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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周刊
特别关注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是对我国中外
合作办学特别是教育对外开放的一场大
考。疫情背景下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导致
中外教育交流受阻，也使中外合作办学在
招生、师资、教学和管理等方面遭遇前所
未有的挑战。中外合作办学既是一种趋
势，也承载着更高的期盼。疫情为我们提
供了难得的机会，反思未来中外合作办学
的发展之路。

思想思想观念转型观念转型：：国际化和国际化和““在地在地
国际化国际化””重新审思重新审思

中外合作办学是国际化的产物，也是国
际化的重要实现形式。然而，第四次工业
革命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新挑战，使
得传统的解决教育国际化挑战的方法可能
不再适用。国际化并不局限于学生的流动
或项目的交付，而应该在一种新的视野中
加以考虑。教育国际化是一种承诺，通过
行动将国际的维度和比较的观点融入教
学、研究和服务。这是一种制度上的要
求，它影响了办学。国际化不仅影响校园
生活，而且影响院校的外部参考框架、伙
伴关系和对外联系。

疫情使我们重新发现“在地国际化”
作为一个完整国际化概念的意义，其对于

“在地”国际教育承载者之一——中外合作
办学的价值更加凸显。在很多学者看来，
教育国际化具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
跨 境 教 育 （cross- border education），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人员、项目、政策、知
识、观念和服务等的跨越国界的流动；另
一种就是“在地国际化”（“at-home”
internationalization），这个概念更加突出
基于本土和校园的策略。这些“在地”策
略包括教学和学习过程中的跨文化和国际
维度、与当地文化和民族社区团体的关系
以及外国学生和学者融入校园的生活和活
动。可以说，这两种形式的国际化相辅相
成。在疫情及未来其他不确定性因素导致
流动受阻的情况下，“在地国际化”对于教
育交流合作来说更为便捷和有效。中外合
作办学本身就是“在地国际化”的重要载

体和生动体现，理应努力创新“在地国际
化”的举措，尤其是课程的国际化，以支
持学生的全球学习。

角色定位转型：“补位”与“错
位”发展全新跨越

疫情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在有关方
面的支持下完成了出国留学的有效“补
位”。应该说，立足国际形势变化，从中
外合作办学角度提出应对学生流动受阻
的思路和对策，对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
教育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2020
年疫情期间，94 个中外合作举办的机构和
项目临时扩招录取3031人，成为本应在海
外合作院校学习的中国学生开展线上和线
下学习的重要渠道。2021 年秋季学期，全
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教育部继
续支持部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通过
自主招生，缓解疫情影响下学生无法出
国学习的困难。可以说，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和项目在疫情背景下充分展现了其
服务国家和社会需求的大局意识以及维
护学生利益和伙伴关系的责任担当。这
种“补位”也将成为未来诸多不确定性
因素影响下中外合作办学的一种特殊使
命。

而新开放格局下的示范区和自贸港建
设，则为中外合作办学的先行先试及其与
传统高等教育办学形式的“错位”发展提
供了新的机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先 行 示 范 区 综 合 改 革 试 点 实 施 方 案

（2020—2025 年）》 明确提出，在符合国
家相关政策规定前提下，支持深圳引进境
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高水平中外合作办
学。《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明确
提出，推动国内重点高校引进国外知名院
校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举办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我国新的对外
开放格局和形势下，示范区和自贸港建设
将赋予中外合作办学“先行者”和“探索
者”的新角色，为中外合作办学的机制体
制创新提供新平台和新可能。

内涵发展转型：特色化和高层
次办学深入发展

特色发展不仅是国际化的内在要求，
也是新时代中外合作办学的客观需求。“国
际化”既不是“西方化”和“美国化”，也
并非“同质化”和“模仿化”，而是吸纳国
际成功办学经验和优质办学要素，建立在
特定国情基础上的本土化、特色化。疫情
期间，中外教育交流合作受到影响。在此
形势下，中外合作办学应根据国家和社会
需求，着力推进特色化发展。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与法国国立民航大学共建的全国首
个航空领域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法
航空大学、温州医科大学与加拿大阿尔伯
塔大学牵手创办的全国首个聚焦临床医学
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温州医科大学阿
尔伯塔学院以及最新的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与乌克兰国立艺术大学合作建立的全国首
家美术方向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福建乌
克兰艺术大学等一系列新机构的创立，成
为这种特色化发展趋势的风向标。

