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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校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

水区。高校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求，继续解放思

想，进一步深化改革，为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更好优秀人

才。

一、坚持继续解放思想

教育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教育改

革永无止境。而对新形势新任务，高校必须以更大决心冲

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深化改革。

解放思想是永恒的主题。过去思想解放，不等于现在

思想解放；现在思想解放，不等于永远思想解放。一个问

题上的思想解放，不等于所有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思想解

放的空间决定着事业发展的空间，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

思考问题的高度，如果不解放思想，改革就没有方向，发

展就没有前途。

解放思想不能受习惯做法的束缚。高校过去创造了

不少好做法、好经验，但不能局限过去的经验，形成思维

惯性和思维定势。经验是好东西，但经验主义要不得。经

验不能绝对化、简单化。经验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经验属

于过去，不属于现在和未来。时代在发展，情况在变化，

解放思想就是要突破，不仅要研究各种惯例，更要研究规

律，不能让规律去适应惯例，应该让惯例适应规律。

解放思想不能害怕风险。改革是一场革命，不可能一

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要把解放思想和赢得新

的发展机遇结合起来，善于积极应对风险和挑战，坚持从

趋利避害中创造新机遇，从转变发展方式中创造新机遇，

从加强区域合作中创造新机遇，努力赢得更为广阔的发展

空间。风险挑战与机遇并存，机遇往往是潜在的，风险挑

战都是现实的，应对得当，就能在风险挑战中抓住机遇，

应对失当，有机遇也抓不住。

解放思想要坚持实践标准，重在实践，重在操作。现

在一讲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大家都说应该去做，但就是

没有去做，或不知怎么做。工程师图纸画好后，关键要操

作，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操作，很多事情成败就在操作上。

有四句话说的很好，“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带来出路，制

度产生活力，操作就有效益。”邓小平同志说，世界上的

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空谈误

国，实干兴邦，我们要用心想事，用心谋事，用心干事。

力戒空谈，崇尚实干。

二、抓住改革发展机遇

所谓机遇，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带有一定偶然性和

必然性的机会和境遇。21世纪头一二十年是我国发展重要

战略机遇期，也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目

前，高等教育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人民群众对高

等教育需求前所未有，高等教育具有的客观基础前所未

有。抓住机遇就可以持续发展，又好又快发展。机遇是一

笔战略资源，好的机遇胜过一大堆计划。机遇稍纵即逝，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机遇是客观的，抓机遇是主观的，

抓机遇的本事就是抓改革发展的本事。错过一次机遇，就

会失去一个时代；抓住一次机遇，就会赢得一次跨越。

市场经济是最重要的机遇。改革开放35年经济建设

高潮之后必然有一个文化建设高潮出现，这是最难得的机

遇。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这是最有

希望的机遇。现在“新科技革命”与“第三次工业革命”

成为国际热门话题，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新

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密集突破，将使全球技术要素和

市场要素配置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给产业形态和组织方式

带来深远影响。高校必须在未来经济科技制高点上投棋布

子，打造优势学科群，占领发展先机。

在高校改革发展中，快人一步，抢占先机，步步主

动；慢人一拍，亦步亦趋，则处处被动，结果拉大差距。

实践证明，对于工作的具体方案和改革发展决策，特别是

机遇性决策、超前性决策，一定要不争论，认准就干，看

准就改，在实践中逐步统一认识。一个重大的抢抓机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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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决策，都是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决定的，意见一致是

