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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周刊
追踪国际教育 服务留学需要

纪念中南建交20周年研讨会日前在
南非约翰内斯堡的金山大学举行，纪念
曼德拉百年诞辰系列活动随之落下帷
幕。由一所学校来承办纪念活动，绝非
权宜之计。以曼德拉诞辰百年为契机，
育人情怀燃遍“彩虹之国”。

学会对话

曼德拉以反对种族隔离为世人敬
仰。曼德拉精神的真正要义乃追求平等
与追寻自由，以他这位“世界公民楷
模”（潘基文语） 为标杆来形塑经济全球
化时代的公民。

今年夏天，曼德拉基金会，这家由曼
德拉亲手创立的公益机构，邀请拥有不同
社会背景的南非各地青少年齐聚约翰内
斯堡，参加为期一周的 2018 年曼德拉辩
论挑战赛。辩论有助于青少年学会倾听、
质疑、对话、反思，最终携手提出建设性的
意见，合力推动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在
基金会组织下，参赛者还走进豪登省的各
大纪念场馆，从曼德拉故居博物馆到赫克
托·彼得森纪念博物馆，浸淫于曼德拉化
干戈为玉帛的种族和解传奇。

曼德拉曾说，通过辩论，一个真正
的领导者可利用每一个话题，无论多么
严肃和敏感，来确保自己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强大、更团结。曼德拉诞辰百年
之际，曼德拉—罗德基金会授予 100 位
非洲大陆年轻领导者“百人百年里程碑
曼德拉—罗德驻会学者”称号，旨在激
励更多非洲青少年学会穿越地域、跨越
阶层、超越种族，为建设这片希望的大
陆而沟通心灵与放飞梦想。

学会服务

7 月 18 日是曼德拉的生日。鉴于曼
德拉为南非人民服务 67 年，2009 年第
64届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7月18日设定
为“曼德拉国际日”，呼吁全球展开“为
社区奉献67分钟”公益活动。曼德拉生
前向来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并用积蓄创
建儿童基金会。

高校培养的人才，除学术研究者之
外，更应该是国家建设者与社会奉献
者。作为社会正义的堡垒，大学须鞭策
学生乐于服务社会。农场学校招收的是
社会底层的孩子，国家福利与社会关爱
的阳光难以照进这片天地。在曼德拉国
际日，开普敦半岛理工大学学生来到当
地一所农场学校，用勤工俭学挣来的资
金为农场孩子提供食物。斯泰伦博斯大
学则号召师生踊跃捐赠，并携带捐赠物

走进当地的老年之家，展开长达一周的
志愿活动。

曼德拉曾说，社会仁爱之心的衡量
标准之一是，它在多大程度上为更美好
的生活、工作以及为其下一代确保未
来。常年坚持为资源匮乏的社区提供初
级保健诊所、技能开发和教育计划等服
务的开普敦大学视曼德拉国际日为反思
契机，反思自己在社会中所应承担的角
色，反思优化社会服务的策略，反思如
何通过社会服务将曼德拉精神代代相传。

学会赋能

教育是我们可以用来改变世界的最
有力武器。这是广为流传的一句曼德拉
箴言。曼德拉身陷囹圄27年，把阴森森
的监狱打造成为活生生的学府。不仅自
己以函授方式获得伦敦大学法学学士学
位，而且组织高学历的狱友为其他狱友
传授知识、开启心智、武装头脑。

作为曼德拉母校，南非大学把握曼德
拉百年诞辰的契机，推动教育改变边缘与
弱势群体的人生。在曼德拉国际日，以曼
德拉当年把梦想放飞到高墙之外为榜样，
南非大学为女囚开办讲习班，并为假释人
员提供职业指导。针对残障人士，该校农
业与生命科学学院开设咖啡师培训班。

