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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一流”争讨的高等教育
发展根植性问题阐释

龙 洋
(四川外国语大学 教育学院,重庆400031)

  摘要:“双一流”建设既是对我国高等教育“985工程”、“211工程”的承继,更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对高等教育建

设的再谋划与创新,方案中提出的总量控制、开放竞争、动态调整机制,则是力图破解大学建设过程中的身份固化、

缺乏竞争、千校一面和学科交叉重复等难题。但在实施过程中,社会各界对“双一流”的形式、程序、标准、名单等问

题的争讨从未止息。以主客观二维分类予以澄清,争讨背后折射的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教育资源需求与供给这

一根植性问题。“双一流”着眼于高校与学科两个维度,以“一流大学”进一步夯实我国高等教育建设成果,以“学
科”为基本单位实现特色学科、优势学科、一流学科的发展思路,推动教育资源在高等教育内部合理流动,构建高等

教育内部层级交流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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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

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和《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以下简称《实施

办法》)两个“双一流”政策文本的颁布与实施,标示着

我国“双一流”建设正式拉开帷幕,这是我国进入社会

主义新时代,在高等教育领域开启的一轮具有战略意

义的建设工程。“双一流”建设目标是推动一批高水

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加快高等教

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

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基本原则是“以一流为目标、
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明确

“一流”的目标导向,坚定“学科”的核心基础性地位,
辅之以绩效管理和深化改革为两翼,实现高等教育发

展新格局;建设机制是加强总体规划,坚持扶优扶需

扶特扶新,以每五年一个建设周期,实行总量控制、开
放竞争、动态调整的方式,打破身份固化,实现双一流

的推陈出新。“这是一个兼顾国际化与主体性的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政策。一方面,遵循学科逻辑,强调要

在国际可比指标达到一流;另一方面,遵循社会需求

逻辑,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1]。然而历史经验

证明,制度革新总会因为路径锁定而影响新制度的施

为,同一社会场域内,变革将意味着打破原有主体间

的利益格局,建立新的利益分配机制,这将不可避免

地引起场域内主体间的博弈与争讨。自1995年以

来,“985工程”、“211工程”、“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和
“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等指导性政策相继成为指挥我

国高校建设的重要核心指南,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水

平整体提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

政策叠加的马太效应,也催生了大学身份固化和竞争

机制缺失等问题。“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政

策的一个特征,就是根据组织(大学)既有的身份,来
确定拥有什么样的地位,并给予相应的资源配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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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只按既有的身份来确定资源配置的方式,而这种

身份往往又是相对固化的,没有竞争机制,缺乏动态

流动。显然,这不利于激发高等教育发展的活力”[2]。
随着首轮“双一流”建设名单的公布,博弈与争论之声

随之而来,“双一流”建设无疑再次引起了人们对高等

教育格局的分析与思考,“双一流”的形式、标准、程
序、名单、取向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成为了大家讨论

的焦点,形成了各家之言。
一 基于主客观维度的“双一流”争讨澄清

自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至今,“双一

流”建设已历时两年有余,学者们从关注“双一流”名
单到探索“双一流”建设实践路径,发展与争讨之声从

未止息,以主客观角度分析,可做简要澄清。
(一)主观认知差异导致“双一流”认识偏误

社会各界对“双一流”建设给予了极大关注,各方

讨论亦见仁见智,从主观认知角度,分歧表现为两个

方面。
一是曲解“双一流”建设为“985工程”、“211工

程”的继续,质疑其发展本质并未实质性改变。做出

此判断的依据是:原来的“985工程”建设高校都进入

“双一流”建设名单,“211工程”建设高校除了云南大

学、新疆大学和郑州大学进入“双一流”大学建设B类

名单外,其余的也都进入了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在近

3000所地方高校中,只有25所进入了一流学科建设

名单,却没有一所进入一流大学建设名单。其中的变

化是把一流大学分为了 A、B两类,新增了3所原

“211工程”高校和3所原“985工程”高校进入了“双
一流”建设大学B类名单。尽管教育部明确指出“双
一流”评选是依据世界一流和中国特色两个主要标

准,强调“双一流”既不是“985工程”、“211工程”的翻

版,也不是二者的升级版和山寨版,各入选高校均经

过了严格的评估、评选过程,但基于双一流名单呈现

出来的结果,“双一流”建设亦受到了部分社会群体的

质疑。
二是双一流的地域分布偏向性明显,西部高校入

围较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差距较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在以地方投入为

