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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全局。”［1］步入“十四五”，高等教育发展面临新形势新

任务新要求。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更

高站位去审视和思考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逻辑、时

代内涵和实践路径，使高等教育更好为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人

才支撑和智力保证。

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逻辑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明确

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并把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

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2021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高质量发展不只是

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

要求；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

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

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1］。习近平总书记对高质量发

展的深刻阐释，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度非常

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微观单元。高等教育能否实

现高质量发展，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高

质量发展既是高等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

求，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历史必然。

1.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客观需要。办好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

和民族未来。2021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

考察时强调：“我国高等教育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

者’，把握大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为服务国家富

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2］一方面，当今世

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如何培养一大批符

合时代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创新型人才，已成为人类

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使

命；另一方面，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历史方位，

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

展，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要求。

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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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大变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我们

以高质量发展破解以往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

会服务等方面的难题，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社

会服务水平，着力解决科学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

题，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养大批德才兼备

的优秀人才。

2.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落实“两个大计”战略

地位的必然要求。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

育大会上提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深刻揭

示了教育为国育人、为党育才的重要使命。高等教

育高质量发展是落实“两个大计”战略地位的必然要

求。一方面，高等教育的一头连着国家社会的发展，

另一头连着千千万万个家庭和孩子的未来，是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努力培养出更多更好能够满足时代发展需要的人

才，既是人民对更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期盼，更事关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的实现。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

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人才，高质量的

人才有赖于高质量的教育。因此，凸显高等教育在

现代化建设中的全局性地位，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

现代化建设中的服务支撑引领作用，实现高等教育

高质量发展，才能真正担好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赋予

高等教育的光荣使命。

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内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十四五”时期建设

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战略任务，提出到 2035年要总体

实现教育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在实现高等教育

普及化的基础上，“高质量发展”将成为今后很长一

个时期引领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主题。

（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全面”的发展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应当体现在高等教育的方

方面面。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的战略地位越来越

重要，国家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不再是“适应”，

而是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对国家社会发展的服务、

支撑、引领作用。只有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充

分发挥高等教育在培养高素质人才、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需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升中华文化影

响力等方面的作用，高等教育才能为落实“两个大

计”战略地位、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人才

和智力支撑。另一方面，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

及化时代，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转变为接受更高

质量的高等教育，“更高质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从

大到强的必然选择，只有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才

能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对更好教育的强烈期盼［3］。
基于此，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建立能够

适应社会需求、满足人民需要的高等教育体系，提升

高等教育对科技发展、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的供给质

量和效率，破除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

问题，提升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

能力，将高质量发展理念贯穿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全

过程、全方位。

（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充分”的发展

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1.6%，已进

入普及化时代，但同时高等教育区域和层次结构不

均衡的问题依旧存在。要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

展，就必须解决好高等教育区域和层次结构不均衡

的问题，让所有地区和不同类型层次的高校都实现

高质量发展。首先，要解决东、中、西部高等教育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重点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

发展，全面振兴西部高等教育，从政策支持、经费供

给、引导人才引进与合理流动等诸多方面激发中西

部高校发展动力和活力，实现高等教育区域结构均

衡的发展格局。其次，要实现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

均衡，以破除单一的高等教育办学评价体制为突破

口，分门别类制定各类高校办学评价标准，大力扶持

高校特色化办学，“使不同类型的高校都能找到适合

自身的定位”［4］，形成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职业

院校等各类高校多元发展、齐头并进的局面。

（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长远”的发展

就高等教育领域而言，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是

着力提升发展质量，这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

计。首先，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立足长远。这是

由教育事业的特点所决定的，教育的周期性决定发

展高等教育不能“短视”，高校培养人才要基于对未

来经济社会发展大势的分析和预判，不能总是用“过

时”的知识培养未来社会的人。其次，高等教育高质

量发展不能急功近利。与人才培养的周期性一样，

科学理论创新、技术进步也并非一时之功，往往需要

科研人员长时间的付出与深耕细作，不能急于求成，

这意味着高校科研管理、教师考核制度要以尊重科

学研究的基本规律为前提，导向产出高质量的科研

成果，努力转变浮躁的科研氛围。此外，高等教育高

质量发展也要求大学自身要长远规划。大学作为世

界上存在时间最久的机构之一，根本在于大学精神

的传承，大学只有着眼于谋划百年乃至更长时期的

发展，才能凭借着日聚月累的大学精神和文化传统

而长存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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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是对高等教育办学实践最好

的指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上，高等教育必须紧紧抓住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

会服务、文化创新的特殊使命和任务，形成高等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格局。

（一）把人才培养作为核心任务，这是高等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命脉”

以大格局、大视野、大变革满足国家发展和社会

进步的需要，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培养大批高素质

人才，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首位追求。

1. 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全面提高创新型

人才培养供给质量。国家发展阶段不同，对高等教

育人才培养的要求也不相同。当前，世界范围内新

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驱动着社会经济新的

发展变革。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服务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新常态，培养能够引领社会发

