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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Double-First Class” universities in Shaanxi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novation-drive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universities in the selected list of
“Double-First Class” universities released by Chinese authorities is analyzed. Then the experience
from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first-class disciplines construction is researched and summarized, and the enlightenment from the experience is proposed for the purpose of building
“Double-First Class” universities in Shaanxi Province in five aspects which are respectively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e faculty construction, the student cultivation, the regulation and system
building and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Also,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top level design and
system arrangement of the education-related departments in Shaanxi Province and that in other
prov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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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创新驱动背景下陕西高校的“双一流”建设问题，分析了陕西省“双一流”建设高校发展的总
体状况，继而通过研究世界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的经验，从学科建设、师资建设、人才培养、
制度体系建设、文化建设五个方面总结了世界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对陕西省高校进行“双一流”建
设的启示，为陕西省教育相关部门进行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提供决策参考，同时也为其他地区高校进行
“双一流”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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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5 年 3 月，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到 2020 年，要基本形成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制度环境和政
策法律体系，为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提供有力保障。其具体目标之一就是要发挥科学技术研究对创
新驱动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体系。科研体系的构建和完善离不开高校及其学科体系
的建设和发展。2015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
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使之在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2017 年 9 月，《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正式
公布，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共计 137 所，其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 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95 所，“双一流”建设学科共计 465 个。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根本在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人才是创新的根
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而大
学早已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大学的质量和学科建设水平深刻影响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质量。加快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已被写入十九大报告，成为指导新时代我国教育工作和人才战略的根本方针。
陕西省作为高校最集中的省份之一(据教育部公布的 2017 年全国高校名单显示，陕西省共有普通高等学
校 93 所，在数量上排名全国第 13 位)，是高等教育的大省，但却不是高等教育的强省。在国家加快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启动高校“双一流”建设战略的背景下，陕西省高校如何把握机会，应对挑战，
通过提升教学、科研等各方面水平，逐步实现“双一流”建设的三个阶段性目标，进而实现质的飞跃，
助力陕西从教育大省到教育强省的转变，是一个值得各方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在此过程中，世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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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经验教训所带来的启示，能够帮助我们少走弯路，更快更好地达成目标，值得总
结和学习。本研究着眼于创新驱动背景下陕西高校的“双一流”建设问题，在分析陕西省“双一流”建
设高校(包括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下同)发展总体状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世界一流高
校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成功经验，提出其对陕西省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启示，并为陕西省教育相关部门
进行协调的顶层设计、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进而推动高校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决策参考，
同时也可为其他地区高校进行“双一流”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2. 陕西省“双一流”建设高校现状
在 2017 年 9 月多部委联合发布的中国高校“双一流”建设名单中，陕西省共有 8 所高校入选，其中
3 所入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5 所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其中，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
入选 A 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入选 B 类，西北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和第四军医大学入选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这 8 所高校中的 17 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
科名单，其中西北大学 1 个学科入选、西安交通大学 8 个学科入选、西北工业大学 2 个学科入选、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 2 个学科入选，长安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第四军医大学各 1 个学科
入选。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是以一定的学校综合实力为基础的，此次入选的 8 所“双一流”建
设高校均为原“211”和“985”高校，经过二十余年持续不断的建设和发展，这些学校在人才培养、学
科发展和科研能力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高度，在客观上具备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和(或)一流学科建设的条件。
但这并不意味着进入名单就一定能实现“双一流”建设目标，“双一流”名单评选实行动态调整机制，
“双一流”身份并非一劳永逸，评选只是一个起点，未来的建设和发展才是各高校需要高度重视和作为
工作重点扎实稳步推进的。
虽然陕西省入选的 8 所高校在办学定位、目标和等方面各有特点(如西安交通大学是综合性大学，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和长安大学是行业特色型大学)，其“双一流”建设目标也各有不同，尽量立足自身的办
学传统和特色，发挥各自的学科优势，但是作为高校，它们在教学模式、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
