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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是知 识经济时代对高等 教育发展 的要求, 也是大众 化高等教 育的

重要特征。高教园区要发挥整合作用和组织作用, 促进高 等教育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加强人员和信息交
流, 建立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政校、
校企关系, 实现两者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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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经济的基本方针。在知识经济中, 科技 创新、

业发展方面取 得了 举世瞩 目的成 功, 这 预示高 教园

文化创新成为日 益重要 的经 济活动, 丰富 的人才 储

区蕴藏巨大潜 力, 许 多国家 和地区 开始 将高教 园区

备具有不可替 代的 优势。正因 为如 此, 发展 知识 经

建设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这也 是国内高

济应成为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优先战略。我国也 确立

教园区建设热背后的动因。但国内外许多 大学密集

了科教兴国战略, 赋予知 识创 新和人 才培 养以战 略

区并没有在高 科技 产业发 展方面 取得 相应成 功, 这

意义。同时, 缓解技 术含 量提高 与巨 大就业 压力 的

值得我们深 思。笔者 认为, 促 进高 等教育 与社 会经

矛盾, 将人口包 袱转化 为人才 优势, 必须依 靠教 育,

济的协同发展是高教园区成功的关键。

特别是发达的 高等 教育。但在 发展 高等教 育方 面,

协同发展指的是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 经济发展

我们还很落后。这 方面 印度已 经走 在我们 的前 面。

之间的一种 和谐 状态。在这 种状 态下, 高 等教 育的

印度的义务教育 没有我 们发 达, 但高 等教 育比我 们

发展更好地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科技、咨询

发达; 高速公路系统没有我们发达, 但信息网络 系统

服务等的需要, 从而 有力地 支撑和 促进 社会经 济的

比我们发达。结果, 印度已经成为软件大国, 其 信息

发展; 反之, 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为高等教育 的发展提

产业的国际影响和人才储备都超过我国。

供更多的资源, 创造更好的条件, 使高等教 育发展更

高等教育系统在发展知识和培养人才方面 都具

健康、更有活 力。协同 发展包 含着 一种新 型的 更为

有其他系统无法取代的优势。因此, 知识经济 时代,

和谐的校政、校企关系

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发展。经济 的发

高校和政府、企 业都确立

了通过促进对方发展实现自我发展目标的信念。
知识经济初 现端 倪, 给正 在工业 化的 我国 提供

展如果不是建立 在发达 的高 等教育 基础 上, 不是 依
靠大量创造型人才推动, 将很难长期保持活力。

了一个追赶发达工业国家的机会。知识经 济的特征

高等教育从精 英阶段 发展 到大众 化阶 段, 并 不

是知识和掌握知识的人才成了社会经济发 展最重要

只是一个毛入学率 提高到 15% 以 上的问 题, 比量 的

的资源。由于有可能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 迅速淘汰

增长更重要的是质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协同发 展是

落后的生产技 术和 工艺, 在改 革开 放 20 年之 后, 我

大众型高 等教 育区 别于 精 英型 高 等教 育 的重 要 特

国的工业化进 程已 经开始 加速, 提 高技 术含量 已成

征。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面临着扩招和增加对 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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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的有效需求 两大难 题。尽管 扩招 已经开 始,

