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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一流大学到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 作者：叶赋桂 马莹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世界一流大学是近年来国际高等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在一流大

学的热潮中， 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也浮出水面。一些国家的政府

开始实施建设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的政策，一些组织和学者开始

研究、评价国家高等教育体系。 

一、各国建设一流大学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竞相推出一流大学（卓越大

学）计划，这里当然有知识经济的时代潮流的驱动，也有各国自身

特定的考虑。韩国于 1999年实施“21 世纪脑力计划”（1999-2012）、

2008 年又启动“世界一流大学计划”；日本于 2002 年实施“卓越中

心计划”，提出重点建设一流的大学、研究中心和学科。德国 2005

年推出“卓越计划”，资助研究生院、卓越集群和未来构想的大学；

法国 2008年实施“顶尖大学”计划，建立卓越的高等教育中心和研

究中心；俄罗斯 2007年实施“联邦大学”计划，建立研究型大学。 

各国的一流大学计划有着重要的意义，推动了政府对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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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入，促进了高等教育机构的竞争，对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知识

经济下的国际竞争力、高层次优秀人才的培养和高等教育机构的研

究实力大有裨益。不过，这些做法的也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比如

重点建设偏离了高等教育民主化和平等主义的理念，拉大了精英与

普通高校之间的差距；合并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合并院校内部的文化、

管理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教学和人才培养；有的大学过分重

视国际化导致对本土需要的漠视，一定程度上与一流大学建设的目

标背道而驰。不仅如此，一流大学的巨额投入也面临财政上的困难，

在国际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等等。此外，一流大学建设

的一个弊端是过度追求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位置，建设模式也是跟

着排名的指标进行。 

世界大学排名的本意是为了找出本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为寻求建设一流大学的途径提供参考。排名本是一种有价值的工具，

把当今国际高等教育的格局描绘出来，而且是用一种容易看懂的简

单直观、清晰明了的方式呈现的。但正因如此，各国的好大学在排

名表中被“比”出了高下，分出了座次。这个高下让一些大学和政

府不满意。一流大学及其排名似乎不仅仅是高等教育的实力问题，

还关乎国家和大学的面子，由此激起了一些国家和大学在全球排名

的竞争意识和雄心。如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就立志

要在北欧地区居于领先位置，并成为欧洲的 20强。格拉斯哥大学的

目标是成为英国顶尖的 10 所大学之一，并在世界上排进前 50 名。

2006 年爱尔兰企业与科学政策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宣称：爱尔兰的目

标应该是到 2013 年有 2 所大学进入世界前 20 名。2009 年泰国教育

部长提出要在泰国建立第一所研究型大学，争取进入世界前 500名。

立陶宛总统提出要建立一所世界排名前 100 的大学。欧盟委员会在

2010年发布的《欧洲 2020：实现智慧、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发展战略》

中，针对只有 2所欧洲大学排在前 20 名的情况，提出欧洲必须有所

作为。 

二、从一流大学到一流高等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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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流大学是必要的，一流大学的排名也是有价值的。但有

