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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教育和区域现代化发展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广东和浙江的发展说

明了经济快速发展拉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又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

人才和智力的支撑。 但高等教育促进区域现代化发展是有实现条件的，即高等教育和区域现代

化互动关系的形成应该是高等教育系统与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系统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机制

的形成过程。未来，高等教育在促进区域现代化发展的前景和责任是，高等教育要从仅仅适应社

会发展转变到全面发挥适应、促进、指导社会发展的作用。
关键词：高等教育发展；区域现代化；互动作用；实现条件；前景和责任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高等教育和区域现代化，这是

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议题：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及其现代化进程都是在一定的区域空间展开的，高等

教育的发展也必然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区域现代

化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有一个

很重要的国情就是区域之间的不平衡性特别明显，存

在着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的差距，但这种差距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差距，而是

不同发展阶段的差距。 也就是说，在东部一些地区已

经进入了工业化的后期，但在西部仍有相当一部分地

区还处在工业化的早期，有少数地方甚至处于前工业

化的阶段。 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以及战略选择有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了不同地区的高

等教育的发展战略和选择同样有很大区别。中国从上

世纪 80 年代以来， 现代化区域战略的变化是从梯度

发展战略转向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所谓区域梯度发

展就是沿海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然后带动中部和西

部地区的发展。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高等教育在区域现代化中的

作用以及实现条件。 这里讲区域，我想重点以东部为

例讲现代化进程中高等教育和区域发展的关系。现代

化不只是经济的现代化，还包括制度、文化层面的现

代化，我这里所讲的重点是从经济领域来讲现代化的

发展进程和高等教育的关系。
一、高等教育与区域现代化互动关系的案例分析

高等教育和区域现代化发展之间存在着互动的

关系，就是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关系。这里我用两个

省的案例做一介绍：一个是广东，另一个是浙江。这两

个省都是东部沿海省份， 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比较早、
发展比较快的省份，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这两个省的

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全国的前列。 广东省 1980 年 GDP
总量为 250 亿元，在全国排名第 5 位，经过 30 年的发

展到 2010 年达到 46013.06 亿元， 连续 22 年位居全

国第一，经济发展速度是惊人的。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

推 动 下， 广 东 的 高 等 教 育 也 实 现 了 超 常 规 发 展 。
1980 年到 2010 年广东省普通高校学校数由 30 所增

加到了 131 所，在全国由第 9 位上升到第 3 位，在校

生由 4.4 万人增加到 142.66 万人，在校生数由全国第

11 位上升到第 4 位。 广东的高等学校原来基本集中

在广州市，从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地方高等学校的

发展最早是在广东，从 1983 年的深圳大学到东莞、佛

山、江门等地、市陆续建立了地方高等学校。这些高等

学校是直接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 所以，可以明显

地看到广东经济快速发展拉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浙江省 1980 年 GDP 总量为 179.92 亿元， 全国

排 名 第 12 位 ， 经 过 30 年 的 发 展 到 2010 年 达 到

27722.31 亿元， 总量占全国第 9 位。 浙江现在人均

GDP 也达到了 7639 美元， 增长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同样， 从 1980 年到 2010 年浙江省普通高校数由22
所增加到 101 所， 在全国的排位由第 14 位上升到第

10 位，在校生人数由 3.76 万人增加到 88.49 万人，在

全国由第17 位上升到第 11 位。 同样可以看到，浙江

近 30 年来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
这两个地区 30 年的发展说明， 高等教育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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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从一个方面说就

是区域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拉动了高等教育主要是地

方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这种拉动主要包含两个方

面：一是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人才和知识的需求会

拉动高等教育的发展；二是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为

地方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包括教育财政支

出和社会教育投入的增长。 从另一个方面说，高等教

育大众化、多样化的发展为区域现代化提供了人力资

源、知识支持。 这两个省经济发展的规模是几十倍的

增加，它必然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 这种人力资源在

初期可以用能满足初级加工需要的农民工来补充，但

随着对专业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人才需求的激剧增长，
则要依靠加快发展高等教育、 培养高素质人才来满

足。 所以，这两者之间的互动是东部沿海地区，如广

东、浙江这 30 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也可以

说是非常重要的经验。
如果从具体发展阶段分析其相互关系则会发现，

在现代化发展的不同阶段，高等教育的作用是有所不

同的。在现代化、主要是工业化的早期，以初级产品的

加工业为主，大量需要的是熟练劳动力和中、初级技

术人员；而在产业升级阶段，大量专业技术人员不可

能单纯依靠引进，前期建立的地方高校就发挥出重要

作用，而高端科技人才则依靠国家研究型大学和本地

高水平大学共同培养。珠三角地区的发展表现得特别

明显，因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珠三角经济增长基本上依

靠出口加工型产业，所以经济发展很快，大量的劳动

力主要来源于农民工。 由于高等教育很薄弱，地方高

等学校不能满足经济快速发展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

求， 当时珠三角所需人才主要依靠引进———80 年代

珠三角从全国各地引进了 80 万的专业技术人员。 在

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实现产业升级需要大量的专业

技术人员和高技能的人才。高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

员不能单纯靠引进，所以，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过

程中，此时前期建立的地方高等学校就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应该说珠三角地方高等学校对珠三角经济后期