究、管理机制、等方面共同遵循某些教育教学规律。“双一流”建设也必须在遵循和利用这些基本教育
教学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基于此，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高校的建设经验对陕西省高校乃至全国
高校的“双一流”建设都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3. 世界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研究现状
中国地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李祖超和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研究室主任马陆亭
分析了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路径与经验，从一流学科建设、一流师资建设、
重大课题攻关和高端智库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总结[1]。杨运东从办学理念、经费保障机制、校园文化建设
等方面研究并总结了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办学经验，从理念、意识、规划等方面提出建议措施[2]。周慧颖
等人分析了麻省理工学院(MIT)工程教育跨学科课程建设的经验和启示，从目标设定、交叉课程设置、跨
学科研究中心和实验室建立、跨学科师生团队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并从这几方面提出我国高校工程
教育应加强的内容[3]。
董泽芳等人研究了国外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以美国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
和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 8 所世界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为研究对象，指出重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
革创新是这类大学培养大批杰出人才的关键，并从培养理念、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制度体系、教
学组织形式、教学管理模式等 8 个方面总结了国外一流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共同特点[4]。金保华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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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美国州立大学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协同机制对我国高校建设的启示，指出强化高校协同主体地位、加
强协同组织机构建设和校内校外相互协同配合，促进培养方式多样化对我国地方高校应用型创新人才培
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5]。詹一虹等研究指出国外高校创新教育注重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将培养创
新人才严格渗透到教育的全过程，推动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并从理念、途径、教育政策和育人环境四
个层面进行了分析[6]。靳玉乐等分析了美国研究型大学以创新素质为核心培养目标、标准考试与综合评
价并重、核心知识与专业成长结合、教授治校与民主管理联合、课堂教学与学术实践融合、市场机制与
团队协作共生、平台搭建与奖励机制并行的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提出我国高校的创新人才培养应在立足
实际的基础上，推进我国高校科研改革、营造创新人才成长环境、优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深入开展创
业教育[7]。

4. 世界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对陕西省高校的启示
通过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过程的考察，不难发现，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有迹
可循、有理可依，其建设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以一流学科建设为抓手，带动学科生态集聚。世界一流学科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和根本标志，
世界一流大学并不限于综合大学，也不受制于办学规模，除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这些知名的以
理工科见长的高校外，在 2015 年 US News 全球大学排名中，学科特色鲜明的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全球综
合排名 88 位，农业特色鲜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全球综合排名 109 位，农业排名第 1)均位列全球综合
前 150 位，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正如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则认为的那样，“学科特色鲜明
的大学要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在体现学校学科特色的领域达到世界顶尖水平，成为国际同类学
科的领跑者，同时有若干个相关学科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相关研究领域世界范围内形成重要影响力。
如此，世界上一些学科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同样能够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2) 重视吸纳世界一流的师资力量。世界一流大学必拥有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以国际化的视角和胸
怀，向全世界优秀人才敞开大门，多维度、多层面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和选拔制度，通过广泛招聘国内
外优秀人才、吸引世界各地学者前来访问等方式，放眼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网罗优秀人才，为我所用。
3) 特别重视人才的培养。大学区别于其它研究机构的本质特征在于，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
世界一流大学都特别重视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
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吸收国外一流高校对人才培养的经验，或许是回答“钱
学森之问”的突破口。
4) 注重建设完善的制度体系，为教师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提供支持和高效的服务。21 世纪教育研究
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中国高校资源欠缺问题已经不是特别突出，最缺好的办学制度和理念。国外一流
高校都具有各具特色的制度体系，引进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体系和保障制度并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我国国情的高校管理体系、管理队伍和保障制度，是迈向一流大学不可或缺的步
骤。
5) 重视先进的大学文化建设。独特的校园文化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上海交通大学校
长张杰认为，中国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将主要体现在大学文化方面。大学对人文精神和学术
文化的追求，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的未来。世界一流大学都特别重视大学文化建设，如美
国马里兰大学主动创建品牌、实施品牌战略与管理，精心设计了品牌海龟“Testudo”向公众表达大学的
正面形象，建立良好的消费者关系和公共关系，为学校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

5. 结论
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遵循某些共同的教育教学规律。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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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发展经验的总结为陕西省乃至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带来有益启示，主要包括：以一流学科建设
为抓手，带动学科生态集聚；重视吸纳世界一流的师资力量；特别重视人才的培养；注重建设完善的制
度体系；重视先进的大学文化建设。持续跟踪、分析并结合国情、校情消化和吸收世界一流高校的成功
经验对陕西省高校乃至全国高校进行“双一流”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后续将围绕师资力量国际
化的方式方法、不同类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方式方法等具体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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