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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进程中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探析
晏成步
摘

高金岭

要: 教育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适应特征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中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大

众化教育阶段, 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水平决定了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均衡, 考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
规模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和不同的指标分析, 得出的结
论和对策有: 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没有显示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域那样明显的差距, 但两者存在着不协
调性; 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人均 GDP 呈显著性相关; 高等教育发展离不开经济资源禀赋; 城市化进程对
高等教育具有巨大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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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 人口多疆域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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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内有学者表明, 高等教育大众化

广, 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发展差距

作为一种预警系统, 更多地应该看到它的内在含义

很大。就全国来说, 我们已迈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

是高等教育质量的变化, 而不仅仅是数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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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大众化 进程中, 东部发达 地区如北

有研究表明, 高等教育大众化作为一种带有普遍性

京、上海等已基本到达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而西

的事物, 具有 其显著的特征; 它与经济社 会的发

部有些地区则刚刚进入或仅仅徘徊在高等教育大众

展, 以下两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 市场机制是高

化的入口。大众化高等教育观认为: 在大众高等教

等教育大众化的基本前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以

育阶段, 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某些人的特权, 而是

市场机制配置教育资源; 第二,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普通人的权利, 到了普及化阶段, 接受高等教育是

( GNP ) 的影响。在人均 GNP 从 1000美元到 3000

一种义务, 不接受高等教育则看作

是心理或个

美元的发展阶段, 是高等教育线形上升的时期; 进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

入高等教育大 众化的国家, 绝大多 数是人均 GNP

门槛

性方面的缺陷

[ 2] 4

这对逐步缩小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区间差距提出
了迫切要求, 也是全面完成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

在 1000美元以上的国家

。

上世纪 80年代以来, 我国在
顾公平

会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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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优先, 兼

的非 均衡市场经济发展战略指导下, 逐

步将改革分阶段有序推进, 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市

一、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规模与
经济的阶段特征

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同时, 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
中国经济总量和生产力布局逐步向经济繁荣的东部
地区转移和集聚, 区域经济差距呈现扩大态势。比
如, 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 ( GDP ) 是 可衡量区 域经

按照美国 学 者 马丁 ! 特 罗高 等 教 育 发 展的
三阶段

济发展快慢的宏观指标, 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

说, 一个国家或地区接受高等教育的适

份的数据, 可计算出从 1991- 2007年人均 GDP 最

龄人口达到 15% - 50% , 即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

高的东部直辖市和人均 GDP 最低的西部的差值由

阶段, 而且

1991年的 4426 元扩大 到 2007 年的 31579元, 是

高等教育各 个发展阶段的区别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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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绝对差值的 6 7倍; 相对差距从 1991 年的

指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一定年份的学生数。

4 7倍扩大到 2007年的 6 3倍, 人均 GDP 的绝对

根据表 1数据, 以 2004- 2007年每亿元 GDP

差距和相对 差距出现 逐年扩大 之势。 另外, 2003

承载的高等教育在校生数来看, 陕西、北京、湖北

年国内生 产总值按美元 汇率计算, 人均首次 突破

和甘肃排在前 4位, 广东、福建、浙江和山东排在

1000美元, 而国内各地区 的经济发展, 处在人 均

后 4位; 排在后 4位的四个省均在东部沿海, 属于

GDP 从 1000美元到 3000美元水平。经济发展实践

经济发达地区, 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 这些省

表明, 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经济基础符

区的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不足, 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等

合前面内容的两个明显特征。

教育在校生的增长尚有较大的承载能力。其中广东

在这里, 我们可以把经济发展既看作是高等教

省的每亿元 GDP 承载的高等教育在校大学生数只

育的供给函数, 亦可作为需求函数 ( 极大地增加

有 39人, 还不到全国 平均水平的一半; 排在前 4

和改善政府和社会对教育和人力资源的投入, 又需

位的四个省市中, 北京属于东部发达地区, 陕西和

要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有效人力资本, 以支撑经济的

湖北属于中部地区, 甘肃属于西部落后地区, 虽然

持续高速 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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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照经济 发展 水平的 不同阶

