功“一跳”。柏林自
由大学副校长克劳斯·马赫哈亨表
示：创新生态体系中，科学研究需要
走向社会，学校要努力构建支撑体
系，助力研究成果转化。

无独有偶，在浙江大学，学校通
过构建社会服务网络，辐射创新资
源。该校依托工业技术转化研究院
建设了 8 个分院，依托技术转移中心
建设了 93 个分中心，依托大学科技
园建设了 4 个分园，构建了辐射全国
的创新服务网络，促进学校科技创新
创业体系与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区域
创新体系的融合互动。吴朝晖认为，
创新网络化塑造资源汇聚的开放式
创新体系，促进跨学科、跨部门、跨区
域创新资源的汇聚融合，使跨界交叉
成为创新之源。

科 研 与 社 会 需 求 如 何 紧 密 结

合？芝加哥大学的实践是建立城镇
实验室，研究地方或市政府面临的
问题。“一般大学传统的做法是以课
题和论文方式展开研究，并基于研
究提出建议。而城镇实验室则通过
直接开展合作，让大学智慧运用到
社会。”

由此观之，未来大学将改变知识
生产和技术创新模式，通过构建汇聚
知识、链接知识和创造知识的无边界
网络，集聚一大批世界顶尖学者和学
术机构，成为创新创业密集的生态塑
造者，持续驱动学术发展和科技革
命，不断涌现造福人类的原创成果。

吴朝晖判断，未来的创新创业生
态系统，将贯通科技创新体系、产业
创新体系和社会创新创业需求，构建
政府-大学-产业-用户“四螺旋”驱
动的自组织创新网络，形成多主体协
同创新创业、价值共创的生态圈。

成为创新创业生态塑造者

当前，世界经济在复苏中出现反
全球化趋势，但教育领域却更多出现
全球联动的态势。随着跨界教学与
科研问题层出不穷，大学独体很难找
到有效解决方案，全球合作应运而
生。

《自然》杂志所提供的数据显示，
近年来中国的高影响论文数量不断
增长，“其中一个能够解释高引用论
文数量增加的原因，就是通过国际合
作所取得的”。杨卫表示。

美国西北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呈
现出浓烈的国际化特征。该校校长莫
顿·夏皮罗介绍，该校现有1.7万名学
生，其中1/4学生是国际留学生，留学
生中有50%来自中国。

未来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全球链
接、学者和学生的全球流动成为常态，
更加需要共同推动构建全球创新治理
的良好生态环境。那么，国际化为什
么是大学创新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无疑，青年人能够在不同文化
背景下互相探索与学习，未来世界会
更有活力。”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
国认为。

香港大学校长马斐森曾在位于
非洲东部的乌干达任教，一次那里爆
发了埃博拉病毒，学校派出人员去当
地做义工。他认为，引导学生走出安
逸的校园，更多知晓世界的不平静与
伤痕，是培养创造力与同理心的重要
途径。

创新联动世界，跨国际合作成为
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抓手。

英国爱丁堡大学是世界著名的
医学教育中心，克隆羊多莉、试管婴儿
技术都诞生于此。爱丁堡大学校友
梅藤更博士于19世纪末，在杭州创办
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
前身——广济医院。

这一情缘在后来两校的合作中
不断深化。2016 年，浙大与爱丁堡

大学建立联合学院入驻浙大海宁国
际校区，共同培养生物医学专业学
生。这是浙大首次与国外一流大学
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双方将依托
联合学院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领
域开展全面合作，力争将联合学院建
成彰显两校优势的人才培养和科技
创新基地。

“大学成功，越来越依赖于在多个
地方共同采取行动，能够分享知识，形
成务实高效的交流与合作。”爱丁堡大
学副校长查利·杰弗里认为。

当然，国际合作需要保持中国大
学的个性色彩。林建华指出，要成为
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大学还肩
负着发展中国文化的任务。

回溯中国传统文化，古人始终把
“和合”作为理想追求，讲究“和实生
物，同则不继”，其中便蕴含着通过
生态融合实现转化创新创业的深刻
思想。

全球链接与流动将成为新常态

自汉代张骞“凿空西域”
联 通 世 界 以 来 ， 2100 多 年
间，万里丝路上，使者往来不
绝。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
施，海外人才流入激增为高校
发展带来巨大“红利”。

“丝路青年”潜力大

“‘中巴经济走廊’是巴
基斯坦地区‘一带一路’倡议
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巴基斯
坦人都开始学习中文。”来自
巴基斯坦的西北工业大学理学
院材料加工工程专业的留学生
夏明汉，用流利的汉语表述，

