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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双一流”建设*
别敦荣
摘

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双一流”建设已经正式
启动，如何开展建设工作，是政府和大学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实施“双一流”建设战略，必须处
理好十大关系，包括“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之间的关系，服务国家需要与大学自身
发展需要之间的关系，继承传统与超越创新之间的关系，中央建设与地方建设之间的关系，一流
大学建设与一流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一流人才培养与一流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短期建设与
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之间的关系，入选学科建设与未入选学科建设之间
的关系，以及行政积极性与教师积极性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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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已经正式启动，中央和地方都投入
了巨资，一切似乎都已尘埃落定，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人，招生人数为 401521 人。 改革开放以来近 40 年不

如何建设了。 但纵观网络媒体舆论，人们对“双一流”

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时代。到 2016 年，全国普通高

建设仍存诸多歧义，对为什么要开展“双一流”建设、

校 本 专 科 共 招 生 748.61 万 人 ， 在 校 生 人 数 达 到
2695.84 万人，毕业生 704.18 万人；另外，研究生招生

“双一流” 建设与此前已经开展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
工程是什么关系、“双一流”建设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

仅是国泰民安、经济腾飞的时代，也是前所未有的高

“双一流”建设在实际执行上有什么具体举措等，有很
多不解和疑虑。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需要理论界、有关

66.71 万人，其中，博士生招生 7.73 万人，硕士生招生
58.98 万人；在学研究生达到 198.11 万人，其中，在学
博士生 34.2 万人，在学硕士生 163.90 万人；毕业研究
生 56.39 万人，其中，毕业博士生 5.5 万人，毕业硕士
生 50.89 万人。 如果再加上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全
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3699 万人， 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达到 42.7%［1］。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整体上

部门和大学的重视，既要从思想认识上进一步引导人

已经达到了世界中等偏上水平， 即将迈入普及化时

们准确把握“双一流”建设的实质，又要从制度和行动

代，成为高等教育普及化国家第一大国。 在前一个时

可能带来什么样的现实和长远影响，“双一流”建设与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什么联系，“双一流”建设是否会
加大我国高校之间的两极分化，“双一流”建设是否会
像某些重点建设工程一样成为单纯的资源分配工程，

上不断推进各项建设工作，使“双一流”建设按照相关

期，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主要是解决数量增长的问题，

方案和计划切实得到落实。 有鉴于此，本研究将主要

与此同时，在质量上尽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

围绕“双一流”建设中涉及的若干主要关系展开讨论，

距，我国不仅做到了，而且交出了一份圆满的答卷。在

以期对“双一流”建设的推进工作有所裨益。

各类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上， 不论是大学还是学科，

一、“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即便在 10 年前我国都鲜有上榜者，时至今日，尽管与

“双一流”建设是我国在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时期
实施的又一个重点建设工程。众所周知，经过近 40 年
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据统计，1978 年全国普通高校
在校生总人数仅为 856322 人，毕业生人数为 164581

美英等高等教育传统强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但在

40 年积累的基础上，我国大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
步是非常明显的。 在英国 QS 全球教育集团 2018 世
界大学排行榜上，我国（不含台港澳地区）有 39 所大
学上榜，比上一年增加了 6 所，在全球百强排行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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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 6 所大学上榜，较上一年增加了 2 所 ［2］。 我国
高等教育无疑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对
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开始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

同类学校和学科的先进水平。 再如，1998 年教育部发
布的《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要相对集中国家

重点建设一批大学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

有限财力，调动多方面积极性，从重点学科建设入手，

重大战略，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一战略的出发点

加大投入力度，对于若干所高等学校和已经接近并有

和落脚点有所不同。 我国重点大学建设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1953 年和 1954 年，中央先后确定

条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进行重点建设。 今后

了 7 所重点大学，1959 年中共中央确定 20 所大学为
重点大学，1960 年又增加了 44 所，1963 年又增加了

10～20 年，争取若干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世界
一流水平。 这充分说明，随着国家经济文化教育事业
的持续快速发展，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有了新的内

3 所。1978 年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重点
大学的报告，确定了 88 所全国重点大学。从这几次重

涵和追求。

点大学建设的政策看，国家提出的重点大学建设计划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

主要是为了集中有限的政府财力，将一部分大学办得

方案》），开宗明义地指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

更好， 提高其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能力。 比如，

一流学科建设，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

1960 年 《中共中央关于增加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决
定》 指出：“1959 年 3 月中央决定设置全国重点高等

强国的历史性跨越。这表明“双一流”建设战略在重视

学校，是在高等教育事业大发展中，为了保证一部分

2015 年 10 月 24 日，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

部分大学建设的同时， 更有了全局性的建设目标，即

学校能够培养较高质量的科学技术干部和理论工作

“双一流”建设既重视部分大学和学科的建设，又重视
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 所以，开展“双一流”建设

干部，更有力地提高我国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和科学

要有全局观，要从最终实现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目标出

水平。 由于两年来高等学校大量增加，中央原定二十

发，谋划建设路径和举措。 列入“双一流”建设计划的

所重点高等学校的数量感到太少，为了更有力地促进

大学和学科毕竟只是极少数，将中央和地方重点支持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支援新建高等学校的工作，中央
决定再增加一批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全国重点底等学

的大学加起来， 总数也不超过全国高校的 10% 。 显
然，要建成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只有高等教育宝塔塔

