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实力提升工程与中西部高校发展

——访云南大学校长林文勋

2012 年，为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缩小区域间高等教育差距，促进中

西部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国家全面启动了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应当如

何理解此项工程对中西部高校发展的意义？面对重大历史机遇，中西部高校应当如

何筹谋学校发展？怎样培养高水平教师？应当如何寻求学校特色、推进学校特色发

展？在提升综合实力的过程中主要面临哪些困难？需要国家哪些支持？本期“高端

访谈”栏目围绕上述问题对云南大学校长林文勋进行了专访。

●国家推出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重大

举措，是调整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一项战略规划。它给中西部高校提供了一个

迅速提升办学实力，扩大影响力，缩小与国内，特别是东部地区高水平大学差距的

重要机会。未来的五到十年是中国高等教育一个大竞争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大洗牌

时代，中西部地方高校可以发展成不同特色和方向的高水平大学，这也应是高校的

未来发展取向。发展的关键是提高抢抓机遇的能力，一方面要加强学校领导班子的

建设，另一方面要调动全校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

《大学》：林校长，您好！为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2012 年，国家启

动了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您如何理解这项工程对中西部高校发展的重要

意义？

林文勋校长（以下简称林校长）：国家推出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即“一

省一校工程”，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重大举措，是调整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结

构的一项主要战略。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是在中西部 13 个没有教育部直

属高校的省份，专项支持一所区域内办学条件最好、实力最强、特色最鲜明、水平

最高的高校进行重点建设，以提升中西部高校的综合实力，使之成为所在区域内的

高水平大学，进而发挥在区域高等教育中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可以说，“一省一校工

程”对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是巨大的。

提升综合实力对于一所综合性大学而言非常重要，它的意义可以放在中西部高



校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例如，建校于 1922 年的云南大学，在抗战时期，随

着大批高校内迁，云南迎来了一个辉煌发展时期。特别是在 1937—1949 年熊庆来

先生出任云南大学校长期间，云南大学办学规模迅速扩大，学科实力显著增强，综

合实力显著提升，1946 年，被英国《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列为中国十五所世界

著名大学之一，实现了从边疆走向世界的梦想。新中国成立后，有两个事件对云南

大学发展产生了影响。第一个事件是 50 年代的院系调整，云南大学一些重要而有

特色的系科，如航空、土木、法律、铁道等被划出并并入当时的北京航空学院、西

南政法学院、长沙铁道学院等高校；工、医、农等先后独立建校，并逐步发展成为

今天的昆明理工大学、昆明医科大学、云南农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等高校。这对

云南大学自身的发展带来很大影响，但换一角度，云南大学也撑起了云南高等教育

的半壁江山，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另一个事件是 1958 年云

南大学由教育部下放云南省管辖，从部属院校变成地方高校。尽管 1978 年国家重

新确定云南大学为重点大学，但与东部高水平大学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因此，这

一次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给云南大学提供了一个迅速提升办学实力，扩

大影响力，缩小与国内特别是东部地区高水平大学差距的重要机会，甚至可以说，

云南大学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

《大学》：为什么这么看重一所高校从部属院校转为地方院校的变化？

林校长：因为两者存在政策上的差异。比如，投入政策。部属高校依靠中央财

政拨款，而地方高校依靠地方财政投入。云南省从改革开放以来非常重视教育，教

育投入也一直在不断增长，但是由于云南是边疆贫困省份，基础教育较为薄弱，所

以云南省投入基础教育的份额比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云

南大学是 1996 年首批进入国家“211 工程”的高校之一，也是全国第一所进入“211

工程”的地方高校，15年过去了，“211 工程”已经建设了三期，中央财政对云南

大学累计投资了一亿多专项建设资金，这还比不上有的部属院校一年的中央财政拨

款，所以说政策差异还是很大的。

政策差异会对地方高校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地方

高校在重点实验室建设、高水平科研平台以及团队建设乃至研究生院的设置方面一

直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地方平衡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也会加重这个劣势。



