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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会制度， 财务公开， 住宿学院试点……无论哪一项改革都得风气之先

“80后”汕大：大学改革不需要轰轰烈烈

■

本报记者 储召生

当地处深圳、尚在筹建中的南方科技

大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时，同在改

革开放前沿地区、同样倡导“走不一样的

道路”的汕头大学，却已默默走过

30

年。

1981

年成立的汕头大学是一所广东省

属 “

211

工程” 综合性大学， 也是国内唯

一得到李嘉诚基金会长期资助的高校 。

其实行的校董会拥有重大事项最高决定

权、 财务年报制度、 校长院长国际招聘、

学生住宿学院试点等， 无论哪一项， 在

国内高校都得风气之先。

6

月

29

日， 汕头大学有三个重要活动

几乎同时进行： 一是教育部副部长郝平

听取学校的工作汇报， 二是华人首富李

嘉诚在

2011

届学生毕业典礼上发表例行演

讲， 三是校董事会召开一年一度的全体

会议。 这恰好体现了 “中国高校改革试

验田” 的特别之处。

是揭开汕头大学改革面纱的时候了。

地方大学的国际化尝试

【汕头大学名字好像太地区性，

然而观念的框框是否比其内涵重要

呢？ 李嘉诚曾发出这样的诘问。】

加拿大籍华人学者顾佩华日前正式

辞去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教职， 接受

汕头大学校董会聘请， 出任该校全职执

行校长。 此前， 顾佩华自

2005

年

10

月已兼

职担任该校副校长、 执行校长。 再之前，

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萧泽丽

也曾担任该校外籍副校长。

不独如此， 在汕头大学

8

个学院里 ，

外籍院长就占了一半， 其中包括文学院

院长波弘德 （

Terry Bodenhorn

）、 法学院

院长彭文浩 （

Michael Palmer

） 等白皮肤、

蓝眼睛的 “洋人”。

从

2002

年起， 汕头大学就开始了以国

际化为导向的各项改革， 聘请外籍人士担

任执行校长、学院院长只是其中一项。汕头

大学校董会赋予校长很大的办学自主权，

只要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办学模式或项目，

都可以引进、吸收。 近几年，汕头大学实行

大学管理系统

ISO

质量认证，推行以年薪制

为核心的人事制度改革， 建立学习互助体

系，实施国际基准学分制，都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同时，汕头大学加大了对外交流的力

度，仅

2010

年度，汕头大学就接待海外各类

学术来访

97

批

344

人次，包括牛津大学校长

彭定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等；派出

各类交流学生

49

批

263

人次，包括暑期赴美

实习、赴南非报道世界杯等。

汕头大学党委书记宋垚臻曾引用著

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 “佛在中国 ” 与

“中国佛教” 的概念， 来表示汕头大学国

际化与其他高校的差别所在。 宋垚臻说，

国际化只是办学手段之一， 而不应该是

其目的。 那么， 这些国际化手段给汕头

大学带来哪些改变呢？

留着一脸大胡子的波弘德来自美国伊

利诺依大学普林菲尔德分校， 专业是中国

历史，此前曾在台湾的大学工作过，自称已

习惯汕头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工作。 波弘德

说，文学院的英文名称（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里，包含了人文及社会科学方面，他在