校的专业设置不宜过多， 各校之间要有适当分工；学

尖的熠熠生辉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扎实牢固的塔基

校的发展规模不宜过大，应该加以控制；以便集中力

和坚实高耸的塔身。 从这个意义上讲，“双一流”建设

量，迅速达到提高质量的目的。 ” 由此可见，这时的
视野主要还是在国内，即在全国高校中实施重点建设

只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在中央和地

计划，提高部分大学的办学水平，重点大学建设战略

的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塔尖有显著的象征意

不是基于国际比较而提出来的，建设重点大学并不着

义，但如果没有前两者的支撑，塔尖的显示度将是十

眼于办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客观上在当时的环境

分有限的。 在重视“双一流”建设的同时，各级政府应

下也不可能建设世界水平的大学。从重点建设战略的

当高度关注各级各类高校的建设和发展，不断提高我

落实看，缺少明确而具体的建设措施。

国高等教育整体办学水平，实现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

［3］

自 20 世纪后期以来， 高等教育发展逐步走上了

方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中，不能忽视了“塔身”和“塔基”

宏伟目标。

正轨，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高

二、服务国家需要与大学自身发展需要

等教育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也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正

服务国家需要与尊崇自身规律是现代大学办学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在以往重点大学建设的基础上，

面临的一对基本矛盾，“双一流”建设不可避免地应当

国家先后分别实施了“211 工程”和“985 工程”，这两

解决好这一矛盾。现代大学已经发展成为社会的轴心

项工程不仅有了更宏大的视野，而且有了更富雄心壮

组织， 发挥了经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动力站作用，尤

志的愿景与目标。 比如，1995 年国家计委、教委、财政
部 印 发 的 《“211 工 程 ”总 体 建 设 规 划 》指 出 ，“211 工

其是在高新科技革命时代，技术革新和产业转型发展

程”的性质是一项跨世纪的战略工程，它的愿景是使

以， 现代大学越来越多地担负了社会责任和国家使

我国高等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上水

命。与此同时，大学作为社会的学术组织，承担着追求

平、上质量、促改革、增效益，它的主要目标是使一部

真理、原始创新和促进人的和谐发展等永恒使命。 由

分重点高等学校和一部分重点学科，接近或达到国际

于大学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且两大使命要求大学遵循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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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学逻辑是不同的，所以，很多大学办学常常陷入

族振兴的责任，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发挥应有的作

两难的境地。 既然“双一流”建设是国家战略，那么，

用。

“双一流” 建设大学必须更多地服务国家需要便是题

服务国家战略需要，是“双一流”建设不能回避的
责任，但这只是大学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担负的一

中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2010 年

种责任，不是全部，大学不能只埋头于国家战略需要，

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

更不能以服务国家战略需要作为办学的根本逻辑。正

经济体。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经济

如现代大学之父、德国柏林大学创办人洪堡所说：“国

社会现代化水平持续提高。 据统计，2016 年我国国内

家决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而应

生产总值（GDP ）744127 亿元 ，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

当坚信，只要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 , 它也就实

同时，产业结构优化转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

现了，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 ［6］。 ”

断提高，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更加明显。 随着新一轮

大学的组织运行和功能发挥有其自身的规律，人才培

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我国实施了“创新驱动

养追求和谐发展、自由发展、全面发展，需要有协调发

发展战略”“中国制造 2025” 战略等， 以加强技术创
新，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战略转变，保持和

展的多学科或综合性学科专业的支持，不仅要重视短
期发展而且要追求终身发展。 换句话说，就是国家需

提高我国制造业和工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信息化

要有重点，人才培养有规律，“双一流”建设不能单打

［4］

时代，以计算机为主的智能化工具所代表的新生产力

一，要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合力，有效地发挥大

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信息化以现代

学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使大学遵循自

通信、网络、数据库技术为基础，正改变着社会的生产

身办学规律，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职

方式和工作方式，改变着学习方式、思维方式、交往方

能有机地结合起来。

式、生活方式等。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
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更是快速进步，硬件、

三、继承传统与超越创新

软件和服务等核心技术体系正在加速重构，电子信息

“双一流”建设不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一个
重点战略，而是对“211 工程”和“985 工程”建设的统

产业的新一轮变革愈演愈烈。信息技术与制造、材料、

筹， 是我国重点大学建设战略在新时代的延续发展。

能源、生物等技术的交叉渗透日益深化，智能化和互

正因为如此，在“双一流”建设中，应当继承以前重点

联网技术产品在城市管理、能源利用、生态改善以及

建设战略的经验，尤其是“211 工程”和“985 工程”战

医疗、交通、食品安全等诸多产业和社会领域得到深

略实施中行之有效、 又适合现实情况的办法和策略，

度应用。我国信息产业保持了与先进国家同步发展的

以达到少走弯路的效果。

态势，手机、微型计算机、网络通信设备、电视等主要

从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历程看，主要有两条

电子信息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技术创新能力大幅

道路：一条是政府主导的建设道路，另一条是大学自

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强。 但从现实和

主发展的道路。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从来没有放弃

未来发展趋势看， 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生态系统不完

建设高水平大学乃至世界一流大学的追求，而是将这

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成为最大

一追求与国家强大和社会发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由

软肋和隐患 ，距离智能化发展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电子信息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社会信息化

于政府对高等教育实行直接领导管理体制，政府往往

水平提高的能力明显不足，信息化整体水平与先进国

的大学数量进行严格控制。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和专项

家的差距还较大。 新的全球化格局正在形成，我国在

建设资金对这些大学进行额外投资，使这些大学比其

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面

他未列入名单的大学拥有更优越的办学条件， 此外，

向 2030 和 21 世纪中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水

还赋予这些大学更多的办学自主权。 另外，建设世界

平必将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中国梦”的伟大构想将变

一流大学是中央和省市区两级政府的责任，尽管大多

成现实，经济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智能化

数“211 工程”高校和全部“985 工程”高校都是由中央

发展趋势和全球化进程，都需要我国大学提供更先进

政府举办的， 但省级政府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影响，

的思想、技术和人才，发挥更大的支撑作用。“双一流”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省属大学进行重点投资建

