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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导师制”值得期待
媒体报道，目前，北京科技大学1360名专任教师担任10638名大一至大三本科生的导师，其中，长江学者、国家杰青、青年长江学者等担任导

师的比例是100%。如今，不少高校都开始为本科生配备导师，这些导师不仅有“青椒”，还有长江学者、院士等“学术大咖”。

/ 媒体广场 / 关键词：本科生“导师制”

21 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如期、悄
然而至。欢声中，各地都迎来了第
一批“20 后”宝宝。2020 年，曾经是
教科书上遥远的未来，如今却是日
历上撕下的寻常一页。

我们并不想神话某一个时间节
点，其实每一天都是平常的一天，
但是拉长时间距，每一个时间节点
背后又或许都暗藏深意。“20后”成
长的这个年代，是物质相当丰饶、
科技相当发达、社会更加昌明的时
代。之所以用“相当”这个形容
词，是因为随着科技进步的加速，
未来社会的发展将是我们所难以想
象甚至不敢想象的，当下在未来面
前，或许不值一提。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20 年新年

贺词中指出，2019 年，我国国内生
产总值预计将接近 100 万亿元人民
币、人均将迈上 1 万美元的台阶。
2020 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
将全部脱贫、贫困县将全部摘帽，
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只要我们坚定
方向、坚持努力，实现第二个百年
目标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在这样的
时空当中，教育必定要有不一样的
成色，发挥更为特殊的作用。

岁末年初的一场跨年演讲备受
关 注 ，教 育 照 例 成 为 核 心 话 题 之
一。演讲中有两组数据引人深思。
第一个数据是过去的一年里微信公
众号中同时有“教育”和“焦虑”两个
关键词的文章有 3470 篇，阅读超过
了 10 万+，平均每天将近 10 篇。而

“家长”“父母”和“焦虑”连在一起的
10 万+有 6751 篇，每天 18 篇。家长
在焦虑，学校、教师同样也在焦虑，
教育专家沈祖芸年内访谈了多位教
育工作者，考察了全球不少中小学
校、世界名校。她发现，很多教育工

作者，都在焦虑一个问题：工业时
代形成的教育模式，已经跟不上信
息时代的需求。

罗振宇说，人为了自己成长而
感到焦虑，可能永远没有解药。教
育的成本太高，但无知的代价更
甚。不管是个体的成长还是群体的
进步，都离不开教育。进入终身教
育时代，学习更将是从摇篮到坟墓
的事业。

学校焦虑的是如何催生教育变
革，让教育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理念之变已然到来，那就是从强调
教育的标准化，以规模效率为目
标，以知识灌输为主要方式，到强
调教育的个性化，以培养应对真实
世界挑战的能力为目标，让教育回
归到人点亮人的美好场景当中。然
而，与学校的焦虑相比，一些家长
的焦虑或许还停留在具体的分数与
名次，着眼于比拼掌握了多少知识
与技能。最近，一则“小学生吐槽
每天学习16 小时没一分钱工资”的
新闻刷屏了。这显然不是一个笑

话，牙牙学语的孩子早早就被训练
成了学习机器，这份“抗议”值得
教师和家长好好省思。

成长的焦虑其实也是进步的动
力，并非一定要有什么解药。焦虑
什么，其实也就是我们想得到什
么，就教育焦虑而言，是我们希望
下一代获得怎样的教育，成长为什
么样的人，以及拥有怎样的人生。
显然，一些家长的观念还没有跟上
学校变革的步伐，甚或很多学校在
变革的大时代面前仍在原地踏步。
教育要面向未来，为未来生活做准
备，而很多人的教育理念、教育方
法还停留在工业时代。这种理想与
现实的差距，不仅会影响家校合作
共同育人，也会影响孩子的成长道
路选择。现实生活中，种种教育政
策遇到的软性抵抗，无不源于此。

纵观人类的传播历史，从口语
传播到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
播，传播范围越来越广、传播效率越
来越高、传播技术越来越发达。然
而，我们发现，进入传播技术高度发