此举既可帮助残障人士自立自强，亦可弥
补咖啡师的短缺。该院还为社区无业女
性举办缝纫技术工作坊。

针对南非薄弱学校学生的阅读贫
困，曼德拉基金会发起了“漫漫自由路
曼德拉日校图书馆计划”。这项计划自
2011年启动以来，通过把废弃的集装箱
改建为图书馆并赠送书籍，已为数以万
计的学生提供优质阅读条件。今年，基
金会从入选的学校图书馆中遴选若干
家，冠以“曼德拉百年图书馆”荣誉称
号。为纪念曼德拉诞辰百年，全球建筑
工程领导者福陆将最先进的科学实验室
移交给约翰内斯堡的一所女子高中，以
激励更多女孩投身工程职业。改变世
界，须起步于改变自己，即让自己赋
能。教育乃赋能的最佳手段，这是曼德
拉百年人生的珍贵启示。

学会弘扬

“改变世界”正是纳尔逊·曼德拉城
市大学更名后确立的校训。为迎接曼德
拉百年诞辰，纳尔逊·曼德拉城市大
学，这所全球唯一以曼德拉冠名的大
学，去年正式更名为纳尔逊·曼德拉大
学，以此宣示，这所学府既属于曼德拉
家乡，更属于全世界。今年夏天召开的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把曼德拉精
神写入五国元首 7 月 26 日发表的 《金砖
国家领导人约翰内斯堡宣言》，曼德拉的
精神遗产已然属于全人类。

把曼德拉名字镌刻在校名上的纳尔
逊·曼德拉大学独辟蹊径，将曼德拉诞辰
百年庆典根植于学术，以会议、讲座、出版
等形式继承曼德拉精神遗产，由全校七大
学院联手校内外相关机构共同策划。启
航活动是由教育学院举办的为期两天的
学术研讨会，旨在推进非殖民化教育体系
建设。而特色活动是首届全国学生组织
领导者会议，以强化学生组织对高等教育
的重塑作用。重磅活动则为开设全国第
十家医学院，以推动欠发达地区医疗卫生
事业发展。该校还以曼德拉精神为纽带，
构筑高校与全国各地中小学校的伙伴关
系。

习近平指出：“曼德拉先生曾经说
过，‘非洲重获新生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理
想，其种子已经撒遍非洲各个区域，撒
遍整个非洲大陆。’”曼德拉的“光辉岁
月”（中国香港乐队 Beyond 献给曼德拉
之作） 犹如一部教科书，这颗种子实为
曼德拉精神，而教育可以赋予个体以播
撒种子的力量。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究院）

燃遍南非的育人情怀
——纪念曼德拉百年诞辰

俞可 李燕楠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穷其一生用教育
武装自己，经历过彷徨的挣扎，在风雨中
抱紧自由，又反哺于教育事业，这是属于
他的光辉岁月。独立后的南非，百废待
兴，他用饱经风霜的双手在满目疮痍的南
非大地上托起了教育的红日。从罗本岛
上的“曼德拉大学”，到大刀阔斧地为南非
教育立法，他身体力行地诠释了“教育是
改变世界最有力的武器”。

然而，南非的教育事业一直在曲折
中前进。纵观目前南非的教育现状，基
础教育的凋敝落后与高等教育的出类拔
萃格格不入。南非基础教育改革的呼声
愈渐高涨。

前不久，2018年世界教育创新峰会
（WISE）揭晓了6个获奖项目。“南非交响
乐”组织（SSA，Symphonia for South
Africa）的“ 愿 景 伙 伴 ”项 目（Partners
for Possibility）就在其中。该项目旨在
通过商界领袖与学校校长的结对，帮助
校长提升领导能力，并由点到面，逐步
使学校领导层学会借鉴商场的革新策
略，进而改善基础教育质量，改变教育
现状。

南非之痛：基础教育现凋敝

世界银行2017年的数据显示，南非
属于中高等收入国家。但是，当前南非
基础教育质量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
尤其是数学和科学领域。2017年世界经
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在
137 个国家和经济体中，南非初等教育
排在第 116 位，数学和科学排在第 128
位。尽管南非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资不
少，并且在不断增加，仍无法有效解决