汕头大学想做的是进一步扩大学科建设的

范围。在西方，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意识到

不同学科之间联系的重要性， 也就是交叉

学科研究或者跨学科研究， 对其他学科领

域的了解有助于加深对自己领域的研究。

比如，中文系与新闻学院、社科部以及艺术

学院的合作， 有助于学生建立更广的知识

领域。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个世

界一直在不停地变化着，竞争激烈。与我们

的年代相比， 现在的学生需要具备更加宽

广领域的技能。 ”波弘德说。

波弘德注意到中西方在文学研究方

面的差别。 波弘德告诉记者，作为文学院

院长，他在努力扩大中西方学术研究方面

的交流。 目前，他们正在与爱尔兰的一所

大学、加拿大的艾尔伯塔大学和曼尼托巴

大学以及他工作过的美国伊利诺依大学

联系，希望能建立交换生项目、教师交流

项目等。

这种国际化的影响已深入汕头大学

校园的方方面面： 在新建的学校图书馆

里 ， 你感觉不到万卷诗书的汗牛充栋 ；

在彩色印刷、 中英文书写的学生刊物里，

你所收获的多了几分大气和洋气。 据有

关资料统计，

2010

年公布的中国高校 《自

然》 和 《科学》 论文排行榜中， 汕头大

学列全国高校第九、 广东高校第一， 前

8

位全是国内 “

985

” 高校。

“汕头大学名字好像太地区性， 然而

观念的框框是否比其内涵重要呢？” 汕头

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李嘉诚的这一诘问，

如今已成为该校办学的警示。

关键是厘清权力的分界

【校长负责什么 ， 院长负责什

么， 行政人员该干什么， 在汕头大

学都有明确定位。】

“

2010

年汕头大学收入总计

4.47445

亿

元 ， 其中政府经常性拨款

1.23622

亿元 ，

学费及其他收费

9579.9

万元， 李嘉诚基金

会捐赠收入

1.47695

亿元……” 参加本次

校董会的嘉宾， 每人都能收到一本

2010

年

度的汕大年报， 其中财务报告里收支账

目明细、 资产负债表等一一在列。 并且

在汕头大学校园网上， 可以查到

2004

年以

来的历年年报。 校务公开能做到这种程

度， 汕头大学足以让人刮目相看。

“汕头大学的经费， 有来自纳税人的

钱， 有学生的学费， 有李嘉诚基金会的

捐款， 每一分钱都要花得明明白白， 有

个交代。” 顾佩华说， 财务公开也是中国

港台地区高校及国外大学的通行做法。

公开的目的是为了接受社会监督 ，

其中最重要的监督来自校董会。 汕头大

学新一届校董会名单中， 除了名誉主席

李嘉诚和主席宋海 （广东省副省长） 之

外， 有董事

23

人， 义务财务顾问和义务法

律顾问各

1

人， 特别顾问

5

人。

23

名董事

中， 除省市政府官员、 学校领导和教师

代表 、 基金会代表外 ， 还包括龙永图

（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 杨福家 （中

科院院士 、 诺丁汉大学校长 ）、 林海帆

（耶鲁大学终身教授） 等社会知名人士。

校董会拥有学校重大事项的决策权， 一

经决定校长也无权更改。

汕头大学校董会的作用是实实在在

的。 有时候， 董事们会因为一个问题互

不相让， 为的却是同一个目标———汕头

大学的发展。 在本次校董会上， 一位身

为著名学者的校董就对校方 “建设现代

大学制度” 方案中的教授治校提出质疑。

他认为， 在大学里常常是校长讲 “校长

的话 ” ， 书记讲 “书记的话 ” ， 院长讲

“院长的话”， 而教授却可以 “乱讲话”。

从台湾的情况看， 从事小范围工作的教

授涉足宏观领域的治校， 很容易走到极

端， “那将是高等教育的灾难”。

尽管如此，顾佩华说，在具体办学方

面， 校董会赋予了校长很大的权力空间。

汕头大学设有财务、校务、学术、资源、校

园规划建设等

5

个委员会， 主席由校长或

党委书记担任。 顾佩华说，这些都是学校

的政策咨询和制定机构，一方面学校的决

策要让大家知道，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校长

了解更多的声音。 校长担任学术委员会主

席是否会影响民主决策？ 顾佩华告诉记

者，按照西方的惯例，校长只是这些委员

会的召集人，开会时并不需要去投票。 只

有当“赞成”和“反对”票数相等时，才需要

校长投关键的一票。 顾佩华说，教授们投

票是秘密的，要保护教授的独立性，校长

所投的票却是公开的， 每当这个时候，他

都会公开说明自己赞成或反对的理由。 他

举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实例：某年涉及文学

院一位教授“特聘与否”的投票，票数结果

正好五五开，于是他本人投出关键性的赞

成票并阐述了理由。

在行政管理制度和人事分配制度方

面， 汕头大学近几年都实行了较大力度

的改革。 党办和校办、 宣传部和新闻中

心等党政机构合署办公， 便于相近职能

部门的沟通， 节省了行政资源； 实行大

部制 ， 资源管理处涵盖了资产 、 基建 、

设备、 后勤、 保卫等多种职能， 相当于

其他高校的四五个处室， 减少了工作中

的推诿扯皮。 以教师年薪制为主要内容

的人事制度改革， 让教授们告别了 “发

一篇论文多少钱、 上一节课多少钱” 的

工分制。 年薪制改变了考核的方式，

2010

年首个聘期结束后， 有

36

名业绩突出者得

以晋升 （占参评教师的

17.3%

），

13

名业绩

较差者降级或调岗 （占参评教师的

6.3%

）。

对于饱受诟病的高校内部管理行政

化倾向，顾佩华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没有

建立规范的制度， 以厘清权力的分界，明

晰权力和责任。 “在汕头大学，校长负责什

么，院长负责什么，行政人员该干什么，都

有明确的定位。 教授们争着当处长在这里是

不存在的，相反，我还得做工作让适合的教授

从事行政服务工作。 ”顾佩华说。

改革思维要突出系统性

【

CDIO

刚引入汕头大学时， 曾被

讥讽为 “炒概念”， 如今这一模式已在

国内

50

余所高校试点。】

“能力比知识更重要， 这些年已成为全

社会的共识。 但仔细考查许多高校的教学模

式改革， 其中并没有能力培养大纲， 仍然是

知识培养大纲。 你发现了没有？” 汕头大学

工学院副院长熊光晶和记者一见面， 就抛出

了一个大问号。

熊光晶要引出的话题 ， 是汕头大学的

CDIO

工 程 教 育 改 革 。

CDIO

代 表 构 思

（

conceive

）、设计 （

design

）、实施

(implement)

、

运行

(operate)

