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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任何一个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无不打上本民族的烙印,展现出与他国不同的个性和品格。中国的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根植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和现实国情,通过对中华传统教育、科技思想文化

的深入挖掘、深度认知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形塑中国世界一流大学

独有的品格和内涵,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中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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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程中一项重要的战略举措。言及世界一流大

学,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它首先是国际社会

公认的,是世界性的,既然如此,就必然存在着某

些共性,这也是一所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的

前提;然而,任何一国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根植于本

国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又无不打上本民族的

烙印,展现出与他国世界一流大学不同的个性和

品格,这也是各国世界一流大学生成的逻辑基础。

对于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来说,它不仅应该具有

那些普遍具有的“共性”,也应该展现与他国不同

的“个性”。通观全球的一流大学,都深深地烙着

本土的印记,具有鲜明的本民族的特色。那么,世
界一流大学究竟具有哪些共性特征? 中国世界一

流大学的特色表现在哪些方面? 如何在立足本土

特色形成的同时又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本文

主要以大学三项基本职能为分析维度,通过对这

些问题深入地思考和探究,不仅进一步深化对世

界一流大学本质的认识和把握,也为建设中国特

色世 界 一 流 大 学 提 供 可 靠 的 理 论 基 础 和 现 实

路径。

一、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特征与个性特色

(一)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特征

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它应该有一个国际认可的

衡量标准,不然,任何国家都可以言说世界一流大

学。也就是说,它具有某种国际认可的共性标准。
如有学者就坦言,如果否认共性仅强调差异性,也就

不存在“世界”这样的限定词,甚至是否为他者认可

为“大学”可能都是一个问题[1]。那么,究竟有没有

世界公认的标准呢? 在定量上,有的认为大学排行

前20名或前50名的为世界一流大学,目前,关于大

学排行榜的争议较大,而且不同的国家均有不同的

大学排行榜,各个排行榜因选择的指标及其权重不

同,致使大学排名秩序差异较大。国际上有些大学

排行榜已经把清华、北大二校排到全球前50名了,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们确实是世界一流大学,包括

北大校长也说“我们已经是一流了”,但是中国的学

者并不承认[2]。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同时也说明

了光凭数量指标还难以判断一所大学是否是世界

一流。
世界一流大学反映的是大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及



其综合实力的最强状态,核心是有强大的学术话语

权,能够引领世界学术的发展,为人类社会发展和文

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具体地说,一所大学是否具

有世界一流水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衡量:一是

在科技领域有没有重大突破,如重大科学发现和技

术发明。如果在基础研究领域不能进行前沿领域的

科学研究,没有取得给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带来革命

性变化的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如诺贝尔奖、菲尔茨

奖和图灵奖等世界顶级奖项,很难被认为是世界一

流大学。二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创造出具有本民族

特色、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创性文化思想理论,形
成为国际社会认可的思想文化观念、话语体系和全

球治理方案,引领人类社会的发展。三是通过科学

研究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做出对国家乃至人

类有原创性贡献的领袖人才。如果说我国已有世界

一流大学,那么,我们就应该对人类的知识发展和社

会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如果我国大学既没有对

世界科学发展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也没有培养出

为人类思想文化的进步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才,我们

只能是以自说自话的方式言说世界一流。因此,世
界一流大学应是具有全球的视野,主动承担促进民

族国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以科学的办

学治校育人理念和治理机制,创造具有突破性的重

大科技成果和先进思想文化观念,培育能够担当民

族大任、参与全球治理的领袖人才,为民族国家和人

类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大学[3]。
(二)世界一流大学的个性特色

世界一流大学除了具有上述概念特征之外,还
内涵着民族特性,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从外部世

