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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应先选取一批国际公认的一流大学,对其研究、归纳、总结、对比,在借鉴其办学经

验的基础之上,寻找规律,立足本国,守正创新,在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学的良性互动中,‘办’成形神兼备的世

界一流大学;而不应该先对世界一流大学做出过于精确的界定,依据世界大学排名设计出各种硬性的指标体

系,以规定性的指令进行盲目建设.在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应坚守文化本位,重点关注我国高等教育

体系的调整和改革,以及如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模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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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

国家都在致力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２０１５年年底,
我国推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总体方案»,提出到２０２０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

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

列;到２０３０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

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

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
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

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然而就理

论层面而言,究竟何谓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应当怎样建设世界

一流大学等问题似乎还没有研究透彻.鉴于此,本
文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基本逻辑进行探讨.

一、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典型认识

对于学术研究来讲,究竟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大多数学者都期望能够给出一个合乎规范且得到学

界认可的界定.然而,当下的一个显著矛盾是,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的目标是清晰的,但是世界一流大学

的概念却是模糊的.正如阿特巴赫曾经所说过的:
“每个国家都想拥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但没有人知

道世界一流大学到底指的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如何

才能拥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１]

在一些研究当中,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仍

然呈现出模糊化、概念化以及多元化等基本态势.
为了给世界一流大学一个较为清晰的界定.一些学

者尝试根据当下比较知名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如

QS、THE、USNews、ARWU)的指标来为世界一流

大学下定义.尽管这些排名系统指标不一,但是几

乎都倾向于将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特征集中于教育

质量、国际化程度、学术成就、教学质量、财政水平、
学术自由以及大学自治等方面.菲利普G阿特

巴赫教授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应包含卓越的研究,高
质量的教员,良好的内部治理,学术自由以及充足的

设备和资金投入.[１]摩洛哥教育经济学家贾米尔
萨米尔(JamilSalmi)认为世界一流大学要具备三个

方面的条件,第一,人才汇聚;第二,资源丰富;第三,
治理规范.[２]除此之外,国内也有学者从大学词源的

角度来认定世界一流大学.如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

教授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具有普遍的大学教员、



尽可能广泛和多样化的生源以及普遍主义的研究和

教学内容等普遍主义的精神气质.[３]

以上诸多认识为我们理解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

更多的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然而就目前大家对世界一流

大学的认识来看,多数还是喜欢从宏大的角度来谈,
鲜有人从大学内部的细枝末节来窥探其微观层面的

一流.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关心的世界一流大学,是
从排行榜上看到的结果,但是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

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且是一个有效的过程.对于一

所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来说,其不仅在宏观

层面体现出世界一流,在大学内部的微观层面也体

现出其卓越和世界一流.比如说,我们还可以从学

科的角度看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思

维是什么? 毋庸置疑,世界一流大学在学科思维上

是跨学科的,而且实施跨学科培养人才的比例越来

越高,这是因为今天的科学研究早已经突破了学科

的界限.然而,就我国来讲,基于专业与学科的大学

制度和组织机构以及分类的思维惯性,已经使我国

大学的科研与人才培养出现了“鸽笼现象”.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完整的办学体系,当一个

大学在许多微观层面上还存在短板的时候,即使在

排行榜的位次上很突出,即使硬性指标已达到世界

一流大学的标准,也很难被认定为是一所真正意义

上成熟的世界一流大学.就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而言,固有的发展模式已经形成了许多惯性和集

体无意识状态,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二、一个概念上的逻辑问题

虽然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很难说清的话题,但
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与研究过程中,人们总是期

望对其做出明确的界定,以便制订各种可操作化的

标准体系,进而以规定性的指令进行建设.那么我

们不禁要问,这种逻辑顺序究竟是否合理,是否符合

世界一流大学形成的规律,是不是需要在建设世界

一流大学之前,必须要给世界一流大学一个可操作

化的定义.毫无疑问,在进行任何一项研究与实践

之前,都需要对所研究的事物尽可能做出一个较为

清晰的界定.但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过程中,我
们更需要关心的是概念界定逻辑上的合理性.尤其

是在大学排行榜盛行的时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马来西亚最好的两所大学在２００５年«泰晤士高等教

育增刊»发布的排名中,名次严重倒退,比上一年退

步了近百名,为此马来西亚要求成立皇家委员会

(RoyalCommissionofInquiry)对此事件展开调查,
引起社会上巨大的反响,而事实上,其名次发生倒退

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排名方法的改变.[４]显然,对世界

一流大学的界定,不能够全部聚焦于世界大学排行

榜的各种指标体系上,而应在回归到世界一流大学

“形”的建设前提下,着力回归到世界一流大学“神”
的建设之中.

