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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从时代价值来看,边疆民族地区“双一

流”建设在政治、经济、地缘、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从现实问题来看,边疆民族地区“双一流”建设存在

理念、基础、资源、体制等方面的困境。从发展路径来看,边疆民族地区“双一流”建设需要着力转变发展理念,
用足用好国家政策,夯实发展基础,创新体制机制,巧用地缘优势实施周边国际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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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高等教育业已形成的“差序格局”中,边
疆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地域、经济等原因,一般游离

于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心”之外,处于“边缘”的境

遇。但是,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重

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与其他省市相比,边疆民族地

区“双一流”建设不仅具有特殊性,还具有不可替代

性。因此,边疆民族地区“双一流”建设既是一个理

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议题;不仅是一个政策问题,
也是一个学术论题。本文在分析边疆民族地区“双
一流”建设时代价值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新疆、西藏、
广西、宁夏、内蒙古、云南等六个省区关于“双一流”
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深入剖析边疆民族地区“双一

流”建设的现实困境,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理论之思:边疆民族地区
“双一流”建设的时代价值

在我国学术话语体系及其表达方式中,与“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

区”等地域性称谓相比,“边疆民族地区”是一个更为

特定的、更加丰富的学术语汇。客观来讲,边疆民族

地区“双一流”建设在政治、经济、地缘、文化等方面

都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从政治上看,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维护民族团

结、祖国统一、边境安全稳定和对外开放的战略要

地。边疆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担负着增进民族友谊、
塑造国际形象、巩固边疆安全、促进睦邻友好等政治

使命。加快推进边疆民族地区“双一流”建设有利于

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社会稳定和

边疆安宁,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从经济上看,边疆民族地区的“地理位置导致其

经济文化发展始终处于边缘地位,经济水平相对落

后”[1]。经济相对落后、地域边陲、少数民族杂居是

边疆民族地区的“传统印象”,并日益为人们从心理

上接受并确认。关注边疆地区改革与发展的学者认

为,“边疆”一词“一般与‘贫穷’‘落后’等描述经济比

较状态的词汇联系甚至等同到一起。经济发展水平

的差异,决定着‘边疆’与‘内地’或‘中心’的区

分”[2]。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边疆民族地区“区
隔性的社会文化影像”。因此,加快推进边疆民族地

区“双一流”建设,有利于高校优化学科布局,打造优

势特色学科服务区域重大产业,提升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促进区域协调均衡发展。
从地缘上看,边疆民族地区一般都位于祖国的

边陲,处于国界的边境线上。除宁夏回族自治区以

外,新疆、西藏、广西、内蒙古、云南等都位于国境线

上,“处在边缘的地域”[3]。
从历史上讲,边疆民族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少数

民族的世居地,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人文

资源。从区位上讲,边疆民族地区与其他国家接壤,
是我国边疆开发、开放的前沿阵地,成为我国与周边

国家交流交往的重要场所。从对外开放上讲,边疆

民族地区虽地处国境边陲,位置比较偏僻,交通可能

比较闭塞,却是国家重大战略(如“一带一路”倡议

等)的核心区域与前沿地带[4]。因此,加快推进边疆

民族地区“双一流”建设对周边国家与地区可以发挥

辐射、引领、示范作用,具有国际意义。
从文化上看,边疆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民族文

化资源和鲜明的区位文化特色,其中之一便是“多民

族交汇,这就使得该区域民族文化传承与交流成为

一个特有的现象”[1]。多民族交汇,民族文化融合成

为了边疆民族地区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不仅如

此,边疆民族地区多民族文化、跨国文化与宗教文化

并存,发挥着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增强传统文化

的精神维系和纽带作用。因此,加快推进边疆民族

地区“双一流”建设在培养民族人才,研究民族问题,
宣传民族政策,传承民族文化,传播民族语言,弘扬

民族医学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现实之惑:边疆民族地区
“双一流”建设的实践困境

如前文所述,新疆、西藏、广西、宁夏、内蒙古、云
南等六个边疆民族省区都位于西部地区。从国家四

大区域的政策定位与工作重点来看,西部“大开发”
与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

“振兴”等相比,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还是水平,
都有一定的距离。这种客观存在的差距也折射出并

