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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周刊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
革。新冠肺炎疫情在扰乱社会运行
节奏的同时，也引发了教育模式与
业态的深刻变革，催生了高等教育
发展的崭新机遇。”近日，在山东
大学举办的全球大学校长论坛上，
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呼吁，全球高
校要增进交流合作，促进未来高等
教育的共同发展。

全球大学校长论坛呼应后疫情
时代国内外教育界的共同关切话
题，围绕“面向共同未来的高等教
育：迎接全球挑战”主题，17名
境内外高校校长就“后疫情时代的
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大学在文化
交流和人类共同发展中的责任”“大
学与区域创新发展”三个议题，深入
探讨未来全球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数字化助高校国际合作
进入新维度

“疫情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国
际科研合作的重要性，合作才能解
决全球面临的问题，后疫情时代国
际合作将成为大学的重要任务。”英
国谢菲尔德大学副校长马尔科姆·
白特勒提出，高校要增强国际合作
以应对全球化挑战。

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
表示，全球抗击疫情的过程表明，
高校在面对社会和环境挑战方面可
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身处同
一个地球村，我们有着共同的需
求。在当前严重危机中，大学需要
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疫情期间，全球高等教育适应
性、应变性增强，在线教学等减弱
了疫情对学生学习计划的影响。多
名高校校长认为，数字技术将会为
未来高等教育发展与交流合作提供
新机遇。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布莱
恩·施密特指出，疫情阻挡了国际
交流，而数字化技术正是突破疫情
障碍的重要方式。他认为，高校要
借助数字化渠道加强国际合作和交
流，为知识创新、科技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同样，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校
长奥列格·亚斯特雷波夫也认为，
数字化已经关系到学校发展的方方
面面。他提出，未来大学应更重视
网络教学，更倾向于实践性、针对
性强的专业素质培养和技能传授，
更加关注大学生群体的多样性。

进入后疫情时代，中国大连理
工大学校长助理罗钟铉表示，学校
已经着手通过“线上合作授课，线
上同窗共学”“短期交流先行，本研
贯通培养”“孪生校园”“同步课
堂”等模式，搭建双向交流与国际
合作的平台。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校长邓肯·马斯克尔也指出，云端
会议、云端研究等逐渐成为高校合
作与交流常态。

高校跨文化对话助人类
建立共识增进理解

解决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
的全球性挑战需要有良好的合作，
而良好的合作就建立在多元文化交
流所形成的共识基础上。中国澳门
大学副校长许敬文指出，随着经济
全球化趋势加强，世界正变得越来
越紧密，高校日益成为文化交流的
重要场所。

美国耶鲁大学副校长伯里克
利·刘易斯表示：“大学在文化交

流和人类共同发展中，承担着重要
的责任。”耶鲁大学的学生来自全
球50多个国家，为培养学生人类
共同体意识以及全球胜任力，近年
来与全球多个大学和机构合作建设
了全球卫生研究院、全球事务学
院、自然碳捕获中心。

“高等教育通过跨文化对话，在
不同的人类群体间建立了共识，推
动了对彼此的相互理解。”美国罗切
斯特大学校长莎拉·曼格尔斯多夫
说，高校应重视构建包括国际关系、
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和语言教学等
在内的全球课程体系，创设更加多
元的文化环境，培养具有文化意识、
能够与世界任何地方开展合作的国
际化人才。

中国台湾东吴大学校长潘维大
认为，疫情为全球大学提供了一个
尝试打开跨界学习新平台的机会。

“大学需要思考如何做更好的教育
以及如何创造新的价值观。”潘维
大提出，高校应该尝试开发跨校、
跨国、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联合项
目。

高校“智库”为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活力

大学作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的中心，始终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互为支撑，共生共赢。在分享大学与
区域创新发展的思考时，中国吉林大
学校长张希认为，高校作为区域发展
的“智库”，需要高度重视当前区域发
展提出的人才培养和科研新需求。

在韩国成均馆大学校长申东烈
看来，“自我革新，走出孤立的象
牙塔”是当前高等教育适应区域经
济和技术发展的重要一步。他提
出，东亚地区在传统价值观上有更
大的共识，可以汇聚前沿尖端技术
智慧，进一步创造新的价值观，创
造共同的未来。