例如，部属高校在申报学位点和重大项目时会直接报送教育部，获得名额的机会较

多；而地方高校则需先报省级单位然后报教育部，省级单位的筛选中又会平衡考虑

区域间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问题，把学位点和项目分摊给省内各个地方高校。虽然

机会分摊有助于各高校平衡发展，但是高等教育不同于基础教育，它是要强调非均

衡发展的，即一个区域必须要有一所高水平的大学来引领本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

《大学》：中西部高校如何充分利用类似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等改革机遇来筹谋学

校发展？

林校长：目前，国家进一步加大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力度，取消了重点学科和研

究生院的审批权，这给全国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提供了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平台。

随着发展机遇越来越多，抢抓机遇会成为高校发展的关键。那么，高校如何提高抢

抓机遇的能力呢？我认为，首先，中西部高校要加强学校领导班子的建设。目前，

高校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是领导班子能力与素质的竞争。我们一定要加强学校领导

班子的能力建设，练就一支高素质、有远见、有气魄、有胆识的领导干部队伍，这

样才能增强抢抓机遇的能力。其次，要调动全校师生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只有让广大师生员工全身心地投入、参与到高水平大学建设中来，才能增强学

校抢抓机遇的能力。

我认为，未来的五到十年是中国高等教育一个大竞争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大洗

牌时代。以后的高等教育将是分类发展了，就像中国校友会把中国高校办学层次分

为顶尖大学、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知名大学等。中西部地方高校可以根据自身

情况进行定位，这也应是高校的未来发展方向。云南大学就是要建设成区域性高水

平大学。

●目标责任制为核心的学院制改革符合当前国家教育改革的具体要求，是我国

高等教育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规范管理的一个重要转折。通过进行管理体制与

机制改革，重新划分校院职责，将办学重心与管理重心下移，扩大学院自主管理权，

提高自主运行能力，学院还需要把任务具体落实到系、教研室和教师，这样就把广

大师生充分地调动起来了。通过依靠师生的精神跨越来实现学校的跨越发展。精神

跨越就是要求每一个人必须打破精神上的松懈与懈怠，树立发展的意识与观念，让

每一位老师都把精力投入到学校建设与发展中，彻底打破安于现状的精神状态。其



实，工作的最高境界就是把自己同集体、组织融为一体，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精神

的跨越。精神跨越就是要看师生对学校的认同感，看他们对学校工作的投入程度和

负责态度。

《大学》：在提升综合实力的过程中，您认为中西部高校的主要困难在哪里？

林校长：首先是经费投向问题。入选“一省一校工程”的高校每年都会得到 1 个

亿的经费支持，但是我认为，最终这 14 所高校的建设效果肯定会有所差别，这取

决于各高校如何科学合理使用经费，如何有效调动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只有将这两

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工程的最大效应，仅注重学校硬件投入，忽视软件建

设，学校肯定不会健康发展。

其次，是高水平师资问题。中西部高校在综合实力提升过程中，最缺的就是高

水平的师资。高水平师资既可以直接提高学校的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还能引

领精神跨越。因为在科学研究方面，越是高水平的人才，越是把科学研究、学术追

求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生命的一部分。让高水平人才发挥教学科研上的

引领，发挥精神上的引领，便能改变整个学校的精神面貌，最终实现全校师生的精

神跨越。

《大学》：提升综合实力与师生的精神跨越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如何理解精神

跨越？

林校长：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不仅仅给了我

们政策与经费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们一面引领全校师生员工精神力量的旗帜。

通过统一广大师生员工的思想认识，凝聚大家的智慧，实现全校师生的精神跨越，

并最终实现学校发展的宏伟目标。这一点至关重要。

虽然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的投入很大，但我们要跟东部发达地区的兄弟院校去比

投入，仍是比不上。我们现在是在瞄准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开展全面建设，但我们

在建设，他们也在建设，就像你在跑，别人也在跑一样。所以，如果以投入为条件，

我们永远也追赶不上那些现在已经是高水平大学的高校。那么，我们靠什么来实现

跨越发展呢？这必须靠全体师生的精神跨越来实现学校的跨越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故事来理解精神跨越的内涵。1938 年，清华、北大、南开三

所高校内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条件有限，很多教授只能住在城外寺庙中，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就是其中一位。那时候，钱穆先生从其住处到学校徒步需要走数