影响着边疆民族地区“双一流”建设的实践困境,主
要有理念、基础、资源和体制等四个方面。

(一)理念之忧

从地方政府层面看,推进“双一流”建设反映了

地方政府对国家重大政策的理解力和执行力,是地

方政府施政能力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有学者对全

国24个省级政府颁布的“双一流”建设政策文本进

行了详细的统计分析。根据地方政府“双一流”建设

政策文本颁布的时间,将各地对“双一流”建设政策

的认知与执行分为“先行一步”“反应迅速”“反应较

慢”“反应迟钝”等四种类型[5]。其中,“先行一步”的
均为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市(上海、广东、浙江),在
“双一流”建设中具有超前意识,引领国家“双一流”
建设,并为其他省(市、区)制定“双一流”政策提供借

鉴和参考。边疆民族地区6个省区中的内蒙古、云
南位列“反应迅速”行列,宁夏位于“反应较慢”行列,
而广西、西藏、新疆属于“反应迟钝”之列。需要指出

的是,截至2018年10月底,距离国务院颁布《统筹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已三

年有余,新疆与西藏仍未正式出台“双一流”建设方

案,已经落后于国家和其他省(市、区)“双一流”建设

的步伐了。总体而言,边疆民族地区在“双一流”建
设理念上比较滞后,以跟跑、陪跑为主。

(二)基础之弱

“双一流”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坚实的

基础来支撑。客观而言,边疆民族地区“双一流”建
设的基础是比较薄弱的。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来

看,边疆民族地区的GDP总量及人均GDP排名总

体上都比较靠后(见表1),经济发展水平对“双一

流”建设的支撑能力相对比较弱。
表1 2016年边疆民族地区GDP排名情况

省区
GDP总量(亿元) 人均GDP(元)

GDP总量 全国排名 人均GDP 全国排名

内蒙古 18632.57 16 74203 7

广西 18245.07 18 38042 26

云南 14869.95 23 31359 30

新疆 9617.23 26 40756 21

宁夏 3150.06 29 47165 15

西藏 1150.07 31 35499 2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 站 http://data.stats.gov.cn/

easyquery.htm?cn=C01.

其次,从大学教育地区竞争力来看,大学教育地

区竞争力是一个地区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重要评价

指标。根据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公布的“2017年

中国大学教育地区竞争力排行榜”,边疆民族地区的

大学竞争力整体水平都处于全国20位之后(见表

2)。无独有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高等教育

发展报告2012”课题组[6]从7个维度来评价我国高

等教育综合发展水平,将全国31个省(市、区)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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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综合发展水平分为“三个方阵”。其中边疆民族

地区均位列“第三方阵”,即属于“高等教育欠发达地

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2 2017年中国大学教育地区竞争力排行榜

(边疆民族地区)

省区 内蒙古 广西 云南 新疆 宁夏 西藏

大学教育地区

竞争力排名
25 21 22 26 29 30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公布的“2017年中国大学教

育地区竞争力排行榜”。

第三,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来看,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

要指标。教育部公布的《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

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

达42.7%,而边疆民族地区除宁夏之外,其他省区

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都远低于国家水平(见表3)。
表3 2016年边疆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情况

省区 全国 内蒙古 广西 云南 新疆 宁夏 西藏

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
(%)

42.7 33.8 33 32.635.3243.1530.26

  资料来源:根据各省区2016年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综合

整理。

(三)资源之乏

从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来看,边疆民族地区教育

经费投入相对不足,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总额基本都

排名全国20位之后(见表4)。尽管有个别省区的

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与生均公共财政预算

公用经费的排名比较靠前,但总体而言,边疆民族地

区的高等教育投资相对不足,财政经费投入还不能

完全满足“双一流”建设的实际需要。
表4 2016年边疆民族地区教育支出费用及在全国的排名

省区
公共财政教育总额 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高等学校) 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高等学校)

数值(亿元) 在全国排名 数值(元) 在全国排名 数值(元) 在全国排名

内蒙古 543.29 25 18298.34 9 6378.36 22
广西 850.78 13 14374.16 23 8395.30 11
云南 864.12 12 14931.80 21 5961.89 23
新疆 664.59 19 18188.38 11 6534.96 21
宁夏 149.71 31 27272.72 4 14778.14 3
西藏 175.83 29 33384.17 2 13629.37 4