达的今天，从内容上来讲，最受欢迎
的是口语化的内容；从形式上讲，最
受欢迎的是参与感强的交互式传
播。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现象何尝
不是对口语传播时代的一种回归？

于教育而言，同样如此。未来的
教育，一定是教育与科技的深度融
合，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的广泛、深度应用。但最终的目标，
并不是用技术抹去教育的温情，而是
借助技术的力量让教育在激发禀赋、
点燃智慧上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实现
孔子时代所形塑的因材施教、有教无
类、各言尔志的教育理想，让教育回
归到以人点亮人的美好。

回过头来看社会的成长焦虑，
从政府到学校、从企业到家庭，都
将为教育投入更多的资源和力量，
教育竞争的加剧，是难以阻挡的趋
势。但进入物质更为充裕、技术更
加发达、社会更加昌明的发展阶
段，摸准社会发展脉搏，找准教育
变革方向，以正确的方式投入到正
确的地方才是正解。

让教育与美好时光同行
杨三喜

传统人口红利理论通常从物质资本供给的
角度解释第一次人口红利源泉，强调人口抚养
比下降带来储蓄率提高，因而有利于经济增
长。相应地，这种理论认为，在人口老龄化程度
加深从而人口抚养比提高的情况下，如果具备
以下两个条件，则可以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
第一个条件是未雨绸缪的储蓄动机，即人们对
老龄社会的来临作出积极反应，为自身养老增
加储蓄。第二个条件是建立能够激励养老储蓄
的机制，这就要求发展社会养老保险，同时社会
养老保险模式是积累型而不是现收现付型。一
旦为养老进行储蓄的动机得到激发，储蓄率得
以持续提高，就能够保障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资
本供给，从而创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这种观
点虽有道理，但并不全面。

我国经历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转变时
期，其间也得益于人口红利，实现了经济高速增
长。在经济增长最快的 1980—2010 年期间，
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 1.8%，非
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0.2%。这种人
口变化特征，不仅保证了劳动力的充分供给，而
且由于新成长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实现了
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低抚养比提高了储蓄率，
劳动力无限供给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劳动力从
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则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这些因素，大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我国经验可以发现，传统人口红利理论至
少有两个缺陷。第一，传统人口红利理论只强调
抚养比这个单一变量。事实上，有利于经济增长
的变量几乎都与人口因素有关，由此形成的更高
潜在增长率就是人口红利。第二，除了传统人口
红利理论关注的与人口因素相关的高储蓄率，与
人口因素相关的高投资回报率更为重要。我国
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的经验表明，获得第二次人
口红利的关键不仅在于较高的储蓄率即资本供
给，还在于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总体而言，第一次人口红利往往属于一种
后发优势，其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特征只是特定
发展阶段的产物。一旦发展水平提升和人口发
展阶段变化，经济增长就不能再依靠那些与不
可逆的人口过程相关的资源，如人口数量和年
龄结构，而越来越需要依靠那些可塑造、可培育
的资源。经济发展理论和经验表明，这种新增
长资源中最重要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
本，而这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

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配置效率，即
生产要素在投入数量既定条件下优化配置带来
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自然离不开人力
资本的提升。体现在劳动者技能和企业家能力
中的人力资本，虽然可以依靠“干中学”得到
改进，但从根本上讲则要靠教育发展获得整体
提高。而且，各阶段和各类教育打下的人力资
本基础，也决定了“干中学”的效果。因此，
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不仅要提高储蓄率，而
且要提高人力资本以促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保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而提高人力资本，归
根结底要靠教育。

教育发展首先表现为数量上的扩张，在研究
中一般用“受教育年限”来度量。提高人力资本，
要求扩大教育规模，提高教育质量，通过增加在
学时间和提高各教育阶段入学率，延长劳动者受
教育年限。在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向前