关的讨论和争议一直存在。一些国家、国际组织和学者很早就对一

流大学排名重视资源输入， 专注于研究，采用论文、引用、诺贝尔

奖获得者等指标提出了不同看法。2002 年世界银行发表《构建知识

社会》的政策报告，指出良好的高等教育体系应包括各种类型的机

构，不仅有研究型大学，还有工业学院、文理学院、职业技术学院、

社区学院等。而政府的政策重点应该是使各种类型的机构各司其职，

协调发展。2006年 6月 OECD教育部长雅典会议提出，要更好的理解

和评价多元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的目的不是建立一新的高等教育

机构排名，而是要关注教育的结果，评价教与学。在反思和研究之

外，更深刻的则是学者和政府开始认识到对一个国家来说，真正需

要的不是少数几所一流大学，而是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马里兰大

学高等教育学名誉教授伯恩鲍姆在 2007 年指出：“各国各地真正需

要的不是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而是更多的世界一流的理工学院，

世界一流的社区学院，世界一流的农业学院，世界一流的教师学院

和世界一流的地区州立大学。美国没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

因为它有很多世界一流大学——应代之，因为美国有世界一流高等

教育体系，所以它有世界一流大学。”2002年世界银行《构建知识社

会》的报告认为，应对全球环境的变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贡献

的是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不仅有研究型大学，还有理工学院、文理

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社区学院、开放大学等。各种类型的高等教

育机构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劳动力市场的不同需要，政府的政策

应使之协调发展。其实，一流大学的建设是无法脱离整个教育系统

的，世界银行高等教育部主管萨尔米对此有认识：“大学系统的变革

不能孤立地进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长远规划及其实施情况，应

密切联系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小学教育正在进行和将要实

施的改革，以及发展其他类型高校的计划，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包

括教学型大学、研究型大学和技术型大学的高等教育系统。” 

有些国家政府的观念和政策也开始发生转变，澳大利亚就是一

个例子。毕晓普（Bishop）任霍华德政府的教育、科学和培训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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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她的教育理念是绩效优先，表现在高等教育领域就是要建一流

大学。在 2007年的预算中，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向高等教育拨款

50 亿美元，以实现在澳大利亚建立世界一流高等教育机构的目标。 

但毕晓普离任后，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政策发生重大转向。2008 年

2 月澳大利亚教育、就业和劳资关系部长吉拉德就宣布：“我们要使

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成为世界一流，这样整个国家不论是什么样的学

生、也不论上的是什么样的大学，他们都获得世界一流的教育。”3

月，联邦政府为了把握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使之更好地满足

澳大利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发起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进行全

面的考察和评审，并于 12月完成了《关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评审

报告》。报告认为，澳大利亚处在高等教育史的关键时刻，提出要“为

新的高等教育体系投资”。而国际已有的共识就是：一个国家高等教

育体系的广度、质量和绩效将是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决定因素，

因此澳大利亚需要一个杰出的、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等教育体系。报

告强调，要让所有公民都享受到高等教育的好处，并确保所有公民

都能为社会做贡献。为此报告提出要拓展高等教育的广度，尽量覆

盖更多的人群，并把职业教育和培训整合到第三级教育中。这份报

告不提倡集中资源投入研究，建设精英大学，而倡导建设世界一流

的大学体系。这一思想有特定背景，澳大利亚是教育服务出口大国，

2007-2008年获得 142亿美元的收入，是澳大利亚第三大出口商品。

报告指出，澳大利亚作为国际教育高质量的提供者，其声誉依赖于

它能够毫不含糊地保证维持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学体系。这一思想的

确在澳大利亚是有相当程度的共识的。2008 年 1 月发表的《关于澳

大利亚国家创新体系的评审报告》就认为：“与其争论澳大利亚是否

要支持两三所‘世界一流’大学，不如专注于整个高等教育体系，

建设 100 个乃至更多的世界一流的研究设施和研究团队。国内和国

际网络应该提升，以确保研究活动专业化和集中的好处覆盖到整个

大学体系。”2009年 3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评审报告作出

回应，其重大转变体现在 2009年的预算中，资助高质量的教和学，

改进低社会经济背景学生的入学和成绩，在大学和不利地位学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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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建立新的联系，奖励满足规定质量要求和结果平等的高校，改进

研究资源，投资建立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的基础设施。 

从学界和国际社会的认识来看，建设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的

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格林威治大学前副校长布莱克斯通说：

“英国应该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所有大学都是高质量的，

而不仅是少数几所世界一流大学，顶尖大学与底层大学之间存在巨

大的差距。英国高等教育体系不应该是这样的。这是极度不平等的。”

而高等教育同样离不开基础教育，因此有些政府提出要建设世界一

流的教育体系。丹麦就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教育体系的目标，美国

俄亥俄州也发布报告提出要创建世界一流教育体系。 

三、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建设需要科学评价体系的引导 

对高等教育体系的关注已发展到实际的评价和排名上，近年来

国际上有数个机构推出了高等教育体系的评价。这可以说是从建设

一流大学到建设一流高等教育体系转变的最好反应。位于布鲁塞尔

的智库里斯本委员会于 2008年发表政策简报《大学体系排名：知识

时代的公民与社会》，认为大学“在研究上追求卓越不该成为在教育

目标上打折扣的借口”，“大学体系有更宽广的使命，而不仅是生产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部落、或拥有终身教职和专利的教授群体”，而特