  资料来源: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联合发布的《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

  从高等教育优质资源来看,在“2017年中国重

点大学排行榜”中,边疆民族地区只有2所高校进入

中国大学百强行列,分别是云南大学列第62位,内
蒙古大学列第95位。在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学

科名单中,只有云南大学的民族学与生态学两个学

科是符合标准“当然”入选的,其余高校的“双一流”
建设学科都是凭借“自定”途径而入围的。在教育部

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除了云南大学的民族学与

生态学位列A档,其余高校的“双一流”建设学科都

在B档及以下,有的甚至“榜上无名”(见表5)。
表5 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双一流”建设学科及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

省区 “双一流”建设高校 “双一流”建设学科 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

内蒙古 内蒙古大学 生物学(自定) B
广西 广西大学 土木工程(自定) B-

云南 云南大学
民族学 A+
生态学 A-

新疆
新疆大学

石河子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自定) B
化学(自定) B-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自定) B-
化学工程与技术(自定) B-

宁夏 宁夏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自定) ———
西藏 西藏大学 生态学(自定) ———

  说明:“———”表示该校该学科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未参评或评估结果在C-以下。

  (四)体制之窘

从高校的管理体制来看,边疆民族地区至今仍

没有一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全部都是地方高校。而

无论是从办学质量还是社会声誉上来看,教育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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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高校“基本代表着现今中国的高水平大学”,“是我

国高水平大学的代名词”[7],“往往是高等教育改革

的先行者”[8]。这也说明边疆民族地区还缺少社会

公认的高水平大学。从高校内部治理体系来看,边
疆民族地区的高校有待优化与“双一流”建设相适应

的内部治理体系,比如,还没有成立“双一流”建设办

公室等机构专门负责“双一流”建设的相关工作,“双
一流”建设的效率有待提高。

三、未来之路:边疆民族地区
“双一流”建设的路径构建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强调:“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要扩大教育

开放,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9]。这

不仅为边疆民族地区“双一流”建设指明了方向,而
且还提供了方法论。随后,各省区召开的全省(市、
区)教育大会,对本地区“双一流”建设作出了部署。
基于边疆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基础与承载能

力,需要着力在转变发展理念、用足国家政策、夯实

发展基础、创新体制机制、巧用地缘优势等方面择优

发展路径。
(一)转变发展理念,推进具有边疆民族特色的

“双一流”建设

“‘双一流’建设是一场深刻变革”[10]。边疆民

族地区要主动适应这场变革,亟需转变发展理念,立
足边疆民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创新发展举措,
推进具有边疆民族特色的“双一流”建设。从政府层

面来看,边疆民族地区政府要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的战略高度全面审视省区内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现

状,时刻关注国家和其他省市“双一流”建设的政策

动向,并结合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实际,及时出台

“边疆版”的“双一流”建设方案,以制度推进“双一

流”建设。已经出台“双一流”建设方案的省区,应将

“双一流”建设的重大目标与重点指标落实到具体的

政府职能部门,加强对“双一流”政策执行的动态监

控;还没有出台“双一流”建设政策文件的省区,应在

调研、借鉴、参考其他省市“双一流”建设的成就与经

验的基础上,加快制定适合地区实际的“双一流”建
设方案,以保证跟上国家“双一流”建设的步伐而“不
掉队”。在人才培养方面,要大力培养扎根边疆民族

地区的优秀人才。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提出要强化

“棋眼”意识,培养更多扎根边疆、献身边疆的有用

人才。
从高校层面来看,在“双一流”建设的目标上,边

疆民族地区高校应从区域经济社会的实际需求和自

身办学资源来审视办学定位,建设成为具有边疆地

域特色、民族文化特质的高水平大学。在“双一流”
建设的内容上,边疆民族地区高校要充分挖掘边疆

民族地区的珍稀资源,将边疆民族地区的区位优势

转化为办学优势,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学科优势,进而

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在“双一流”建设的动力

上,边疆民族地区高校要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在贡

献中发展”的办学理念,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

需求导向,主动服务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如为国家

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倡议、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