（高中阶段）和向后（学前教育阶段）延长教育时
间，对于提升人力资本具有明显效果。在资源有
限的条件下，延长教育时间可以分步骤推进，根
据社会回报率大小来决定优先序。国际范围的
经验研究表明，教育阶段从低到高具有社会回报
率递减的特点。学前教育在促进幼儿智力、社会
交往能力、价值观和自我意识发展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对于促进个人发展、社会进步、人力资源开
发和综合国力增强具有长远意义。鉴于我国已
经把小学和初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因而有必要
重点发展学前教育，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这
不仅有利于增强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功
能，而且能够从财务和时间上为家庭解除后顾之
忧，使出生孩子数量在政策规定的前提下尽可能
接近家庭的生育意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
员，原载《人民日报》）

提高人力资本
归根结底要靠教育

蔡昉

高校试水本科生“导师制”
可谓一举多得。

一是学生有目标。由于高校
与普通高中的管理方式迥然不
同，没有了高三班主任的严格管
束，也没有了家长的反复叮咛，
不少大学生入学后感觉身心彻底
放松了，有的人甚至放纵自己的
生 活 。 试 水 本 科 生 “ 导 师 制 ”
后，可以帮助大学生明确自己的
人生目标，让学习、生活也变得
更加有规律。

二是教师有压力。让高校教

师担任本科生的导师，不但拉近
了教师与学生的距离，也让高校
教师压力倍增，他们不再像过去
那样把课堂教学当作副业，而是
要花大量的时间指导帮助本科生
学术成长。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
程学院教师孙志辉负责指导11名
本科生，他经常与学生们通过面
对面、沙龙、微信等方式进行沟
通。孙志辉表示，这项工作让自
己增加了一些压力，也多了些分
享快乐的途径。正所谓教学相
长，教师在指导学生的同时，也能

激发自身的科研灵感，推动学术
研究向前发展，可以说“导师制”
对高校教师的学术研究也会产生
推动作用。

三是质量有保障。如今，不
少高校为本科生配备导师，这些
导师不仅有“青椒”，还有长江
学者、院士等“学术大咖”。全
过程、全覆盖的“导师制”，为
本科生搭建了最好的指导平台，
在潜移默化中培养本科生的学术
素养和规范。北京科技大学针对
2017、2018 级本科生进行了专门

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8.96%
的学生表示与导师沟通良好，学
生认为导师在专业引领、帮助适
应大学生活、培养学习兴趣方
法、提高思想品德等方面帮助比
较大。可见，本科生“导师制”
对拉升高校本科教学质量发挥了
不可低估的作用。

可以说，教师指导有方，学
生学有所长，这才是高校这个学
术殿堂应有的模样。

（作者维扬书生，原载四川
在线，有删节）

给本科生配导师一举多得

本科生“导师制”，是想建立一种新型的
“导学”关系，针对学生的个性差异，个别辅
导。除学业外，导师还能指导学生的思想和生
活，更充分体现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
位育人的现代教育理念，更好地适应素质教育
的要求和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变。当前，不少高
校的本科生导师中不仅有“青椒”，还有长江
学者、院士等“学术大咖”，这无疑使导师的
含金量更足。

客观地讲，本科生如何学习，又如何确定
自己的学术方向乃至人生未来，不仅在大一时
迷茫，就是到了大二甚至大三，有些学子仍认
识模糊。而如果有本科生导师相伴，导师还能
根据自己掌握的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其提出建
议，这无疑能使学生不再感到迷茫。

据介绍，这项制度产生了不少积极正面的
效果，如在北京科技大学，在学业上，13 个
本科招生学院中，有 8 个学院大一必修课的不
及格率降低；在竞赛方面，2019 年获奖的人
数比上年增加了 402 人次，而且获得国家级以
上奖项的学生增加了 122 人次。这证明，本科
生“导师制”很有成效。

其实，本科生“导师制”，不仅给那些在
学业发展上的“小白”在科研上引路，导师还
能在思想和生活上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和人生观，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生活，培养学习
兴趣方法等，可谓一举多得。但必须强调的
是，这种制度显然给导师增加了负担，因为大
学老师的教学及科研工作压力很大，对此，需
加大本科生导师在评价中的权重，如此才能使
更多导师愿意付出。