建设大学无疑应当成为国家战略需要的弄潮儿，站在

设，以提高其办学水平；二是对所在省的中央政府举

国家战略需要角度谋划“双一流”建设，担负起促进民

办的大学进行配套投资，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

［5］

通过行政指令确定重点建设大学名单，并对列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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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省市，配套投资规模与中央政府相当，对有关大学

是保证“双一流”建设取得预期成就所必不可少的。但

的建设与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 就大学自主发展而

“双一流”建设不能停留于此，应当吸取“211 工程”和
“985 工程”等重点建设战略实施的经验教训，大胆改

言，受政府相关政策的激励，有关大学由被动逐渐转
为主动地参与到建设世界一流的行动中来。 另外，更

革创新，实现重点建设战略的新超越。 尤其要在大学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大学从国家需要和自身发展目标

理念、制度和文化等软实力建设上下功夫，丰富“双一

出发，主动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任务，并采取

流”建设的内涵，全面提升“双一流”建设的精神品格。

行动朝着建设世界一流的方向努力。 比如，北京大学

比如，由于以往重点建设大学都出现了事实上的“终

于 1986 年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 清华
大学在 1993 年曾经提出，到 2011 年，即建校 100 周

身制”，不论建设效果优劣，只要列入了重点建设的大

［7］

年时争取建成世界一流的发展目标 。 显然，北京大
学、 清华大学当初都低估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难
［8］

度。到 2011 年百年校庆时，清华大学提出的发展目标

学都能分到一大笔专项建设资金，造成入选者缺乏真
正的建设动力，未能入选的又因为“终身制”而丧失了
竞争的机会。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没有竞争就没有活
力。 “双一流”建设要解决好建设动力问题，通过创新
国家重点建设动力机制，激发入选和暂未入选大学相

就冷静了许多：到 2020 年，将努力做到“若干优势学
科跨入或保持在世界先进行列，主要办学指标与世界

互竞争的动机，从而超越以往重点建设的窠臼，促进

顶尖大学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 从建设世界一流的
进程看，2020 年将成为检验重点建设 成 果 的 一 个 关

“双一流”建设不断取得成效。
四、中央建设与地方建设

键年份，因为很多大学都将建成或接近世界一流的时
间确定在这一年。 当然，就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进程

“双一流”建设不仅是中央政府的责任，也是地方
政府的责任。《总体方案》要求：“中央财政将中央高校

而言，要确定一个明确的年份是非常困难的，也是非

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纳入中央高校预

常危险的。 这些大学在确定 2020 年这个时间节点的
时候是否经过了周密论证和测算，尚不得而知。 但如

算拨款制度中统筹考虑，并通过相关专项资金给予引
导支持；鼓励相关地方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对中央高

果将这个时间节点放到一边，进一步考察这些大学为

校给予资金、政策、资源支持。地方高校开展世界一流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采取的战略措施的话，会发现硬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由各地结合实际推进，所需资

件条件建设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在办学的基本

金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中央财政通过支持地方高校

条件和设施、科研成果、国际化师资、大学生出国交流

发展的相关资金给予引导支持。中央基本建设投资对

和来华留学生等方面， 各大学都倾注了大量的资源。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给予支

这可能与一些全球化的大学排名指标的影响有关，因
为在这些排名中，师资、科研、论文和国际化方面的指

持。 ”这说明“双一流”建设将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两级推进，中央政府要建设，地方政府也要建设。经国

标往往占有较大的比重 ［10］。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务院 同 意 、教 育 部 、财 政 部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制 定 的

两条道路是相互交叉、共同发挥作用的，政府为建设

《统 筹 推 进 世 界 一 流 大 学 和 一 流 学 科 建 设 实 施 办 法

世界一流大学所提供的资金为入列大学提供了重要
的物资基础，尤其是“211 工程”和“985 工程”都将投

（暂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更明确地提出了中央
政府和地方政府所应承担的责任：“中央高校开展世

资重点放在了优势学科的基础设施条件上，更使得入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支

列大学改善了办学条件，形成了办学优势。 但一个不

持；中央预算内投资对中央高校学科建设相关基础设

争的事实是，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对待建设世界一

施给予支持。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范围

流大学都抱有急功近利的动机，都过于看重某些指标

的地方高校，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中央财

性的东西，而对涉及大学深层问题的理念、制度和文

政予以引导支持。”“地方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应通过

化等，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关注，但远远没有达到应

多种方式， 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加大资

有的重视程度。这也成为阻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程

金、政策、资源支持力度。建设高校要积极争取社会各

的重要因素之一。

方资源，形成多元支持的长效机制。 ”2017 年 9 月 20

［9］

以往的重点建设战略注重发挥两个积极性，即政

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世界一流

府的积极性和大学自身的积极性， 注重硬件条件建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42 所 大

设，注重外部资金的支持，包括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

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名单，95 所大学入选 一 流

政资金支持，是“双一流”应当继续发扬的传统，这也

学科建设名单 ［11］。 自此，中央政府“双一流”建设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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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只有一个，即“世界一流”，并没有将“国内一流”列