等作出积极的贡献。
(二)用足国家政策,汇聚边疆民族地区“双一

流”建设的合力

公共政策理论认为,“用足政策”的说法,揭示了

政策的弹性特征和体现了某种可以受到鼓励的发掘

政策潜力的智慧和勇气[11]。由于边疆民族地区高

等教育具有特殊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国家出于边疆

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等方面的综合

考量,出台了一系列帮扶边疆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重要政策文件。因此,边疆民族地区可

以充分用足、用好国家相关政策,汇聚推进“双一流”
建设的政策合力。

一是用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
通过中央部属高校的对口支援特别是对特色优势学

科的对口支持合作建设,进一步提升边疆民族地区

高校“双一流”建设的自我发展能力。二是用好“省
部共建”政策,边疆民族地区政府要充分运用好“省
部共建”政策,借力中央部委的优质资源与政策红

利,重点支持区域内具有示范性和引领力的高水平

大学,以使更多的高校能够达到国家“双一流”建设

的标准,跻身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行列,提升区

域高等教育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三是用好“中西部

高校综合能力提升工程”,进一步加强与中央部委、
知名企业的协调与沟通,为边疆民族地区高校争取

持续、动态、稳定的“双一流”建设资金。四是用好

“部省合建”政策,教育部已经明确提出参照教育部

直属高校模式对边疆民族地区部省合建高校的发展

给予指导与支持[12],并在学科建设等五个方面与直

属高校同等对待。这些都为边疆民族地区“双一流”
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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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夯实发展基础,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双一

流”建设的自生能力

一方面,边疆民族地区政府和高校要争取中央

财政的经费支持。从本质上来讲,“双一流”政策“仍
然属于高等教育专项财政投入政策”[13],“中国的

‘双一流’建设要依靠资源,依靠钱”[14]。尽管边疆

民族地区高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可能高

于部分东部省市,但总体而言其教育投入的力度与

经济发达省市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因此,边疆民

族地区应积极向中央政府申请设立边疆民族地区

“双一流”建设专项经费,用于高层次人才引进、高端

科研平台和优势特色学科建设等。同时,建议中央

财政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对边疆民族地

区高等教育转移支付要有更好的顶层设计。
另一方面,边疆民族地区政府要积极主动从国

内外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补齐“双一流”建设的

短板。从高等教育发达省市的发展经验来看,边疆

民族地区在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推进“双一流”
建设方面可采取以下策略:一是重大平台建设模式。
成熟的世界一流大学“大多是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重大科技项目,为解决重大难题和关键性技术,
建立联合实验室或研发中心”[15]。因此,边疆民族

地区高校要主动服务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建立一

批重大科研平台,将其打造成为在全国都有重要影

响的科技创新平台和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二

是尖峰学科建设模式。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应充分利

用好地缘优势、区位优势、文化优势和资源优势,着
力打造1~2个尖峰学科,“使自己的‘尖峰’学科牢

固确立在全国高校同类学科中的‘江湖’地位”[16]。
三是一流大学引入模式。通过加强与国际、国内一

流大学合作,进一步集聚优质资源,在本地区建设一

流大学新分校或研究生院,无疑是促进本地高等教

育跨越式发展的一条“捷径”[17]。边疆民族地区高

校从办学实际出发,加强与周边国家的顶尖大学合

作,不断提升边疆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和竞争力。
(四)创新体制机制,激发边疆民族地区“双一

流”建设的活力

首先,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在“双一流”建设

进程中,“政府仍然是核心资源的掌控者和资源配置

的决策者”。边疆民族地区政府要因地制宜地出台、
实施本区域的“双一流”建设规划,积极与相关中央

部委共同推进“双一流”建设,在政策供给、经费投

入、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形成合力,努力探索边疆民

族地区高校的“双一流”建设之路。
其次,争取将边疆民族地区的“双一流”建设高

校升格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18年3月,教育部实

施的部省合建政策正式提出:参照教育部直属高校

模式对14所合建高校的发展予以指导支持。同时,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提出:“支持新疆大学纳入教育部直属院校”;《西藏