中外合作办学还应不断提升办学层次
水平。首先要提升合作办学中外双方母体
高校的层次水平。截至 2019 年底，我国已
有 600 余所高校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
项目，137 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有
86%的高校举办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
目。但在“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外合作办
学机构及项目中，只有约 20％的外方合作
院校为 QS 世界大学排名前 200 名的高校。
因此，推动中外双方办学高校整体层次提
升显得尤为重要。其次要推动中外合作办
学从本科层次到研究生层次的跨越。当前
我国中外合作办学主要是以本科层次为
主。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普及化阶
段，学生对个性化、多样化和特色化高等
教育资源的需求日益高涨，中外合作办学
无论是在引进国际教育资源的质量上，还
是在中外合作深度上，都会更有优势。从
疫情对现实教学条件的制约而言，研究生
教育更加注重学术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培
养，对课堂教学依赖程度要低于本科教

育，可以减少外籍教师无法面授课程以及
学生无法返回校园对教育教学产生的不利
影响。

教学教学模式转型模式转型：：传统与数字教传统与数字教
育手段育手段融合发融合发展展

疫情后，高等教育可能迎来一种传统
和数字混合教学的发展趋势。中外合作办
学在教学模式上需要探索融合发展，也就
是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或机构要整合最
优质的课程资源，开发网络学习、混合式
学习、翻转课堂等创新性教学模式，将其
融合到教育教学环节中，搭建高效师生互
动交流平台。中外合作办学在引进优质教
学资源、创新教学模式和促进教育教学改
革等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和功能，而在线数
字教育作为重要的课堂补充，将是高等教
育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新的数字技术可
以成为学生与校园联系的媒介，成为中方
学校和外方学校合作的桥梁。

随着教学模式的转变，机构间的合作方
式可能会变得更加多样。在此背景下，全球
门户校园（global gateway campuses）、
微校园网络（micro-campus networks）、
在 线 课 程 管 理 供 应 商（Online Program
Management providers）以及虚拟交换联
盟和注册共享课程等也会进一步加速。互
联网和虚拟技术的发展将使“海外学习”
逐渐被“海外教育”所取代，诸如海外研
究、全球服务学习和国际实习等环节都可
能在线上完成。疫情期间已有一些组织在
世界各地的主要市场提供虚拟实习。同
样，虚拟服务学习和创业计划允许学生参
与社区服务或新的商业发展项目，同时在
网上完成相关课程。这种教学和流动模式
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它将学生从地理
限制中解放出来，使传统上无法出国旅行
的学生群体参与进来，而且能使更多的学
生进入世界各地合作机构提供的跨文化课
堂，从而重新强调基于知识和能力的学习
与实践，而不是以目的地为导向的跨境旅
行。
（作者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

“在这里开始新的人生旅程”
——中外合作大学校长寄语新生

本报记者 韩晓萌

““四个转型四个转型””引领中外合作办学新发展引领中外合作办学新发展
阚阅

在夏秋更替的季节，中外合作大学陆
续迎来了 2021 级新生。在各具特色的开
学典礼上，校长寄语新生，“争做国际化
的弄潮儿”。

充分享受国际化资源

2021 年秋季学期，昆山杜克大学迎
来了 160 位硕士新生。在 2021 级研究生
开学典礼上，昆山杜克大学学术事务副校
长麦非文对在场学子说：“昆山杜克大学
致力于推动跨文化理解与国际协作，寻求
人类文化和社会体系在全球、国家、地区
各层面的共同之处。感谢你们选择了这个
年轻且充满活力的校园，你们的经历与才
智将是学校的宝贵财富。”

在众多校长的典礼致辞中，“国际
化”是首先被提及的关键词，它凸显了中
外合作大学的最大特色。

“希望大学教育帮助你们孕育出闯荡
世界的‘和谐心智’，锻造出‘全球思
维、本土理解、国际化行动’的行为范
式，帮助你们成长为有能力引领未来的公
民。”西交利物浦大学校长席酉民说。今
年，有近 7000 名新生经历疫情带来的种
种困难，加入西交利物浦大学，开启一段
独特的成长之旅。