疫情期间，中国四川大学依托
华西医学优势，为当地和全国其他
地方的抗疫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
持。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认为，区
域与高校要建立校地合作的良性循
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
高校的支持能力也就越强，高校服
务地方的能力也会大大提高，这又
会助推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在高校服务区域创新发展中，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关键一环。日本
九州大学校长石桥达朗认为，大学
可以在引领创新、推动多学科知识
的融合发展、实现研发成果转化等
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中国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建
议，高校产学研融合须将理论学
习、学校实践学习以及社会问题的
驱动学习相结合。“高校要面向社
会需求，改变学科和专业的设置，
打破固化的学科和专业之间的界
限，在学科交叉和社会交融中，实
现创新发展。”严纯华说。

中国西安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
副主任赵昌昌以科技创新港为例，
分享了学校通过实施教研一体、学
科交叉、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创
新工程，破解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瓶
颈问题，推动学校深入融入区域科
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做
法。

韩国高丽大学常务副校长李宽
荣也分享道：“根据社会的发展和需
要，高丽大学已经组建诸如数据科
学、半导体工程、城市再生等新的
院系和科研机构，推动前沿尖端科
技发展。”

山东大学全球大学校长论坛近日举办，与会校长共话——

全球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本报记者 李萍

近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
《2021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报
告呼吁不断提高对儿童心理健康问
题的认识，主张在健康、教育和社
会保护等领域采取行之有效的干预
措施，以促进、保护儿童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

报告显示，随着社会经济环境
的加速变化，心理问题是造成儿童
和青少年痛苦的一个重要原因。每
年，全球有近4.6万名青少年死于
自杀，在10—19岁的青少年中，
有超过13%的人患有世界卫生组
织定义的精神疾病。同时，在中高
收入国家，近20%的15—24岁年
轻人表示，他们经常感到沮丧或对

做事情没有兴趣。
心理健康是儿童和青少年未来

发展的基础，早期心理问题对其未
来影响深远。据估算，在全球范围
内，每年由儿童心理健康问题造成
的人力潜能损失约为 3872 亿美
元。儿童心理健康保护迫在眉睫，
需要家庭、学校和同伴、社会三个
方面给予更多的投入和支持，相关
系统和部门可以采取干预措施帮助
促进和保护儿童心理健康。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报告中呼
吁各国作出承诺、进行沟通和采取行
动，保护弱势儿童，照顾在当前社会环
境下面临最大挑战的儿童，以此促进
每个儿童的良好心理健康。 （李倩）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2021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

呼吁各国关注儿童心理健康

环球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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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既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
章》上签字的国家，也是联合国创
始会员国之一。1971年 10月 25
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
多数的票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
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
无疑是联合国的一个大事件，更是
世界上的一个大事件。

2021年 10月 25日，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纪念会议上，国家主席
习近平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
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
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在联合国框架下，中国也开启
了全球教育治理新篇章。回眸50
年，在国际教育交流与
协作中，中国积极主动
承担世界全民教育发
展的贡献者、全球师
生成长家园的维
护者、中外人文
交流机制的建
设者的角色，
为 促 进 世
界和平、推
动全球发展、
维护国际秩序
奠定基石。

因传授已知、更新旧知、开掘新
知、探索未知，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
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

早在1945年 11月，胡适便率中
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
大会，筹备委员会秘书处教育组展开
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成立编辑委员会，
为筹建提供理论支撑。编辑委员会由
教育组组长郭有守主持，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革新终身成就
奖”唯一得主王承绪负责撰写《略论
基本教育》。赵元任翌年率中国代表团
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届大会，郭
有守担纲首任教育处处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6年发表第
二份里程碑式报告《学习：内在的财
富》，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国际
教育与价值教育联合会会长的周南照
将其中蕴含的联合国最新教育理念在
全球尤其亚太地区广泛传播。其2015

年推出的第三份里程碑式报告《反思
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
变》，则由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
总干事唐虔策划与领导。中国2015年
倡议并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通过
的“国际大学体育日”覆盖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与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所
有成员。和平、发展、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以教育使之
弘扬并传承，是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
理的重要使命。

全人类共同价值，发展为先。必
须攥紧发展这把钥匙，教育发展无句
号。由千年发展目标而至可持续发展
议程，由生存权而至发展权，由“学有所
教”而至“学有优教”，由“中国的发展需
要世界”而至“世界的繁荣需要中国”。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
更好。从提出“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