界看,西方大学表面上似乎只有一种模式,实际上,
这一模式却大相径庭,各具特色[4]。从根本上说,大
学的发展离不开本土现实环境和文化传统,是“遗传

和环境”的产物。当今各国世界一流大学,无不蕴含

着本土文明的底色,因其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而

得到世界认同。如德国的大学因创造性地将科学研

究引入大学,倡导学术自由,实行研究与教学相统一

的原则,成就了本国大学的辉煌;美国在其实用主义

哲学主导下,通过莫雷尔法案,创办赠地学院,开创

了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先河,形成了著名的“威斯康星

思想”,等等。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也应该遵循这

样一个逻辑进路,创建自身独特的大学思想理念和

治理模式。
为什么要强调世界一流大学的特色呢? 因为从

起源上看,一切国际标准寻其根源都来自某一国家

和民族,比如阿拉伯数字则由印度人发明经阿拉伯

人传播至世界,它们由于对人类具有共同价值而为

国际社会所认同,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遵循的标准。
这也就是人们常常提及的“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

界的”。它表明,一切优秀的本土文化,都可能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自己的贡献。那么,中国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也不必跟随西方大学亦步亦趋,如果按

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世界一流

大学,脱离本民族文化精神,总是存在形似而神不像

的问题。可以肯定的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

对中华传统教育文化的深入挖掘、深度认知和创造

性转化,那将是“失去灵魂的大学”,不仅难以繁荣兴

盛,更难以对世界产生影响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因此,加拿大著名高等教育学者许美德教授就建言,
中国应建立以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

有自己特色的大学。中国目前在世界舞台上有了一

定的影响力,如何创造富有民族特色的大学发展模

式,是提高中国大学国际影响力的关键[2]。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特色是建

立在共性基础上的个性,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我

们强调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本土特色,突出其建设

路径的独特性,并非否定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共性

规律,也不是要否定学习和借鉴他国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的经验,恰恰相反,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正是

在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精神、立足当代中国一流大学

建设实践、借鉴他国一流大学建设经验、面向大学未

来发展创建而来的。因此,所谓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是包容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成果的综合范式,
是古今中外一流大学建设经验的结晶。它既是中国

的,也是人类的。

二、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特色意蕴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也是其生存和发展的

本质性力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

强不息的精神追求,是一座丰厚的精神宝库,它应该

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显著标识。
(一)根植于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中华文

化精神的大学教育品格

一个国家的大学办学理念是与一个国家的思想

文化传统相适应的,中西各国概莫如此。“文化是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作为有着绵延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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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尽沧桑、久经磨难中

造就辉煌的历史,沉淀了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积淀

了深沉厚重的文明财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思

想源泉。文化思维是一以贯之的,它虽然是传统的,
但也是现代的,它今天依旧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坚实的文化基础和丰厚的思想资源,是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大学的内在灵魂。所谓中国特色也就是要

扎根中国文化、体现中国人文精神和价值观,那么,
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一定要植根于中华传统文

化肥田沃土之中,遵循历史逻辑,展现中华文明的精

神意蕴。
我国独特的文化决定着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内

在品格和运行机理,也决定了不能照搬别国大学发

展经验来解决中国一流大学发展的问题。尽管我们

可以借鉴他国办学治校育人的先进经验,但更应珍

视本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的

今天是所有昨天合力作用的结果。过去总是在现在

被找回来,目的在于为未来提供一个方向[5],深入挖

掘、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将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提供丰富的营养和深厚基础。纵观我国高等教

育发展史,在历史上已经积淀了丰厚的教育资源,可
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礼记·大学》所言:“大
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这就是一

种以追求卓越为核心要义的教育境界,也是教育的

终极追求和至高目的,以至于当今一些大学仍然以

“明德”“止於至善”为校训;“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

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

后天下平”。它以明道修身为核心,强调在人性完善

的基础上,以内在的超越带动外在的风化,由道德而

事功,成为经国济世的人才。这也是自尧舜以来古

圣先贤教育智慧的凝练与总结,至今仍然具有非常

重要的影响力,不仅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非常

重要的价值,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也具有很重要的

借鉴意义;又如北宋儒学家张载所倡导的“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深
刻展现了学人理想情怀、价值追求和使命担当,激励