个小时，但他坚持每周到西南联大上两次课，从不迟到，从不缺课，风雨无阻，依

靠的就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便是民族精神、民族大义。西南联大

正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创造了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因

此，只有凝聚起广大师生的精神力量，才能实现学校的跨越发展。

那么，学校如何凝聚师生的精神力量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做好组织和服务工

作。美国教育哲学家布鲁贝克指出，大学不是单纯的行政管理单位，它是一个发现、

发表、讲授高深学问的地方。我理解，大学的管理与行政单位的管理不一样，大学

的管理重在四个字，前两个字是“组织”，后两个字是“服务”。只要这四个字的工

作做好了，大学的管理就做好了，我们老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全面调动

起来了。因为，组织与服务是改变大学结构的关键要素。比如，金刚石、石墨都由

碳元素组成，但由于组织结构不一样，金刚石坚硬无比，石墨却异常脆弱。又如，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生产组织的结构，劳动者的生产活力和创造力被极大地

激发出来，粮食产量成倍增长，虽然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些人，生产工具还是

那样的生产工具。由此看来，组织结构不同，效益、结果差别会很大。所以，我非

常强调组织的功能。

在我看来，校长就是要做好组织工作，把师生有效地组织起来，把资源有效地

组织起来，在组织师生、资源的过程中，为大家做好服务，这就是校长的定位。同

样，我们各个处长、院长也要做好组织工作，做好服务工作。校长及学校管理者要

借助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等改革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同时加强精神文化建设，提高

学校的软实力。只有这两方面并重建设，才能全面推动学校的发展，实现真正跨越。

《大学》：您对精神跨越有具体性的描述吗？

林校长：有。中央反复强调我们面临的一大危险便是精神懈怠的危险。精神跨

越就是要求每一个人必须打破精神上的松懈与懈怠，树立发展的意识与观念，让每

一位老师都把精力投入到学校建设与发展中，彻底打破安于现状的精神状态。其实，

工作的最高境界就是把自己同集体、组织融为一体，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精神的跨

越。精神跨越就是要看师生对学校的认同感，看他们对学校工作的投入程度和负责

态度。如果一所学校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从周末很少见到人到周末校园里面到处都



是人，学习、研究呈现一派忙碌景象，这就是学校精神面貌好的显性特征，也就是

学校实现精神跨越的重要基础。

《大学》：精神跨越需要有精神追求的高水平教师。您认为中西部地方高校的区

域劣势能聚集或培养这样的教师吗？

林校长：中西部地方高校一方面要稳住现有人才，引进优秀人才，另一方面要

加大本土人才的培养力度，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常讲，要以待遇留人、感情留人、

事业留人，但对于一个有事业心的人才来讲，事业留人是最重要、最核心的。然而，

中西部地方高校的工作环境、平台建设和发展空间与东部高校相比还存在着一定差

距，难免会出现人才“孔雀东南飞”现象。以“长江学者”为例，由于受到地域限

制和经济发展因素影响，东西部在待遇上相差就较大。

现阶段，云南大学正在推进以目标责任制为核心的学院制改革。通过管理体制

机制改革，重新划分校院职责，将办学重心与管理重心下移，扩大学院办学自主权，

提高自主运行能力，以调动学院自我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还对

学院目标责任制进行考核和评估，以推动学院不断发展。各学院、部门每次需要制

定未来三年的目标任务，并将目标任务具体落实到每一年，完成情况交由学校相关

职能部门审核。如科研目标要报到科研处去审，人才培养目标要报到教务处和研究

生院去审。在学校与相关学院、部门签署目标责任书后，学院还要进一步去落实，

具体到系、教研室、教师，这样可以把广大师生充分调动起来。以目标责任制为核

心的学院制建设来激发广大师生的活力，这有助于增强教师的责任心、使命感以及

对学校的认同感。目标责任制为核心的学院制改革符合当前国家教育改革的要求，

是我国高等教育从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规范管理的一个重要转折。

《大学》：中西部高校如何面对高等教育生态环境中的人才竞争，甚至激烈竞

争？

林校长：我个人认为，目前我国高校之间存在激烈竞争，特别是在人才引进方

面，高校办学的生态环境还需进一步完善。在人才引进方面，尽管我们也出台了相

应的激励办法，但在待遇、条件支持上与东部地区还有较大的差距，所以有的人才

引不来，困难很大。其实，国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2013 年教育部办公厅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人才引进工作的若干意见》，支持高层次人才向中西部