，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瑞典

皇家工学院等

2004

年共同创立的工程教育改

革模式。

2005

年

10

月，加拿大工程院院士顾佩

华到汕头大学工作， 直接把这一教育模式引

入中国。

CDIO

解决的是工程教育和工程实践相

脱节的问题。熊光晶说，

CDIO

教学大纲共有

4

级

70

条

400

多款，设计了能够取得知识教育和

能力培养双重效果的一体化课程计划， 并设

有

12

类评估标准对改革效果进行评估， 是一

个实实在在的能力培养大纲。 并且，为了切合

中国对道德教育特别重视的实际， 汕头大学

工程教育改革还增加了道德 （

Ethics

）、 诚信

（

Integrity

）、职业化（

Professionalism

）三项内容，

形成了一整套的

EIP-CDIO

工程教育改革模

式。 “

CDIO

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的改革方式，形成了工程教育系统改

革的新模式。 ”熊光晶说。

2005

年顾佩华带着翻译成中文的

CDIO

大纲和标准首次来到汕头大学， 结合中国实

际， 率先开展了全方位的

EIP-CDIO

工程教

育改革与实践。 当时有人说顾校长不了解国

情、炒概念、在汕大搞工程教育改革实属天方

夜谭。如今这一模式已被教育部推广，在国内

50

余所高校的机械、电器等专业试点。不仅如

此，汕头大学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试点中，也借鉴了

CDIO

的某些改革理念。 汕

头大学工学院院长助理包能胜说，“卓越计

划”实行“

3+1

”培养模式，最后一年的企业培

养是重头戏。 他们重点研究了哪些能力是学

校培养不了的， 哪些能力是企业能够培养

的， 从而找出能力培养方案的落脚点。

这种系统性的改革思维， 更早体现在汕

头大学的医学教学改革上。 据汕头大学医学

院常务副院长黄东阳介绍， 从

2002

年开始，

他们就改变传统的基础、 临床、 实习 “三段

式” 教学模式， 在国内高校率先实施以器官

系统 （疾病） 为基础的医学课程整合 。 以

“生殖、 性、 发育和生长” 这门新课程为例，

共

62

学时， 其内容包括人类生殖基础和临

床、 人体胚胎发育、 小儿生长发育和性学概

论等， 以前分散在胚胎学、 细胞生物学、 病

理学、 儿科学、 妇产科学等不同基础课和临

床课中。 在新教学模块———人类生殖基础与

临床中， 不仅介绍了受精卵发生与成熟、 受

精过程与机理等基础理论， 还介绍了小儿生

长发育与保健、 人类性行为的生物学与社会

学特征等内容， 增加了现代辅助生殖技术以

及其所带来的伦理与法学问题。 临床教师和

基础教师共同研究， 共同参与教学， 多学科

交叉渗透， 全面提升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

力。

汕头大学的教育教学模式改革已经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在学生毕业一年后参加的全

国执业医生考试中， 汕大医学院通过率已连

续

8

年居全国高校前列；今年

6

月，汕大工学院

学生获得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一等奖，该校成为广东赛区唯一获奖高校。

宿舍不只是睡觉的地方

【“其实每一次组织拓展活动， 我

都会和中央

16

号文件精神相对照。”】

眼下正值招生季节， 一段由美国黑人大

学生主演的 “为何选择耶鲁” 的视频开始在

网络上流传， 其风靡程度不亚于早些时候的

“论正义”、 “幸福” 等网络公开课。 这段耶

鲁大学招生宣传片的最大 “卖点” 之一， 就

是其独具特色的住宿学院制。

不为国人所熟知的是， 汕头大学

2008

年

7