全面实施阶段。
实际上，在中央政府部门公布“双一流”建设名单

入计划。其次，世界一流大学一定是“国内一流”，不瞄

之前，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先行一步，陆续公布了本地

准“世界一流”何来“国内一流”？ 第三，根据《总体方

“双一流”建设计划。 比如，2015 年 6 月 30 日，广东省
政府办公厅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案》，“双一流”建设的全部目标要到 21 世纪中叶才能
全部实现，不能把眼光局限于“十三五”“十四五”，要

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意见》精神，公布了广东省高水平

看到二三十年以后，要有战略眼光。第四，根据世界高

大学重点建设高校和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名单，同意中

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经验，如果我国高等教育能够保持

山大学等 7 所高校和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学等 18 个
学科项目分别入选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

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势头，甚至以更好的状态得到发

和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实施方
案 ， 在 中 山 大 学 和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之 外 ，2015— 2017
［12］

展，可以肯定，到 21 世纪中叶，“国内一流”也就是“世
界一流”。 正如现今人们看待美国大学一样，“美国一
流”必定是“世界一流”。因此，不论地方政府建设还是
中央政府建设，都要有战略布局，聚焦“世界一流”，尤

年，省财政安排“高水平大学建设专项资金”共 50 亿
元，支持重点建设高校 5 所左右，重点建设项目 15 项

其是地方政府不能在中央政府“双一流”建设实施后，

左右。 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式包括：直接补助、财政奖

目光短视，退而求其次，降低标准和要求，以“高水平

励、 风险补偿、 设立政府引导基金、 贷款贴息等

。

大学”或“国内一流”为借口来迎合国家“双一流”建设

2016 年 6 月 15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印发的《江 苏 高

战略。 只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形成合力，“双一流”

水平大学建设方案》提出了本省“双一流”建设目标：

建设才可能更有基础，才更有可能实现目标。

“到 2020 年，15 所以上高校进入全国百强， 其中 10
所左右高校进入前 50 名； 支持若干所大学进入国家

五、一流大学建设与一流学科建设

［13］

层面开展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行列。 全国学科评估

“双一流”建设分为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
设，更准确地说，是一部分大学被确定为世界一流大

中， 排名第一的学科数不低于全国总数的 10% ；100
个左右学科进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全球同类

象。 比如，根据教育部等三部委公布的“双一流”建设

学科前 1% ；进入国家层面开展的一流学科建设行列
的学科数，不低于全国总数的 10%。 到 2030 年，江苏

名单，有 42 所大学被确定为一流大学建设对象，另有
95 所大学被确定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对象。 如果只

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建成在全国具有重要影

是这样区分，尽管人们可能为有的大学或大学学科被

响的高等教育强省，支持 2 所左右大学和一批学科进

确定为“双一流”建设对象而感到不可理解，但人们不

学建设对象，另一部分大学被确定为一流学科建设对

入世界一流行列。 到本世纪中叶，江苏高等教育竞争

太可能为这份名单本身而感到困扰。令人觉得不可思

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显现，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
一流行列” ［14］。 江苏省高水平大学建设投入包括两部

议的是， 在 95 所大学的部分学科被确定为一流学科
建设对象之外， 那 42 所大学也都是只有数量不等的

分：一是省财政确保“十三五”期间年度专项经费总额

学科被确定为一流学科建设对象，两类大学中被确定

保持在 17 亿元左右。 二是对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

为一流建设对象的学科数量为 465 个。 其中，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的学科有 328 个，占 70.54% ；一流学科建

行列的高校，按照国家有关要求，通过多种方式给予
资金、政策、资源支持。对综合办学水平进入全国百强
的省属高校， 自 2017 年起统筹新增教育经费加大投
入，每年每校给予 1 亿元左右资金支持。 据不完全统

设大学的学科有 137 个，占 29.46% 。 整体上看，世界
一流大学的学科实力明显高于一流学科大学，但考察
具体大学的情况，则并不尽然。比如，北京理工大学被

计，有超过 20 个省市自治区发布了自身的“双一流”
建设计划，建设投资规模超过 1000 亿元 ［15］。

确定为一流大学建设单位，有 3 个学科入选，而北京
科技大学被确定为一流学科建设单位，却有 4 个学科

“双一流”建设已经在客观上形成了两级建设的
局面，中央部委确定了一批“双一流”建设大学，部分

入选； 华中农业大学被确定为一流学科建设单位，有

国内一流、国内高水平。这个话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

5 个学科入选，超过了入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名单中
的 19 所大学。 更有甚者，东北师范大学有 6 个学科入
选， 超过了入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名单中的 23 所大
学，其入选学科数与四川大学相同，同列 42 所入选世
界一流大学的 18 位。

但却不符合事实逻辑。 首先，国家“双一流”建设的目

不管怎么说，“双一流”建设在两个层面开展是确

地方政府也确定了自身重点建设的“双一流”大学，而
且有的地方政府的建设实施行动比中央部委还要快。
有人说，中央建设应瞄准世界一流，地方建设应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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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无疑的，即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那么，应

术，以很高的分辨率确定了溶液里的生物分子的结构

当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开展“双一流”建设

［16］

呢？如果将“双一流”建设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专家委员

。三位教授的学科领域都不是我国学科分类的化学
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或相关领域，他们都是在跨学科

会认定或建议的学科上，虽然可能没有违背相关的要

或交叉学科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所以，不能片面地、

求，但可能违背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与发展的

割裂地理解两类大学的学科建设，这两类大学不能奉

逻辑， 最终也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行一好百好、一俊遮百丑的投机心理开展学科和学校

在“双一流”建设的名单中，有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

建设，而应当秉承整体思维，从学科交叉融合、相互协

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大学，这些大

调、支持的要求出发，谋划学科建设与学校发展。

学入选一流建设的学科是音乐与舞蹈学、 美术学、设

提高学校整体办学水平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计学、戏剧与影视学等，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学科就是