高校流动，要求东部高校不得到中西部高校招聘“长江学者”。希望国家在改善不良

竞争局面的同时，一方面给中西部地方高校提供更多的公平竞争机会，因为只有机

会公平，才能追求结果公平；另一方面对中西部地方高校在人才队伍建设上给予特

殊支持和政策倾斜，例如“长江学者”的评选、教育部创新团队的评选向中西部地

区适当倾斜等。

高水平人才的流动，一个是看地域，一个是看待遇，更重要的是看这个地方的

工作环境、平台和空间，包括跟学术界的交流。因此，中西部高校的发展面临很多

困难和问题，但是这些困难和问题要在发展当中来解决。我们只有加快自身的发展，

才能彻底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如果等着国家来解决，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特色是历史的积淀，是区域特色性的反映，是典型事物的典型表现。资源是

一个静态的，只有当它跟技术、研究力量有机结合起来，资源优势才能转化成经济

优势、办学优势等综合性现实优势。高校办学的优势发展也是这个道理。我们要最

大限度地将资源优势转化成学科优势和科研优势，提高学科建设水平和科学研究能

力。中西部高校要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发展之路，就要学会把区域优势和资源优势转

化为学科优势，把学科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努力打好民族多样性与文化多样

性这张牌，打好生物多样性这张牌，打好地理位置这张牌。

《大学》：区域高水平大学需要突显办学特色。您认为综合性大学应该如何寻找

自己的特色？

林校长： 为适应中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要求，打破千校一面的局面，综合性

大学就要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发展之路。那么，如何理解特色呢？我认为，可以从三

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特色是历史的积淀。特色本身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是在一个历史过程中

慢慢积淀起来的。其次，特色是区域特殊性的反映。例如，我国很多大学都有生命

科学学院，但是云南大学的生命科学学院与其他大学的肯定不一样。因为云南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是立足于云南生物多样性来开展生命科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的，它是

区域特殊性的一个反映，这就是我们要加快资源优势、区域优势转化为学科优势的

原因。最后，特色是典型事物的典型表现。也就是说，你已发展到相当程度，具有

引领性，别人难以与你竞争，这就是一个典型事物的典型反映，我们可以把它作为



特色来建设。

《大学》： 基于历史、区域、典型事物形成的大学特色应如何加以强化？

林校长：其实，三种特色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比如说，我们的生物多样性，

它是区域的特色，也是一个历史的积淀。这其中，抓住区域特色很关键。大学只要

把区域特色抓住了，区域特色就可以渗透进很多学科当中。比如，我们打生物多样

性这张牌，学校很多学科都可以参与进来，如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与环境学院、

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学院、国际河流与生态安全研究院、农学院、医学院、化学科

学与工程学院等，至少七八个学院能参与到生物多样性区域特色建设中来。再比如，

我们打民族多样性这张牌，除民族研究院外，文化产业研究院可以从事民族文化产

业管理研究，经济学院可以从事民族经济研究，法学院可以从事民族法学研究，公

共管理学院可以从事民族政治研究等。可见，区域特色的渗透性是很强的。

《大学》：可以说，区域的这些资源性特色是一直存在的，为什么还会产生大学

寻找不到办学特色的问题？

林校长：资源是一个静态的，只有当它跟技术、研究力量有机结合起来，资源

优势才能转化成经济优势、办学优势等综合性现实优势。资源与技术的结合存在程

度的问题，如果科学技术发展跟不上资源转化的要求，优势的发挥就会变慢，甚至

资源的优势根本就发挥不出来，一切依赖于这些资源的各种活动也就形成不了特色

和优势，其发展的差距就会落下来。不然的话，云南资源条件那么好，为什么经济

发展上不去？我个人认为，这与区域资源优势与现代科技结合得不好有关，资源优

势不能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经济优势。

高校办学的优势发展也是这个道理。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将资源优势转化成学科

优势和科研优势，提高学科建设水平和科学研究能力。

《大学》： 您如何推进学校的特色发展？

林校长：我们主要是努力推进“两大转化”，即将区域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学

科优势，再将学科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根据这“两大转化”，我们努力打好“三

张牌”。一是打好民族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这张牌，云南是多民族省份，依靠这一优

