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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

据媒体报道，前不久浙江大学三

位作者发表了这样一篇论文：利用

2017 年智联招聘网站上约 2 万份简历

和同期1.6万个招聘岗位作为样本进行

研究，认为过度教育普遍存在，并且带

来了薪酬惩罚。约一半的求职者学历

相对工作要求高出两年或以上，他们

获得的薪酬比与自身水平相符岗位的

薪酬低5.1%。

与此同时，全国2021年研究生报考

人数达到377万，比去年增加36万。据

有关部门发布的信息，2021年的研究生

招生规模也将再创新高。2020年，我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超过100万，博士研究

生招生超过10万。

过度教育、薪酬惩罚、学历贬值、考

研热升温……这些概念貌似矛盾，却在

学历导向下有内在的逻辑：越是因为学

历贬值，越要追逐高学历。因为没有高

学历，担心连就业的门也摸不到；而追

逐高学历，以学历为导向办学，又必然

带来过度教育、加剧学历贬值。

在笔者看来，如果国内教育发展不

摆脱学历导向，过度教育问题就会长期

存在。同时，以提升学历为核心的“内

卷”竞争，也难以降温。

在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后，继

续以学历为导向办学，必然会出现高职

扩招、专升本扩招和研究生扩招。学生

们完成高考竞争后，还要投入考研竞

争，此后甚至还有读博竞争。然而，读

完博士，一部分人从事的工作可能依然

是之前研究生或本科生就能胜任的工

作。这种局面的出现，无疑就是教育浪

费和人才浪费。

怎么扭转办学上的学历导向？首

先，必须改变按学历层次高低评价学校

办学水平的精英教育观。进入高等教

育普及化时代，必须有与普及化时代相

适应的教育观。高职院校一心升本，升

本后的地方本科院校一心举办研究生

教育，举办研究生教育的学校不重视本

科教育，这些都源于“办学层次代表办

学水平”的教育观念。高职院校不管怎

么办学，永远低于本科院校；地方本科

院校如不发展研究生教育，就抬不起

头，导致学校不安于自身的办学定位，

一味追逐提高学历层次。

在美国，很多文理学院一直坚持举办本科教育，完

全不涉足研究生教育。这些学校的本科教学质量有的

甚至超过了综合性大学。然而在国内，这类院校却会

因为“办学层次不高”，很难被认可。不转变“办学层次

代表办学水平”的观念，国内的高等教育结构就难免会

与社会的实际需求脱节。

国内研究生教育要扩招，目前看来，难度和阻力

都不大，一方面，地方本科院校有大力发展研究生教

育的办学追求；另一方面，读完本科就业难的学生，也

想继续读研提高学历层次。但也要避免其中的盲目

色彩，否则不仅会影响到学校自身对本科教育的投入

程度，还有可能导致研究生教育的泡沫化，从而加快

学历贬值。

其次，各级各类学校要努力提高每一段教育的质

量，真正提升学生的内在学习能力与外在竞争力。这

一点其实很多学校都没有切实做到，比如一些地方本

科院校，就异化为高中应试教育的延续，校方甚至会组

织学生围绕考研科目进行强化教学。而在综合性研究

型大学，一些学校存在“重学术研究，轻教育教学”，本

科教学被边缘化的问题。这些问题致使本科教育质量

普遍不高，本科毕业生缺乏就业竞争力，从而把考研作

为重要甚至唯一的出路。

教育对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贡献，其实就是培养

人才。以学历为导向的人才培养，只是通过“教育”给

了学生一个“学历身份”，并没有真正培养起学生的能

力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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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 恒