月也在国内首次设立了住宿学院———至诚

书院。 “至诚” 二字取自 《中庸》， 书院则

是我国古代特有的教育机构， 汕头大学希望

住宿学院能秉承中国传统、 融合西方之长，

探索出一条培养学生的新路。

至诚书院创院院长李丹

1993

年在香港大

学学习时， 曾对那里的住宿学院制度有深刻

的印象。

2008

年

6

月校方找到他时， 他已是

“杰青”， 在学术研究和研究生培养方面已经

小有建树， 但他还是接下了创建住宿学院的

任务。 “教育不应是轰轰烈烈的革命， 也不

是方方正正的规章， 而应是细水长流的滋

润。” 李丹说， 传统的按院系专业和班级住

宿是类似于部队管理的模式， 优点是便于管

理和同专业间交流。 而住宿学院实行不同院

系、 专业和班级混住， 更接近于现实社会的

模式， 优点是便于不同专业背景交叉、 扩大

交往半径、 积累社会资本等。 “要让学生感

觉到， 宿舍不只是个睡觉的地方。”

国外高校的住宿学院，最早的已有

700

多

年的历史。 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美国

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以及

我国香港的港大、中文大学等，都实行住宿学

院制，但具体形式各不相同。汕头大学主要借

鉴的是普林斯顿大学， 教师和职员不住在住

宿学院，主要依靠学生自主管理。

据至诚书院副院长、 党总支书记陈文滨

介绍， 至诚书院共有

5

层楼， 学生自愿报名、

随机抽签确定； 每

4

人一个宿舍， 大都由不

同年级、 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 每层楼分为

7

个区， 每区选一名高年级、 品学兼优的学

生担任导生， 协助区内近

30

名住宿生； 全体

导生组成导生委员会， 负责整个书院的民主

管理。 此外， 纵向方面，

1

至

5

层的同一区组

合 ， 设立

7

个党团组织 ， 开展组织活动 。

“这样就有了横向的

35

个小型团队， 纵向的

7

个中型团队， 整个书院的

1

个大型团队， 形

成最先进的网格状组织分布。” 陈文滨说。

至诚书院开展有别于专业学院的特色拓

展课程， 如工作坊、 讨论会等心理拓展课，

训练营、 户外合作等团队拓展课， 运动队、

户外求生训练营等体能拓展课， 特训营、 案

例分析等职业拓展课， 学习营、 社会调查等

学科拓展课等。 拓展课程有不同的组织形

式， 有的要求小型团队， 有的要求中型团

队， 像参加校运动会这样的活动才要求大型

团队。 另外， 学生们也可以自由组合， 组织

自己的团队活动。 形式多样的团队活动， 给

了学生更多的非正式接触机会。

“其实每一次组织拓展活动， 我都会和

中央

16

号文件精神相对照。” 陈文滨是一位

老 “政工”， 此前长期担任工学院学生辅导

员。 陈文滨说， 至诚书院所倡导的， 比如培

养学生学会自主管理， 增强团队意识， 锻炼

沟通能力， 培养组织协调能力 ， 培养自信

心、 独立性和社会责任感等， 都是与

16

号文

件精神相符的。

至诚书院只有

6

位导师，导师和学生们的

交流，更多借助书院建立的“家缘”实名制网

上虚拟社区。李丹说，他在“家缘”社区共发了

近

60

篇博文，

10

余万字，回复学生的问题以及

和学生的私聊，更是不计其数。 李丹说，当了

副校长后，他写博客的时间少了，但到“家缘”

来和学生交流一直不间断。并且，他愿意一直

把至诚书院院长当下去。

李丹喜欢直面学生们的问题。 曾有学生

向他抱怨： “设计这种住宿方式真是脑残，

作息时间都不一样， 为什么要把我们搞在一

起？” 李丹告诉记者， 不同年级、 不同专业

的学生确实存在作息时间不一样的问题， 但

今天你休息他上课， 明天就可能倒过来了，

关键是相互理解、 找到解决的办法。 李丹半

开玩笑地回复那位学生： “将来你和老婆的

作息时间还可能不一样呢， 就不一起过了？”