影响高校为政府和企业直接服务的能力。

但存在师资、设 备、图书 等高 等教育 资源不 足、负 荷

相互依赖和促进需要相互理解和支持。政 府赋

过重的问题, 必须 通过大 幅度 增加高 等教 育投入 来

予和保护大学自 治和学 术自 由, 而大 学在 为国家 服

解决。高校毕业 生就业 问题 是更大 的问题, 可以 说

务方面也积极主动、卓有成 效。如果 政府 和企业 全

是一柄高悬的斯芬 克斯之 剑。解决 不好 这一问 题,

面支持高校发展, 使之能 遵循 高等教 育的 内在规 律

高等教育大众 化进 程就可 能停 滞, 甚至 倒退。问 题

发展, 高校也积极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类需 要, 赢

的根源正在于我们的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之间还 不

得社会的广泛尊 重, 两方 面都 会从对 方的 发展中 获

是一种 协同 发展 关 系。尽 管社 会 经济 正 在迅 速 发

益。如果政府、企业和高校都能充分认识到这 一点,

展, 高等教育 的大 众化有 充分的 理由

就能确立在发展中相互依赖和促进的信念。

同 世界 各

国相比, 我国的高等教育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 而 且

其次, 人员 和信息 的广泛交 流是高 等教育与 社

落后于发展中国 家的平 均水 平, 但这 些可 以成为 我

会经济协同发展的 保障。相 互理解 所需 的信息、相

们发展高等教育 的理由, 却不 能保证 高校 毕业生 能

互合作所需的技 术基础 都要 求高校 与政 府、企业 间

够充分就业。一 方面高 级人 才总量 不足, 另一方 面

进行广泛的人员和信息交流。信息交流是增加 相互

却有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未能就业。其中一部分是 因

理解的迫切需要。尽管 政府、企业界 和高 教界相 互

为有些专业供过 于求, 一 部分 是因为 学生 不愿意 到

间存在共同发展 的可能 性, 但 对如何 共同 发展缺 乏

基层、农村、
偏远地区就业。两者均显示高等教育 与

清晰的认识, 因此 发展过 程中 总是相 互抱 怨多于 相

社会经济未能协同发展。前者是由于高等教育未 能

互赞赏, 共 同 发展 的可 能 性往 往 不能 转 变为 现 实。

适应职业结构的 变化, 后 者是 由于高 校脱 离农村 和

广泛的信息交流有助于将共同发展的信念变成清晰

城镇社区, 未能与所 在社区 建立 有机联 系。这都 是

的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而人员交流一方面促进 了信

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所要解决的问 题。因

息交流, 因为每个人都在交流中携带着大量的 信息;

此, 有必要考虑高 等教育 与社 会经济 协同 发展的 两

另一方面, 还增强了 协同发 展的 实践能 力。剑桥 大

个条件:

学、
斯坦福大学等 进入企 业的 教师和 毕业 生取得 成

首先, 相互 依赖和 促进的信 念是高 等教育与 社

功之后, 都给母校提 供了大 量的 捐赠。校 友捐赠 和

会经济协同发展的动力源。高等教育有重学轻术 的

董事会、校 友 会提 供的 资 金、设 备 和观 念 方面 的 帮

传统, 提高学术地 位总是 被高 等院校 作为 优先考 虑

助, 对大学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的目标。象牙塔式的高等教育至今仍然闪烁着理 想

人员和信息在高等教育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

的光环。注重职 业训练、贴近 社会现 实需 要似乎 就

间的广泛交流构成一个协同发展的网络。在网 络形

成了低水平的 高等 教育。在 我国各 类高校 中, 包 括

成、发展和运作中, 高教园区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高教园区内的学 校, 都还 存在 重视高 精尖 科技研 究