持续蔓延的疫情、涌动的全球

化逆流，让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前路

迷雾笼罩。作为教育对外开放的产

物，中外合作大学也难免遭受冲

击。在前不久于温州肯恩大学举行

的中外合作大学联盟理事会议上，

来自国内9所中外合作大学的负责

人就以“后疫情时代中外合作办学

新发展”为主题，对后疫情时代国际

化教育共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交流

探讨。

中外合作办学是推动我省实

现高教强省的新势力，全国首所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

就诞生于此。面对变局，省内的中

外合作大学都实施了哪些应对措

施？放眼后疫情时代，中外合作大

学又将如何寻找潜藏的办学机遇，

开好新局？

跨境流动“暂停”，

非常时期积极作为

“去年年初，几乎所有的跨境人

员流动都暂停了。遍布全球的师生

能不能回来，都是个问题。我们赶

紧作了多套预案。”宁波诺丁汉大学

党委副书记董红波告诉记者。

中外合作大学的外籍师生占

比相对较高，教学组织上要花更多

的功夫。以温州肯恩大学为例，全

校140余名专任教师中，外籍教师

有110余名。疫情发生后，该校除

了帮助外籍教师返校，也寻找办法

克服线上教学的时差问题。通过

在线学习平台的建设，校方及时启

动了非同步教学与直播相结合的

灵活教学模式。宁波诺丁汉大学

去年1月底就开始联系并协助中外

教师按时返校。到3月下旬国门关

闭前，已有70%以上的专业教师顺

利回到岗位。

春季学期开学后，为保障未能返

校的学生同步参与课堂教学，宁波诺

丁汉大学对所有线下课程都进行了

课堂录制，研讨课则采取线上线下同

步直播的形式。对于相对棘手的实

验课，校方也提供了远程实验的方式

作为补充。期末，学校还引入了第三

方“云监考”系统，使7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学生能够跨境同步参加考试。

国际形势的变化，让中外合作

大学在师生互换交流、跨国科研合

作、海外深造等方面都遭遇到不同

程度的阻力。在温州肯恩大学校长

王立看来，全球变局大背景也为学

生海外交流学习工作提供了全新的

思路。学校借机扩大了交流合作范

围，并探寻其他类型资源的共享与

互补。对于2020届毕业生，校方建

立了毕业生线上支持群，帮助学生

解决疫情期间遇到的升学就业等问

题，减少外在环境变化带来的影

响。宁波诺丁汉大学在非常时期发

挥着中英抗疫的纽带作用，促成物

资捐赠，以及经验、技术的远程交

流。中外合作大学的学生们也积极

捐款捐物，提供翻译等志愿服务，促

进国际交流。

在招生方面，原本作为中外合

作大学优势的国外优质教育资源、

深造路径等由于形势变化，引起一

些考生和家长的担忧。但同时，中

外合作大学根据相关政策和实际情

况，主动开展自主招生，向那些被海

外高校录取，却无法成行的国内学

生伸出橄榄枝。

面对不确定的世界，

拨开迷雾打造办学特色

“疫情让我们对学校的未来发展

有了新的思考。”宁波诺丁汉大学执

行校长尼克·迈尔斯在联盟理事会议

上抛出问题，“后疫情时代，我们的大

学会变成什么样？”

宁波诺丁汉大学加紧了对数

字化转型的投入，打造未来教室，

构建数字化系统。“温肯将探索线上

线下相融合的未来大学新形态，引

入世界范围内优质的在线教育资

源，并与原有特色实体校园相结

合。”王立表示。

“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倒逼我

们思考并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和规

划，进一步明确学校的发展方向和

目标。”王立说。疫情发生后，温州

肯恩大学积极整合资源，加快了开

设硕博士研究生专业的脚步。“一方

面，硕博层次学习对课堂教学依赖

程度相对较低，可以减少外籍教师

无法来华授课的影响；另一方面，也

能进一步发挥中外合作办学在引进

外国教育资源质量和合作深度上的

优势。”王立认为。

全球化受阻也让中外合作大学

更加关心如何在产学研方面更好地

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学校的特色需

要结合国情和当地的文化产业、社

会发展需要。我们的专业设置要和

当地大学互补，为经济社会的发展

培养稀缺人才。”王立认为。

“因为疫情，国内就读国际高中

的学生及其家长对家门口的中外合

作大学有了更多关注。这也让我们

看到了未来的机会，我们将积极改

进管理和服务方式，更好地满足他

们的需求。”董红波说。

2020 年 6月，《教育部等八部

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

外开放的意见》印发，强调要坚持

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虽然疫情

给国际合作交流造成重大影响，但

长远来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

不会改变，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脚

步不会放缓。随着疫苗普遍接种，

疫情发展形势趋稳，国际流动会逐

步恢复，中外合作大学也会逐步走

上发展正轨。”浙江师范大学国际

处处长徐丽华告诉记者。

“我国防疫工作的成功，将会在

未来对国际学生留学目的国的选择

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徐丽华补充

道。“疫情结束之后，中国或将成为

人才和资源的‘引力场’。中外合作

大学在这方面有语言、跨文化交流

等方面的天然优势，同时也能成为

海外人才了解中国的窗口。”董红波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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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大学如何破阻前行

□本报通讯员 杨 茜

“平日里朝夕相处的宿管大叔

去支教了！”最近，浙江工业大学的

学生中间传出了这样一条消息。

学生提到的支教宿管大叔叫

刘诗晖，去年 12月刚好满 63周

岁。5年前，他从江西吉安一所

乡镇中学退休后，来到杭州，成

了浙工大屏峰校区男生宿舍楼

的宿管员。

刘诗晖去的是江西井冈山的

一所学校。“那边支教志愿者的年

龄上限是65岁，我还有两年的时

间。我的身体棒棒的，每天坚持学

习，还考了驾照，觉得自己可以做

的事很多。”

浙工大是刘诗晖小儿子读

研究生的学校。5年前，他想感

受儿子读书的氛围，加上学校刚

好缺人，刘诗晖应聘成了一名宿

管员。

因为曾是乡村语文教师，刘诗

晖很快就和大学生们打成一片。

600多名学生每天进出宿舍，大多

会亲切地喊“刘叔早”“大爷好”。

学生们遇到难题，也会找刘诗晖帮

忙，考试考砸了或者失恋了，都会

和他聊两句。

去年12月26日，是刘诗晖作

为宿管员值班的最后一天。学生们

听到消息后，纷纷来向他道别。一

名大一新生悄悄把一枚印有浙工大

校名的书签放在值班台上，并写下

一句话——山水迢迢，先生珍重。

屏峰公寓服务部也为刘诗晖送上了

礼物，表示支持他的支教行动。

有学生私下里问过刘诗晖，

“你为什么要走？”刘诗晖说：“想再

做点有意义的事。”去支教的想法，

早在刘诗晖退休的时候就有了。

“我听过支教模范陈立群校长很多

讲座，他是我的偶像。”