教育质量问题。
由于种族隔离的遗患，南非大约有

80%的学校属于失败学校，仅有 20%属
于成功学校。在这 80%的失败学校中，
多数学校领导层缺乏引领改革的知识和
技能，并且得不到社会公众的支持。与
之相反，20%的成功学校，不仅拥有审
时度势、高瞻远瞩的理事会，更得到了
社区公民和学生家长的积极支持。不仅
如此，在这些学校,财力资源、人力资
源、基础设施等都充足配备。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学校领导是
在教育危机中扭转教育局势的关键因
素。成功的学校和失败的学校之间的关
键区别在于校长的远见、承诺和领导能
力，以及家长和社区团体的参与程度。
教育质量问题的症结在于，学校领导者
是否能够胜任该职务。一个积极求变、
不断进取的校长才能有效带领学校走向
成功。

教育之光：“愿景伙伴”在行动

自 2010 年以来，“南非交响乐”非
营利组织一直致力于通过合作业务，支
持和发展学校校长与商界领导的合作，
共同学习、共同行动。目前，该组织已
经在南非的西开普省等 6 大省份如火如
荼地开展项目，鼓励商业精英开展结对
合作，时间至少为一年，中长期的合作
取决于合作者意愿。

南非“愿景伙伴”所提出的教育解决
方案的核心是一种“节约式创新”，利用了
南非丰富的商界领袖资源。当那些愿意
为公共教育事业做贡献的商业领袖与学
校校长合作时，改革的灵感和创新迸发其

间。校长得到了改革知识和技能的支持，
学校经营充满了活力。

在为期12个月的领导能力结构化培
训项目中，经验丰富的商界精英与亟待变
革的学校校长一起，共同学习，共同迎接
学校改革的挑战，开展变革。在长达 54
周的培训项目中，每隔 6 周举行一次“实
践社区”研讨会，由 8—10 对合作伙伴一
起参与、反思、分享和学习，每次持续时间
长达2.5个小时。另外，该项目还提供“经
验学习”培训，为期5天。分别以“思考反
思”“完美咨询”和“社区建设”为主题，同
时还提供了大量优质的阅读资源，配备了
经验丰富的培训师。除了集体性活动之
外，一对一的结对会面也在进行中，学校
校长和商业领袖每月会面 3—5 个小时，
来集中应对具体的学校困境，商讨改革之
道。此外，合作伙伴们还需要完成一份记
录活动足迹的材料，记录的过程促进了他
们的积极反思。在项目结束之前，他们还
需要向“南非交响乐”组织作一个正式报
告，来记录这一年的收获与感想。

通过“商学合作”，南非“愿景伙
伴”项目旨在提高校长领导的信心和技
能，培养一个团结、有凝聚力的学校管
理团队，建设一支有责任心、积极热情
的教学团队并鼓励学生家长和社区参
与。与此同时，合作项目启动基金用于
改善贫困地区学校的基础设施。图书
馆、游泳池、实验室、报告厅、操场的
新建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体
育教育、科学教育、文化教育不断发展。

目前，据“南非交响乐”组织提供
的数据来看，该项目已经有1434位校长
与商界领袖合作，有 573000 名儿童和
20520名教师受益。

求变之路：曙光诚可期

从南非“愿景伙伴”项目中，我们瞥见
了南非基础教育改善之一隅。南非失败
学校面临的大多数问题的答案，可以在社
区团体内部解决。但与此同时，学校领导
层需要通过协助来重新发现自己领导与
合作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商业领袖
和学校校长的合作对学生、教师、社区和
领导者自身具有催化和变革作用。

