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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大学

高端访谈

地方高校如何出特色创一流

主持人：
陕西省委高教工委书记董小龙
西安邮电大学纪委书记孙冰红

嘉 宾：
西安理工大学校长李孝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长刘晓君
西安科技大学校长蒋林
西安石油大学党委书记赛云秀
西安邮电大学校长范九伦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要“加
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
时强调，“高等教育是一个国
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
标志”。国家发展同大学发展
相辅相成，在国家发展进程中
办好高等教育，要扎根中国大
地办大学，办出世界一流大
学，首先要在体现中国特色上
下功夫。

近年来，陕西省委省政府
不断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统筹推进“双一流”和“四个
一流”建设，大力推动高校特
色办学与内涵式发展。为进一
步增强陕西省属高校的特色发
展意识，提高特色发展质量与
水平，陕西省委高教工委基于

“陕西省高等教育管理重大问
题研究课题”，设立了“陕西
高校特色发展对策研究”课题
组。近日，该课题组邀请部分
省属高校书记、校长围绕“办
学特色”主题展开讨论，共话
新时代特色发展方略。

主持人：办学特色是大学发展的重
要方略，你们对办学特色怎么看？

蒋林：办学特色是一所高校所特有
的办学理念、办学目标、办学模式、办
学举措的集合体，是学校核心竞争力的
重要因素。它主要体现在学校、学科、
学者三个方面，三者相辅相成，在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
与创新过程中，不断促进学校内涵式发
展。

范九伦：办学特色是学校在长期办
学过程中不断积淀并凝练而成的比较优

势，主要体现为大学办学水平、社会声
誉等要素构成的核心竞争力，具备独特
性、卓越性、传承性等特征。学校的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
承创新等基本功能，均应充分体现办学
特色。

主持人：“特色发展”是否是学校内
涵式发展的重要途径？

李孝廉：是的。一所大学要保持并
强化办学特色，就必须把内涵建设放在
首位，才能逐步形成自己独有的办学优
势。因此，高校必须坚持特色发展战

略，推进内涵式发展，牢牢抓住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以
人才培养为核心，以特色学科、专业、
课程体系为支撑，以独特精神文化为土
壤，不断提高办学水平与质量。

赛云秀：特色办学是高等教育发展
规律决定的，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必然
选择。高校只有真正办出特色，办出水
平才能适应当前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的社会需要，肩负起国家和民族的
希望，才能适应新时代高等教育面临的
形势任务及社会发展要求。

开展国际合作交流，提升特色办学水平4

明确办学特色内涵，坚持特色发展方向1

主持人：在推动学校特色发展工作
中，学校采取了哪些措施，有哪些经
验？

刘晓君：坚持差异化发展，突出特
色 优 势 是 学 校 的 立 身 之 本 和 兴 校 之
基。为了保持特色学科专业，学校要
结 合 自 身 发 展 历 史 和 学 科 专 业 实 际 ，
根据行业和社会对不同专业人才的需
求，以及学科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
的贡献，通过差异化发展，确立自己
的比较优势。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秉承

“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开放
办学”的办学理念，以专业集群对接新
型建造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在充分考
虑影响专业建设关键因素的基础上，充
分利用行业、企业资源，根据转型期建
造业产业转型、升级与换代维度，纵
向全产业链延伸维度，横向业务渗透与
交叉维度，探索了一条专业集群建设

的有效路径。
李孝廉：教学与科研并重是体现学

校办学特色的重要理念。经过长期的探
索，学校取得了“三个并重”实践经
验：一是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着力促
进教学与科研“和谐共生”；二是坚持本
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并重，确立了办

“陕西最好的本科教育”和“一流研究生
教育”目标定位；三是坚持科学理论研
究与技术成果转化并重，在重视基础理
论研究的同时，大力开展应用技术研
究、技术推广和成果转化。

赛云秀：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学科
群，是推进高校转型发展的着力点。随
着社会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尤其是
行业院校要谋求相应的转型发展，就必
须在特色学科发展的基础上，重视和加
强学科群建设，以促进学科间的交叉与
融合，促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

学科的生长，为学科发展保持活力和持
续动力。西安石油大学在长期办学过程
中，依托石油石化行业，形成了鲜明的
石油石化特色。学科专业建设方面，构
建了油气勘探开发与加工学科群、石油
仪器与装备制造学科群，以及以数字油
田建设为核心的数理信息学科群，以国
际化油气企业管理与文化建设为核心的
人文社科学科群，有力地推动了学校内
涵式发展。