（作者刘天放，原载东方网，有删节）

改进教师评价
引导导师更多付出

媒体报道，日前，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一小
学被指“家长会上出现补课推销”。长春市南关
区教育局就此事通报称，在家长会期间，确有民
办学校工作人员在教室内发表与教学内容无关的
宣传，班主任没有及时进行制止造成不良影响。
当地教育局表示经研究决定，给予该校校长通报
批评等处分。

本应是家校沟通的平台，却成为了“推销大
会”。推销人员进入课堂推销校外培训课程，即
便没有利益纠葛，也与班主任的失职失察有关，
反映出的是学校管理存在漏洞。对此，必须加强
改进学校管理，杜绝此类现象。

家长会岂能变
“推销大会”

薛红伟

绘

2019 年 10 月，教育部发布
的 《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
就提出，要建立健全本科生学业
导师制度，让符合条件的教师帮
助学生制订更具个性化的培养方
案和学业生涯规划。本科生学业
导师制度和研究生导师制的功能
有所不同，研究生导师制主要通
过导师和学生一起做科研，培养
学生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能力；而
本科生学业导师制度，则是对学
生进行生涯规划教育、引导。要
发挥本科生学业导师制度的作
用，前提必须是学校重视人才培
养，重视学生生涯规划教育。

当前我国教育存在“玩命的

中小学，快乐的大学”的现象，
这和生涯规划教育的缺失是有关
系的。在基础教育阶段，中小学
生大多被老师、家长规划、管
理，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学生，
也就缺乏自主学习、自主管理与
自主规划的意识和能力，一旦离
开老师和家长的约束，就不知道
怎样安排自己的时间，规划自己
的学习生活。而大学实行学分制
管理，对学生的独立性和责任心
要求更高，问题也就暴露出来。

针对大学新生不适应大学管
理方式的问题，近年来，我国有
的高校对大学生采取高中管理模
式，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学生统
一早自修、晚自修，还要点名，

不少学生质疑学校是按管高中生
的方式来管大学生。更合适的办
法，应该是加强对学生的生涯规
划教育、引导，培养学生的自主
学习、自主管理和自主规划能
力。

建立本科生学业导师制度的
用意即在此。学业导师不是代替
学生做学业规划，而是引导学生
正确认识自我，分析自我存在的
问题，根据自己的个性、能力、
兴趣，确定适合自己的发展目
标，并制订计划去实现发展目
标，在实施计划时，不断调适、
反省，提高自己的执行力。

很显然，建立这样的学业导
师制度，需要学校遴选有经验的

导师，并引导导师投入时间、精
力和学生交流、谈心。这和教授
给本科生上课制度一起，形成课
堂内外重视本科生教育的格局
——教授给本科生上课，这是
从学科知识教育角度重视本科
生教育；为每个本科生配学业
导 师 ， 这 是 从 学 生 全 面 成 长 、
生 涯 发 展 角 度 重 视 本 科 生 教
育。为此，要求高校改革对教
师的考核评价体系，把给本科
生 上 课 ， 担 任 本 科 生 学 业 导
师，作为教授的重要工作职责，
矫正之前存在的“重学术研究，
轻教育教学”的问题。

（作 者 熊 丙 奇 ， 原 载 光 明
网，有删节）

本科学业导师制度大有作为

征 稿

曾经有一个精彩的教育话题摆在你面
前，你没有及时写评论，等到事过了才后
悔莫及。怎样才能让这样的遗憾不再发
生？如果我是你，我会拿起笔或敲下键
盘，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欢迎你对每天发生的教育事件
发表意见，欢迎你对身边的教育现象说说
看法，欢迎你对评论版刊发的文章展开争
鸣。

我们期待看到这样的评论文章：话题
有关痛痒，语言干净利落，立场鲜明坚定，
逻辑严谨缜密，有锐气，有温度，接地气。

我们只有两个小要求：短文，字数
在 1000 字左右为宜；不要一稿多投。
好文章一经采用，奉上优厚稿酬。您可
以 通 过 邮 箱 （jybpinglun@vip.163.
com） 给我们投稿，或者登录中国教育报
刊社蒲公英评论网络互动平台 （pgy.
voice.edu.cn），申请开通个人工作室，直
接将您的稿件发布在个人工作室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