去年8月，他让公寓楼的大学

生帮他网上报名支教井冈山一所

学校，没过多久，就得到了当地教

育部门的批准。

井冈山当地的学校校长肖文

纬说，因为学校发展很快，学生很

多，教师很缺。去年，他找了19

名代课教师和支教志愿者，刘诗

晖就是其中一位。“他充满热情，

之前还特意来学校看过，说自己

能吃苦。这对我们年轻教师能起

到榜样作用。”

远在乌鲁木齐的大儿子和广

东的小儿子，一开始并不支持刘诗

晖这个“任性”的决定。可是刘诗

晖的坚持，很快让儿子们改变了想

法，“我爸做教师几十年了，他想要

发挥余热，我们必须尊重他”。

在浙工大这几年，刘诗晖跟着

学生们一起锻炼。他说自己会唱

歌、拉二胡、弹电子琴，这些都能在

支教的时候派上一定的用场。去

年9月底，刘诗晖花5000多元买

了一台电脑，让大学生教他做课

件，他慢慢学、慢慢记，已经做出了

10多个课件。

在井冈山的学校里，刘诗晖目

前担任地理教师，教5个班的地理

课。“我很开心，在杭州做的课件都

用上了，讲了很多课外知识，孩子

们都不知道。”趁着闲暇时间，他还

会跟学生们讲西湖，“这里的孩子

都没去过，听我讲完之后，都想到

西湖去看看”。现在的他，满脑子

都是如何把教学工作做好。

暖心宿管大叔刘诗晖：63岁去支教

浙江财税行业
产教融合联盟成立

本报讯（通讯员 吴依洒）
日前，浙江财税行业产教融合联

盟在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正

式成立。120余位省内教研机构

成员、中职和高职院校教师代

表、企业代表、行业协会代表等

齐聚绍兴。

据介绍，浙江财税行业产教

融合联盟由60多所中高职院校、

2家行业龙头企业、3家行业协会

等机构组成。联盟致力于推动区

域职业院校财税专业发展，与优

秀企业开展产教深度融合的“跨

界”合作，推动联盟内各单位在学

生实习基地、产业学院建设，以及

师资力量、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等

方面开展共建共享。

联盟成立后，还举行了新

时代财税人才培养“创新”“融

合”“突破”论坛，相关领域的专

家学者就协同创新、产教融合、

突破壁垒等热点话题进行“圆

桌”对话。

台州学院
校企共建训练营

本报讯（通讯员 葛星星）日
前，台州学院与伟星新材联合举

办的“星创客”校企合作训练营正

式开营。来自台州学院的39名

学员与企业方重要岗位的9名导

师现场结对拜师。

据了解，此次校企合作训练

营为期半年，内容包含“工业游

学”“创客集结”“大咖讲堂”“职

场体验”“青春团建”“职等你来”

等。台州学院曾与伟星新材合

作创办过伟星新材班、校企联合

实验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管

道设计大赛等，此次在校企深度

融合形式上有了进一步深化，新

增了职业选择引导、提升社会适

应能力等专业外的技能培养。

“训练营旨在为大学生青年链接

职场实践，提升职业素质，前置

培养适合企业发展需求的创新

型、潜力型人才。”台州学院学工

部部长张梅芬说。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浙江万里学院讲好中国故事

本报讯（通讯员 蒋炜宁 张 蔚）“制扇艺术在中国源

远流长，商代即已出现以长尾雉鸡羽毛制成的羽毛扇……”

索非亚中国文化中心公众号日前推文介绍中国的扇文化。

据了解，索非亚中国文化中心是文化和旅游部派驻保

加利亚索非亚的官方机构，由文旅部和宁波市政府共同

建设，通过举办高水平的艺术表演、文化展览、学术研讨、

文学译介、文化体验等活动，全方位展示中国文化的魅

力，促进中保文化交流与合作。为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2019 年 11 月，浙江万里学院外语学院成立了保加利亚国

别与区域研究中心，致力于开展保加利亚国家文化与智

库研究。

2020年 11月，两个中心携手合作，由浙江万里学院为

索非亚中国文化中心的公众号运营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该

校相关负责人毛艳华表示，运营公众号项目不仅助推中国文

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也为深化保加利亚国别与区域研究提

供良好的契机，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

专家专家 点

近日，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和北京一家企业合作完成了航空实训中心的共建。该校空中乘务专
业学生得以在实训中心的飞机模拟舱内进行安全设备演示练习。 （本报通讯员 唐信建 摄）

模拟舱里练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