着历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铁肩担当道义,建立

名垂千古业绩的宏大理想和抱负。这种家国天下的

视野,经国济世的情怀,责任担当的精神,成为历代

人才培养的核心价值追求,也锻造了知识分子“天下

为公,世界大同”的人类意识和“和而不同”“协和万

邦”的宽广胸怀,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性格和灵魂的

核心要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高等教育的传

统是以明德为核心,“以教化为大务”,以胸怀天下为

旨归;此外还有“有教无类”的教育公平思想,“因材

施教”的教学原则,“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实践精

神,等等,建构了富有民族特质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方

式。这些教育思想理念和文化精神清晰透彻地表明

了中国古代对教育的独特理解和认识,历数千载而

不衰,闪耀着恒久的思想光芒,是中华民族高等教育

优质文化基因,在当下必然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应
该成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文化根基

和思想资源,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内在特

质和独特标识。因此,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不能忽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应深入发掘其

理论意蕴和实践价值,深深扎根于本民族的思想文

化土壤,展现中华教育文化的思想品格。
当前,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却存在

着盲目仰慕西方大学的倾向,甚至渴望通过直接移

植西方大学的理念、制度和实践模式来建成自己的

世界一流大学,忽视本国体制制度文化,忘却我们自

己的大学传统,势必会窄化自身发展的视野。事实

上,如果我们模仿西方的大学,跟着西方大学走,最
多只能建成二流大学,很难建成一流大学。如果我

们的大学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丧失了自我,尤其是

在人才培养中消解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认知,这样的

世界一流大学将不再属于中国。
(二)根植于中国传统科技思想与实践,展现对

我国大学科技发展的价值

高水平科学研究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显著特征和

重要支撑。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主要进行人文学

科教育,几乎没有科技教育,更没有自然科学研究,
科技研究是民间分散的个体的偶然癖好,但中国历

史上却产生了许多重大技术发明,如指南针、造纸

术、印刷术和火药四大发明,“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

相匹敌”,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甚至推

进了世界文明进程。中国的重大发明还不仅如此,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列举了26项,查
洛纳在《改变世界的1001项发明》中列举了31项,
而坦普尔从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角度则列举100
项成就。据《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从公元

前6世纪至16世纪,世界上的重要发明或创造共有

298项,我国有173项,占总数的58.1%。这既证明

我国古代科技对人类的重要贡献,显示了世界科技

的“中国高度”,也充分表明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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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同时也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科技文化,形成了经

世济用的学术品格。深入挖掘古代科技创造资源,
弘扬科技发展的民族传统,对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大学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古代科技的一些先进理念能为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提供养料,应深入挖掘古代的一些科技

理念,传承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精华,建立和丰富中

国大学的科技文化,为中国大学科技创新在世界舞

台上崭露头角奠定思想基础。事实证明,科技创新

离不开前代的积累,充分挖掘古代科技资源也可为

当代科技创新提供借鉴和素材。如我国首位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的创造灵感就来自中国

古代,1700余年前古籍记载,青蒿曾被用于治疗间

歇性发热。她在继承传统中医临床经验的基础上,
运用现代科学手段,提取出抗疟疾新药———青蒿素,
可以说,青蒿素是传统医疗技术在现当代的延续,是
中国传统医学对世界的贡献。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