根本要求。 很显然，如果只是专注于若干一级学科建

大学本身，只要这些学科成为了世界一流，这些大学

设，是很难提高整体办学水平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无疑也就是世界一流大学。这是“双一流”建设中的特

必须对学校发展进行整体规划，在重视学科建设的同

殊情况。

时，根据学校发展需要，制定全面系统的建设计划，有

42 所入选世界一流建设名单的大学不属于上述

组织、有步骤地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两手

单科型大学范畴， 而多属于综合型大学或多科型大

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全面落实“双一流”建设任务。对

学。 综合型大学和多科型大学往往学科门类众多，一

于只有少数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的大学而言，在完

级学科数量庞大，即便如北京大学有 41 个学科、清华
大学有 34 个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也都只占

成国家和地方学科建设与发展任务的同时，还要特别

了所在学校全部学科数量的很少一部分。关于没有入

态，以一流建设带动整体办学水平的提高。

选一流建设名单学科的建设问题将在下面专题讨论，

六、一流人才培养与一流科学研究

注重学校整体建设与发展， 建设优良的学科发展生

这里暂不展开论述。 对于一流学科建设大学而言，问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

题似乎要简单许多，因为国家赋予它们的“建设任务”

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实施办法》由教育部、财政

就是学科建设，而非学校建设；对于入选一流大学建

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 这一方面说明“双一

设名单的对象而言， 它们面临的问题可能要复杂很

流”建设是一项高等教育重大战略，另一方面说明国

多，既要建设一流大学，又要建设一流学科，这究竟是

家意图通过“双一流”建设，发挥高水平大学的综合作

一项任务还是两项任务？如果只是根据专家委员会认

用。 为此，《总体方案》提出：“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

定的学科开展建设，是否能够达到取得一流大学和一

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加快高等教育治理体

流学科建设的目标？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

综合型大学和多科型大学都是以整体来发挥功

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水平，使之成为知识

能的，在人才培养、文化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等方面，

发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的

它们能够发挥单科型大学所不能发挥的作用。两类大

重要源泉、 培养各类高素质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在

学因为学科门类众多，能够为学生提供宽广的学科教

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弘

育基础， 营造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科技文化创新环境，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为社会提供涉及多学科知识技术的直接服务。 所以，

观、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在

综合型大学和多科型大学有着与单科型大学不同的

具体建设任务中，除了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外，还规定

生态环境，多种学科交叉融合、协调发展使两类大学

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高科学研究水平、传承创新

办学的优势和特色更加鲜明。正如今年诺贝尔化学奖

优秀文化和着力推进成果转化。这正是“双一流”建设

所暗示的，学科交叉融合是科学创新的重要源泉。 今

与“211 工程”和“985 工程”的不同之处，“双一流”建

年的化学诺贝奖授予了瑞士洛桑大学名誉生物物理

设突出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任务。

学 教 授 雅 克·杜 波 切 特 (Jacques Dubochet) ，美 国 哥 伦
比亚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物理学及生物科学教

“双一流”建设不是纯粹的科研建设项目，不是单
纯的学科平台建设项目。但有的大学仍然用以往的重

授乔基姆·弗兰克 (Joachim Frank) 和英国 MRC 分子生
物 学 实 验 室 项 目 主 任 理 查 德·亨 德 森 (Richard

点大学建设思维看待“双一流”建设，将一流学科建设
主要看成是一流的科学研究，将学科平台建设主要落

Henderson) ， 以 表 彰 他 们 发 展 了 冷 冻 电 子 显 微 镜 技

实在科研平台建设上， 用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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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科评估标准来衡量学科建设成果，片面追求在国

出发，谋划学科建设内容和举措。与此同时，将人才培

外权威期刊发表科学论文，或在国家科技三大奖（自

养与科学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人才培养与科学研

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获奖，把发表与

究相互促进的工作机制，达到多出人才、出好成果的

获奖看作是学科建设的“王道”。 在学科建设措施上，

目的。

往往以取得短期效应为导向，采取集聚资源、创新机

七、短期建设与长期发展

制等，以催生重点方向、重要学者、重大成果，打造一

“双一流”建设是国家战略需要与大学自身发展

批在国内具有领先地位、 在国际上具有卓越影响力、

需要的结合。 就国家战略而言，“双一流”建设不但有

能够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的一流学科，通过一流学科建

即时的追求，而且有长期的愿景。《总体方案》为“双一

设带动学科整体提升，推动一批优势特色学科率先进
入世界一流。 有的大学在建设方案中，涉及拔尖创新

流”建设谋划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 2020 年，若
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

人才培养的地方主要针对研究生教育，关于本科人才

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 2030 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

培养模式改革的内容少之又少，相关举措不但缺少新

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

意，而且往往大而化之，只是提出立德树人等原则要

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

求。 比如，某大学将“双一流”建设重点放在一流学科

实力显著提升。 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上。规划面向 2030 年，部署建设理学、信息与工程、人
文、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医学等综合交叉学科群，

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 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

以推动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研究，着力提升解

国。 ”这不仅为“双一流”建设大学的短期建设提出了
明确的要求，而且为其长期发展指明了方向。 就国家

决重大问题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并将以综合改革为

战略的实施而言，做好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 不论是

抓手，扎实推进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全面提高研究生

“双一流”建设入选的大学还是没有入选的大学，都应
当抓住“双一流”建设的契机，从长期发展着眼，从短

培养质量，推进人事制度体系改革，深化学术体系改
革，构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和协调的现