在事情成功之后。真理不是越辩越明，而是通过实践来证

明。

高校要善于洞察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带来的机遇，潜心

研究各种挑战和困难中蕴含的机遇。机遇易失不易得，必

须及时抓住。机遇弹性很大，必须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

抓。机遇要抓实，机遇只是良好的时机和条件，要把它变

成优势和成果，必须要抓实，付出艰苦努力。在市场起决

定作用体制下办学，一定会遇到过去难以想象的困难。但

机遇只给那些思想解放、勇于开拓的人，只给那些不怕困

难，迎难而上的人，只给那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人。

如果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害怕困难、畏首畏尾、只说不

干、作风虚浮，机遇就是摆在面前也抓不住。

三、修订改革发展规划

高校要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重新审视改革发展

规划。规划是顶层设计，是对未来的谋划、安排、部署、

展望。抓规划就是抓改革，抓发展，抓科学，抓长远。规

划要审时度势，集中智慧，统一意志，凝聚人心，体现前

瞻性、稳定性、战略思维和长远眼光。按照全面深化改

革的要求，规划既包括学校发展战略规划，也包括学科和

教师队伍规划，校园建设规划。发展战略规划，强调学校

办学定位与战略目标。学科和教师队伍规划，强调整合力

量，配置资源，提升水平，重点突破。校园建设规划，强

调长远物质条件保障，学校文化氛围。这三个规划之间的

关系是，目标是方向，学科是主线，教师是根本，校园是

条件。

在修订规划中，特别要认真思考学校的发展定位。

根据国家和区域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学校历史、资源合

理定位。现在不少高校对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缺乏必要的

研究，没有把准经济社会发展的脉搏，专业设置缺乏科学

性，培养目标缺乏系统性，教学方法缺乏灵活性，课程安

排缺乏针对性。要么因循守旧，要么盲目跟风，这种状况

导致部分同类型高校中同质化现象依然突出，存在发展方

向不明，发展目标不清问题。可以讲，高校科学定位规划

的任务相当艰巨。科学定位是学校发展的指南针，学科专

业布局与结构是科学定位的集中体现。高校一定要从顶层

设计的高度系统思考，统筹谋划学校改革发展的整体战

略，坚持从学校实际出发追求和实现特色发展。

改革发展规划的重新审视修定，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

见，进一步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使学校规划更好地突出

重点、抓住亮点、体现特点，切实做到中央精神与学校实

际的有机统一，真正把修定规划过程变成深化学习贯彻三

中全会的过程。

四、创造突出办学特色

特色就是水平，特色就是质量，特色就是一流。有

特色才能上水平，有特色才有生命力。特色是“异军突

起”、“出奇制胜”的突破口，是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的

切入点。不同类高校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但都是经济社

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类型学校之间不

能盲目攀比，在办学类型上，都要办成综合性、多科性、

学术性的大学；在办学层次上，都要办成本科、硕士、博

士一体化，国（省）内一流、世界（中国）知名的高水平

大学。关键是摆正自己的位置，努力形成自己的特色。特

色是多方面的，包括学科的特色、专业的特色、课程的特

色、管理的特色、校园文化的特色等。创造突出特色就是

不求大，不求全，不求高，只求不可替代。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高。大学没有高低之分，有的

只是功能之分。教学型高校规模可以办的大一些，技术性

很强的高校可以办的少而精，少而特，研究型的高校规模

要适当控制。一位美国著名大学校长讲，如果美国大学办

的都像哈佛一样，美国社会就会崩溃。

美国大学特别重视突出特色，注重塑造个性，用自

身个性特色参与市场竞争。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伍德罗·

威尔逊曾说过：“普林斯顿不像哈佛，也不希望办成哈佛

那样；反之，也不希望哈佛办成普林斯顿。我们相信民主

的活动在于多样化，在于各种思想的相互补充，相互竞

争。”卡内基——梅隆大学是规模很小、特色鲜明的世界

一流大学，它重点发展计算机，所有专业围绕计算机做文

章。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是世界著名大学，但又是很小的学

校，“坚持别的大学能做的，我们不做”是该校重要的办

学思想。

每个学校都有不同的特色，体现特色就能扬长避短。

在此方面，一些规模不大且极具特色的世界名校很值得我

们学习。

比如，加州理工学院和纽约服装学院，这两所学校

优势和特色完全不同，但它们都紧紧围绕自己的强项培养

了许许多多世界顶尖人才。像加州理工学院，它的优势学

科是物理学、行星科学、地质学、化学等理科，它不像耶

鲁，要培养最一流的政治领袖，她的人才培养定位就是要

在科学技术的前沿培养精英人才。

纽约服装学院，她的优势就是服装设计、珠宝设计、

室内设计、展览设计等领域，所以其人才培养定位就是要

“培养有创意的潮流引领者”。据统计，纽约时装工业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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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60%的专业人士都曾在该校进修或学习过。

高校要根据学校的历史底蕴、区位优势、资源条件、

学科类型等要素明确发展特色，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整合资源、汇集力量、聚焦重点、发展特色，形成学校比

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五、提升高校创新能力

高校创新能力提升，是高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着力

点。创新能力提升问题十分复杂，既有底蕴问题，也涉及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问题。

首先，要增强高校自身发展的战略定位。提升高校

创新能力要瞄准国家战略需求与科学技术前沿，服务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按照“不求所有，但求所优”的思路，重

点建设若干个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的学科，力争形成一批

高水平的标志性成果，以此增强高校知识创新能力的“底

蕴”。有所为，有所不为，既要对看准的学科“咬定青山

不放松”，也要对那些非我所长、潜力不大的学科“壮士

断腕”。有所不为比有所为更难。我们要以“十年磨一

剑”的决心努力挖掘和精心培育体现自身特点的优势学

科，以追求卓越的态度使之成为高校创新能力提升的“亮

点”。

其次，要把握高校自身发展的合理定位。通过深化

分类管理、分类指导、分类评价等举措，鼓励引导各类高

校在各自所处类型中争创一流，特别是在全省高校协同创

新总体布局的顶层设计中，努力把总体布局的布点和相关

高校的学科特色紧密结合起来，确保特色鲜明高校脱颖而

出。

第三，要始终遵循协同创新的科学定律。我们要用

产学研一体化的思路去寻找需求、加强衔接，把“应用”