首先, 高教 园区可 以整 合高技 术资 源。在构 建

与开发而忽视成熟技术推广应用的倾向。高等院 校

社会经济与高等 教育协 同发 展网络 方面, 高教园 区

不愿进入常规技 术服务 领域, 职业院 校受 到轻视 等

可以发挥枢纽作用。园区内的各种中介机构是 网络

都是这种倾向的表现。这种倾向已经不能适应知 识

中的重要结点。在高等院校与企业之间开展各 种合

经济时代对高等教育的要求, 是政府、企业对高校 不

作都需要大量的中 介机 构。这些机 构在 申请专 利、

满的根源之一, 也 影响政 府和 企业支 持高 等教育 的

进行许可证贸易、制定商 业规 划等方 面为 教师提 供

决心和投入。而 政府和 企业 方面, 又 有着 急功近 利

帮助; 在跨学科领域的研究开发和培训服务、咨 询服

的强烈倾向, 只愿 意看到 高等 院校直 接满 足社会 经

务中发挥组织作用; 为企业寻找所需的思想库、技术

济发展的需要, 不愿大力支持自然科学、人文社科 领

源, 为合作项目提供金融保险服务等。

域的基础研究, 反对为学术而学术, 总是倾向于限 制

中介机构 主要有 三种类型, 即学校 设置的行 政

和干预高等学校的自治和学术自由等等。这些都 会

机构、政府设置的 公共机 构和 有限股 份公 司之类 的

使高校对政府和 企业的 介入 保持警 惕, 使 有实力 的

中介服务公司。在学校行政机构中设立专门负 责与

大学会保持与政府和企业的距离。面临财政压力 而

工业联系的机构, 其负责人在校内职位也大多 不高,

不得不与企业合作的高校在将资源用于为企业和 政

在处理业务时缺乏灵活性和效率。政府成立的 公共

府直接服务的过 程中, 基 础领 域的研 究和 人才培 养

机构, 也容易陷入官 僚主义 而缺 乏效率。 而在大 学

可能因资源短缺而被削弱。校园内的学科生态将 被

附近设立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与专业部门或研究项目

破坏, 最终会影响应用开发研究和职业培训的 水平,

相对应的子公司, 其人员大都来自附近的高校, 与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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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专业人员有着 广泛的 联系, 很熟悉 高校 内的专 业

再次, 高教 园区在 决策咨询 中可以 发挥组织 作

优势; 公司与许多研究人员签订合同, 帮助教师大 量

用。政府、企业和 高校就 各自 的发展 问题 进行的 决

参加校外工作; 公司按企业模式运作, 熟悉市场运 作

策不仅影响自身的发展, 也影响相关系统的发 展, 而

机制, 对市场需求更加敏感, 因而在三类中间机构 中

这种影响又会反馈 回来影 响自 身的发 展。因此, 政

是效率最高的一种。高教园区为这类机构的生存 和

府、
企业和高校就发展决策时, 都需要考虑其他 方面

发展创造了最适宜的环境。

的发展。为此, 需要建立相互参与的发展决策 机制。

除了正式 组织发挥 中介作 用外, 高 教园区还 通

如高校以咨询服务的方式, 参与政府、企业的发 展决

过无组织的非正 式接 触整合 各类研 究与 开发资 源。

策。咨询服务可 以由在 政府、企业中 担任 顾问的 高

园区内高等院校和以科技为基础的企业都聚集在 一

校专家直接讨论 和影响 决策, 也可以 是高 校专家 以

起, 企业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各类人才, 高校也可以 更

课题形式就需要决策的问题提供咨询报告。而 政府

直接地了解市 场。因此, 高教 园区能 够成 为对高 校

和企业的代表可 以以高 校董 事会成 员、校 友会成 员

和科技企业都具有很大吸引力的优质房地产。

等身份直接讨论和影响高校的决策。建立相互 参与

其次, 高教 园区可 以整 合各类 教育 资源。一 方

的决策机制, 既要 充分交 流和 分享有 关的 知识与 信

面, 高校的培养目标越是紧密结合社会需要, 就越 需

息, 也要发挥各自的优势,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 可行

要有了解社会 经济 实际的 教师。如 在我国, 发展 高

性。高校在社会调查方面所拥有的优势与各学 科领

等职业技术教育就需要大量的双师型教师。但通 过

域的学术专长相 结合, 还 可以 帮助各 级政 府研究 解

发展职业性师范教育体系培养双师型教师往往难 解

决他们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

燃眉之急, 而且也缺乏及时反映职业变化的灵 活性。

由政府推 动、高校 和企业积 极参与 的高教园 区

高校教师在企业中兼职和企业管理人员与技术人 员

既是政府的社区 发展战 略, 也 是高校 和企 业各自 发

在高校中兼职, 可能是解决这类问题较好的途径。

展战略的聚焦点。三者 在园 区发展 决策 方面, 必 然

校园附近大量聚集的小型高技术企业为大学 生

要进行广泛的合作。这 种合 作取得 成功 之后, 将 发

从事部分时间制 工作提 供的 大量机 会, 这 不仅是 一

挥示范效应, 推动政府、企业和高校在更广泛的 决策

个勤工助学的途径, 还是一个有效的实践教学 途径,

领域相互参与和合 作。此外, 参与决 策也 是一种 重

并有助于学生更 好地面 向社 会选择 专业和 课程, 这

要的激励。企业、政府代表参与了高校决策, 就 会积

将大大有利于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学生在工作 过

极主动地推动决 策的贯 彻落 实; 高校 专家 参与了 企

程中形成的社会 联系既 方便 他们寻 找工作, 也方 便

业和政府决策, 也 同样会 积极 主动地 贡献 自己的 资

企业聘用人才。这也是高校附近房地产对企业具 有

源, 去实现企业、
政府制定的发展目标。这正是 形成

吸引力的原因之一。

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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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ordinat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al economy is the requirem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era to higher educat ion, and it is also the major feature of mass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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