合疗法,挽救了全球成千上万患者的生命。她因此

在2019年1月14日英国广播公司公布“20世纪最

具标志性人物”票选名单中,与居里夫人、爱因斯坦、
图灵三位杰出的科学家一道,成为科学领域的候选

人,理由是:在艰难时刻仍然秉持科学理想;砥砺前

行亦不忘回望过去;她的成就跨越东西[6]。她深有

体会地说,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对于自然资源

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积累了大量临床经

验,通过继承与创新,一定会产生造福人类的新发

现。屠呦呦可谓是中国科学家基于中国传统科技思

想文化做出世界级科学贡献的典范。
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传统科技思想的局

限性。一是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大多是靠对技术经

验的积累和总结,主要来自于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

偶然发现,乃实践智慧的直观表达,具有实用性、技
术经验性、直觉整体性,不具备现代科学所具有的分

析式逻辑论证的特征。正如著名科学家吴大猷所说

的:“我们民族的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
有技术而没有科学。”[7]二是封建皇权专制统治抑制

了创新思想,扼杀了科学的自由精神,导致思想僵化

和思维缺乏理性,使科学缺乏产生和发展的条件。
在清代,封建专制残酷禁锢思想,科技创新跌入谷

底,268年间无一项重大创新成果[8]。而在这一时

期,西方经过文艺复兴,解放了思想,诞生了近代科

学,促发了多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重大科学发

现、技术发明不断涌现,使我国科技水平至今还远远

落后于西方国家,截止2018年,美国、英国、德国、法
国获得诺贝尔数分别为264项、80项、70项和33
项,邻国日本近来也出现“井喷”现象,获奖总数达

23项[9]。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理性的认识,也就是

说,仅仅依靠传统科技思想无法承担当下科技变革

的历史重任。因此,中国大学要迎头赶上和超越西

方国家生产更多对世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创性成

果,还需要对中国传统科技思想制度进行批判性重

构,融合当今世界先进科技文化对其创新性发展,使
之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三)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彰显大学为

国家服务的责任担当

世界一流大学无不与本国的建设与发展同向同

行,始终是与国家的需要紧密相联的。19世纪初德

国为救民族于危难而创立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一批

研究大学,这些大学在崛起的过程中有力地推动德

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德国的大学也因此成为世界各

国纷纷仿效的榜样;美国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世界

地位,直接得益于它拥有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

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如果美国没有众多世界一流大

学所产生的科技优势,它将不会有今天这样经济文

化优势和强大国力。我国现代大学是晚清在国家

“时事多艰,需才孔亟”中应运而生的,创建了船政学

堂、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等,为救亡图存培养了一

大批仁人志士和专门人才;新中国建立后,以服务于

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为目标,调整高等教育结构,
设置单科院校,为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国家工业体

系、促进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历史性

贡献;改革开放之后,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

设,建设现代化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特别是自

上世纪20世纪90年代经过“211工程”和“985工

程”建设以来,中国大学的办学水平和实力得到迅速

提升,在全球主要大学排行榜中位次不断上升,大学

的发展有力地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使中国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

巨大变化,中国大学也由此声名鹊起。纵观高等教

育史,大学发展同国家发展相辅相成,所有世界一流

大学也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在

新时代,我国大学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奠基

性、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快速变化发

展的时代给大学提出了很多新课题、新挑战,需要有

合乎时代精神的学术话语引领社会实践变革,需要

原创性科技成果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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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应责无旁贷担当起促进国家繁荣发展的使

命与责任,进一步发挥引领社会发展的作用。
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担负起促进本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责任,还应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这也是大学作为“一个具有坚固的民族根基的国际

机构”[10]的本质要求。因此,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应将民族传统与国际化视野相结合,培养胸怀世

界、能够参与全球治理的人才,将中国传统科技思想

与人类科技文明相融合,生产更多原创性科学研究

成果,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共同面临的难题,在促进

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贡

献,使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成果惠及全人类,这样

的一流大学方能为国际社会接受和认可。

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路径

历史发展表明,仅仅依靠人的理性能力设计未

来、改造未来的试验,很少有成功的案例。“人们自

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

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

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

造。”[11]这为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了方法论

上的指导。
(一)树立高度文化自信,坚持用中华民族的文

化价值观铸魂育人

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

和文化之魂,是中国大学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

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

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中国百余年的探

索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中国必须走自己的发展和现

代化道路,这是基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现实国情所做

出的正确选择。中国经济的腾飞、科技的进步和社

会的发展正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如果看不

到我国的制度优势,既难以解释中国70多年来取得

的巨大成就,也难以保障已经取得的成果,更难以实

现未来可持续的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高等教育的

巨大发展也正是我们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这种显

著特性决定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能照搬他国模

式,一定要蕴含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基因,坚持

“中国特色”的应然内在特质,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
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要有高度