期建设着手，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增强办学实力，提高

代大学治理体系，合理配置资源，最大限度调动师生

办学水平。 “双一流”建设不搞终身制，办学实力暂时
还稍弱的大学只要校准发展方向， 采取有效发展举

员工积极性，推动学校整体建设和发展。
大学之所以设置学科，建设高水平学科，主要是
为了培养人才。 在“双一流”建设中，本科人才培养不

措，实现跨越式发展，并非没有入选“双一流”建设大
学名单的机会。

能是点缀和装饰品，应当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一

如前所述，在国家实施“211 工程”“985 工程”之

流学科建设的主要着力点。 不重视本科人才培养的

前，我国已有大学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

“双一流”建设是急功近利的，是典型的投机行为。 一
所不重视本科人才培养的大学是没有希望的大学。遍

标。 这是大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自觉行动，反映了

观世界一流大学，纵然其科学研究是一流的，但其本

略需要重合的时候， 大学可能激发出巨大的发展潜

科人才培养一定是一流的，本科教育人才辈出是其典

力。从生命周期看，大学通常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包

型特征。 笔者长期研究我国大学教育与美国的差距，

括创业阶段、中兴阶段和成熟阶段 ［17］。在创业阶段，大

大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当大学自身发展需要与国家战

深感本科教育上的差距是我国大学最大的差距，我国

学发展主要解决基本建设、学科专业设置、教职工队

大学本科教育理念陈旧、体系落后、教育过程僵化、教

伍建设、规章制度建设等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完成建

学质量偏低，这些问题在我国高水平大学表现得尤为

基立业、建章立制的任务；在中兴阶段，大学发展主要

明显。本科教育问题是制约我国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

解决内涵建设、特色培育、水平提高和质量保障的问

学的主要问题，也是最棘手的问题。 如果本科教育能

题，简单地说，就是要完成内涵发展和水平提高的任

够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我国大学何

务；在成熟阶段，大学发展只需按常规办学，就能做出

愁不能开创创新型人才源源不绝的局面，何愁不能出

卓越贡献。我国大学大多处于完成了创业阶段建设与

现原创性文化科学研究繁荣发展的局面，何愁不能解

发展的主要任务，正在向中兴阶段迈进，尚没有大学

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 所以，“双一流”建设

进入成熟阶段。 对于一部分水平较高的大学来讲，它

应当从解决我国大学的关键性问题入手，转变学科建

们更多地担负着内涵发展和水平提高的任务。这是一

设的传统套路，将学科建设与本科人才培养改革和加

个已经或基本完成创业阶段任务，可以展望成熟阶段

强紧紧地联系起来，从建设一流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

发展愿景的发展阶段。 正因为如此，我国部分大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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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并不奇怪，不是异想

当根据教学科研工作规划要求，进一步完善和更新基

天开，而是已经实实在在地可以谋求向世界一流大学

本办学条件和教学科研仪器设施， 使硬件条件成为

进发的发展目标了。 所以，国家提出的“双一流”建设

“双一流”建设的坚实基石。

战略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也与我国部
分高水平大学生命周期的发展节律相吻合。

我国高水平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不但体
现在办学的硬件条件上，更体现在软件环境上，尤其

不论是国家战略目标还是大学生命周期发展愿

表现在教育理念、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以及文化精神

景，都需要长期努力方能初见成效。所以，“双一流”建

等方面。 加强软件建设，不断优化和完善大学教育理

设不能急功近利，应当将短期建设与长远发展结合起

念，促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升华大学

来

文化精神，是实现“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必由之路。“双

［18］

，紧紧抓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从创
新国家经济形态、提升社会文明层次、夯实文化科学

一流”建设应当坚持以改革为动力。近年来，我国部分

技术基础、 促进国际理解和全球化进程的需要出发，

高水平大学大胆更新教育理念，试点英才教育，积极

脚踏实地，切实解决制约我国大学快速发展的体制机

探索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体制机制，取得了宝贵的经

制束缚，解放大学生产力，营造有利于大学健康发展

验。 “双一流” 建设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任务不是

的内外部环境，谋划一流大学建设方案，进行长期规
划，短期计划，分步实施，整体推进。

“圈养”极少数尖子生能够完成的，有关大学应当进一
步解放教育思想观念，在探索试点的基础上面向全校

八、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

学生实施英才教育，建立适合一流人才成长的教育体

国家战略常常都有财政资源相配套。在高等教育

制机制和生态文化。 有关大学应当深化综合改革，加

资源紧张、竞争愈益激烈的今天，大学都会高度重视

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以章程为统领的

国家战略，以入选国家战略为荣，以获得国家战略资

完善、规范、统一的制度体系；尊重学术自由，加强学

源支持为乐。 在以往的重点大学建设战略中，有的以

术组织建设，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

支持大学基础设施建设为直接目的，有的将主要资源

系与组织架构，充分发挥其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

支持安排用于学科基础建设，所以，硬件建设更受到

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构建完善中国

重视。 比如，统计表明，1995 年到 2005 年期间，“211
工程”筹集建设资金总量约为 368 亿元。其中，用于重

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着力破除

点学科建设的资金占 45% ， 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配套设施建设的资金占

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扩大有序参与，加强议事协商，
积极探索师生代表参与学校决策的机制，建立健全社

人事、分配、财务和资产管理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完善

。 作为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央和

会支持和监督的长效机制，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地方财政将为“双一流”建设提供专项资金支持，用好