主的教育经费投入机制背景下,西部高校教育资源明

显不如东部发达地区丰富,教育发展水平也落后于东

部发达地区。因此,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应是经过

长期重点建设、具有先进办学理念、办学实力强、社会

认可度较高的高校,须拥有一定数量国内领先、国际

前列的高水平学科,在改革创新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中成效显著。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应具有居于国内前

列或国际前沿的高水平学科,学科水平在有影响力的

第三方评价中进入前列,或者国家急需、具有重大的

行业或区域影响、学科优势突出、具有不可替代性”[3]

的遴选条件和标准下,西部高校很难与东部高校抗

衡。“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公布后,从面上数据可直

观看出,西部高校入选数量明显或远低于东部高校数

量,受分蛋糕式普惠思想的影响,疑虑“双一流”建设

会加剧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性,演化为原来既得利益高

校间的从新分配。
(二)客观标准与高校名单加剧“双一流”质疑

其一,评定标准与过程的不完全透明,遭致社会

各界质疑“双一流”评选的程序公平。按照《实施办

法》规定,参与双一流遴选工作的主体主要包括:国务

院、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专家委员会,
其中专家委员会由政府有关部门、科研机构、高校和

行业组织人员组成。国务院的职能是批准双一流建

设名单;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职能是审

议两份双一流名单(双一流建设高校拟定名单、双一

流建设高校建设名单),专家委员会的职能是论证确

定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认定标准,提出双

一流建设高校拟定名单,审定拟建设高校建设方案并

提出意见。双一流遴选程序需经历三个环节:一是由

专家委员会提名进入拟认定高校名单环节;二是提名

高校根据专家委员会咨询建议,形成建设方案环节;
三是根据专家委员会审核学校建设方案意见,由教育

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报国务院批准环节。质

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专家委员会。专家

委员会成员需具备何种条件、依何种程序产生,来自

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校和社会组织的专家委员在委

员会中如何分工、承担何种职能等,由于缺乏对这些

问题的制度性回应,专家委员会的合理性、权威性未

能得到普遍认同。二是针对遴选标准本身。《实施办

法》中依据宽线条的“中国特色学科评价标准为主要

依据,参考国际相关评价因素,综合高校办学条件、学
科水平、办学质量、主要贡献、国际影响力等情况,以
及高校主管部门意见,论证确定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高校的认定标准”[3],并参考第三方评价,以认定

方式确定“双一流”建设高校。由于在“双一流”具体

评定过程中未把具体标准、评定程序等相关信息向社

会公布,信息不透明造成了社会各主体对评定程序产

生质疑,继而怀疑“双一流”遴选过程是否遵循了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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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公平原则。
其二,名单的地域倾向性分布以及与原“985工

程”、“211工程”高校的对应关系,遭致社会各界质疑

“双一流”的实质公平。“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公布

后,1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只有25所地方高校入

选,而在入选的地方高校中,一部分有较好社会声誉

的高校被忽略。受“多数偏见”思维定式的影响,部分

社会群体把中央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进行人设化的

对比,出现了“‘双一流’评选就是一场利益分配,但凡

不是‘亲儿子’就休想分到一口奶”的争讨。尽管教育

部已明确介绍“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认定过程,主要是

在广泛听取权威第三方评价意见基础之上,经过程序

严格的专家评选、竞争优选、政府比选及动态筛选而

产生,但部分社会群体还是认为“双一流”建设存在厚

此薄彼的现象。进一步剖析“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
发现一流学科评定有不加“自定”标示的学科和加了