它们 在 空 间分 布 上存 在 巨 大的 差 异, 但每 亿 元

段, 找到相应的高等教育规模, 同时采取相应的教

GDP 承载的高等教育在校大学生数都远超过国内

育政策和经费投入, 对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是至关

平均水平。特别是陕西省, 其数值达到全国平均水

重要的。因此, 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 无论是规模

平的 2 3倍, 达到广东省的近 5倍, 远远超过其经

还是内涵, 高等教育 发展必须与经 济发展相互协

济发展的承受能力。

调, 才能实现共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从每万人口中高等教育在校生数来看, 北京、
上海和天津排在前 3位, 其数值达全国平均水平的

二、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描
述性统计
区域高等教育规模发展速度表现为一定人口总
量或经济总量条件下承载的相对高等教育数量, 包
括每万人口中的在校大学生数及每亿元国民生产总
值承载的在校大学生 数等指标

[ 6]

, 在校大学生数

4倍、 3倍和 2 7倍, 呈现明显的城市化特征; 上
海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 其每亿元 GDP 承载
的高等教育在校大学生数仅为 56 81人, 排在全国
中下游水平, 说明它的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尚存在比
较大的潜力; 云南、西藏、青海、广西和宁夏排在
后 5位, 这几个省区都属于西部落后地区, 高等教
育发展规模比较小, 符合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

表 1 各 省市高等教育规模统计分析表
2004- 2007年各省份每亿元
2007年万人口中
2004- 2007年各省份每亿元
GDP 年均高等教育在校生数 高等教育在校生数
GDP 年均高等教育在校生数
省份
(人 )
排序
(人 )
排序
省份
(人 )
排序
广东
39 36
1
171 8
17
四川
81 25
18
福建
43 57
2
178 8
16
宁夏
82 74
19
浙江
46 75
3
224 6
9
全国
83 60
山东
52 16
4
191 7
13
安徽
87 28
19
西藏
54 48
5
117 4
28
湖南
95 63
20
海南
54 77
6
160 2
18
山西
99 24
21
上海
56 81
7
431 7
3
重庆
100 22
22
青海
61 08
8
93
30
贵州
100 84
23
新疆
62 07
9
141 4
26
辽宁
101 09
24
云南
62 43
10
108 1
29
江西
107 60
25
江苏
62 64
11
254 2
6
天津
108 28
26
内蒙古
66 71
12
150 7
22
吉林
111 55
27
河南
70 30
13
145 5
25
甘肃
113 91
28
广西
73 46
14
127 3
27
湖北
114 14
29
河北
74 55
15
171 2
17
北京
120 68
30
黑龙江
79 94
16
220 7
11
陕西
192 25
31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全国各省 份 2005- 2008年度的统计公报, 经作者整理。

2007年万人口中
高等教育在校生数
(人 )
排序
150 6
23
151 8
21
192 4
148 5
24
183 8
15
186 3
14
204 3
12
90 4
31
249 8
7
211 1
10
460
2
249 3
8
154 8
20
268 3
4
682 6
1
268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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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 ( 一 )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城市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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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 这三者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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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明显。北京、上海和天津由于属于直辖市, 城市

以 GDP 和人均 GDP 作为自变量, 以反映高等

化程度高, 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处于全国领先

教育发展水平的三个变量作为因变量, 对全国 31

水平, 而重庆由于成立直辖市的时间比较短, 指标

个省、市和自治区的统计数值 ( 2007年 ) 进行相

比较靠后, 但也在加速发展中;