的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涵,扎根中

国大地,坚持本土文化本位,从中国的实践出发,根
据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对具有现代生命力

和普遍解释力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和

现代性诠释,与时俱进地对传统教育文化进行深刻

批判和创造性转化,对百年来积累的教育学术传统、
教育实践系统梳理、提炼和升华,积极推进办学思

想、办学模式和治理机制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

度创新,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为中国大学建设提

供营养,在此基础上生发出体现新时代特征的现代

大学思想与文化、制度与模式,建立体现中华文化的

大学理念和精神,诠释大学存在的价值以及人才素

养的核心要义。在大学办学方向和治理制度上要突

出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特色,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在这个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党委领

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这一具有鲜明中

国特色的内部治理机制,科学合理地构建党的领导

权、行政执行权、学术自治权、教工民主参与权、社会

参与权的运行机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

治理体系,进一步激发大学发展的生机活力。在一

流人才培养上,强调教育为国家服务的政治功能,注
重“明德”“至善”,从古代到近代至现代亘古不变、一
脉相承,不仅要很好地传承,还要发扬光大。在新时

代,大学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加强对民族精

神的研究阐释和传承,进一步厚植理想信念的思想

基础,坚持将立德树人置于首要地位,将传统与现代

相贯通,将忧国忧民与追求真理有机结合,使大学生

不仅有复兴中华的远大抱负,还有福祉全人类的深

厚情怀,培育立志民族伟大复兴、践行以天下为己

任、以真理为依归的新时代国家建设者。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走

自己的道路,这是毋庸置疑的。也应该承认,中国有

能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是我们文化的自信,但自

信不等于自大,要避免“独特性陷阱”。就世界一流

而言,不可否认,我国大学与西方大学相比还有差

距,那么发达国家的大学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

的认识,我们应该以宽广的视野、开放包容的胸怀吸

纳世界大学发展的优秀成果,学习借鉴他们先进的

办学治校育人经验。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中国大学仍然需要走出中国,面向世界,以积极开放

的心态与世界对话,在交流互鉴中实现自身的发展

和超越。正如阿诺德·汤因比指出的那样,如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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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

果可能为人类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12]。
(二)深入挖掘中华传统科技思想,促进我国大

学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

无论对世界一流大学如何界定,生产具有原创

性知识成果,对人类知识总量增加有重大贡献,无疑

是排在首位的[13]。如前所述,我国古代科技研究曾

经取得辉煌的成就,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

献,积累了深邃的科技思想,然而,近代以来,中国鲜

有对世界科学有重大贡献的科技成果。新中国建立

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仅我国科学技术取得长

足进步,大学的科研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据

2019年nature指数全球大学、机构学术综合排名,
中国有18所大学进入前100名,有5所大学进入

20强[14],但在基础研究方面还缺少“从0到1”原创

性突破,最显著的标志是我国大学系统至今还没有

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等世界级奖项,“卡脖子”关键核

心技术多受制于他人。因此,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要集中资源,攻坚克难,努力取得国际学术界公认

的突破性成果。
科学技术成果虽然是世界性的,但也与一国文

化传统有关,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学术体系是

创建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任务。我国首位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提取出抗疟疾新

药———青蒿素,就是对我国传统中药深入挖掘的结

果。事实上,“每个国家,每个地方,甚至每个大学,
它们发展出来的科学、技术,虽然都由同样的科学基

础推导而来,结果却往往迥异”,数学家丘成桐先生

将其原因归结为,除了制度和经费投入不一样以外,
更重要的是它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地方的科