“自定”标示的学科两大类,依据“双一流”建设评定注

释,“不加(自定)标示的学科是根据‘双一流’建设专

家委员会确定的标准而认定的学科;加(自定)标示的

学科是根据‘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建议由高校自

主确定的学科;高校建设方案中的自主建设学科按照

专家委员会的咨询建议修改后由高校自行公布”[4]。
由此可见,不加“自定”标示的学科是认定学科,加“自
定”标示的学科是高校自主确定学科,由此造成了没

有“一流学科”的一流大学现象。而且,由于唯评定标

准论,造成部分高校的一些优势学科未能入选为一流

学科,非优势学科却入选一流学科行列,抑或是某高

校一直见长的学科被其他优势并不明显的高校同类

学科“代替”入选。这些客观呈现进一步加剧了社会

对“双一流”实质公平的质疑。
概言之,基于主客观二维的“双一流”争讨澄清,

可简单归纳“双一流”建设中缺乏程序公平对实质公

平的自然辩护以及实质公平对程序公平的反哺。但

无论是主观认知偏差,抑或是客观标准、程序、名单和

结果考量,我们发现,现有的争讨方式都拘泥于就“双
一流”谈“双一流”,“双一流”的合法性在哪里? “双一

流”与“985工程”、“211工程”的区别是什么? 是什么

力量或者动力机制在驱使“双一流”的建设工作? “双
一流”建设要达至何种目的? 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们需要跳出“双一流”圭臬,追问我国高等教育发展

根植性问题所在,或将更有助于化解“双一流”之惑。
二 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植性问题———教育资源

需求与供给矛盾

“985工程”、“211工程”、“双一流”建设,我国高

等教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追求着相同的发展旨趣,即
致力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向优质化、特色化、差异化

的发展方向前进。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赋予

了高等教育建设不同的时代内涵,给予了不同的建设

符号,但 实 质 而 言,我 们 一 直 都 重 复 着 同 一 件 工

作———寻求与时代主题相契合的、最优化的高等教育

资源配置方式,而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

矛盾一直是摆在我国高等教育建设发展中的根植性

难题。
其一,高等教育资源稀缺性的特点将长期存在。

《教育大辞典》把“教育资源”界定为“教育经济条件”,
一是指“教育过程中所占用、使用和消耗的人力、物力

和财力资源。即指教育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

源的总和”;二是指“教育的历史经验或有关教育信息

资料”[5]799。据此,教育资源不仅涉及教育活动所需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包括历史经验累积和相关教

育信息资料参考。教育资源是各层级学校发展的重

要后盾,是促进教育发展活动的条件和基础,对教育

发展的作用和功能不言而喻。虽然我国在2012年实

现了教育财政投入4%的目标,并在随后的5年都保

持4%以上的投入标准,但相比英美等发达国家动辄

10%以上的投入标准,我们还存在较大差距。2017
年,教育部发布全国教育经费统计快报显示,我国国

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4204亿元,其中高等教育共计

8927.244亿元、占比26.10%[6]。同期的高等学校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5月31日,全国高等学校

共计2914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631所、成人高等

学校283所[7],快速扩张的高等教育规模与相对稳定

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之间的张力,致使高校可占有教

育经费比率不断下降,教育资源的稀缺性被进一步放

大。
此外,地方高等院校经费由所在省级政府部门统

筹。通过已公布的地方经费投入情况来看,北京市预

计投入100亿、山东省计划投入50亿、广东省计划投

入50亿、上海市投入36亿建设高峰高原学科,而河

南省10年投入31亿、贵州省5年投入5个亿、河北

省5年投入25个亿、宁夏回族自治区投入2亿元[8]

等建设双一流,教育资源稀缺性的地域性特征将表现

得更加明显。此轮“双一流”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完

成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后,在高等教育领域培

育新的增长高峰的重要战略,既有应对世界高等教育

激烈竞争之势,也有建我国高等教育强国之路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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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在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迈进过程中,我们

