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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动态 

 

 

中心师生共庆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四十周年华诞 

2018 年 5 月 17 日，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四十周年庆祝会暨新时代高等教育研究

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科学艺术中心音乐厅隆重举行。出席院

庆大会的嘉宾有厦门大学校长张荣、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厦门大学校友会总理

事长朱崇实、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中国高教学会副会长管培俊、华中师范大学教

育学院周洪宇教授、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谢维和、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杨德广、国

际知名高等教育专家许美德，以及张德祥、张应强、卢晓中等知名院友和眭依凡、阎光

才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吴岩司长宣读了林蕙青副部长的贺信。来自全国各高校

的近 500位代表出席了庆典。院党委书记郑冰冰主持庆祝会，院长刘海峰教授致欢迎词。

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心名誉主任潘懋元先生发表讲话，提

出要追求“第一”，不做“唯一”，还对互联网与高等教育、对机器人进行情感教育等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中心成功举办“新时代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学术研讨会” 

2018年 5月 17-18日，由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新时代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

育内涵式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成功召开。参加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包括厦门大学

校长张荣、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厦门大学校友会总理事长朱崇实、中国教育学

会会长钟秉林、中国高教学会副会长管培俊、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周洪宇教授、清华

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谢维和、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杨德广、国际知名高等教育专家许美

德，以及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眭依凡、张应强、阎光才、卢晓中等专家、学者及学生代表

逾 300人。开幕式上，吴岩司长、钟秉林会长、谢维和教授等分别作主题报告。会议设

三个分论坛：第一分论坛就新时代高等教育学科发展、高等教育学科发展与高等教育研

究机构建设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探讨；第二分论坛以“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内

涵式发展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内涵、理论与动力机制为研讨焦点；第三分论坛着眼

于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教学模式改革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等实践问题展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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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冰冰书记、别敦荣主任带领 2017 级博士生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调研 

2018 年 6月 3-8 日，郑冰冰书记、中心别敦荣主任、陈斌助理教授带领 2017 级全

体博士生前往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进行为期一周的调研。调研团参观了学校的信息图文中

心、轨道运输学院、汽车工程学院、飞行学院和艺术设计学院，分组围绕“产学合作教

育”、“新工科建设”、“一体两翼与学校转型发展”三个主题，分组展开访谈、问卷

调查、课堂观察、座谈等形式多样的深入调研，各组还做了专项反馈报告。别敦荣教授

作了题为“关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改革与发展的几点思考”的战略咨询报告。 

 

别敦荣教授著作《现代大学制度：原理与实践》出版 

中心主任别敦荣教授的著作《现代大学制度：原理与实践》一书于 2018 年 4 月由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现代大学制度原理，主要阐述了现

代大学制度的基本范畴、现代大学制度的价值及其矛盾关系、现代大学制度的公正性和

现代性以及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及其特色等；下篇为现代大学制度实践，主要阐述了我国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部分实践尝试。该书为别敦荣主编的《现代大学制度与治理改革研究

丛书》之一册。据悉，该丛书已出版 4册。 

 

刘海峰教授英文著作《中国科举文化》出版 

2018年 4月，中心刘海峰教授的英文专著《中国科举文化》由英国帕斯国际出版有

限公司（Paths International Ltd）出版。英文版《中国科举文化》在中文版的基础

上加以调整加工，分为科举制百年祭、科举教育的得失、科举文化的影响、科举学的形

成四个部分。这意味着《中国科举文化》进入了国外主流学术发行传播渠道，对进一步

推动厦门大学教育学科的国际化、扩大中国学者在国际汉学界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别敦荣教授著作《大学教学原理与方法》出版 

    中心主任别敦荣教授的著作《现代大学原理与方法》一书于 2018 年 4 月由中国海

洋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阐述了现代大学教学改革的一些理论和方法问题，主要涉

及现代大学教学发展、现代大学教学思想、大学课程原理、研究性教学、通识教育、一

流本科教学、应用型大学教学改革等主题。该书为别敦荣教授系列著作《中国大学现代

化之道》之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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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敦荣教授应邀为西北工业大学干部教师作学术报告 

2018年 5月 5日，中心主任别敦荣教授应西北工业大学邀请，为该校干部教师做了

题为《“双一流”建设与大学管理改革》的专题学术报告。在报告中，别敦荣教授提出，

要做好“双一流”建设工作，必须厘清三个问题：谁需要“双一流”？“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是什么关系？谁来建设“双一流”；推动“双一流”建设，必须进一步改