宁波诺丁汉大学执行校长尼克·迈尔
斯说：“宁波诺丁汉大学代表着开创精
神、国际视野以及世界一流的教育。作为
一所‘无国界’的大学，我们为每个学生
提供国际化的体验。这意味着我们有多元
化的学生群体、包容的校园文化，还有丰
富的海外学习机会。同时，我们也在深化
国际科研与教学合作，并根据新的全球需
求改进课程。”

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暨美方校长
雷蒙说：“作为大学，本学期我们最重要
的目标，便是帮助学生组成一个富有凝聚
力的国际化大家庭。”

据介绍，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许多国际学生将通过纽约大学全球教
育体系，在遍布世界的校园及海外学习中
心就读，或在“云端”远程开启大学生
活。

读好自我成长这本“书”

“朝着月亮出发吧，即使不能到达，
你也将置身于一片繁星之中。”在香港中
文大学 （深圳） 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徐扬
生向新生分享了他对学生的期望，希望能

帮助学生更好地驾驭未来几年的大学生
活。

“培养出独立思考的习惯”“学会沟
通”是徐扬生强调的两种重要能力，他希
望学生“与人为善，善于聆听，懂得宽容
与感恩”。

大学，不仅是习得知识、学会思考的
地方，更是自我升华、全面成长的殿堂。

席酉民分享了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
尔平·福斯特的一句话：“大学的价值不
关乎未来几个月的结果，甚至不关乎学生
毕业时的成就，它关乎让学生学会学习，
并改变自己的人生。”他对学生说，这应
该是学生在校园的缩影。

同样，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校长龚新
高对新生寄予厚望：“学校不仅仅是你们获
取知识和技能的场所，也是你们开阔视
野、重塑人生的涅槃之地。”他向学生提出
四点希望：积极进取，开拓视野，培养国
际视野与全球化的思维方式；敢于担当，
厚植家国情怀，肩负起服务社会、奉献社
会的使命；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不惧失
败，在学校获得探索求问之心、开拓创新
的勇气和终身学习的能力；不畏艰难，坚
韧进取，始终保持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直面未知的挑战。
据了解，为了帮助新生尽早明确人生方

向，踏上“寻找自我”的旅途，上海纽约大
学给新生安排了一门全新课程——“规划上
纽大生涯”（“Design Your NYU Shang-
hai”）。全体大一新生将在线上同步上课，进
行小组讨论，彼此交流经验、分享心得，碰
撞思维的火花。此外，还会有来自不同领域
的师生员工及校友分享他们的个人故事与职
业生涯体验。

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

爱国是青春的底色。当前，以 80 后、
90 后为代表的新时代青年逐渐成为各行各
业的生力军。新一代大学生要向前辈学习，
明确自己的奋斗方向。

“在毕业以后，为国家甚至为世界作出
贡献。”这是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希
望新生确立的目标。

徐扬生对学生提出殷切期望：“百年
来，一代代青年学子以民族兴亡、国家命运
为己任，以热情、勇气、志向与决心，共同
缔造了今日的中国。今天在座的你们正如旭
日勃发于东方，饱含着蓬勃的朝气与希望，

未来在等待着你们的描绘。同学们，我希望
你们能够始终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时代的
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要立志向、开眼界，
脚踏实地、不负初心，承担起青年一代的责
任与使命！”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校长李和章表示，
新生成长于建党百年、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大好时期，也面临疫情席卷全球、重塑
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大变局，未来更应承担
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的世界”的时代使命。

今年，昆山杜克大学迎来了来自 41 个
国家和地区的约 400 名本科新生。新生中
151 人来自美国、加拿大、奥地利、荷兰、
意大利、澳大利亚、波兰、巴西、新加坡、
韩国、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和土耳其等全球
39个国家。

“我衷心地祝愿你们不负时代、不负韶
华，强健体魄、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有全
球意识、有家国情怀，勇于创新、坚韧执
着并不断回馈社会的人。”昆山杜克大学校
长冯友梅的话在学生心中打下了烙印，激
励他们在未来几年的学习中立大志向、成
大作为。

开学典礼过后

，新生拿着学生证合影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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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之道