需要集中优质教育资源打造一批具备世界竞争力的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人

才、科技、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保障。“双一流”建设与

此历史进程高度耦合。
其二,人们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要与当前高等教

育资源配置方式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仍存在较

大矛盾。审视“双一流”建设名单,“两低”特点非常明

显:一是地方高校入围数量明显低于部属高校入围数

量;二是中西部地区高校数量明显低于东部地区高校

数量。在42所一流大学和95所一流学科高校中,地
方高校只有25所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没有一所

地方高校进入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42所一流大学

建设高校名单中,西部高校只有四川大学、西安交通

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电子科技

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云南大学、新疆大学9所,
占比只有21.4%;95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西部高

校只有16所,占比只有16.8%。“双一流”与地区经

济和教育发展水平呈明显正相关,区域教育发展的不

均衡问题再次为社会所关注。社会各界质疑“为什么

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巨大成绩与明显进步的

同时,教育均衡水平和程度并没有像理论和常识所期

望的那样有很大的提高,相反,教育均衡程度却在下

降和恶化,整个社会对教育均衡的关注和批评越来越

多呢”[9]。尽管这一质疑只不过是由资源的再分配假

想和猜忌而产生,但在综合高校办学条件、主要贡献、
办学质量、学科水平、国际影响力等为认定标准的“双
一流”建设指标体系中,由资源配置形式引发的教育

发展不均衡态势被再次凸显,若没有相应的辅助政

策,极有可能导致越是改革、越会加深教育发展不均

衡,进而加深社会对统筹教育发展改革的质疑。
概言之,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

盾,是高等教育建设与发展历程中最深层次、最具核

心意义的矛盾,它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愿景与发展

路径,决定了高等教育的时代主题与战略选择,具有

根植性意义。与时代相契合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

式,将有效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反之,
则有可能给高等教育带来破坏性、甚至是断裂性的打

击。
三 “985工程”、“211工程”与“双一流”工程之

间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承继与创新

2016年6月7日,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
家语委三部委联合发文,宣布包括《关于继续实施

“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和《关于补充高等教育

“211工程”三期建设规划的通知》在内的一批教育规

范性文件正式失效。于此,我国的“985工程”、“211
工程”完成了它们在高等教育领域优化资源配置的历

史使命,“双一流”建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一)“985工程”、“211工程”以校际资源倾斜配

置方式构建我国高等教育“金字塔”型结构

“985工程”、“211工程”实现了我国高等教育阶

段性宏观政策愿景和发展目标。在我国高等教育场

域,为了布局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及与世界高等教

育相接轨,1998年5月4日,原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

北大百年校庆上作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讲

话。作为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其目标

在于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大批国际知名的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据此启动的高等教育建设工程,
我们称之为“985工程”。在此之前的1995年11月,
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计委、原国家教委和财政部联

合下发了《“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211工程”正
式启动。“211工程”的提出,是为了迎接21世纪所带

来的新技术革命的困顿与挑战,国家协调中央和地方

诸多方面的力量,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

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该工程致力于推动一部分

重点学科和专业建设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由此

可见,“985工程”和“211工程”在目标定位上有所差

异,前者强调的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后者强调的是

建设中国一流大学和重点学科与一流专业,并融合一

般普通高等学校建设。“985工程”、“211工程”建设

共同奠定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金字塔”发展格局。
此外,“‘211、985’工程的出台,虽有高层领导人倡导

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源于当时我国宏观的政策环境与

目标。在中国加快实现现代化、从高等教育大国走向

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时期,‘集中资源、重点突破、在
最短时间内重点建成一批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与学科,缩小我国与教育强国间的差距’(也即‘效率