势，大力发展民族学科，创建民族研究高地，保持全国领先地位。二是打好生物多

样性这张牌，依托云南省生物多样性特点，努力建设生物学和生态学学科高地。在



2012 年国家学科评估排名中，云南大学的生态学排名全国第二，生物学排名全国第

九。三是打好区域优势这张牌，由于云南大学地处我国西南边疆，紧邻东南亚、南

亚，因此我们努力建设好边疆学科，建设好国际关系学科。

●借助综合能力提升工程盘活现有学科资源关键是做好顶层设计。学校好比茫

茫大海中的船，而书记、校长好比掌舵人，如果没有做好顶层设计，两位掌舵人便

不知道将船驶向何方。还要努力搭建基础学科建设和应用型学科建设之间的通道。

有效地把重点学科专业建设与基础学科专业建设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布局和筹划。

通过学科方向的设置，把基础学科与重点建设的特色专业、特色学科有机地融为一

个整体。

《大学》：中西部高校应如何借助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盘活现有学科资源？

林校长：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的建设指向两个方面，一个是关键领域，一个是薄

弱环节。在盘活现有学科资源上，我们主要是做好顶层设计，没有顶层设计是根本

实施不好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的，这个顶层设计就是学校的发展战略。学校好比茫茫

大海中的一艘船，而书记、校长好比掌舵人，如果没有做好顶层设计，两位掌舵人

便不知道将船驶向何方，那是很危险的。根据学校自身的定位以及特色发展的要求，

我们提出了学科建设的“三五工程”，即：打造民族学、生物学、生态学和边疆研究、

国际问题研究 5 大学科高地，建成文学、理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 5 大学科

集群，培育农学、医学、天文学、水学、地学 5 大学科新优势。通过这样的定位，

我们希望实现重点建设、重点突破和整体发展。

《大学》：您提到的学科建设“三五工程”似乎更利于应用学科的发展，这样会

不会将基础学科边缘化？

林校长：不会。云南大学是以基础学科为主体的综合性大学，基础学科是基石，

我们是把重点学科建设与基础学科建设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布局和谋划的，它们之

间只会产生相互促进的作用，不会因为走特色发展之路而影响基础学科的建设。我

们通过学科方向的设置，可以把基础学科与重点建设的特色学科有机地融为一个整

体。以云南大学历史学为例，它之所以能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和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权，关键在于把民族特色与边疆优势融入了其中，合理设置了中国民族史、西南地

方史、中国西南与周边国家关系史、区域经济史与民族经济史等不同的学科方向，



通过特色学科带动基础学科，从而实现特色学科与基础学科协同发展。

《大学》：您认为能搭建起基础学科建设和应用学科建设之间的通道吗？尤其是

文史哲类的学科如何与应用学科链接？

林校长：能。他们之间并不矛盾，可以通过学科不同方向的设置来实现链接。

如上面所讲，云南大学通过历史学在学科方向上的设置，就很好地打通这一基础性

学科与其他学科包括应用学科之间的通道。比如，中国民族史方向，跟民族学高地

有机联系了起来；西南地方史方向，跟地理学、环境问题很好地打通了关系；中国

西南与周边国家关系史方向，打通世界史与中国史的联系；中国经济史，重点开展

了区域经济史与民族经济史研究。客观来说，如果我们历史学不是朝这样的特色方

向发展，而是简单的一个中国古代史、世界史去申报全国重点学科，可能到今天都

不可能建成全国重点学科。再比如，文学学科是基础性学科，但民族民间文学、东

南亚和南亚华文文学等研究是我们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还有少数民族地区文

学、文艺批评与理论等。所以，通过学科方向的多样化设置，可以把基础学科或者

是重点建设的特色学科紧密地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做活学科建设这盘棋。

●大学对区域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大学服务好国家的前提便是要先服务好所

在的区域。与所在区域的结合度、紧密度、关联度越高，大学发展的空间也就越大，

也更可能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中西部高校还迫切需要国家办

学政策支持，特别是平台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上的扶持。还希望中西部高校综合实

力提升工程能成为常态化项目，而不是有期限的扶持工程。通过发扬“钉钉子精神”，

扎扎实实打好基础，立足学校长远发展，在发展中解决所有困难和问题，这样学校

就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大学》：目前，许多地方高校都提出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办学