国际视野

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
新、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
国际交流合作作为高校社会功能
之一，在新时代具有重要价值。

中外合作办学是教育对外开
放的产物，是教育国际交流合作
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 40 多年
来,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经过了探
索、规范、调整、提质四个阶
段。教育部在加大力度引进境外
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通过评
估、认证等多种监管措施，保证
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从 2013 年
起，教育部每年定期开展本科以
上层次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
通过以评促建、评建结合，逐步
实现了合作办学的淘汰更新和优
化升级。

中外合作办学是
高等教育“试验田”

教育部等八部门 《关于加快
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
见》 指出，教育对外开放是教育
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重要推动
力，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教育
对外开放不动摇，主动加强同世
界各国的互鉴、互容、互通，形
成更全方位、更宽领域、更多层
次、更加主动的教育对外开放局
面。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
高等教育办学规模不断扩大，而
教育对外开放，也为高校办学质
量提升带来了新机遇。中外合作
办学规模较小、机制灵活，更容
易探索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由
此成为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试
验田”。

新时代，改革开放依旧是我
国一张最具特点的名片，教育对
外开放是时代大势所趋。推动中外合作办学这块高等教育

“试验田”高质量发展，对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具有重大
意义。

中外合作办学与“双一流”建设关系密切

2015 年，我国提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的战略决策，标志着“双一流”建设正式启动。

按照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 《统筹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 （暂行）》，

“吸引海外优质师资、科研团队和学生能力强，与世界高
水平大学学生交换、学分互认、联合培养成效显著，与世
界高水平大学和学术机构有深度的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
深度参与国际或区域性重大科学计划、科学工程，参加国
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国际影响力较强”成为“双一流”
建设遴选重要条件。《“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 （试
行）》 则将国际交流合作作为评价要求之一，强调“综合
考察建设高校统筹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提升人才培养和科
学研究的水平以及服务国家对外开放的能力”。由此可
见，国际交流合作是“双一流”建设重要指标。

中外合作办学是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方面。在一定意
义上说，中外合作办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教育教
学、评价管理等方面，体现了中国高校与合作外方高校的
特点，吸纳了不同文化教育模式的长处。中外合作办学所
取得的办学成就，对中国高校的人才培养以及高校“双一
流”建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中外合作办学推动“双一流”建设

中外合作办学绝不是照搬西方的模式建设中国的大
学，也不是拿西方的尺子来测量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办学
过程中，办学者既不能故步自封办教育，也不能一味生搬
硬套；既要解放思想、拓宽思路，还要兼容并蓄、学会扬
弃。中外合作办学不是简单引进西方教育资源，更不是借
此让学生多一个“洋文凭”。我们要从教育、办学、人才
培养、学科建设等角度深化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认识，从中
深入挖掘教育规律，助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

一是开放包容、兼容并蓄，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要探索
建立办学规模稳步增长机制、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持续引进
机制、外方教师准入机制、中外教师评价制度等，遵循教育
规律，推动教育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要完善中
外合作办学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推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合
作办学质量，不断提升高校综合治理能力，不断强化高校国
际交流合作的第五职能，切实做好顶层设计。

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教育教学质量。
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课程设置的

“移植”和“拼盘”、课程内容的不衔接和无意义重复、课
程文化的摩擦和冲突以及课程师资的不稳定和不适应等情
况。要积极推进教学改革，保证引进外方课程的数量，合
理安排课程的实施，重视双方合作开发课程，切实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

三是开拓创新、勇于担当，不断适应时代挑战。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教育部采取系列措施，允许部分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和项目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前提下，考核招录部分
符合特定条件的出国留学生，为学生提供国内求学机会。
这一特殊现象和机遇，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外合作办学
在国际化方面的独特作用，探索“在地国际化”的更多解
决方案。面对疫情期间招录的特定学生，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和项目要坚守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发挥好培养人的重要作用。

在新冠肺炎疫情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我国外部发
展环境更加错综复杂的特殊背景下，教育部等八部门出台
了《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表明了
我国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的坚定决心，以及在危机中
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信心。这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
项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外合作办学要
建好“试验田”，积极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统筹国内
国际教育资源形成新合力，助推“双一流”建设。

（作者单位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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