优先’)必然成为该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负

载’,而以理想导向、内输入的方式进行政策决策无疑

是最快速、最高效的”[10]。因此,“985工程”、“211工

程”建设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突围具有重要的时代

意义。
“985工程”、“211工程”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分层

发展。高等教育的分层发展,在一定层面上受到了社

会的质疑与诟病,原因在于它与教育公平及均衡发展

理念相背离。但教育公平的时空性及均衡发展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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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性则为高等教育分层发展提供了理论辩护。在教

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力量

重点发展优势资源,有利于快速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

发展水平,培养出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高、精、尖人

才,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之林。具体来讲,“985工程”
由第一期34所,加上第二期5所,共计39所入选;
“211工程”共计116所入选,并且所评选的“985工

程”建设高校全部进入“211工程”建设高校。根据

2017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信息显示,截至

2017年5月31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2914所,其中

普通高等学校2631所(含括独立学院的265所)、成
人高等学校283所[7],其数量相当庞大。国家在高等

教育场域内,通过“985工程”、“211工程”项目和一般

本科院校相融合的基本结构,形成了“金字塔式”的高

等教育结构布局。这种分层式发展模式,不仅满足了

教育大众化时代人们对教育的差异化需求,同时也保

证了精英化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
(二)“双一流”建设对校际资源倾斜配置方式的

承继及“学科”资源配置方式的创新

“双一流”建设与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时代主题

相契合,是在“985工程”、“211工程”建设完成我国高

等教育初步的“金字塔”建构后,着眼于“大学”和“学
科”的两个建设维度,助推高等教育更优质的发展。

从“双一流”建设中的“大学”维度看,“985工程”
象征的是最好的大学,即所谓重点大学中的重点大

学,而“211工程”所象征的是重点大学。“985工程”
和“211工程”是国家投入最大的高等教育战略,入选

“985工程”、“211工程”的高校及相关学科都是具有

发展成为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潜力。通过“985工

程”、“211工程”建设,一大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在

办学特色、办学水平、科学研究、办学效益、办学质量

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提升,促进了高等教育领域

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在产学研融合发展、高层次人

才培养、社会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创新研发等层级上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同时,通过“985工程”、“211工

程”建设,其中一部分重点大学和学科俨然达到、抑或

接近国际同类大学及相关学科的国际水平,办学条件

和水平达到了“双一流”建设的标准,绝大部分“985
工程”、“211工程”建设高校已处于国内同类大学和

学科的先进水平。此次“双一流”建设,以“一流大学”
维度,接力“985工程”、“211工程”建设成果,保证了

我国高等教育建设的连续性。
从“双一流”建设中的“学科”维度看,圈层固定和

路径锁定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观点。他们认为,一项

制度在长期的渐进式发展过程中,会在制度的相关领

域产生协调效应,促成其它关联制度的诞生,继而形

成制度网络、制度矩阵,制度中的主体因执行制度可

获得预期激励而导致缺乏向外生长的能力,形成保守

型和排他性的特点。我国“双一流”建设中的“学科”
维度的提出,正是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为克服制度

变革惰性而找到的制度变革突破口。在学科而非学

校层面实现资源配置,有利于一些潜在的优势学科、
一流学科获取办学资源、获得发展空间,最终通过特

色学科、优势学科、一流学科的发展路径,跻身“双一

流”中的一流学科之列,甚至一流大学之列。以“学
科”为单位,撬动“双一流”建设资源的内部流动,是实

现“双一流”建设中的开放竞争、动态调整机制的重要

维度。
四 以“双一流”推动新时代高等教育资源优化

配置与合理流动

“双一流”以“学校”和“学科”维度,接续了我国高

等教育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历史进程,虽然建

立了动态调整机制,但不可否认,它仍然存在教育资

源配置均衡性等深层次问题,对这些问题的重视与积

极回应,将有助于“双一流”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认清教育资源稀缺限制以营造“双一流”建

设资源的合理布局

目前,我国正处在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历

史发展时期,现有教育资源与教育事业均衡发展、优
质发展的需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如何有效配置教