关统计分析, 得到统计结果。

( 二 ) 东部沿海地

区高等教育规模相对经济发展比较滞后。在改革开

( 二 ) 结果分析

放后, 东部主要省份 经济发展迅速, 产业更新较

从相关系数值看来, 全国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

快, 经济总量比例占全国一半以上, 但高等教育规

平与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呈显著性水平, 有强相

模发展除了江苏等个别省之外, 排名徘徊或落后全

关关系, 高等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规律在此进一

国平均水平; (三 ) 中部大部分省份高等教育规模

步得到证实。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 统计分析结

相对经济发展超前。中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

果表明, 高等教育规模与地区生产总值不成相关,

但有相当一部分省份, 如陕西、湖北、江西和甘肃

按照这个统计推论, 高等教育规模对地区国内生产

的高等教育规模处于全国前列和中上水平;

(四 )

总值不具有解释力。第一, 这可能与高等教育发展

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区高等教育规模和经济水平保持

衡量指标有关。例如, 北京等直辖市的高等教育发

较好的均衡性。

展程度高, 但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绝对数并不是在最
高水平, 从而减弱了两者的相关性。第二, 我国高

三、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协调发
展的相关分析
如果说前面的统计只是高等教育规模相对于经

校传统布局和高考招生制度影响了各地高等教育在
校生数, 从而影响到降低了地区经济与高等教育发
展的相关度。以地级城市拥有高校数为例, 东中西
部拥有全 日制 高 校分 别是 165 所、 246 所和 101
所; 成人高校分别是 89所、 137所和 49所

[ 10 ]

。另

济发展水平的一种直观反映, 其数量关系并不足以

外, 我国高校招生生源来自全国各地, 并不局限于

说明两者是否具有内在的相关联系。那么, 有必要

学校所在省区, 正是地区高 等教育规模与 地方经

做进一步的探究。

济、人口生产的非直接对应削弱了高等教育与地区

(一 ) 指标选择

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性。对此, 后面我们还要做进

地区 GDP 和地区人均 GDP 基本上可以衡量一

一步的分析。第三, 还应该注意的是, 地区国内生

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规模和发达程度。前者代

产总值与人均 生产总 值两者 的相关 系数为 0 419

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实力, 后者考虑了人口

( 显著性水平 0 05) , 呈相关关系, 这也从另外一

因素的影响, 反映出 实际的福 利水平

[ 7]

。考虑到

个侧面证实了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因

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适用性, 本文选用了三个控制

此, 我们还是可以认为, 地区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

变量, 分别是地区万人占有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地

两者有很强的互动作用。

区万人占有大专以上人口和地区劳动就业人口中大
专以上比率, 以此作 为高等教 育发展 水平

[ 8]

国内有学者在区域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关

。地

系的研究中表明: 东、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对本

区万人占有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基本代表了该地区高

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而中部地区高等教育

等教育规模, 使用这一绝对数来衡量可以避免升学

规模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显著的

率、就学率这类相对指标的人口因素的影响。因为

我们上面的统 计分析结果有很 大的出入。我们认

决定高等教育规模的是经济发展水 平而非人口数

为, 仅仅选择每万人口高校在校生数作为区域高等

量。地区万人占有大专以上人口和地区劳动就业人

教育发展规模, 以此对人均 GDP 的增长作为高等

口中大专以上比例既代表地区现实经济水平, 也反

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 这一指标选择有失偏

映了地区在一定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积淀。这

颇。高校在校生数仅仅反映的是高等教育的流量,

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地区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在有限

并没有包括区域原有高等教育人口在内的存量, 而

的时间内对高等教育衡量的偏差和国家对高校布局

地区经济发展是与高等教育流量和存量两者发生关

使该地区高校生数聚集带来的对该地实际统计数据

系的; 并且, 高校毕业生就业选择具有强烈的跨区

[ 11]

。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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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业迁 移

