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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竞争、资源配置与理念重审：
关于“ 双一流” 建设的若干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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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 双一流” 建设中的人才竞争

是主事者从一开始就要“ 选对人” ，并让他们一起快

乐地工作。 那些公认的卓越大学对其员工的品质无

在“ 双一流” 建设背景下，由于院校竞争的客观

不格外留意，并力争在组织内部每个层级和每个岗

存在，很多高校存在“ 人才饥渴” 现象是事实。 高等

位都配置最优秀的人员。 一旦发现有“ 不合格者”

教育实践中重视人才工作没有错，但为了迅速扩充

会毫不犹豫地清除。 对于大学而言，真正卓越的学

人才队伍，提高科研绩效，改进学科和大学的排名，

术团队或管理团队绝不在于规模的庞大，而在于品

不少学校在人才引进工作中存在“ 过度简单化” 的

质及其结构的卓越。

倾向。 很多大学的相关政策文件直接根据人才头

由于人才竞争的持续蔓延，与那些成熟的高等

衔、主持的课题、发表的论文、获得的奖励将人才分

教育体系相比，在“ 双一流” 建设背景下，在我国各

成三六九等，然后为不同层次人才提供不同的年薪

高校间人才与薪酬出现了类似悖论的现象。 一般而

和科研启动费。 人才工作的“ 数目字管理” 一方面

言，在成熟的高等教育系统中，人才的水平、薪酬应

激化了学术的功利主义和学生精致的利己主义，另

与高校的层次成正比，即在较好的大学工作且水平

一方面也不利于大学自身的内涵式发展。 因为隐藏

较高的人才拥有较高的薪酬。 但我国的现实是，很

在分数、身份、头衔、课题、论文、获奖背后的人才的

多水平中等甚至一般的研究者，在水平中等或一般

真正质量或能力被大学的管理者忽视。 以至于高等

的学校，获得了同行中较高甚至最高的薪酬。 现行

教育领域中很多所谓的学术项目评审或人才项目评

体制下，即便在同一所学校里，由于薪酬或绩效不是

审根本不是在评审学术水平或人才质量，而是在评

根据学术能力或贡献来确定，而是参照人才的头衔、

审那些学术的“ 替代品” （ 学术发表的简历和个人简
介） 。 这种风气导致了“ 发表为王” ，学术的品质和
学者的品质趋于“ 淡化” 。 最终，由于人才评价的过
度简单化和功利化，学术研究的机会主义在我国高

校的人才流动中越来越普遍。 头衔、论文、课题、获
奖都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 学术资本” 。 由于面临
评估和排名的巨大压力，高校在人才引进上的 “ 数
目字管理” 还会诱发后续考评中的“ 绩效主义” 。 大

课题、获奖等外在因素，有时也不是学术贡献最大者
酬薪最高。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也一样。
“ 好钢” 一定要用在“ 刀刃” 上。 一流大学的人才引
进一定要坚守一流的标准、宁缺毋滥。 在“ 双一流”

建设中，如果只是为了在极短的时间扩大师资规模
以提高排名，人为降低进人标准，高薪引进大量水平
中等或一般的人才。 其结果是由于缺乏有效的退出
机制，不但可能建不成一流的大学和学科，反倒会使

学组织与学术工作的特殊性，使简单的量化评价非

后续的人才引进缺乏必要的空间和资源，从而导致

常容易导致逆向淘汰，即那些原本真正想做学问的

学校发展乏力。

人有可能迫于绩效压力不得不放弃对于真理的追求
而选择学术投机。 大学的非政府、非营利性质以及

二、在“ 双一流” 建设中的资源配置

高深知识生产的复杂性决定了它不是一个适合于强

当前在我国“ 双一流” 建设背景下，政府如果将

激励的组织，过强的激励无法改进大学的品质，反倒

过多的资源配置到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上，而

会败坏学术风气、恶化学术生态。 真正的世界一流

相对忽视了提升高校培养适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

大学里的一流学术团队，更多的是靠一种内在自我

专业 人 才 的 能 力， 长 远 来 看， 很 可 能 会 得 不 偿 失。

驱动力在持续发展，而不是靠行政的规章制度在驱
动。 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而言，真正关键的问题

“ 过分地强调获取世界一流大学地位，可能会有损
于一所大学甚至整个学术系统。 它可能把精力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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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从更重要的或许是更实际的目标上挪开，且过于

实，表面上看，观点完全相左，但实质上只是“ 看好”