“把学校置于社区的中心”是“愿景
伙伴”一贯的宗旨。自 2010 年以来，“愿
景伙伴”已经走过了 8 个年头，其系统性
和成熟性更为突出。经验丰富的组织团
队见证了一所又一所南非学校的枯木逢
春。此外，“愿景伙伴”更是打开了“商学
共赢”的局面。一方面，学校的积极变革
推动了南非基础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
商界领袖通过该项目更好地了解了资源
贫乏社区面临的挑战。在与校长的合作
中，他们自身的领导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
的发展，学会了如何应对错综复杂和模棱
两可的问题；学会了如何更以人性为导
向，发挥领导能力。与此同时，商业精英
的跨界影响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这由
此创造了一个良性循环，将会吸引更多的
商界领袖和资源来帮助更多需要变革的
学校，从而完成南非基础教育改革这一艰
巨的历史任务。

教育是百年大计，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南非“愿景伙伴”商学联动碰撞
出的火花，将会慢慢点燃南非基础教育
的改革之路，照亮南非 《2019 行动规
划：面向2030学校教育》 的宏伟蓝图。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商学联动助推南非教育发展
凌铭 张毅

环球人物

环球快报

国际广角

日前，在欧洲委员会的支持
下，包括欧洲研究委员会在内的
11 个欧洲教育研究资助组织，
共同签署发布“科学数据开放存
取计划”（Plan S）。该计划旨
在明确具体实现科学研究数据
自由获取的具体途径，并承诺
至 2020 年 1 月，接受欧盟或国
家级公共基金资助的科研项目
研究成果及相关数据，必须在
可公开获取的期刊发表，或需要
将其成果公开至开放存取平台

（Open Access Platform）。这
意味着，只要科研人员接受了来
自这些机构的研究资助，从 2020
年起他们就必须放弃把论文发表
在《自然》《科学》《细胞》等付费订
阅的顶级期刊上的机会。除非这
些期刊改变他们的商业模式，转
变为完全开放获取期刊。

该计划的推出引发了“支
持”和“反对”两种声音。支持

者认为，论文付费阅读不仅阻碍
了科学事业本身的发展，而且也
成为广大公众了解科研成果的一
个障碍。反对者则主要来自各大
学术期刊出版商，他们认为“科
学数据开放存取计划”无法支持
高质量的同行评审、研究出版和
传播，可能会破坏整个科学出版
系统。

法国国家科研署是参与支持
“科学数据开放存取计划”的 11
个机构之一。目前，该机构已将
推进受资助科研成果开放存取的
实施列入其 2019 年工作计划。
此前，法国高教部部长弗雷德里
克·维达尔在发布 《国家科学开
放计划》 时强调，所有受国家资
助的科研成果和数据必须开放，
并提出“希望法国 100%的科研
成果可公开，成为世界科学数据
公开的‘引领者’”。

（王玉珏）

欧洲研究资助组织共同签署
科学数据开放存取计划

视觉中国

供图

“教育是改变世界最有力的武器。”
——纳尔逊·曼德拉

美国大学校长的薪酬无疑是
令人艳羡的。根据 《高等教育纪
事报》 的报道，2014 年美国公
立大学校长收入的中位数为42.8
万美元；这个数字在私立大学更
高，中位数为43.6万美元。

关于美国大学校长高薪的原
因，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
优秀的校长人选有限，为了吸
引、挽留最优质、最抢手的人
才，必须给大学校长开出高薪；
另一种是，大学校长这一职位不
仅工作繁重，而且对校长提出的
能力要求与期望日益增高，给他
们支付高薪是对其付出与能力的
一种肯定。况且，与规模相当公
司的首席执行官相比，校长的收
入远远比不上，但校长工作的难
度远超公司管理者。

以上观点看似正确，但忽略
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在上世
纪 80 年代以前，美国大学校长
的平均收入的确比普通教授要
高，但极少超过教授收入的 2
倍。然而，之后美国大学校长的
收入开始迅速增长。当下，美国
大学校长的平均收入大概为教授
的 4 倍，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
势。对此，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
克·博克（Derek Bok）在一篇
文章中指出，“（大学校长的）薪水
达到这样的量级是一个相对较新
的现象；20 年前，几乎没有校长
的年薪超过15万美元。”显然，我
们不能认为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
美国大学校长的选聘条件、管理
能力不高，或者说那个时代优秀
的大学校长就不稀缺，不值得学
校为这个职位付出高价。