育资源,处理好教育资源稀缺限制与教育事业优质发

展的关系,仍是摆在教育发展领域的一件大事。进入

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已超额完成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4%的投入目标,但相较于快速发展的教育事业

和发达国家教育强国的经费投入,我们的教育财政经

费仍显不足。此轮“双一流”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领

域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一次重要变革。立足教育资

源稀缺性这一现实背景,不仅有益于理清教育体制机

制障碍,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对于如何统筹推进“双一

流”建设资源配置也极为重要。一方面,有益于厘清

教育资源的类别及现状。教育资源不仅包括为教育

发展提供支持的财政资金,还包括为其提供保障的法

律、法规、政策、制度等。另一方面,实现教育活动合

理、合法和规律运行,需要制定教育法律、法规、政策、
制度来给予保障,且此类教育资源本身也需要成本,
既有决策、生成成本,还有修订、维护、执行成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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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不仅要协调好教育经费

资源,还应供给好起到保障功能的教育资源,以统筹

推进“双一流”建设进程。
(二)统筹资源以推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

“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是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前

提”[11],也是解惑“双一流”建设厚此薄彼现象的重要

方式。具体而言,一是政府层面要做好统筹协调和系

统谋划。“政府所拥有的资源包括资金、设备、场地、
政策和法律法规等,在大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12]。在教育资源掌控和配置上,政府处于绝对主

导地位。依据资源依赖理论,政府应对所拥有的资

金、场地、设备、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教育资源进行统

筹协 调,注 重 “从 控 制 走 向 协 调、以 治 理 代 替 管

理”[13];再结合世情、国情和教情,系统配置资源,以
推动教育均衡化发展。同时,构建西部高校建设资源

扶持政策,以化解厚此薄彼的假象和怪圈。二是要做

好优质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统筹。为避免区域教育

均衡化发展进入“削峰填谷”的悖论陷阱,必须把区域

教育均衡发展和优质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以改变现行

教育唯业绩的考评机制,明确优先发展并非是厚此薄

彼,而是依据国家教育发展实情以打破竞争缺乏的诟

病。同时,“双一流”建设高校要注重在接受政府宏观

指导、监督评估和尊重政策旨趣的基础上,以实际行

动构架教育资源配置实施措施,用好、用活有限的教

育经费,并接受社会群体的监督,以此助推我国区域

教育的均衡化发展,并通过信息透明化来化解其厚此

薄彼的疑惑。另外,为推进区域教育均衡化发展,化
解“双一流”建设厚此薄彼疑虑,还需要参考好有影响

力的第三方评价建议和及时公布评定的具体细则和

标准。
(三)注重教育资源校内规划,实现教育资源效能

最大化

事实上,为了实现以“双一流”建设来盘活高等教

育资源合理配置的目标,不仅要在教育事业经费使用

上做到精确配置各级各类学校的公用经费和人员经

费,严格审查以杜绝张冠李戴;还要在教育基本建设

投资经费上做好大型教学设备购置和校舍建筑的精

打细算,杜绝铺张浪费。以此,通过供给侧优化,来规

划和实现教育经费高效配置,用有限的教育资源办高

质量的教育。现今,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正处于转型

期,资源配置“由集中政府配置向市场参与配置和学

术参与配置方向发生转变”[14]。因此,教育资源的配

置形态应相应地做出调适,政府做好资源配置上的宏

观调控、监督指导和总量调配服务,具体经费的使用

配置权下放给学校层面,落实教育资源配置上的简政

放权和优化配置服务。另外,“双一流”建设的“一流

学科”维度,是引导非985、211高等院校特色发展、打
造优势学科的重要政策支持。在千校一面的背景下,
高等学校很难以特色优势脱颖而出,陷入集体失声状

态。“一流学科”的政策支持,为学校学科布局、拟定

学科倾斜政策,凝练特色学科、继而发展成为优势学

科提供了政策依据。通过特色学科的建设,继而发展

与特色学科相关的关联学科建设,最终形成特色学科

群,而这一过程将极大程度推动学校向特色化方向发

展。

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决定着教育发展的方向、目
标、路径和策略,以“双一流”建设作为我国新时代高