学家对自然界有不同的感受[15]。也就是说,社会历

史文化和人的价值观参与了科学的解释和建构,自
然科学如此,哲学社会科学就更加显著。民族复兴

必然首先是传统学术的复兴,中国世界一流大学也

应该有特色化的学术话语。因此,中国一流大学要

立足于中国社会,立足中国学术传统,扎根于自己的

文化传统之中,在丰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滋养下,回答

中国的问题,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建构自己的学术话

语体系,这样的科学成就不仅是中国,也是人类共同

体的。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科技文化的局

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重实践理性,轻理论理性,
缺乏对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制约了我国科学理论

的发展,中国古代虽发明了指南针和地震仪,建造了

都江堰,但物理学成就不多;虽是发明造纸术、瓷器

烧制术、中药、火药的国家,但化学成就并不突出;虽
然农业技术、中医诊疗技术高度发达,但是生物学生

理学理论却相当薄弱。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我国

科学家对“人类知识在本质上属于理论和抽象的那

一部分”贡献不多,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中,绝大

部分是西方科学家的名字。对此,李约瑟也指出: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儒家是反对对自然进

行科学的探索,同时还不同意对技术做科学合理的

解释和推广。”[16]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探索、追求普

遍真理的机构,为培养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人才,
必须有新思想、新理念,必须发展真理性知识,因此

可以说,它不仅适于承担基础研究任务,也更需要基

础研究。评价一所大学是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

列,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基础研究水平或实力是否达

到世界一流。纵观世界一流大学,无一不以强大的

基础研究为后盾。因此,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加

强基础理论研究,除了关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外,
还要深入挖掘我国传统技术的理论基础,用传统科

技思想文化建构科学理论、解释科学现象,在攻克

“哥德巴赫猜想”的同时创造更多的“勾股定理”,为
人类科学发展进步做出世界级原创性的中国贡献。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还必须改革大学学术治理

机制,建立符合时代发展特点的学术生态。在学术

制度安排上,要破除千百年遗留的传统封建专制思

想,继续弘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鼓励

自由探索,发扬学术民主与自主,提倡学术批判与争

鸣,避免学术问题的行政过度干预和学术体系的官

僚化、等级化,将学术自由、学术自律和社会责任有

机结合,营造敢为人先、敢冒风险、敢于怀疑批判和

宽容失败的学术生态,为创造世界一流研究成果构

建一个更加开放、宽容、富于探索的发展环境。
(三)在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形塑大学独

有内涵,由本土而世界

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特色内涵是在服务本国经

济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

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

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在这前所未

有的时代,我国一流大学必须承担起社会发展和民

族复兴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在国家建设和社会

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

·17·袁广林: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特色意蕴与建设路径



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他强调:“一切有理

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

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

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

命。”因此,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主动融入中国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扎根中国改革与发展

实践,研究和解决中国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发挥好

智库作用,为国家发展作贡献。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在国际舞台上有一定的

影响,但中国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在国际上影响

力还不大,甚至还不能被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大学要

加强对我国史无前例转型发展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

提炼,生产能够解释中国实践的知识体系,用中国实

践构建中国理论,为国际社会理解中国、为争取经济

社会发展的国家提供参考;同时,还应胸怀世界,构
筑世界大学学术共同体,建构广阔的、多样化的国际

文化交流平台,促进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大学的交流

与对话,携手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在面对关

涉整个人类社会根本性的、长远的利益问题上提出

中国方案,共同推进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
当今世界正在进行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科技

革命,它将全面地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新科技

革命将带来更加激烈的科技竞争。中国要实现民族

的伟大复兴,必须抓住这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创新竞争力虽然得到迅速提

升,但就科技整体水平而言,与西方国家还有很大的

差距,在中美经贸领域的冲突升级到科技领域中,显
示我国科技在关键核心技术上还有许多“卡脖子”的
短板,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进程。
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面对美国由贸易战而引发科技遏制战,力争在