那么，根源何在？
从历史来看，这与美国高等

教育的商业化紧密相关。众所周
知，美国高等教育在经历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黄金时期”后，在
70 年代遭遇到重大挫折。由于
美国经济的衰退和滞胀，联邦政
府对高等院校的财政资助相对以
前大大减少，经费不足导致美国
许多高校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据 统 计 ， 1969—1975 年
间，美国有136所高校由于资不
抵债而倒闭。面对这种境况，大
学如何尽可能获得更多的资源

（金钱） 成为首要考虑的核心问
题。在此背景下，以博克的表
述 ， 上 世 纪 80 年 代 美 国 高 校

“资本主义进取心和创业精神变
得非常明显”，大学变得前所未
有地商业化。另外，美国大学之
间的竞争日益加剧。作为对照，
各种大学排名在此时段相继诞
生，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的商业
化，因为大学想要提升其声望、
招聘杰出的教授、为吸引优秀的
学生提供奖学金、建设先进的教
学设施等，都离不开金钱。

美国大学的商业化使得大学
的运营越来越公司化，表现为日
益强调管理效率、创业精神和获
取更多的办学资源。为此，美国
大学在努力维护传统学术价值的

同时，在日常管理的许多方面引
进了公司文化。其中有几个典型
的变化。首先，美国大学非学术
行政人员，例如学校法律顾问、
公共关系主管、基金管理经理、
审计主管等数量的增长远远大于
学术行政人员。其次，大学的管
理更加科层化，且权力日益转向
行政人员，而非大学教授。再其
次，大学校长日渐被当作首席执
行官来看待，更看重他们筹集资
源的能力。在这种背景下，美国
有一些大学甚至打破传统，从政
界、商界招募校长。

根据美国教育委员会的调查
报告，1986 年美国大学非传统
型 校 长 占 到 总 数 的 10.1% ，
2001 年 这 一 比 例 是 14.7% ，
2007 年是 13.1%，2012 年则增
加到20%。

在公司与大学趋同的背景
下，企业有关首席执行官的酬金
分配办法、政策和趋势自然而然
地被转移到美国大学。提高以校
长为首的行政人员的酬金，被视
为大学回应企业及其文化期望施
加的正式或非正式压力。美国学
者尼尔森（Nelson）和波特（Pot-
ter）指出，相比过去，美国大学运
营更像企业，决定大学校长薪水
的美国大学的董事会成员也更多
地来自企业。因此，他们把类似
于企业的逻辑运用到大学管理
上，参照企业管理层的薪水，提升
校长的酬金，可谓水到渠成。

这背后的逻辑可以用制度同
形性理论作进一步的解释。梅奥

（Meyer） 和罗恩 （Rowan） 指
出：“组织被驱使采纳一些手段
和程序——它们被组织工作中流
行的理性概念所界定，并在社会
中被制度化。组织之所以这样
做，是为了增加它们的合法性和
生存前景，而不是仅出于效率的
考虑。”也就是说，美国大学提
高校长的酬金是基于增强大学

“合法性”的考量。如果大学不
这么做，就会感受到来自外界的
压力，最终可能无法生存。

与此同时，一些外部因素也
促进了美国大学校长薪酬的攀
升。第一，美国大学校长这一职
位所面临的挑战性比以前更大，
需要日益关注资金筹措、平衡不
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以及来自同
行的激烈竞争。美国大学如果不
提高薪水，或许难以吸引到优秀
的人才。第二，美国大学校长的
遴选如今大多由猎头公司来操
作，他们会向大学施压，因为这
些公司倾向于认为，要想找到合
适的人选，必须提高大学校长的
薪水。第三，受市场力量驱动，
美国大学的篮球和足球教练的收
入猛增，一度超过大学校长的收
入。大学董事会觉得，一校之长
的收入比不上一个教练的收入，
令人十分难堪。诸如此类的因
素，也促使大学校长收入上升。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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