自治区关于大力推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意见》提出:
“支持西藏大学进入教育部直属高校行列”[18]。这

就为边疆民族地区争取将“双一流”建设高校升格为

教育部直属高校提供了历史机遇和政策保障。
再其次,创新高端人才引育机制。一要“引准”

人才,边疆民族地区高校要结合学校办学定位与学

科建设实际需求,提高人才引进的精准性,适当淡化

人才“帽子”等外在性要素。二要“融紧”人才,边疆

民族地区高校应通过适当的政策帮助新引进的人才

与学校的原有学科、人才融为一体,以更好地发挥引

进人才的价值。三要“用好”人才,边疆民族地区高

校要对引进人才发挥的实际作用进行跟踪和评估,
以提升人才引进的实际成效。四要“留牢”人才,边
疆民族地区高校要营造大气、包容的大学文化,帮助

引进的人才适应边疆高校的学术生态环境,避免出

现水土不服等不良现象。
最后,优化高校内部治理体系。边疆民族地区

高校要按照国家“双一流”建设的要求,结合学校实

际不断优化高校内部治理体系。一要建立“双一流”
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聘请与学校“双一流”建设目

标紧密关联的政府领导、高等教育战略规划资深专

家、社会知名人士担任委员,定期召开咨询委全体会

议,为“双一流”建设建言献策。二要成立“双一流”
建设办公室,全面负责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工作,
为“双一流”建设提供优质服务。三要整合校内外学

术资源,建立大科学中心和平台,大力发展交叉学

科,聘请院士等战略科学家担任首席专家,发挥集团

攻坚优势。四要实施品质服务工程,强化行政服务

职能,使学校行政更好地服务学术,促进学术繁荣。
(五)巧用地缘优势,实施面向边疆开放的周边

国际化战略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引导

沿边地区利用地缘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教育合作

交流”。因此,边疆民族地区高校要巧用地缘优势,
实施面向边疆开放的周边国际化战略。所谓“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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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是指边疆民族地区利用地缘优势,与邻近的

特别是国土接壤的国家(地区)建立良好的、具有实

质性内容的、高水平的国际交流合作机制。边疆民

族地区与周边国家地缘相连,人缘相亲,文缘相融,
商缘相通,在面向周边国家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工作

具有先天性的优势。实施面向边疆开放的周边国际

化既是边疆民族地区“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动力,也
是其“双一流”建设的特色所在。如广西可以进一步

发挥与东盟各国地缘相邻、文化相近的优势,着力打

造面向东盟教育合作交流新高地,强化广西“双一

流”建设的东盟文化品质。云南的高校可以发挥云

南“肩挑两洋、面向三亚、地处三大经济圈结合部”通
江达海沿边的独特区位优势,构建南亚、东南亚教育

共同体,形成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教育影响力和竞争

力,逐步从中国西南走向南亚、东南亚甚至世界一流

的教育高地。边疆民族地区高校通过实施面向边疆

开放的周边国际化战略,不断扩大世界高水平大学

的“朋友圈”,持续提升在周边国家中的国际竞争力、
话语权与影响力,树立我国边疆民族地区高校的良

好品牌与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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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Searching:Reflectionofthe“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
inFrontierEthnicAreasinChina

XUJihong
(PolicyResearchOffice,ZhejiangUniversityofTechnology,Hangzhou310014)

Abstract:Frontierethnicareasareimportantparticipantsinanddrivingforcestothe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Fromthe
perspectiveofthevalueofthetimes,the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intheareaswithlargeethnicminoritypopulationsisof
political,economic,geographicalandculturalimportance.Fromtheperspectiveoftheexistingproblems,theauthorfindsthat
the“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inthoseareasisinadilemmaduetotheprevailingconcept,existingfoundationand
resources,andthedominantinstitutionalsystem.Fromtheperspectiveofdevelopmentpath,thispaperproposesthat,inthe
“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inthefrontierethnicareas,moreeffortsshouldbesteppeduptochangethedevelopment
concept,fullyimplementnationalpolicies,consolidatethefoundationfordevelopment,takegooduseofthegeographic
advantagessoastobetterfulfillthenationalstrategyaroundthisarea.
Keywords:frontierethnicareas;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practicaldilemma;path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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