的强 大吸 引力,

或地区分布在区域 ∃, 它们可以划分为两类: 一是

东部地区聚集了那些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

高等教育与经济非协调型, 一部分如陕西、甘肃、

他们掌握的知识和技术直接推动了当地经济的迅速

江西等省属于高等教育超前经济发展; 另一部分如

发展。也使得地区万人占有大专以上人口和地区劳

海南、福建等省高等教育落后经济发展; 二是高等

动就业人口中大专以上比例两个指标在衡量经济发

教育与经济后发达型, 如云南、贵州、青海等省。

展程度中必不可少。
表 2 地区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相关分析 结果

地区人均 GDP
地区 GDP

地区万人占
有高等学校
在校生数

地区万人
占有大专
以上人口

地区劳动就
业人口中大
专以上比率

0 83* *
0 117

0 86* *
0 063

0 814* *
0 30

* * 表示双尾检 验呈显著性 0 01水平。

四、区域高等教育与地区 GDP、地
区人均 GDP发展的图解分析
(一 ) 指标测算

高等教育不同发达程 度地区的 GDP 和人均 GDP 分布图

选择与上面反映高等教育发达程度相同的三个
指标: 地区万人占有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地区万人

上述三个区域代表了经济的不同发展水平, 而

占有大专以上人口和地区劳动就业人口中大专以上

且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程度和人均 GDP 存在紧密的

比例。以它们在同一年份 ( 2007 年 ) 的数值进行

关系。从世界经验来看, 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入口约

排名, 得到排名数的算术平均数然后再重新排名,

在人均 GDP 1000美元左右, 但从我国经济与高等

其中排在前 10位的是: 北京、上海、天津、陕西、

教育发展比较协调的现实图解来看, 需要满足的经

辽宁、浙江、吉林、新疆、 河北、内 蒙古; 第 11

济基础是人均 GDP 达到 或超过 10000元, 目前有

- 20 位 的是: 宁 夏、湖 北、 山东、山 西、甘 肃、

一半左右的省市还没有达到这一水平。地处西部的

广东、湖南、江苏、江西和福建; 排在 21- 31位

新疆和内蒙古两个自治区达到经济与高等教育协调

的是: 海南、黑龙江、广西、重庆、青海、安徽、

型, 位于区域 ∀。相反, 同一区域的广东和浙江两

河南、贵州、四川、云南和西藏。下图是对不同地

省仅从高等教育流量来看, 仅达到高等教育平均水

区 GDP 总量、人均 GDP 与高等教育不同发展程度

平, 但加上地区万人占有大专以上人口和地区劳动

地区的分布所作的图解。

就业人口中大专以上比例等高等教育规模存量, 也

(二 ) 图解现状

达到经济与高等教育协调型, 正是由于选择指标的

从下图可以看出, 由于区域高等教育与地区人

不同导致了结果差异。

均 GDP 呈显著性相关, 以人均 GDP10000 元作为

( 三 ) 特征分析

主要分界线, 辅助于地区 GDP15000万元线进行划

第一, 中部地区存 在

界, 把各省区划成三分区

[ 12]

。首先可以看到, 排

教育高地

经 济洼地

和

高等

的 双重特征, 这一方面有利于 扩大经

名前 10位的地区或城市集中出现在区域 ∀ , 特别

济落后地区的教育人口, 促进教育公平; 同时也加

是北京、上海和天津, 高等教育与经济大大超过其

重了落后地区的教育赋税。从相关统计分析可见,

他地区的水平; 区域 #对应的地区只有几个排名在

中部大多省份在校生数排在全国前列和中等偏上水

11- 20 位的地区, 分别是山东、江苏和广东。区

平, 而地区人均 GDP 在全国中等偏下。从生均教

域 #的省区和区域 ∀ 除东部几个直辖市的其他几个

育经费来看, 绝大部分省区都只占全国平均水平的

省区大都可以称为高等教育与经济协调型; 有一半

70% - 80% 之间或以下

排名在 11- 20位的地区和排名在后面 11位的城市

[ 13]

。

第二, 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协调型省区分布于

晏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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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中西三个不同的经济板块, 但大部分集中在东部

下, 传统高校布局没有发生太多的改变, 影响到高

经济发 达地区。除北 京、上海和天 津三个直辖市

校变革的层次与专业分工。 %

外, 山东、江苏、浙 江、辽 宁和广 东属于 东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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