展的高质量创新型人才，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选择。但从总体上来看，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

强和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还没有得到

根本改变。2018年美国宣布对中兴通讯禁售芯片，

以及 2019年华为 5G通信技术引发的美国对华为实

施的一系列封锁和打压，都表明“只有把关键核心技

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

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安全。”［5］195此外，随着

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到来，经济发展方式由生产要素

驱动转向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为核心的创新

驱动，迫切需要高等教育发挥知识技术创新及创新

人才培养的职能，积极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短板和弱项，提高高等教育供给质量，提高人才培养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更好凸显高等教育对

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的支撑引领作用和在国家创新

体系建设中的主体作用［6］。特别是要以支撑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

展为导向，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积极发展新工

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打造人才培养新引擎，

通过创新人才培养解决关键领域“卡脖子”的问题，

提高人才领域的供给质量与供给效率，是推动我国

产业升级和产业链提升的关键。

2. 积极对接经济社会多样化需求，提升人才培

养的针对性和适切性。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

展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总量性矛盾正在向结构性

矛盾转换，只有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切性，才

能更好满足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等教育

的多样化需求［7］。已有研究表明，高等教育对经济增

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8］，研究生教育总体产生 3.1%
经济贡献［9］；东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在经济产出中的

贡献比基础教育大［10］，而在中西部地区结果正相反。

据《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报告 2019》显示，从国

际比较看，我国的劳动力质量还较低，仍没有达到世

界平均水平［11］。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实施情况的

报告也指出，一些高校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把

握不精准，人才供给和市场需求“对不上”，高等教育

“产能过剩”的隐忧不容忽视［12］。因此，积极对接经

济社会多样化需求，提升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切

性，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和关键。要建立

更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构建能与国家

经济发展相适应、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匹配的学科结

构及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

紧缺人才、新兴产业人才以及民生急需的专业人才，

引导高校精准定位，形成人才培养特色，变革人才培

养模式，有效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贡献率和收

益率。

（二）把科学研究作为基础支撑，这是高等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源泉”

科学研究是大学的重要功能，也是实现高等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之一。全面提升高校原始

创新能力，建立高校科研创新的长效机制，通过高质

量的科学研究支撑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能

力的提升，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也

是高等教育提升创新贡献度的关键着力点。

1. 大力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全面提升高校原始

创新能力。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全面推

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新时期我国着力增强自主

创新能力，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部署。作

为科技创新的排头兵，以高质量的科学研究服务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应有的贡

献，是高校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

当。相关数据显示，高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获得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三大奖通用项目占全国总

项数的 82.6%，产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占全国的

80%，在凝聚态物理、超级计算机、量子通信等领域取

得一批标志性成果；1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承担了

69%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和 73%的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
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在成为科技强国的道路上

还面临诸多挑战，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始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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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还不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和科技投入产出效益

还不高，在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卡脖子”

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2021年 5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

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要发挥基础研究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

势，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

军，并从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提升国家创

新体系整体效能，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构建开放创新

生态，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五方面对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明确要求。因此，高校应找准关

乎全局和长远发展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全面提升科

学研究水平，努力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高度重视

原始性专业基础理论突破，保证基础性、系统性、前

沿性技术研究持续推进，强化自主创新成果的源头

供给［5］195；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围绕国

家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加强具有全局性、前瞻性、

战略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以继承性、民

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为原则，加快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全面推进哲学社会科

学各领域创新，产出更多高质量成果，为社会发展提

供坚实的理论支持。

2. 努力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建立高校科研创

新长效机制。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

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高校科学研

究要淡化数量指标，突出学科特色、质量和贡献［13］。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产出一大批高质量的科学

研究，但高质量科研成果的产出非一时之功，需要尊

重科学研究规律，营造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科研环

境，建立健全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评价制度和以创

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形

成潜心钻研深耕细作的学术氛围，力戒浮躁、厚积薄

发、崇尚精品，健全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和科研成果

转化的科研体制。高校应以国家需要、社会需求、人

民要求为导向，根据社会建设、生产服务和公共服务

领域的新要求新期待，建立高校科研创新长效机制，

从系统、全局的高度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主动

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加强高校创新体

系建设，积极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提高科研成果转

化的层次水平，持续有效地为国家重大决策和社会

发展提供多层次、高质量、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三）把社会服务作为重要路径，这是高等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归依”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校主动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和地方发展需要，着眼全局、立足长远，精准

定位、发挥优势，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社会

发展，为所在区域乃至国家的社会发展与繁荣作出

应有的贡献，这是高等教育的价值归依，也是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落点。

1. 精准定位、发挥优势，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实现高等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地方既是高校生长的土壤，

又是自身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源泉，针对区域社会发

展的需要，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通过创新型人才培

养和科研成果转化，拓宽社会服务职能，不仅能够更

好地为本地区社会发展服务，还能为高校高质量发

展赢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14］。如 1937年“七七事变”