毫无疑问,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最为重要的是厘

清概念界定上的基本逻辑问题,如果这一问题发生

偏离,就很可能会出现本末倒置.那么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

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仅仅当做一项由政府自上而下

推行的浩瀚工程,被动地在规定性的指令下完成世

界大学排名系统上的各项指标.而应该首先选取一

批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对其研究、归纳、总结、对
比,在借鉴其办学经验的基础之上,寻找规律,立足

本国,守正创新,进而建设一所真正形神兼备的世界

一流大学.事实上,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美国常青藤

高校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这些学校取得的突出成

绩基本上都是学校自己逐步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政

府的刻意行为.比如说,牛津和剑桥在过去的几个

世纪中,都是按照自身的意志发展的,虽然使用了公

共经费,但学校在管理、使命和发展方向等方面享有

大量的自治权.[４]总之,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

绝非是朝夕之功,也绝不仅仅是达到世界大学排名

的种种指标体系要求那么简单,真正意义上的世界

一流大学是形神兼备的,这样的大学不仅是卓越的

大学,而且还是成熟的大学,不仅有成熟的建筑和设

施,还有成熟的精神和文化,而恰恰是这种物质和精

神上的成熟体现出了其世界一流.
因此,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不仅

要摒弃过于精细操作化的概念思维主义,而且要正

确认识世界一流大学的真正内涵,在高等教育运行

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以高等教育理论指导实践,
在国家政策这一“催化剂”的支持下,理性有效地促

进世界一流大学的生成.世界一流大学不在名而在

实,盛名与实力相符,传承与改革并重,国际标准与

中国特色相结合,才能真正得到世界的公认.[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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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之间的逻辑问题

作为双一流建设中的重中之重,一流学科无疑

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对于世界一流大学与世界

一流学科的实然状态,华南师范大学卢晓中教授在

对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ARWU)、学
科领域排行榜(ARWUＧFIELD);«泰晤士高等教

育»(THE)世界大学排行榜、学科排行榜;QS世界

大学排行榜、学科排行榜前１００名大学及学科进行

考察的基础之上,得出了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之间关系的三个基本结论.即一流学科建设是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并

非都是一流;世界一流大学既与一流学科的数量关

系密切,也取决于一流学科的质量.[６]由此可见,拥

有世界一流学科是一所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必要条

件.的确,非有世界一流学科而不能为世界一流大

学[７],考察处于国际顶峰的世界一流大学,可以发

现,他们都拥有各自的一流学科,甚至也有不少大学

依靠其一流学科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如在

２０１５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世界大

学排名中,除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这些以理

工科见长的大学外,学科特色鲜明的德州农工大学

(全球综合排名８８,农业特色鲜明)、荷兰瓦赫宁根

大学(全球综合排名１０９,农业排名第１)均位列全球

综合前１５０,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无独有偶,在
此排名中,国内的以行业特色型著称的高校诸如中

国农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海洋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等多也处于排行榜之列(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５USNews排名中国内若干所行业型高校的排名情况及优势学科

大学 全球排名 国内排名 优势学科

中国农业大学 ３８１ ２１ 农学、生命科学、农业工程、食品科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４９４ ３０ 地质、资源、环境、地学工程

南京农业大学 ６１６ ３９ 农业和生命科学

华中农业大学 ６５３ ４３ 园艺学、畜牧学、兽医学

中国海洋大学 ６７６ ４７ 海洋和水产学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６９９ ５１ 作物遗传育种、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北京林业大学 ７１２ ５３ 林学、生物学、林业工程学

　　资料来源:２０１５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世界大学排名及各高校官网.

　　此外,如果对２０１６年USNEWS学科排名前三

的大学加以研究的话,便会发现一个基本事实:该学

科领域位居前三的大学基本上都处在世界大学排名

中的前一百位.如表２所示,除了在农业科学排名

第一的荷兰瓦赫宁根大学位于全球最好大学排名第

１０９位以外,其他各大学均位于１００名以内,甚至绝

大多数位于前５０名之内.由此可见,一流学科在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表２　２０１６USNEWS六大学科世界排名前三的大学全球排名情况

名次 农业科学 艺术与人文 化学

１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１０９) 牛津大学(５)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３)

２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３９) 剑桥大学(６) 麻省理工学院(２)

３ 康奈尔大学(２１) 哈佛大学(１) 西北大学(２５)

名次 临床医学 工程学 地球科学

１ 哈佛大学(１) 清华大学(５９) 加州理工学院(７)

２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１２) 麻省理工学院(２) 科罗拉多大学布德分校(４６)

３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２３)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３)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２７)

　　资料来源:USNEWS(２０１６).