现代化，充分激发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不断提升办

专项资金，发挥国家财政支持应有的效益是入选“双

学水平；加快完善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的模式，推进

一流”建设大学的职责所系。

与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等资源共享，形成协调合作的

55%

［19］

自“大扩招”以来，我国大学大兴土木，基础设施

有效机制；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

建设大规模展开，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据统计，

合作，加强国际协同创新，营造良好的国际化教学科

1998 年， 全国普通高校校舍建筑面积为 15400 万平
方米 ［20］；2010 年，全国普通高校校舍总建筑面积增长
到 74604 万平方米（含非产权独立使用），教学科研仪
器设备总值为 2279 亿元 ［21］，校舍总建筑面积比 1998
年增加了 384.44% ；到 2016 年，全国普通高校校舍总
建筑面积达到 92671.05 万平方米， 教学科研仪器设
备总值达到 4514.42 亿元 ［22］，与 2010 年相比，校舍总
建筑面积增加了 24.22% ，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增
加了 98.09% 。 对于部分高水平大学而言，基本办学条

研环境，增强对外籍优秀教师和高水平留学生的吸引
力，扩大校际学生交流与合作培养，建立中国特色与
国际经验有机结合的办学模式。
总之，“双一流”建设应当将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
结合起来， 在抓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和升级的同时，高
度重视软性环境建设，努力形成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办学要求相匹配的现代大学理念、制度和文化。
九、入选学科建设与未入选学科建设

件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当然，与世

“双一流”建设以学科建设为核心，不但入选一流
学科建设名单的大学应当围绕指定的学科开展相关

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高水平大学办学条件还存在一

建设工作，而且入选一流大学建设名单的大学也应当

定的差距，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 “双一流”建设应

针对指定的学科制定建设计划，组织和实施相关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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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从三部委公布的“双一流”建设名单看，除少数

时，兼顾其他学科建设，避免孤立地、僵化地看待一流

几所单科型大学外，入选者多数是多科型大学和综合

学科建设。 多科型大学要注重多学科协调发展，综合

型大学。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

型大学要注重文理基础学科和谐并进。 第二，一流学

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 年）》对学科的分类，

科建设中学科协调、和谐发展的关系。 在“双一流”建

我国高等教育共设置 13 个学科门 类 ，110 个 一 级 学
科。部分入选“双一流”建设的大学开设了众多的学科

设名单中，部分大学有多个学科入选建设名单，在这

门类，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所覆盖的一级学科往往

战”，不能在学科内闭门造车，单打独斗，应当围绕拔

有数十个甚至上百个，这还不包括大学开办的独立办

尖创新人才培养、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

学的二级学科和自主设置的学科领域。但从三部委公

问题，通过共建、联合培养、科技合作攻关等方式，开

些学 科 的 建 设 上 ，要 重 视 形 成 合 力 ，不 能 搞 “孤 军 奋

布的名单看，在 137 所入选大学中，只有 12 所大学入

展协同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大力推进科研组织模式

选学科数量在 10 个及以上， 其中， 以北京大学为最

创新，依托重点研究基地，围绕重大科研项目，培育跨

多，有 41 个，清华大学排名第二，有 34 个，其他 10 所

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团队；健全科研机制，在多领域建

大学入选学科数量都在 10 至 18 之间； 有 125 所大
学入选学科在 10 个以下，其中，105 所大学只有 1 至

设一流学科，形成一批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一流学
科，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第三，一级学科

3 个学科入选； 在全部 465 个入选学科中， 只有 111

建设与二级或自设学科领域建设之间的关系。 入选

个为文科或与文科有关联的学科，一些传统上文科实
力较强的综合大学，也是理工科学科入选较多，文科

“双一流”建设的学科主要考虑的是一级学科，但很多
大学都有一部分一级学科整体实力和水平稍弱，却在

较少。比如，吉林大学虽然有 5 个学科入选，但文科只

一些二级学科或相关学科领域有卓越的发展，在拔尖

有考古学入选；厦门大学入选的 5 个学科中只有统计

创新人才培养、文化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方面做出了

学与文科有联系，而学科门类众多、以“文史见长”的

杰出的成就，在国内和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声誉。 如果

山东大学只有数学和化学 2 个学科入选，文科入选学

按照“双一流”建设要求，这些学科或学科领域是不可

科为 0。 显然，对于没有入选“双一流”建设名单的大
学而言，看到三部委公布的名单可能会有一些失望或

能入围的，但“双一流”建设如果缺少了它们，不仅是
有关大学的损失，更是国家高等教育的损失。 对这些

失落 感 ，但 对 于 入 选 了 “双 一 流 ”建 设 名 单 的 大 学 而

二级学科或学科领域，有关大学应当采取特殊政策措

言，可能也不全是喜悦和兴奋。 如何开展一流学科建

施，比照“双一流”建设的办法，在学校学科建设与发

设，如何有效而合理地处理入选学科建设与未入选学

展计划中给予重点支持， 进一步提高其办学水平，使

科建设之间的关系，是所有入选的 137 所大学所面临
的共同课题，要处理好这些问题，做好一流学科建设，

其更彰显办学特色。

不仅需要胆识，更需要智慧。

“双一流”建设无疑是大学的热门话题，但仔细观
察发现，大学行政领导比一般干部更热心，一般干部

十、行政积极性与教师积极性

“双一流”建设大学开展学科建设，应当坚持整体
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和协调性原则，将一流学科建设

比教师更热心，入选学科的干部教师比未入选学科的

置于学校长远发展和整体学科架构优化的背景下规

干部教师更热心，总体上看，行政的积极性比教师的

划，既突出重点建设学科，又注重学科水平的全面提

积极性更高。 毫无疑问，大学领导干部应当高度重视

高，调动所有学科单位建设与发展的积极性，促进学
科生态优化发展。 具体来讲，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方