目标。您如何看待高校发展与区域、全国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林校长：我认为，区域不仅指本省，它应被理解为一个更宽泛的概念，或者说

是打破区域的空间概念，形成具有相同类型特征的发展区域。由此，云南大学区域

定位是我国西南、东南亚以及南亚。根据云南大学的发展思路，我们制定出了区域

性高水平大学建设规划，包含“一个目标”“三大步骤”和“三篇大文章”。“一个目

标”即把云南大学建设成为中国一流世界知名区域性高水平大学。根据这个目标，



我们实施“三步走”战略：2012-2015 年，依托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全面

开启云南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2016-2023 年，适逢百年校庆之际，高水平大学建

设取得明显进展；到 2030 年，基本建成中国一流世界知名区域性高水平大学。其

中，要做好“三篇大文章”，即管理文章、资源配置文章和条件保障文章。未来高等

教育的发展一定是分类发展，云南大学会努力在所属分类中发展成为有实力的高水

平大学。

目前，大学对区域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大学服务好国家的前提便是要先服务

好所在的区域。与所在区域的结合度、紧密度、关联度越高，大学发展的空间也就

越大，也就更能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大学》：您不担心区域劣势留不住高校毕业生吗？

林校长：我们真心希望云南的学生都能走出去，去增长见识，去开拓视野。今

年云南高校要完成 10% 的省外就业目标，这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其实，本地

就业仍然是地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流，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浓厚的故乡

情结。例如，云南高校的毕业生大都是云南土生土长的，出于对家乡的眷恋，更愿

意留在家乡发展。第二，竞争压力过大。“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走出去后会面临

更大的竞争压力，这也是很多毕业生选择留下发展的原因之一。

社会有自动调节机制，人的发展也是一样。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人才能获得

更好的发展。所以，地方高校的毕业生选择地方就业不足担心，关键是要培养出真

正能为地方做出贡献的优秀人才。

《大学》：为实现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和区域性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目标，您认为中

西部高校还需要哪些支持？

林校长：一方面，中西部地方高校特别需要办学政策上的支持，特别是平台建

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如果拥有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中心，便可以更好地引

进人才，师资队伍做强后便可以最大限度地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科研优势。另一方面，

非常希望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能成为常态化项目，而不是有期限的扶持工

程。入选的每所学校都已根据工程目标制定了未来五年的建设规划方案，制定的建

设方案不仅仅是对学校未来 5年发展的思考与梳理，还综合考量了未来相当长历史

时期学校的定位、发展和战略举措。比如，云南大学就研究了学校未来 20 年的长



远发展，根据长远发展定位未来 5 年的发展方向。如果工程不再继续，实际上就终

止了学校的建设发展进程。这个就像经济学家常说的“自行车平衡原理”一样，自

行车只有不断地往前走，它才不会倒下；如果戛然停止，它就一定会倒下。教育也

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迫

切希望综合实力提升工程能够常态化。在建设过程中，做到不急功近利，不做表面

文章，真正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教学科研为中心，以师资队伍为关键，扎扎实实

地打好基础，立足学校长远发展，在发展中解决所有的困难和问题。就像习近平总

书记提倡的发扬“钉钉子精神”，只要一锤一锤地把每颗钉子钉牢、钉实，学校就一

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2013 年，我们成立了“中西部高校联盟”。我觉得这个联盟是一个大家互相交

流、学习、借鉴和共同促进、发展的平台。14 所高校进入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

工程，总会面临一些共性问题，“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联盟的建立可以形成一种

定期交流沟通机制，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当然，联盟要发挥好它的作用，必须是

开放的，要有开放的思路，开放的理念，还要加强与其他联盟和高校的团结与协作，

这样才能使整体实力得到提升。我认为，高校只要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

规范引人、用人制度，就一定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

《大学》：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