今年毕业的艺术学院学生陈国民， 是一

个瘦高、 略显腼腆的大男孩， 平时或披着长

发或梳着辫子， 耳朵上还留有耳环痕。 在记

者看来这个明显有些另类的小伙子， 却得到

了不少同在至诚书院学生的好评： 商学院陈

伟华说他对艺术很投入， 帮自己设计的简历

很漂亮； 工学院蓝春泉说他看世界眼光的不

一样， 拍照选的视角很特别； 理学院孙立铿

说他很自信， 从不惧怕别人的眼光。 从学生

们叙说的表情里， 记者也明显感觉到了宽容、

理解和尊重。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终身教授李浈

2009

年

2

月开始担任至诚书院“多学科交叉学习项

目”指导教师。 李浈告诫学生们，做研究不是

轰轰烈烈干革命，积极主动是关键，要善于推

陈出新，追求卓越，慢工出细活，莫贪图捷径。

学生们研究的课题有 “三聚氰胺事件的文化

反思和科学认知”、“祭拜礼俗在汕头中学生

中的影响调查”等，李浈说，学生们在团队合

作方面的表现是最棒的，有了团队合作精神，

将来在社会上立足就多了一份资本。

“做研究不是轰轰烈烈干革命”， 大学改

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特别报道

TEBIE BAODAO

期待“下一站”

从汕头特区的发源地龙湖区到汕头

大学只有

10

公里， 路还算笔直， 路况却不

佳， 两旁建筑甚至可以用 “落后” 来形

容。 来汕头已有

12

个年头的湖北籍出租车

司机谢建平 （音） 抱怨说， 这里近

10

年几

乎没有什么发展， 城市面貌甚至还不及

他老家那边的一个县城。

但走进汕头大学 ， 你的视野会豁然

开朗。 仅从有关机构评出的 “中国最美

的大学校园” 和 “亚洲最美的大学图书

馆”， 你就可以想见这里的大气和洋气。

这一切都和一个人的 名字连在一

起———李嘉诚。

迄今为止， 李嘉诚基金会在汕头大

学已承诺及捐出的款额达

54

亿港元。 正是

由于李嘉诚的长期资助， 汕头大学成为

国内少有的没有巨额欠债的地方大学 ，

也是少有的一直没有扩招的地方大学。

不仅如此， 在李嘉诚先生的直接影

响和支持下， 汕头大学有了国内其他高

校难以企及的优势： 校董会制度， 海内

外的高端人脉资源， 校长的办学自主权，

灵活的人事管理制度， 完善的内部财务

和审计制度， 等等。 仔细了解你会发现，

西方大学一些成熟的办学模式， 不少已

在汕头大学生根发芽。

你也许会问： 既然体制和经费都不

成问题， 为什么汕头大学

30

年都没有建

成一流大学呢？ 说实话， 这是一个见仁

见智的问题， 也充分说明建设一流大学

的难度所在。

李嘉诚先生当初决定捐建一所大学，

更多想到的是造福桑梓； 建成一流大学，

愿望或许并不是那么强烈。 李先生自己

曾说， 如果要建一所一流大学， 以他的

影响力， 在北京、 上海甚至深圳， 都要

比在汕头容易得多。

但

30

年之后 ， 情况已发生改变 。 其

一， 随着教育规划纲要的深入实施， 国内其

他大学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等方面都将有所

探索， 汕头大学或将优势不再； 其二， 李嘉

诚基金会在许多世界著名大学都有影响， 大

量智力资源如何与汕头大学实现对接已迫在

眉睫； 其三， 汕头特区的规模扩大和持续发

展， 需要汕头大学有更大作为。

并且， 这种建成一流大学的愿望已有了

明确的目标： 李嘉诚先生曾表示， 希望汕头

大学医学院能在

5

年内建成国内前

5

位的医学

院。 但从目前的情况看， 达到这一目标或许

还需要大动作。

地处汕头 ， 建设一流大学会有很多的

困难。 但邱吉尔说过， 克服困难就是赢得

机会。

汕头大学迄今为止所有的改革， 都在为

最后的冲刺作准备。 这需要战略也需要战

术， 需要有所为也需要有所不为。 如何吸引

更优秀的学生和教师， 更是一道绕不过的

“坎”。 相信汕头大学早已有了具体的规划。

在汕头大学采访改革， 仿佛坐上了快速

奔驰的高铁， 甚至有点眩晕的感觉。 我期待

“下一站”。 （储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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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储召生