等教育领域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推动高等教育内部

资源的流转与聚集,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推进、优
势特色发展以及提升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

资源力量。认识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植性问题,理解教

育资源需求与供给矛盾,有益于我们透过现象及重重

制度纠葛看到制度的基点,理清制度的层级及脉络,
获得制度体系的全貌。从缓解教育资源需求与供给

这一根本矛盾的角度,确立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是一

切教育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

参考文献:
[1]周光礼.“双一流”建设中的学术突破:论大学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建设[J].教育研究,2016,(5):72-76.
[2]卢晓中.“双一流”建设:破除身份固化[N].中国教育报,2016-09-26(2).
[3]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EB/OL].(2017-01-27)[2018-

04-05].http://www.gov.cn/xinwen/2017-01/27/content_5163903.htm#1.
[4]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EB/OL].(2017-09-

21)[2018-04-05].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43/201709/t20170921_314942.html.
[5]顾明远.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K].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61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2017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快报[EB/OL].(2018-05-08)[2018-04-05].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

201805/t20180508_335292.html.
[7]全 国 高 等 学 校 名 单 [EB/OL].(2017-06-14)[2018-04-05].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moe_634/201706/

t20170614_306900.html.
[8]20余省豪掷400多亿建“双一流”[EB/OL].(2017-02-28)[2018-04-05].http://edu.sina.com.cn/gaokao/2017-03-01/doc-if-

yavwcv9221479.shtml.
[9]温丽萍.教育均衡与教育发展之间的悖论:对教育均衡问题的一种解读[J].教育发展研究,2011,(23):57-61.
[10]黄文伟.中国特色教育政策的评价研究:基于对“211”“985”“双一流”工程政策的比较分析[J].现代教育论丛,2017,(6):2-
6.

[11]翟博.教育均衡发展:现代教育的新境界[J].教育研究,2002,(2):8-10.
[12]李红宇.探析“985工程”建设中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J].教育探索,2010,(11):6-9.
[13]潘懋元,左崇良.高等教育治理的规约机制[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2-19.
[14]康宁.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的基本规律及其发展趋势[J].教育研究,2011,(4):74-79.

TheDeep-rootedIssueofHigherEducationDevelopment
BasedontheDebateof“DoubleFirst-rate”

LONG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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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onstructionof“DoubleFirst-rate”isnotonlythesuccessionofthe“985pro-
ject”and“211project”ofChinashighereducation,butalsothere-planningandinnovationof
highereducationconstructioninthenewera.Thetotalquantitycontrol,opencompetitionand
dynamicadjustmentmechanismproposedintheplanisaimedtosolvetheproblems,suchasiden-
titysolidification,lackofcompetition,one-size-fits-alluniversitiesandoverlappingdisciplines
duringtheprocessofuniversityconstruction.However,intheprocessofimplementation,all
sectorsofthesocietyhaveneverstoppedthedisputeovertheform,procedure,standard,listand
otherissuesof“DoubleFirst-rate”,whichisclarifiedbybothsubjectiveandobjectivetwo-dimen-
sionalclassification,reflectingthedeep-rootedissueofeducationresourcedemandandsupplyin
thedevelopmentofChinashighereducation.“DoubleFirst-rate”focusesontwodimensionsofu-
niversitiesanddisciplines,further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ourcountryshighereduca-
tionby“first-classuniversity”,realizingthedevelopmentstrategyofthecharacteristicdiscipline,

preponderantdisciplineandfirst-classdisciplinebyregarding“discipline”asthebasicunit,pro-
motingreasonableflowofeducationresourceswithinhighereducation,buildinginternalhierar-
chycommunicationmechanismandthedynamicadjustmentmechanismofhighereducation.

Keywords:theconstructionof“DoubleFirst-rate”;allocationofeducationresources;D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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