范九伦：地方行业院校办学特色的
核心就是“行业特色”，西安石油大学坚
持“石油石化”特色，西安邮电大学也
突出“邮电”特色，致力于打造特色鲜
明、国内一流的高水平邮电大学。主要
从三方面着手：一是保持并强化学校的

“邮电行业”特色；二是凸显各学科专业
的“邮电”特色；三是注重信息科学技
术在各行业的应用特色。

实施特色办学方略，总结特色办学经验2

主持人：近年来，不少地方高校按
照办综合性大学的思路，盲目追求大而
全的学科专业设置，同质化现象比较严
重，各校在办学中是如何避免同质化问
题的？

李孝廉：避免同质化，要发挥特色
学科建设的龙头作用，以学科发展的内
在规律为依据，促进学科的合理布局，
形成特色优势。西安理工大学以水利
类、机械类、电力电子类学科为主线，
按照“突出重点、优化结构、协调发
展”的思路，整合学科资源，加强学科
之间的渗透和融合，依靠在国内具有领

先水平或领先方向的学科带动相关学科
群建设。

蒋林：注重内涵式发展，避免同质
化办学，关键是要坚持符合自身传统优
势和未来发展需求的办学定位不动摇。
一是要处理好特色与一般的关系，在学
科群内部、不同学科群之间培育学科交
叉点和新的增长点，形成错位发展；二
是依托特色学科构建学科专业体系，着
力构筑特色学科群，建好特色专业；三
是依托学科优势培养特色人才，持续完
善人才培养方案、教材与课程体系，不
断提高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的契合

度；四是依托学科优势提高创新能力和
社会服务水平。

赛云秀：大学办学特色既是一个历
史的概念，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
时代的发展和外部办学环境的改变，大
学的办学特色也会随之不断丰富和发
展。办学要避免同质化，就要求高校必
须赋予办学特色以新的内容，创新发
展。2010 年以来，西安石油大学主动进
行专业调整，停招了 6 个与学校整体发
展、特色发展关联度低的专业。与此同
时，新增了与学校特色吻合度较高、具
备学科内在支撑性的7个专业。

加强特色内涵建设，避免同质化倾向3

主持人：作为地处西部内陆的地方
高校，在特色办学的过程中，学习、借
鉴了哪些国内外院校的经验？

李孝廉：我比较欣赏耶鲁大学，这
所世界一流大学反对盲目综合化，坚持
争取优异而非强求综合性的指导理念。
另外，加州理工学院遵循“学科不求过
多，范围不求过宽，严格保证学生入学
和学习质量，宁缺勿滥，精益求精”的
办学方针，形成了“小规模、高质量”
的口碑。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范九伦：西安邮电大学一直注重借
鉴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的成功经验，如德
国洪堡大学“学术自由、教研一体”的
办学理念；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有所
为有所不为”，走集约式、异峰突起的发

展道路；英国华威大学将企业家精神熔
铸于办学思想中，构建“产学研合作大学”
服务企业和社会的办学实践。另外，学校
还注重借鉴北京邮电大学、南京邮电大
学、重庆邮电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等同类高校的特色办学经
验，保持并强化邮电高校特色。

主持人：作为地方高校，如何通过加
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强化学校办学特色？

刘晓君：高校要有放眼全球的视
野、海纳百川的胸怀，不断加强国际交
流与合作，才能强化办学特色。学校通
过中外合作办学方式开展深层次的国际
交流与合作，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7 年
与南澳大学联合成立了“安德学院”。安
德学院是高水平大学特色发展的重要探

索，对进一步深化特色办学，深化综合
教育教学改革具有示范引领作用。

赛云秀：高等教育要创建一流，必
须立足与国际发展同频共振，把国际化
作为重要抓手。近年来，西安石油大学
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哈萨克斯
坦、土库曼斯坦、俄罗斯等丝绸之路经
济带沿线国家开展了多层次的科学研
究、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
目前，我校已成为“中俄工科大学联
盟”观察员院校和“一带一路人才培养
校企联盟”成员高校，年均来校留学生
规模达到 750 余人。通过大力培养面向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国际化人
才，不断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整理人：潘新兴 杨向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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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
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见》，对新时代教师队
伍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其中特别
指出：“深入推进高等学校教师
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突出教育教
学业绩和师德考核，将教授为本
科生上课作为基本制度。”真正
的基础教学问题是时代问题，需
要重构高等教育传统的教学过
程。那么到底如何解决这个基础
教学问题？要保证、巩固和提高
本科课堂教学效果，需要多方面
协同改革，以及理念的不断更新
与变革。但最基础、最重要的是
本科教学需重构传统课堂教学过
程，关注、重视、夯实备课这个
传统课堂教学的起点。从教授到
新入职的教师，优秀的本科教学
过程都要以坚守和优化“备好
课”作为起点。