革大学管理，具体来讲，要实施战略管理，构建一流的人才培养体系，建立重大成果导

向的科研机制，以及建设一流的校园文化。 

 

别敦荣教授、洪志忠助理教授赴山东潍坊科技学院、潍坊医学院考察调研 

    2018年 5月 24-25日，中心主任别敦荣教授、洪志忠助理教授赴山东潍坊科技学院、

潍坊医学院考察调研。在潍坊科技学院，重点考察了潍坊科技学院管理创新的主要举措。

别敦荣教授受聘担任潍坊科技学院大学文化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潍坊医学

院，主要考察了学校临床教学综合实验室、康复实验室、整形康复医院以及相关办学场

所。别敦荣教授为潍坊医学院干部教师作了题为“新时代医科院校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方

向》的专题学术报告。 

 

别敦荣教授参加第二届全国“双一流”建设与评价论坛 

2018年 5月 25-27日，第二届全国“双一流”建设与评价论坛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召开。中心主任别敦荣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参会，在会上作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品格》主

题报告，重点阐述了世界一流大学所具有的普世、崇学、包容、笃定的品格。 

 

邬大光教授应邀到鲁东大学作学术报告 

2018年 6月 9日，中心邬大光教授应邀到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作题为《高等教

育内涵式发展的“内涵”》的学术讲座。邬大光教授就高等教育内涵与高等教育内涵式

发展作了相关辨析，指出二者关系是目标与手段、归宿与途径选择的关系，并强调人才

培养是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是高等学校发展的根基。 

 

别敦荣教授为广东省高校人事管理工作研讨会作专题报告 

    2018年 6月 14日，中心主任别敦荣教授应邀参加广东省高校人事管理工作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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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会作了题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与师资队伍建设》的学术报告。他着重围绕高等

教育内涵式发展对师资队伍建设的要求、我国高校师资队伍现状和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

策略等问题进行阐述。 

 

《光明日报》整版刊发中心邬大光教授文章 

2018年 6月 19日，《光明日报》第 13版（教育思想版）整版刊发中心邬大光教授

的理论文章《大学人才培养须走出自己的路》。文章从“大学人才培养成为短板”、“对

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反思”、“走出一条属于自己、影响世界的路”三部分进行分

析和论述，认为“今天当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的是全球化的大潮，伴随着中国将成为世

界强国的未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一条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路。 

 

史秋衡教授出席“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解读暨 2018 年广东省本科专业建设研

讨会” 

2018 年 6 月 23 日，由广东省教育厅指导、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学会主办、广

东岭南教育研究院承办的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解读暨 2018 年广东省本科专业

建设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中心副主任史秋衡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作题为“‘国标’与

‘三个一流’建设”的专题报告，报告主要围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

家标准”，阐述“一流本科、一流专业、一流人才”建设。 

 

白杰瑞教授为中心师生开设短学期国际化课程 

2018 年 6 月 26-27 日，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白杰瑞（Gerard A. Postiglione）教授

应邀为中心师生开设短学期国际化课程“高等教育国际化”。课程内容聚焦三大主题，

分别是：“大湾区：创新和香港高教国际化”、“东亚地区的博士教育”以及“全球视

野下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二、学术交流 

 

约瑟夫·斯科特·李教授为中心师生作学术报告 

2018年 4月 2日，美国核心文本与课程协会执行董事约瑟夫·斯科特·李教授应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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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师生作题为“核心文本与通识教育”的学术报告。斯科特教授深入阐释核心文本

与通识教育的概念、来源及特征，论述了美国大学核心文本通识教育发展历程，指出核

心文本和通识课程的多元化价值。 

 

潘懋元先生为师生开讲座 

2018 年 4 月 13 日，中心名誉主任潘懋元先生应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的邀请，作

题为“从宏观背景理性考察新的国学潮”的报告。潘先生的报告分为“厦门大学国学发

展的历史”、“我国历代王朝交替更迭过程中儒学体现出的无限智慧”、“新时代中国

人应怎样对待国学”等三个部分。他指出，复兴国学、提倡儒学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

选择。 

 

赵叶珠教授为中心师生作专题报告 

2018 年 4 月 16 日，赵叶珠教授为中心师生作关于“新西兰汉语教学与孔子学院发

展情况”的专题报告。赵叶珠教授结合自己担任维多利亚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期间的所见