“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上通过自主创新取得重大

突破,为培育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做出贡

献。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用本民族先进的思想文化,为国际社会应对

充满不确定性的未知和未来做出公认的重大贡献,
以此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普遍认同,这样的世界

一流大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四、结语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扎根中华文明沃土,既要充

分吸吮中华传统文明的养分,又要坚持有鉴别的对

待,有扬弃的继承,有批判的发展,同时还要坚持不

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集东西文化之精髓,不
忘本来,面向未来,在坚持“共性”突出“个性”中建构

新时代的中国大学文化精神,形成中国世界一流大

学的民族特色。当下中国加快了世界一流建设步

伐,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双一流”建设重大战略决

策和部署,为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历史性的

发展机遇和发展环境,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未来将

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成为推动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也为世界其他国家一流大学

建设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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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ConnotationsandDevelopmentPathforWorld-ClassUniversitiesinChina

YUANGuanglin

(CriminalInvestigationPoliceUniversityofChina,Shenyang110035)

Abstract:Noworld-classuniversityinanycountryiswithoutitsownnationalbrandandtheyallshowcaseindividualityand
characteristicsdifferentlyfromothercountries.Theworld-classuniversitiesinChinamusthavetheirrootinthehistoricaland
culturaltraditions,politicalsystemandactualnationalconditionsofChina.Throughprofoundexploration,deepperception,

creativetransformationandinnovativedevelopmentofthetraditionalChineseeducationandthesci-techideologicalculture,we
canshapetheuniquecharacter,moralsandconnotationsoftheworld-classuniversitiesinChinawhenwearepushingforward
thegreatrejuvenationoftheChinesenation.Onlyinthiswaycanwegainuniversalrespectandrecognitionfromthe
internationalcommunitywhilewearemakinggreatcontributionstothebuildingofaglobalcommunitywithasharedfuturefor
mankind.
Keywords:world-classuniversity;Chinesecharacteristics;cultural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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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FutureCareerDevelopmentandtheTrendthereofofPostgraduatesinChina:

Basedonanalysisofdatafrom2014to2018atuniversitiesdirectlyundertheMinistryofEducation

YANGYuan,WANGYingting

(SchoolofEducation,TianjinUniversity,Tianjin300350)

Abstract:Thepostgraduateeducationistheintermediatelinkbetweenundergraduateeducationanddoctoraleducationinthe
highereducationsystem,andthecareerdevelopmentofpostgraduatesaftergraduationinfluencesthedevelopmentofhigher
educationaswellasthe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Basedontheanalysisofthemasters'employmentdatainthe2014-
2018annualreportsontheemploymentqualityoftheuniversitiesdirectlyundertheMinistryofEducation,thisstudyfinds
that:theemploymentrateofthemastersisrelativelyhighandtheproportionofthemtopursuefurthereducationisrelatively
low;thepreferredemploymentdestinationsareenterprises,publicinstitutionsandacademicinstitutionsintheorder;the
regionswithstrongemploymentattractionaresuccessivelythelocalitiesoftheuniversities,Beijing,Shanghai,Guangzhou,the
easternregion,andthencentralandwesternregions.Duringtheperiodfrom2014to2018,itwasobviousthatmoremasters
fromtheuniversitiesdirectedundertheMinistryofEducationwouldliketopursuefurtherstudy.Inaddition,theywouldlike
tomovefromstable,academicunitstomarket-orientedandnon-academicunits,leavingtheso-calledcentralareaofChina.
Therefore,itisnecessarytoestablishadiversifiedpostgraduatetrainingsystem,strengthentheguidancetothemasterswhen
theychoosecareersandstepupeffortstomaketheiremploymentdistributionrelativelyequilibriuminChina.
Keywords:postgraduate;universitiesdirectly underthe MinistryofEducation;careerdevelopmentaftergraduation;

employment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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