后，西北师范大学（其前身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与

同时西迁的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共同组

成西北联合大学，1941年西迁兰州。在一路向西的

征程中，西北师范大学先后为社会培养各类学生 24
万余人，为甘肃乃至西部地区培养了 10万余名优秀

教师和中小学校长、2 500余名教育硕士。纵观西北

师范大学扎根陇原大地的办学历程，始终把培养卓

越教师作为学校发展的重大使命，奉献西北、精准定

位、发挥优势，服务地方区域社会发展需要。在高等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突出高校服务区域经济

发展的社会职能，发挥地方高校办学优势，积极与区

域社会发展需求做好衔接非常重要，最为关键的是

要立足自身实际解决区域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真

正把有条件做、能做成的事做好，更好助力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

2. 聚焦重点、主动融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

要。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既是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支撑。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

展是相辅相成的，这种“高质量”不仅体现在高等教

育发展要摆脱“教育滞后性”困境，努力跟上和适应

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主动及时回应产业转型升级

和技术进步的需求；更体现在高等教育要“登高望

远”，着眼全局、立足长远，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长期

目标和战略规划同频共振，通过深化改革和创新机

制，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发展

需要，从而发挥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引领作

用。高等教育应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以应有的战略

眼光、战略思维、战略格局，因应形势发展变化，统筹

加强对中远期的战略谋划［15］；应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和国家发展需要，优化、丰富、创新教育供给，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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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高等教育对国家战略发展的支撑、服务、引领作

用，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16］。应对标传统产

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需求，人才培养要与社会需

求相契合，学术研究要与服务社会相结合，为实现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

（四）把文化创新作为自觉行动，这是高等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灵魂”

文化是大学之魂，要落实高等教育在人类社会

发展中所需承担的教育责任、学术责任、社会责任和

国际责任，离不开高校独特文化功能的发挥［17］。高

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校努力成为弘扬和创新中

华文化的重要阵地，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和

影响力，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道路和中国

方案。

1. 培育“各美其美”的大学文化，承担弘扬创新

中华文化的使命。文化是大学存在的根本理由和精

髓所在，是高校发展的深厚积淀和宝贵财富，高等教

育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优秀的大学文化作为其发展的

坚强内核。

不同的高校有其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形成、积淀

和创造的文化传统和底蕴，又经过长期的发展与变

革共同发挥着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中华文化的责

任和使命。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在办学条

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取得辉煌成就，创造出中国高

等教育史上的一段奇迹，其根本在于集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优良传统、名家大师和青年精

英于一堂，以“刚毅坚卓”的联大文化激发广大师生

自强不息、爱国报国、精诚团结、科学民主的精神［18］。
以史为鉴，我们可以引导大学相互借鉴彼此优秀的

办学理念、育人特色、发展模式，但不能要求所有大

学形成“同质化”的文化。每所大学的办学历史、发

展环境、文化传统不尽相同，要在新时期实现高质量

发展，就不能照搬“别国”或“他校”的发展模式，而要

坚持文化自信，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注重大学精神

的培育和大学文化的建设，不断增强大学文化的导

向力、凝聚力、辐射力、教育力和创造力，发展和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只有依据办学实际，

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

极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注重大学精神的培

育和大学文化的建设，凝练和涵育新时代大学精神，

形成“各美其美”的大学文化，才能以中国精神、中国

价值、中国力量，为弘扬创新中华文化提供源源不断

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滋养［19］。
2. 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为人类教育发展贡献

中国智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需

要国家硬实力发展和文化软实力提升相互促进，“提

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高校是提升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力量，创新文化也是高等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一方面，高校要主动回

应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形

成更高水平的国际交流机制［20］，搭建文化交流新平

台，汇聚智力资源新渠道。着力推动全方位、多主

体、多领域、深层次的高等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促

进高等教育更高水平的开放共享，提升高等教育的

国际竞争力与文化影响力，培养一大批具有国际视

野、家国情怀、民族精神的高素质人才，不断增强高

等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能

力。另一方面，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不再

是粗放式、封闭式的文化传承与单向度的文化传播，

而是把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作为高校发展的重要使

命，努力开创各种文化交流融合的文化大繁荣局面。

我们应以高等院校为前沿阵地，努力实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学习、传承与弘扬，实现中华文化与西方

文化的交流融合，在文化交流互鉴中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精神、展示中国魅力，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

生命力与创新力，提升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与影响力，

为人类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道路。

（张 晋，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甘肃兰

州 730070；王嘉毅，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甘肃兰州 73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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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ra Connotation and Practice Path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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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the realistic requir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o adapt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of higher education’s own development. It is the
theme of the times to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a long time in the futur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s all-round, sufficient and long-term: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s not only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me regions, some types or a few universities, but also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all regions, all levels and al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s not a temporary scale construction, but a comprehensive planning, steady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 high quality is not for a while, for a region, but for the long
term and for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we should taking personnel training as the core task is the“lifeline”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ak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s the basic support is the“source”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aking social service as an important path is the“dependence”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aking cultural innovation as conscious action is the“soul”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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