“双一流”建设，应当从现实与长远来谋划学校战略发
展，但“双一流”建设归根结底要落实到学科专业建设

面的关系：第一，一流学科建设与非一流学科建设的

上，要体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上，

关系。 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结构是和谐发展、协调发

这些都需要发挥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如果没有教师的

展的 ，水 平 大 致 相 当 ，功 能 上 互 为 支 撑 ，办 学 特 色 鲜
明。很难想象一所学科结构欠合理、水平参差不齐、发

重点建设的老路，出现重视评审材料的准备和验收材

展失衡的大学能够成为世界一大学， 因此，“双一流”

料的整理，重视入选“双一流”建设名单为学校带来的

建设决不能只顾少数指定学科的建设，应当将所谓的

声誉和资源支持，而不重视建设过程的问题。

一流与非一流学科进行统筹规划，全面建设。在“双一
流”建设中，指定建设的学科都只是少数或极少数，相

“双一流”建设必须发挥两个积极性，广大干部的
积极性和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一个都不能少。从形式上

关大学应当统筹规划，在高度重视指定学科地位的同

看，“双一流” 建设是大学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事情，或

积极行动和主动作为，“双一流”建设很可能重归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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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是政府委托大学承担的国家战略任务。因为接受

个教师的事情，与其他大多数教师无关，大家参与不

委托者主要是大学领导干部，所以，在与政府部门打

进去，或不让大家参与进去，这样的“双一流”建设不

交道的过程中，大学领导干部发挥了主要作用。 大学

可能有什么好的结果。 如果这样搞“双一流”建设，无

领导还应当调动和发挥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使全校广

异于开国际玩笑。 所以，有关大学应当根据学校学科

大干部在认识上高度重视“双一流”建设对学校现实

建设与发展整体规划， 明确不同学科特点与建设要

和长远发展的重大意义，自觉地根据“双一流”建设要

求，充分发挥全体教师的积极性，将一流学科建设放

求规范自己的行为，努力做好规划、组织、协调、支持

到全校各学科共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在追求全面提高

和服务工作，在学校改革、建设与发展进程中发挥应

的同时，谋求重点突破的目标。第二，入选“双一流”建

有的作用。有的部门和干部可能认为“双一流”建设主

设学科内部不同学科领域教师之间的关系。“双一流”

要是学校规划、教学、科研、研究生工作、财务和资产

学科建设是按照一级学科或学科群确定的，不管是一

等部门的事情，尤其是有关领导干部的事情，与自己

级学科还是学科群， 它们所涉及学科领域都是广泛

关系不大，可以不用太关心，也没有太多的工作可以

的。 开展一流学科建设，不能以突出特色的名义只考

做。 这样的认识似乎有合理性， 其实是非常错误的。

虑个别学科领域，不能将“双一流”建设的支持都堆积

“双一流”建设并不只是几个部门几个人的事，而是学
校整体的事情，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要求大学整

到个别学科领域，应当重视调动重点建设学科全体教
师的积极性，根据学科发展趋势、国家产业和科技创

体转变办学方式，全校各部门都应当按照一流大学和

新发展战略需要，选择可能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的若干

一流学科办学要求，以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双一流”建

领域，组建学科团队，将重点建设学科的教师团结起

设，锐意改革创新，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教育理念、

来，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专业特长，为一流学科建

制度规范和文化精神指导办学行为，促进学校整体办

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相关学科带头人与其他教

学能力和办学水平的提高。

师之间的关系。“双一流”建设还要处理好学科带头人

“双一流”建设要落地，不论是一流大学建设还是
一流学科建设，实质性工作主要是由大学教师承担和

建设与发展，实际上资源主要掌握在少数学科带头人

完成的。 教师不是“双一流”建设的边缘人，是“双一

手中， 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与其他教师没有什么关系，

流”建设的主体，不能在“双一流”建设中缺位。教师的

其他教师对“双一流”建设没有积极性。在“双一流”建

参与度决定“双一流”建设实施的深度和广度，教师队

设中， 有关大学应当创新教学科研团队组织机制，既

伍水平的高低决定“双一流”建设目标的达成度。 所

要发挥学科带头人的积极性，又要调动其他教师的积

与其他教师之间的关系，避免名义上是支持整个学科

以，教师的作用不应当是被动发挥的。 发挥教师的积

极性，使团队形成合力，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

极性，大学应当根据《总体方案》的要求，切实落实“建

服务中更好地发挥团队的作用。 总之，“双一流”建设

设一流师资队伍”的任务，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强

不能没有教师的参与，要采取各种有效举措，建立健

化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培养和引进一批

全教师参与机制，使教师能够全员参与、积极参与、深

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一流

度参与，在“双一流”建设中发挥关键的作用。

科学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聚集世界优秀人
才；优化中青年教师成长发展、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

（别敦荣，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教育研究院

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团队，增强人才队伍可持

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厦门

361005）

续发展能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和造就一支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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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 Class ”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c Disciplines
Bie Dunro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first class universities and world first class disciplines is a major
strategic decision made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Double First Class ” construction
has been officially launched, and how to carry out construction work is a major task for both government and
university. To implement the “Double First Class ” strategy, we must deal with ten relationships,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ouble First Class ” constru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n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relationship serving the needs of the stat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heriting tradition and beyond innov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truct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first class universities and world first
class academic discipl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ort -term construction and long -term develop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selected academic discipline and not-selected academic disciplin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thusiasm
of administration and teachers.
Key words: “Double-first-class”; world-class university; world-class academic discipline;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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