“2013 年，我能到西安攻读博
士学位，是得益于巴基斯坦工
程 技 术 委 员 会 （NESCOM）
与西北工业大学签署的一项合
作备忘录。”

自 1996 年以来，西工大
率先在航天工程专业招收首
批留学生起，该校就开始深
耕“一带一路”高层次人才
培养。

“一境四同”是西工大率
先提出的人才培养模式，即
通过打造适宜国际化人才成
长的“整体环境”，在部分优
势 专 业 构 建 全 英 文 授 课 体
系 ， 实 现 中 外 学 生 同 堂 授
课、同卷考试、同室科研及
同班活动的本、硕、博贯通
培养。截至目前，该校已培
养留学生近 500 名，其中大
多活跃在基础建设、能源合
作及航空航天等领域。

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将
使丝路青年梦想远航。

去年 10 月，教育部、工
信部相关负责人，英国驻华大
使以及来自 18 个国家和地区
的 40 余所高校代表齐聚西工
大“全球伙伴周”活动，部分
高校代表共同签署了 《西安宣
言》，旨在推动高校国际教育
的合作。

截至 2016 年，西工大共
签署校际合作交流项目340余
个，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交流合作项目占 1/3，在
校留学生数量达 1100 余人，
其中一半以上学生来自“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同
时，该校还充分利用国家公派
项目，多渠道开拓国家交流项
目，仅 2016 年共派出 729 名
学生赴境外交流学习，超出年
度选派计划。

此外，该校伦敦玛丽女王
联合工程学院成功获批，将是
我国西北地区首所中外合作办
学机构。

“丝路教授”多博智

如何为“一带一路”注入
强大的教育新动能？

法 国 国 立 应 用 科 学 院
（INSA-Lyon）教授、西北工业
大学法籍专家让·克洛德·波伊
尔是 12 名陕西省政府“三秦友
谊奖”获得者之一，其长期致力
于推动 INSA-Lyon 与西工大
开展中法联合工程师双学位合
作模式的探索，为教育部“卓越
工程师教育培训计划”提供了
新的合作范本。

西工大通过引进诸多“让·
克洛德·波伊尔”式高层次人才
为客座教授来校讲学、开展合
作研究，借国际舞台强化了人
才智力新优势。

早前，西工大和比利时布鲁
塞尔自由大学（VUB）签署《西
北工业大学与布鲁塞尔自由大
学关于建立最重要合作伙伴关
系协议》，国际著名信息专家、
VUB 国际事务副校长、西工大
客座教授阳·科诺理既兴奋又欣
慰，正是这位“白发精灵”用 20
余年的努力，促成了西工大和
VUB 联手的国际科研合作项
目，推动了联合技术转移。

“丝路合作”后劲强

要将“一带一路”建设成
创新之路，如何做？

国际化的科研合作是创新
的重要支撑。该校依托“三
航”特色学科，制订“翱翔四
海计划”，全方位搭建国际交
流合作平台，以更加积极的姿
态参与国际事务中：与美、英
等多个国家的大学及科研院所
建立中外联合研究机构 30 余
个；与空客、赛峰等世界知名
航空企业保持长期良好的科研
合作关系，承接了上述公司科
研项目 10 余项，探索出了校
企多边国际合作新模式。

依托“西北工业大学—柏
林工业大学旋转机械与风能装
置测控研究所”平台，该校筹建
了“中德风电技术研究中心”。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
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西工大作为中俄工科大学联盟
轮值主席和中国东盟工科大学
联盟轮值主席，先后举办“中国
东盟工科大学校长论坛”“阿斯
图小卫星专家论坛”等活动，将
科学研究、国际化人才培养及
高层次人才引进等方面的“西
工大方案”从理念变成了行
动，从愿景变成了现实。

“西工大方案”
不负“天际丝路”

通讯员 付怡

教改现场

麦可思
高
校
可
信
赖
的

第
三
方
数
据

·广告·

青春对未来“挑战”

日前，福建省举办第十三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共收到来自省内39所院校的320件作品，涵
盖了机械与控制、信息技术与数理及法律与教育等多学科领
域作品。该大赛以“相约青春，共创未来”为名，引导大学
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勤奋学习、锐意创新创业。

谢友平供图

大学有画大学有画

跨界交叉形成创新之源

跨界教学与科研问题层出不穷

基础研究是创新经济的驱动力

日前，来自全球数十所一流大学的校长及代表汇聚在浙江大学，共同探讨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