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大学教授，在自己的宏观经济学
专业领域给本科学生上课，每次
上课前都有“我还没备好课”的
紧迫感。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
马斯·萨金特，早晨接电话得知
自己获得了 2011 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他很“淡定”，既没有马
上将喜讯“昭告天下”，也没有
对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任何获奖
感言，而是急匆匆地准备出门，
他要搭乘火车去普林斯顿大学，
在那里，学生们在等着他上宏观
经济学理论课。“我还没备好
课。”这位68岁的老教授说。按
时登上了纽约开往普林斯顿的列
车，并伏在车厢的小桌上认真备
完了课。萨金特说：“我获得了
诺贝尔奖，但是讲不好课，学生
们是不会饶恕我的。无论获得什
么奖，教不好书，学校都会解聘
我的教授岗位。”萨金特教书一
流，自律甚严，上课从头到尾都
在写板书。他非常严格，即便是
研讨小组，学生也不得无故缺
席，还规定讨论时不得胡乱引
申。萨金特说：“我最宝贵的财
富就是一批学生”，因此，每次
上课前，他都有“我还没备好
课”的教学自觉。

执教本科课程的教师，在自
己的专业教学岗位，必须忠于职
守，对本职教学工作极端负责；
刻苦钻研，对本专业教学业务精
益求精。面对时下大学中某些教
学严重投入不足、套用现成的教
案和课件、教学过程自我感觉良
好的痼疾，切实保证和提高本科
教学质量，培养与时俱进的创新
型人才，每位教师在每次上课前
需确立和遵循“我还没备好课”
的教学自觉。无论现代化教学手
段多么发达，无论网络教学资源
条件多么便捷，无论教学积累和
教学经验多么丰富，备好自己现
在正要上的课，仍然是一流大学
教学的根本所在，是最基础、最
重要的教学环节和教学质量的保
障。

优秀本科教学建设中，每位
教师都当以萨金特为楷模，坚守
教学，投入教学，对自己的学生
敬畏，对教学质量负责。记住萨
金特说的“讲不好自己的课，学
生们不会饶恕”，每次去上课都
有“我还没备好课”的教学自
觉，这对于渴望教学成长和可持
续发展的大学教师的启示，是追
求教学自觉，实现教学自我，时
刻要有“我还没备好课”的危机
感和紧迫感。大学教师教学，跟
定名师标准教案和举荐成型课件
是远远不够的，鹦鹉学舌的教学

是不能成长和发展的，如果乐此
不疲、流连忘返则是亟待破茧成
蝶的误区。大学教师教学健康成
长，必由之路是在教学过程中寻
找教学自觉，备好属于自己的
课。

大学本科教学，亟待走出教
学不投入、套用现成的名师标准
讲稿教案的鹦鹉学舌，要切实备
好属于自己的课。大学教师教学
成长的征程上，是没有任何捷径
可走的，跟在名教大师后面亦步
亦趋的课堂教学，也只能限于起
步阶段。教学成长的艰苦过程，
最关键的是寻找和践行教学自
我，这里至关重要的是确立教学
自觉意识。苦练内功，认认真真
备自己的课，扎扎实实教自己的
书。教学的最大动力在于自觉，
最大的生命力在于自我，一个大
学教师要尽最大努力认同、强化
和实现教师的教学自觉和教学自
我。

大学教学是个性化的智能行
为，照屏宣科、照本宣科名师的
讲稿，鹦鹉学舌般复述大师的教
案，都是典型的迷失教学自我，
更何谈实现教学自觉。只是选定
名师名案，注定寻找不到、形成
不了自己的教学个性。要花大气
力了解学科和专业，了解学生现
状和培养目标；要脚踏实地，务
实求本，投身于属于自己确定内
容的课堂教学过程；要最大限度
认同、强化和实现一个大学教师
的教学自觉意识，实现自我课堂
教学主体内容体系和主体讲授地
位。实现教学自觉，获得教学的
自我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吉林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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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科技大学组织来自 15 个国
家的 16 名留学生到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开
展文化交流活动。外国留学生与当地学生进
行交流，参观大地湾遗址和女娲祠等古迹，
体验并了解中国文化。在与秦安县一中学生
的英语交流活动中，国际学生们表演了快
板、说唱等极富国家和民族特色的节目，让
中学生们直观感受了浓郁的异国风情与文
化。

李笑 摄 （新华社发）

北京科技大学：

外国留学生赴甘肃
进行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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