别强调高等教育应教育和培养现代社会全面发展、充分实现潜能的

公民。该报告专门开发了一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排名，测量了经

合组织 17个成员国的表现，指标有 6项：包容度（大学毕业生占总

人口数的百分比）、入学（中学学术能力差的学生进入大学的情况，

主要看进入大学学生的起点技能）、有效性（毕业生的技能合乎劳动

力市场的情况）、吸引力（吸引国际学生的能力，主要看留学生的分

布）、年龄分布（考察终身学习的能力，主要看 30-39岁占入学的比

例）、应变力（高等教育体系改革和变革的能力）。同在 2008年，还

出现了另一个体系排名，这就是 QS的“高等教育体系国家实力排名”。

QS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先与泰晤士报合作、后独立进行

世界大学排名，2008 年推出体系排名，使用了较宽泛的 4 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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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评价高等教育系统的总体实力，根据一国所有高校满足其质

量标准的表现来测量；入学：与一国总人数相比较，国际认可标准

的大学能够接受的学生数。所谓国际认可标准的大学就是 QS排名前

500的大学；旗舰大学：一国顶尖大学在全球的表现；经济：包括政

府的投入和投资的效果两个方面。 

一些国际组织和学者近年来正在积极地探讨如何评价一个国家

高等教育体系的实力和质量，OECD 正在开展有关研究，并在全球主

要国家推广 AHELO 评价，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也对此抱着浓厚的兴

趣。世界银行高等教育部主任萨尔米一直强调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

重要性，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离不开一个好的环境。最近他又尝

试设计评价高等教育体系的基准工具。为设计基准工具，他对高等

教育体系的结果（他称为体系的表现）和导致这种结果的动因（他

称为体系的健康状况）做了区分。体系的表现包括：成就（指受过

高等教育的人口比），学习成绩，公平，研究、知识和技术转移，价

值、行为和态度。体系的健康状况包括：宏观环境、国家层面的领

导力、治理和管理架构、质量保证体系、财政资源和配置机制、教

育机构的衔接和信息机制、定位、数字化和通讯基础设施。应该说，

萨尔米为高等教育体系的评价提供一种新的思路。萨尔米生态系统

的思想对一些做高等教育评价的人产生了一定影响，2012 年 5 月墨

尔本大学的墨尔本应用经济与社会研究所（Melbourne Institute of 

Applied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开发和发布的国家高等

教育体系排名显然就体现出了这种思路。该排名是由一个全球研究

型大学联盟“Universitias 21”发起的，从四个方面来测评高等教

育体系。资源（25%）：包括在高等教育上政府的投入、总投入、R&D；

环境（25%）：包括学生和学术人员的性别平等，包括定性和定量的

数据；国际化（10%）：国际留学生，国际合作论文；产出（40%）：

研究产出及其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参与率、合格的劳动力。 

一些有影响的跨国机构也开始对体系排名产生兴趣，并试图衡

量整个教育体系的水平。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就开发了一个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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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竞争力的排名，指标包括：经费（政府家庭的教育投资水平）、

入学（教育系统的学生数）、工程师（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合格工程师

数）、精英大学（全球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数）。可以看出，这一体

系评价是在一流大学排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其创意和着眼点

却是整个国家教育体系的实力。从现有的高等教育体系测评来看，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已产生了两种方式：基准和排名。 基准是用

于战略性比较的工具，可以帮助政府、大学领导者和相关人员与同

类院校或国家进行系统地比较，以发现大学和高等教育实际运行状

况和表现的差异。基准也可以是用于诊断性的工具，以不断进行持

续的改进。而排名则通过量化的方法测量高等教育质量；根据各项

得分相加进行排序，最后列出一个排名表。可以看出，建设世界一

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将是未来各国高等教育政策的重要选择和发展方

向，可以预见，国际上将会出现更多关于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和教育

体系实力和质量的评价和排名，而这类评价和排名的涌现也必将推

动关于高等教育体系的研究，那也必然会使我们加深对高等教育体

系的认识和理解，更合理完善的高等教育政策自然也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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