所闻，利用数据详细介绍新西兰汉语教学迅猛发展的状况，细致解读维多利亚大学孔子

学院的汉语教师志愿者等项目，并就国际汉语教学的发展、学科属性、进一步推广汉语

和汉字魅力等问题作了探讨。 

 

郑若玲教授参加“中国教育改革 40周年（1978-2018）”高端论坛 

   2018年 4月 21日，中心副主任郑若玲教授参加由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主办的

“中国教育改革 40 年（1978—2018）”高端论坛。郑若玲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高考

改革的困境与突破”的学术报告，报告回顾了我国高考改革取得的辉煌成就和面临的现

实困境，并对我国未来高考改革的方向作出展望。 

 

中心师生代表参加《江苏高教》2018 年高层论坛 

2018年 4月 21日至 22日，中心主任别敦荣教授、武毅英教授率部分博、硕士生代

表参加在南京举行的《江苏高教》2018年高层论坛。本次论坛围绕“双一流”建设的诸

多议题展开讨论，别敦荣教授作了题为“‘双一流大学’何以可能成功”的学术报告。 

 

熊秉纯教授为中心师生开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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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4月 23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熊秉纯教授（Dr.Ping-Chun Hsiung）

应邀为中心师生开设第 83 期“厦大高教讲座”，讲座的主题为“质性研究的探索与实

践”。熊秉纯教授根据自身经验，不仅对定量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还

特别对质性研究方法的实践与学科发展等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丽安娜主任为中心师生开讲座 

2018 年 5 月 10 日，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可持续发展办公室主任丽安娜（Leanne 

Denby）受邀为中心师生开设第 84期“厦大高教讲座”，讲座主题为“高等教育可持续

发展之实践”。丽安娜主任围绕着“什么是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大学与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展开热烈的讨论。 

 

许美德教授为中心师生开讲座 

2018 年 5 月 16 日，国际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许美德教授受邀为中心师生开设第 85

期“厦大高教讲座”，讲座题目为“印度学识与中国高等教育起源的礼鉴”。许美德教

授的报告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以 TAXLA和 NALANDA为例讲述印度的修道院和早期学术机

构；阐述印度书院对中国书院制度及科举制度的影响；讨论大乘佛教和妇女学识空间；

以中国当前的一流大学建设为例评述中国的书院和现代大学。许美德教授还对“当前中

国一些高校为适应所谓的西方排名而取消属于自己的东西”的现象提出一定质疑。加拿

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国际事务高级主管潘乃容博士陪同来访。 

 

王洪才教授科研团队赴南昌工程学院瑶湖学院开展调研 

2018年 6月 13-16日，中心王洪才教授带领部分硕博士生到南昌工程学院瑶湖学院

开展调研，本次调研主要目的是对瑶湖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的实施情况进行诊断性评估。

王洪才教授科研团队分组对学院管理人员、任课教师以及毕业生进行深度访谈，对瑶湖

学院毕业生、普通学院毕业生分别发放问卷进行调查。最终形成访谈记录反思报告、瑶

湖学院与普通学院学生差异比较分析报告、瑶湖学院就业方向评估报告等七份调研报

告。 

 

张应强教授为中心师生开讲座 

2018 年 6 月 29 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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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强教授为中心师生分享了他关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张应强教授从当前高等

教育学发展的“隐忧”出发，探讨了高等教育学发展存在的“七大问题”。他基于研究

领域论与学科论的争论、中西两种学科制度下的高等教育学发展趋向，提出必须要坚持

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取向”，“作为现代学科的高等教育学”或许是学科建设的破局立

命之道。 

 

三、最新论文目录 

 

别敦荣，易梦春：普及化趋势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格局——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统计研究所相关数据的分析 

《教育研究》2018（04） 

 

别敦荣：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中国高教研究》 2018（06） 

 

史秋衡，王芳：我国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结构问题及要素调适 

《教育研究》2018（04） 

 

王洪才：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兴起、意义与局限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3） 

 

徐岚，陶涛：跨学科研究生核心能力及其培养途径——基于美国 IGERT 项目的分析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8（05） 

 

刘海峰：恢复高考的重大意义与深远影响 

《中国高等教育》2018（11） 

 

刘海峰：高考专业选择：热门的不如适合的 

《光明日报》201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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