汕头大学执行校长顾佩华，曾被媒体

称为国内唯一没有行政级别的公办大学

校长。 记者在汕头大学期间，正赶上一年

一度的校董会全体会议，但顾佩华还是抽

出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接受本报专访。 顾佩

华说，他喜欢面对媒体“挑战性”的问题。

记者：改革往往需要时机 ，办学中会

出现机会“稍纵即逝”的情况吗？ 校长看好

的事情，没有经过董事会的讨论，能作出

重要决策吗？

顾佩华：校董会只对关系学校发展方

向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决策，而对于日

常办学行为，校董会赋予校领导很大的权

力，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真正意义上的校

长负责制。 您的问题要害也许在于，若出

现“稍纵即逝”的办学机会，与校董会确定

的阶段性办学方针相悖， 校长如何决断。

我认为，任何发展规划也好，阶段性重大

决策也好，都有滞后性，解放思想与实事

求是应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态度。 万

一遇到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不抓住必然是

历史罪人，所以与校董会主要成员进行紧

急的信息沟通是必须的，现在资讯手段很

发达，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

记者：在汕头大学

5

个委员会里，本校

教授的作用有多大？ 或者说，教授们与校

长出现意见不一的情况，怎么办？

顾佩华： 我们致力于国际化的办学，

就是要充分发挥教授在学校管理中的作

用，避免校长书记一言堂、“一把手”说了

算的传统局面。 我校设置的

5

个委员会中，

教授从数量上占居了主体，事项决议采用

匿名票决制， 只有当委员们的票数相等

时，校长才会投出公开且关键的一票。 不

可否认， 一些决议与校长的初衷并不一

致，这并不可怕，民主决策就是这样。

记者：地方高校靠什么留住一流人才？

如何协调引进人才与本土人才的关系？

顾佩华：由于地域限制、文化差异、交

通不畅等多方面原因，汕头大学曾经出现

过人才外流特别是向珠三角发达地区流

动的趋向。 为此，学校及时调整人才引进

战略， 全面推行教师与管理人员年薪制，

积极面向海外、境外引进高端人才，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国务院刚刚批准汕头经济

特区扩大到全市范围，潮汕机场、深厦铁

路即将投入运营，这些对我校未来的人才

竞争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不可否认，境外引进人才与本土人才

的待遇， 在当前还是有事实上的差别的，

但关键是我校衡量人才价值的标准是统

一的，无论境外的还是本土的，每个人都

有同样的晋升通道， 到了什么样的台阶，

就拿什么样的薪金。

记者：国内高校都很重视学生思想政

治工作。 您怎么看？

顾佩华： 您观摩昨天的毕业典礼了

吗？ 毕业生的精神状态能够说明问题吧。

这一方面说明学生的就业情况不错，另一

方面也说明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我也很重

视思想政治工作，但是我们没有停留在标

语口号上。 我校在全国首家引进国外的服

务学习 （

Service-learning

）模式 ，就是提倡

在服务中学习、在学习中服务；我们开发

的

EIP-CDIO

模式强调将传统道德融入教

学中。 这方面的例证太多了：服务麻风病

村的患者、 医疗扶贫活动、“宁养义工计

划”（由李嘉诚资助，对癌症晚期患者提供

临终关怀）……在我看来，思想政治工作

应该是行动的原则。

记者：相比深圳、珠海、厦门等其他特

区， 汕头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要相对落后。

汕头大学今后如何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

顾佩华：学校的发展和所在的地区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多年来，汕头市对汕

头大学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最好的表达

是“汕头大学的事情就是汕头市自己的事

情”。 所以服务好汕头特区经济社会发展，

也是大学不可推卸的职责和使命。 我们在

海洋生物、医疗服务、政策咨询等方面为

地方做了不少工作。 今后，我想学校应在

文化引领、科技合作、软实力支持等方面

为特区的发展建设作出更具深度的贡献。

此外， 我想说的是，汕大改革的意义

并不局限在本校， 我们希望为高校国际

化发展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本， 不辜

负李嘉诚先生对教育的承诺。

李嘉诚已成为汕头大学的 “精神导师”。 曾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