注:括号内为该大学在排名中的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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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一流大学在没有一流学科

的情况下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某种程度上可

以说,正是一流学科的发展与壮大促使一所大学作

为整体逐步跻身世界一流的行列,一流学科可谓是

一所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需要

知道,在“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一流学科建设与一

流大学建设绝不是割裂开来一分为二的,一流学科

也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置身于一流大学建设的

过程中的.相反,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的建设是一

个相互促进的整体.亦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

学科建设是一个良性的互动过程,而这种互动形成

的是一个良好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
因此,在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理性

考量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加

强高等教育总体规划,按照“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两类布局建设高校,引导和支持具备较强实力的

高校合理定位、办出特色、差别化发展,努力形成支

撑国家长远发展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体系.

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实践逻辑

２０１４年５月４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

生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

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
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
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

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

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８]这里涉及到的关键问

题是,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是‘办’在中国,还是‘建’在
中国? 简单的一字之差,背后折射出的却是两种不

同的路径和模式.‘办’在中国意味着在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的过程中,要坚持中国特色,遵循高等教育规

律,坚守大学传统,不仅办成若干所扎根中国大地且

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大学,而且同时还能开辟出

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且能

够成为全球领导者的高等教育模式.而‘建’在中国

则意味着选取西方的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参照

系,同时依靠各种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体系,照搬其模

式,复制其制度,最终建设成为若干所处于大学排名

前列、类似于其参照院校建于中国分校的大学.
依此阐释,我们需要采用的模式和路径是要把

世界一流大学‘办’在中国,而不是‘建’在中国.然

而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过程中,仍有不少地方政

府和高校没有正确认识到这一实践模式,依旧停留

在固有的思维方式上,即希冀在各种可量化的指标

上与一流大学齐头并进,注重其形,忽视其神,弃自

身的大学传统于不顾,以为这样就可以建设成一所

世界一流大学.然而这种做法无异于刻舟求剑、缘
木求鱼,依葫芦画瓢法建设出来的大学最终只能沦

为二流甚至三流.事实上,如果考察大学的发展史,
尤其是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史,我们便可以发现

每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都有其独特的精神所在,完全

复制与照搬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正如贾米尔萨尔

米在其论文«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九个常见错误»
中所论及的,“学术体系的一味外部引进”是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中的九个常识性错误之一,他指出,这个

世界上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是独一无二的

组织机构,想要复制他们的组织架构以及学术模式

是不现实的.[９]总之,我国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过

程中,可以在他国世界一流大学发展与形成的过程

中汲取经验教训,可以在大学排名中认清自己的定

位,但如果只是简单进行学术与办学模式移植,那么

即便能够落地,也不会生根的.一个简单的问题,我
们是要中国的哈佛还是中国的北大? 北京大学陈平

原教授的回答或许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反思,“如果有

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

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
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１０]

此外,我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需要

用一套适合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大学的成功与否,而
不是盲从西方标准.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

建立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才有可能诞生更多的一

流大学;反之,如果只追求个别大学的一流,结果可

能带来一个糟糕的体系、结构.“中国有若干单独的

大学跻身世界大学排行榜前列是一回事,而中国的

高等教育系统模式作为全球领导者又是一回事.换

言之,体系相互分散的个别大学不能成为游戏的改

变者,而一种大学模式却可以.”[１１]事实的确如此,
英国、德国、美国作为国际上的高等教育强国,都已

形成了能够代表自己且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的高等

教育模式,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又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或许更加值得大家研究.

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从办学理念角度

讲,如何才能把我们的大学办成既具中国特色且又

不失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呢?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教

授将北大当代的大学使命凝练为“守正创新,引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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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并详述了其中蕴涵的要义.[１２]概括来讲,就是

要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尊重和坚守大学的传

统;保持“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挺立时代潮

头;突出自身的主动性与首创性并积极推动改造现

实和开创未来.其实,这正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应

当遵循的.这样的使命与追求,也正是‘办’成扎根

中国大地且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应有

之义.
实质上,任何一种社会组织都有他自己的运行

规则与规律.同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件事有其

必须遵循的一些逻辑[１３].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仅

要明晰其概念逻辑,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之间的逻

辑,而且也要关注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如何形

成中国模式这一问题.从高等教育的发展史来看,
高等教育体系与结构的调整,不管是在我国还是在

西方,都不乏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声音,但毫无疑问的

一点是,这一趋势必将延续,因为高等教育的发展与

壮大已成为国家发展以及国际竞争的重要因素.高

等教育体系结构调整将导致高等教育原有的治理体

系及办学理念的转变,进而催生新的办学模式.我

国的双一流建设也必然会带来高等教育体系与结构

的调整,在此过程中,我们只有逐渐探索并形成具有

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模式,坚守文化本位,完善治理

体系,进而才能加快把我国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国

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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