作为“学”和“研”的需求导向，瞄准更深层次的产学

研合作推动协同创新。高校要发挥基础前沿研究优势，根

据科技和产业创新链来定位自己。在自主创新阶段，高校

是主力军；在科技成果转化阶段，高校要与企业架构“立

交桥”；在科技成果产业化阶段，应该发挥企业的主体作

用。通过科研组织形式、人事制度、资金管理等体制机制

创新，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

六、培养引进领军人才

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大学不是高楼林

立，而是大师云集，这是高校发展的根基所在。真正登

山高峰领略无限风光的是领军人物，是人才中的“杰出

群”。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般人才固然重要，并不难

得，难得的是站在学科制高点上的拔尖人才。一个拔尖人

才可以创造一个名牌专业，形成一门优势学科，带起一支

学术梯队。一个高素质的优秀拔尖人才可以决定一个人才

群体一路不败的命运。一所学校的人才不在多，在精，有

几位大师级人物就会使学校面貌突变。一所学校，一个系

引进一两个非常杰出人才，这所学校、这个系的水平马上

就上去了。牛津大学因罗素的哲学成就，使牛津的哲学学

科成为当时世界哲学研究中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就是引

进了爱因斯坦，加州理工学院就是引进了两位诺贝尔奖获

得者逐步发展为世界名校。大学要有基本的教师队伍，但

没有大师，没有领军人物，就像画龙没有点睛，没有神

韵。

因此，我们要在打造领军人物上实现新突破，打开眼

界，走向世界，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发现和引进高水平

的学科领军人物。要以扶优扶重的政策措施，建立面向我

国和世界一流冲击的特区，使最具潜力和希望的学科领域

率先走向世界一流，使最具实力和希望的中青年学科领军

人才尽快成为世界一流学者。

七、构建教学评价机制

教学评价不仅是判断教学质量的依据，也是实施学

术管理的杠杆。当前，我们工作中存在一种倾向，只要谈

到评价，就等同于量化，进而等同于科研成果的量化。

教学评价的思维仍然带有传统科研评价的惯性。原本生动

丰富的教学活动被抽象为上课工作量。虽然现在学生评教

已经普及，但对这项评价应占教学评价的比重，学生评教

的科学性以及如何加强教学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等

问题，进行多角度评价问题，我们现在还缺乏科学的研究

和实践。从现实情况看，教师教学活动还没有进入大学教

师评价指标体系最为内核的部分，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软约

束，缺乏相匹配的资源支撑。

高校教师教学评价在国内外都是一个永恒话题，是

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大学的教学评价包括评价制度的建立、方法和形式的

选择、内容的设计、结果的使用。其中，评价内容的确定

最为重要。改革现行教学评价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让评价内容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改变教师教

学评价就是对课堂教学的评价的狭隘观念。要想全面、客

观评价教师的教学质量，必须对教学中的每一个环节进行

认真检查。实际上，从大学教学特点看，许多重要工作都

需要教师在课下做，没有课前的精心准备以及课后的及时

辅导，不可能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让评价内容关注学生学业收获。要把学生对

于教学的亲切感受作为教师教学考核的重要内容，不单纯

田建国：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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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s of Montessori Education to Children’s Social Adaptive Behavior
WANG Jing  LI Shengcao

(School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handong Yingcai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4, China)

AbstractAbstract：Studied the relationship of Montessori education and children’s social adaptive behaviors. 22 children were taken in the 
experiment. Using questionnaire method, condition of children’s social adaptive behaviors from two groups which are based on Montessori 
methods and current educational method of our country was studied separatel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current children education and 
Montessori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have no signifi cant differences and china's traditional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can also promote early 
childhood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continuous innovation to our children.  
Key WordsKey Words：Montessori education; traditional education; children’s social adaptiv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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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静等：蒙台梭利教育模式对幼儿社会适应行为发展的影响

评价“教师做得如何”。现在评价内容集中在教师的教学

表现，极少提及学生在教学中的进步与变化。如果教学评

价不考查学生的学业成就，只看教师是否达到了预定的标

准，并不能保证教学评价结论的全面性，也无法客观判断

教学质量的高低。

（三）让评价内容转向具体教学行为。教学评价内容

要务实求实，评价标准要具有明确的观察性，评价项目要

显示很强的操作性。目前，教学评价内容缺乏可观测性，

“教学观念”、“教学能力”、“教学态度”等术语，经

常出现在学生评教的表格当中，许多学生只好凭感觉给教

师打个印象分。

对学生学习考核，首先要看其自主学习的态度、自

主学习的效果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其次要看其对课程内容

掌握的程度，对课程延伸内容涉猎的情况；第三，还要

看其在课堂教学中与师生互动、互助学习的表现情况等。

考评机制也要研究。国外名校学生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来源

于严格的淘汰机制。哈佛大学每年平均有20%的学生因学

业成绩不过关而被淘汰。这种淘汰不只看一张考卷分数有

多少，学生每堂课的发言表现，课后练习要占到总成绩

一半。目的在于督促学生要均衡发力，不要“临时抱佛

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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