持续发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如广东省的职业院

校近十年来为广东输送了 300 多万技能型人才，服务

于广东省各个产业。到产业提升阶段，高等教育类别、
层次发生了变化，高端科技人才不能完全靠一个地方

培养，而需要国家研究型大学和本地高水平大学共同

培养。现在全国有 50 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在广东建立

了 20 多家研究院、研发基地、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

中心分支机构等技术创新平台， 还有外省 21 所高校

在广东成立了办事处。 这就是说随着产业的升级，高

等教育要为地方服务，其结构会变化。
浙江独立学院的发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区域经

济和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独立学院

最早是在浙江出现并发展起来的，而且一段时间其数

量也是最多的，曾经达到 22 所。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浙江经济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仅仅依

靠原来的高等学校已经不能满足，需要部分资源充足

的高校用混合办学的方式来扩大高等教育的资源，以

满足浙江经济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要。
二、高等教育促进区域现代化发展的实现条件

高等教育要在地方现代化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是要有实现条件的，即高等教育和区域现代化互动关

系的形成应该是高等教育系统与经济、科技、文化、社

会系统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机制的形成过程。如果没

有互动机制的形成，没有几个系统之间的合作机制的

形成，不一定能起到这个作用。 印度高等教育在一段

时间发展得非常快，但是对印度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

明显，还曾经把它看作是一种教训。 巴西也有过这个

情况，并不是说高等教育数量增加了，这个地方的经

济就一定快速发展，而是需要高等教育系统和其他系

统有一种紧密联系机制的形成，而这种机制的形成需

要一系列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创设和完善。
第一，改革中央过于集权的管理体制，实行分级

办学、分级管理、以省为主的管理体制，为高等教育的

地方化、更好地为区域现代化服务提供体制保障。 计

划经济时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80
年代全国 600 多所本科院校中有 360 多所属于中央

60 多个部委举办和管理， 有 260 多所成人高校属于

中央各部门管理，所以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的权力集

中在中央。 这样一种体制很难让高校直接为地方服

务。 所以 80 年代以后特别是上世纪末高等教育体制

改革的重点就放在改革中央过于集权的管理体制。现

在中央部门所属高等学校转由地方管理或以地方管

理为主的约 360 所，其中普通高校 205 所。 现在全国

有2200 多所高等学校中， 中央部门管理的只有 100
多所，其他的都是地方管理。 通过改革形成了三级办

学、两级管理，即中央、省和地方三级办学，中央和省

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管理体制。 现在一些发达的省

份，办学已经延伸到了县，变成了四级办高等学校；相

当一部分高职院校属于中心城市管理，因此管理实际

上是三级管理。地方在高等学校的举办和管理上已经

发挥了主要作用，这就为高等学校更好地服务于地方

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体制的保障。
第二，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形成学校布局、层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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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学科专业等结构合理、特色鲜明、适应性强的国家

和区域高等教育体系， 为区域现代化发展提供主动

的、多样化的服务。 我国高等教育结构长期以来存在

着趋同化、雷同化的缺陷，很多高等学校定位不明确

且有一种升格的驱动力。学校定位不稳定就很难在这

个定位上为区域做贡献，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是多样

的，技术也是有梯队的，所以它需要的人才也是多样

的，需要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人才。如果我们高等学

校都是雷同的， 那就很难为区域发展提供全面服务。
因此，形成合理的区域高等教育结构是发挥高等教育

对区域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的重要条件。
第三，改革人才培养体制和模式，以育人为本、能

力建设为本，打破学历本位、学科本位、学校本位的办

学模式，培养适应时代要求和区域发展需要的各类人

才。高等教育的发展关键在于培养的人能不能适应社

会的需要，而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产业结

构的不同，对人才的需要是有区别的。 过去我们的人

才培养模式是大一统的，这些年来教育教学改革不断

推进，原先过于划一的人才培养模式有所改变。 但是

教育中只看重学历、学位而忽视能力培养的问题还是

一个普遍性问题，同时也造成了教育教学与社会需要

的脱节。 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难，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岗位； 另一方面企业又反映找不到他们需要的大学

生。 问题在于大学人才的培养和社会需要的脱节，这

就存在着人才培养体制和模式变革的问题。
《教育规划纲要》特别把人才培养体制和模式改

革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核心。这里就需要我们确立育

人为本的指导原则， 建立与学历序列并行的能力序

列，在不同的院校按照学生能力建设的要求，实行教

育教学改革。 在研究型大学的本科阶段，从学生进校

就应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科研能力，实施研究性学

习、自主开放的实验，导师制、书院式管理等，让学生

有更大的自主性、更多的选择权，更加注重培养创新

精神和探究问题的能力。在高职高专院校实行模块式

教学、订单式培养，工学结合、工学交替等。总之，高等

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机制只有在人才培

养层面得到落实，才能真正实现两者的双向互动。
第四，创新高等教育与地方、行业、企业合作的组

织形式，建立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良性互动的长效机

制。 高等学校要为地方服务，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和区

域发展紧密结合，仅仅停留于口号而找不到一种实现

途径， 特别是如果找不到一种多方合作的组织形式，
那它只是暂时的。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等学校与企业、
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 联合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不