的基本人权”理念，到倡导将发展问
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
置，直至推出全球发展倡议，勾勒出
新时代中国对人类社会的愿景。从彭
丽媛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
和妇女教育特使，到郝平当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第37届大会主席，再到曲
星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
中国力量持续拓宽全球教育治理路
径，推动全球教育高质量发展。

中国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与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
的《2030教育议程》对接，将教育发展
红利与世界分享，将新发展理念与可持
续发展思潮交融，可使平衡充分的教
育发展成果公平惠及不同国家不同阶
层不同人群，携手世界各国共同打造
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教育发展伙伴关
系，捍卫教育这份全球共同利益，呵护
学校这片全球师生共同成长的家园。

全球师生成长家园的维护者

1945年6月26日，出于让今世后
代免遭“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
祸”，实现“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
处”的美好愿景，作为中国共产党代
表的董必武在 《联合国宪章》 上签
字。同年10月24日，宪章生效，联

合国正式成立。
当今世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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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促进对人类各种知识和文化的认
知，对各民族现实奋斗和未来愿景的
体认，以促进各国学生增进相互了
解、树立世界眼光、激发创新灵感，
确立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
量的远大志向。

坚持多边主义，加强联合国作
用，构建今世后代的共同未来。这个
未来在孩子，这个未来靠教育。教育
可架设一拱长虹，让世界各国学子融
洽无间；教育可筑造一叶方舟，为地
球各村孩子遮风挡雨。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各国利益
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已结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
体。10月2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
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
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
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
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
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

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
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
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关于
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
件》认为，能够处理好统一性和多样
性之间平衡的体制，历史证明是最有
利的教育体制。进入新时代，经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在中国设立的国际
工程教育中心、高等教育创新中心、
教师教育中心、联系学校网络国际中
心，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各国
教育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勾画多元共生的全球教育图景，构建全
球教育发展命运共同体。循着新时代
丝路，让文明交流互鉴滋养全世界每个
孩子，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扎根地球
村各家各户，让中国梦与世界梦交互交
融，教育承载的使命宏远而神圣。

（作者单位系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
比较教育研究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师教育中心）

中外人文交流机制的建设者

前沿直击

国际观察

2.

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培
养年轻一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
径。

自邓小平1978年会见时任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开启双方合
作起，我国加速推进全民教育。1987
年加入针对全球扫盲发起的教育为大
众服务计划；1990年回应《世界全民
教育宣言》 并出席世界全民教育大
会；1993年在9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全
民教育首脑会议上签署《德里宣言》；
1994年在河北保定设立国际农村教育
研究与培训中心。2000年，我国基本
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
年文盲的目标，在9个发展中人口大
国中率先全面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
标 。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编 写 的
《2000—2015年全民教育：成就与挑
战》显示，我国全民教育发展指数位
列全球前1/3。这既解决了全球约1/5
人口的基础发展问题，又将全球人力

资源发展水平推至崭新高度，更为发
展中国家探索“穷国办大教育”提供
可资效仿的样本。

大国应该有大的样子，承担大国
责任，展现大国担当。

2013年9月25日，在联合国“教
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
动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球庄严承
诺，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
的教育，强调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教
育交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积极支
持发展中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同各国
人民一道努力，推动人类迈向更加美
好的明天。今年10月19日第九届世
界中国学论坛“共同未来与青年作
为”平行分论坛发布的《国际青年眼
中的中国与世界》显示，国际青年最
为认可中国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这一角色。由中国政府积极倡议与大
力资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设“长
城奖学金”“孔子扫盲奖”“女童和妇

女教育奖”，为南南教育合作树立典
范。

2012 年底，在巴黎举行的首届
全球全民教育会议上，旨在提升非
洲国家教师质量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中国—非洲行动”启动。今
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教
育品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致力于
提升后疫情时代亚洲和非洲青少年
的数字技能。中国通过联合国和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为发展
中国家教育事业所付出的努力，流
淌着中国的弘义融利情怀。循着

“一带一路”，中国建设起当今世界
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
台，倾听发展中国家呼声，反映发
展中国家诉求，维护发展中国家权
益，热忱欢迎发展中国家搭乘中国
教育发展的“顺风车”，不断以中国
教育发展为世界提供更多更优质的
全球教育公共产品。

世界全民教育发展的贡献者

3.

1.

▶▶19711971年年1111月月1515
日日，，美国纽约美国纽约，，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团
正式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正式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
国大会国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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