关注建设面向研究和精英的大学，也会忽视培养更

与“ 看衰” 中 国 的 态 度 的 微 妙 差 异， 没 有 实 质 的 区

多学生或服务国家需要。 大学很可能确立不切实际

别。 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中国大学在通往世界

的期望，而损伤教职工的士气和表现。” 对于像中国

一流的过程中既改变着自己也会改变着世界一流大

这样正在崛起的大国来讲，基于创新驱动发展的现
实需要，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需
品，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

是极其昂贵的“ 奢侈品” ，绝非多多益善。 一旦重点

学本身。 “ 过去 ３０ 年来，观察者看到了世界是如何
影响中国的，而现在有必要了解中国是如何在广泛
的维度影响着世界。 在中国和全球化之间，我们不

应该选择性地认为中国被国际力量所改造或者中国

建设的规模过大，受到财政资源和优秀人才总量的

改造着全球结构。 相反，我们应该同时考虑所有的

限制，很多大学最终只不过是空挂“ 一流大学” 建设

视角。” 最终，通过“ 双一流” 建设，中国能否建设成

高校的牌子，绝无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可能。

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或者能否开

因此，作为一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央
政府需要对“ 双一流” 建设的总体规模，尤其是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的规模和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进行谨

创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模式，一种 “ 既有全
球竞争力也有文化相关性的学术模式” ，不是理论
上可以预测出来的，也不是一种乐观或悲观的态度

慎的评估，以确保高等教育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以及

可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未来我们到底怎么做。

赖和人才竞争的双重约束，为了确保世界一流大学

发展的现状，一方面必须承认近年来中国大学在世

和一流学科建设卓有成效，在后续进程中，我国“ 双

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取得了长足进展，另一方面也必

“ 双一流” 建设目标的可完成性。 此外，面对资源依
一流” 建设必须严格实施“ 动态调整” ，并逐步确立
“ 总量控制” 的基本原则，即建设高校和学科不能只
增不减，以避免重点建设单位越建越多，最后“ 徒有
虚名” 。

三、在“ 双一流” 建设中的理念重审

实事求是地讲，对于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

须认识到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是靠财政驱动和量化
评价而非制度的优势。 如果说当前的政策工具在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起步阶段还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选
择，那么随着中国大学在排行榜上的名次逐渐上升，
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策略与政策必
须有所改变，必须认真考虑学术生产力的成本以及

历史上，在象牙塔的时代，大学自治、学术自由

有效的学术贡献，而不只是论文数量的增加和大学、

之于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大学自治、学术自由

学科的排名提升。 进一步来说，为能够建成真正的

程度大体相当的情况下，通常政府投入的经费越多，

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中国高等教育必须

这个国家的大学在排行榜上的进步就会越快。 近年

进行全面且根本性的变革，必须从单一的政策驱动

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实

改革向政策驱动改革、市场驱动改革和知识驱动改

践就表明，“ 学术自由和研究型大学之间好像存在

革齐头并进转型；尤其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改变

非常微妙的平衡。 只要限制不是太严苛，在学术自

大学对政府的依附关系，充分调动大学自身在世界

由不完全的情况下也可能建立相当成功的研究型大

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的积极性和主观能

学” 。 当然，对中国大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优

动性，扩大高校办学和改革的自主权。 就正在推进

异表现，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有不同看法。 一种看

的“ 双一流” 建设而言，当前中国在经济实力方面可

法认为，中国大学的迅速崛起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能远比人才储备方面更有优势。 但对于世界一流大

提供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新模式；另一种看法则认为，

学建设而言，资金和人才必须保持同样优越，仅仅有

中国大学的既有成功恰恰得益于对西方大学的部分

钱并不能成就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关键还是要能

模仿，同时，由于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大学自治和学术

够通过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汇聚全球科学精英。 对

自由，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很快就会触及 “ 玻

璃天花板” ，很难真正成为世界一流。 有学者认为，
若不能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减少科层制以及享有更

于“ 双一流” 建设，中国的体制有利于“ 集中力量办
大事” ，但归根结底，“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的
崛起仍然要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不可

多的学术自由，中国高校就难以成为领导者，因为科

能创造新的高等教育规律。 面向未来，中国大学要

技和经济的现代化不可能脱离产生这种创新的政治

在科学与知识共同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要在世界

和社会制度。 也有学者认为，尽管高等教育主要是

大学群体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就必须保持人才、资源

为了培养个人的能力和对知识的批判性思考，但这

和理念的平衡，必须在遵守学术规则的前提下积极

并不意味着必须要在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体系下才

参与国际合作，并对中国文化与知识传统的复兴承

能实现，也不意味着一个领域的全球模仿和政策借

担起必要的义务。

鉴必须应用到另一个领域。 两种看法基于相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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