仅是产学研合作，而且是组织上的共同体。 中国现在

正在建立的大学科技园区， 进行大学科技成果的转

化，产学研之间也不是一般的合作，而是产学研的联

盟、产学研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国际上提出“三重螺

旋结构”，也是政府、学校、产业的新的组织形式。中国

提出政产学研用，现在区域和高等教育的合作应该是

要找到一种组织形式来实现这种长效合作。
三、高等教育促进区域现代化发展的前景和责任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高

等教育与区域现代化的关系，主要是针对以工业化为

主要特征的第一次现代化过程中的高等教育发展问

题。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

现代化，中国处于第一次现代化的后期，在一些发达

城市实际上也已经具有第二次现代化的某些特征。中

国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所以中国是第一次现代化

和第二次现代化交叉进行的。 对于区域现代化过程，
不仅要考虑工业化的需要，而且要考虑信息化发展即

第二次现代化对高等教育的新要求。
中国 30 多年快速发展的成就确实是令世人瞩目

的，但现在正处在关键时期。 我国 2009 年人均 GDP
已经达到 3200 美元， 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3200 美

元以上就是上中等收入国家。 2011 年按照现有汇率

来算人均 GDP 达到 5400 美元，其中北京、天津、上海

已经超过了 1.2 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从

全国范围来讲，我们还处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

家发展的阶段， 这个阶段社会矛盾是比较集中的，很

多国家在这个阶段是处于徘徊的阶段，甚至出现了社

会矛盾激化和社会动荡。 韩国曾经有十年徘徊，巴西

也曾经出现过十年徘徊，都是在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

国家发展的时候， 国际上把这种现象叫做“中等收入

陷阱”。如何防止这些教训在我国重演，如何顺利实现

现代化进程的提升，高等教育如何承担起责任、发挥

更大的作用， 这是我们要讨论的中国面临的前景问

题。总体来说高等教育要从仅仅适应社会发展转变到

全面发挥适应、促进、指导社会发展的作用。
第一，经济领域。 经济的持续发展是现代化的物

质基础， 经过 30 年快速发展以后中国面临的问题是

能否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

能否持续前进的关键所在。世界范围正在兴起一场新

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我们能否在科技创新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上占领制高点，这是一个国家在后金

融危机时代能否占居主导地位的决定性因素。这种变

革性发展要求， 必然要求高等教育实现根本性的转

变，也就是由数量扩张满足初级加工业人力资源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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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education and regional modern development exist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Reform and
opening up more than 30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and Zhejiang show that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spurre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a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provide the talents 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of knowledge for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higher
education to promote regional modern development is a condition to realize, that is to say that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moder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should b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with economy,
science, culture and social system interaction and mutual promotion mechanism of formation process.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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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from just adapt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ransform to full play to adapt, promote ,guide the role of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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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转变为以质量提升满足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出

的创新型人才和科技成果的需要，并且在创新科技成

果产业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发挥支撑和引领

作用。高等教育不仅要为科技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提供人才、提供科技成果，而且能够实行成果的转化

和产业化。
第二，社会领域。 社会和谐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和条件，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深刻改变着社会结构和利

益格局，面临新的社会问题，涉及诸多方面，我这里仅

提与高等教育关系比较密切的两点：一个是人口结构

的变动，主要是人口红利期的提前结束和老龄化的提

前到来，它的结果是劳动力供给数量优势减弱，质量

要求提高，人口赡养系数提高，对人口素质要求更高。
二是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在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

同时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了社会不公。 现在中

国基尼系数达到了 0.47，已经超过了警戒线，社会矛

盾有所加剧， 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将会引发社会冲突。
处理这些社会矛盾，要调整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管理。
高等教育的发展，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人口质量和劳动

力素质，以质量弥补劳动力数量减少的矛盾；另一方

面在高等教育发展中更加关注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

的机会公平，将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 所

以教育公平不仅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高等教育阶

段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第三，文化领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

文化是一种催化剂、粘合剂，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城

市化、全球化的发展加大了和加快了人员流动的规模

和速度，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 城市

文化与乡村文化、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不同社会群

体之间的文化，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都存在着既

有交流又有碰撞的问题，本质上讲是传统文化和现代

文化之间的传承和创新， 贯穿在现代化过程的始终。
目前，民族文化根基的弱化、社会文明道德水准的下

降都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建设的迫切性。高等教

育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胡锦涛同志在清华百

年校庆中第一次将文化传承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职

能，值得我们深思。 高等学校要深刻反思在学校建设

中重物质轻精神，见物不见人，过于功利化的价值取

向乃至诚信缺失、学术腐败等等，不仅要把高等学校

建设成科学的殿堂、文化的书院、精神的家园，更要成

为社会精神文化的中心、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指

导和引领中华民族包括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创新。
（谈松华，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教育

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16）
（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夏鲁惠同

志为本文提供了部分数据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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