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985 和 211 大学的区域分布

看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平性

彭 贤，陈礼灶

【摘 要】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平性问题主要体现在高校区域分布不均，尤其是高水平

大学区域分布不均问题更为突出。通过对 985 和 211 大学在东部、中部、西部分

布的差异，以及二者在京津沪、高考大省及其他省分布的差异进行研究，并通过对

东部、中部、西部 985 大学专任教师与新生人数的平均比重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我

国 985 和 211 大学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京津沪地区。由于 985 和 211 大学对

本地生源的照顾，从而加剧了我国高等教育在区域上的不公平。相应的建议是: 增

加中西部 985 和 211 大学的数量并加大支持力度，985 和 211 大学在各省的招生

数要符合其人口比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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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2 年 9 月 1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文件，要求各地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出台异地高考具体办法。那么，这些异地高考具体方法能否根本解决异地高考

问题呢? 答案或许是否定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异地高考现象只是中国高等教育

不公平的表现形式之一，倘若不解决高等教育不公平问题，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异地高考的问题。那我们不禁要问: 中国的教育不公平的根源到底都在哪里?

对于教育不公平的原因，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从教育本身来讨论

教育不公平产生的原因，例如有人认为教育公平包括教育平等及其合理性这两重性

规定，还有人认为可以从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的关系来研究教育公平; 有学者从外

部因素来讨论教育不公平产生的原因，例如有人认为高等教育公平的实质是制度问



题; 还有人认为可以从伦理学、经济学和法学三个维度来对教育公平的实质进行探

讨。

通过文献综述，可以发现，国内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公平的理论探讨上，

实证研究不多，单独讨论高等教育公平的问题也比较少。985 和 211 大学作为我国

顶级大学，对它们在区域分布上的合理性和招生指标分配的合理性进行研究，有助

于了解我国高等教育公平性问题产生的现实原因。所以，本研究希望通过对 985 和

211 大学的区域差异分布进行实证研究来探讨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平性问题，以期对

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 39 所 985 大学和 116 所 211 大学为研究对象。其中，985 大学以

一二期划分为参照，211 大学中的华北电力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中国地质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拥有两个校区，都以两个学校计算( 截止到 2011 年 3 月 31 日) 。

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在文献法的基础上，采用非实验设计和准实验设计的方法，对 39 所 985 大学

和 116 所 211 大学进行东部中部西部分布差异进行卡方检验; 对 39所 985 大学

和 116 所 211 大学进行京津沪、高考大省和其他省份分布差异进行卡方检验; 并

对 39 所 985 大学的大学专任教师与新生人数的平均比重排名进行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1． 985 与 211 大学的区域分布情况

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的 985 与 211 大学分布的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可以看出，以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东部、中部、西部各自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

为理论期望频次，985 和 211 大学在东部的实际分布频次都大于理论期望频次，而

在中部和西部的实际分布频次都小于理论期望频次。其中，地区分布以国家地理分

布为例，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

广东、广西、海南等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

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 9 个省、自治区; 西部地区包括四川、

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 10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这说明我国 985 和 211 大学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分布不均衡，东部分布偏

多，中西部分布偏少。

通过卡方检验可以看出，985 大学在这三个地区的分布差异不显著( P ＞

0．05) ，而 211 大学在这三个地区的分布差异显著( P ＜ 0． 01) 。这说明相对

于 985 大学，我国的 211 大学的地区分布情况更有待于调整或者采取其他的补救

措施。

2． 京津沪、高考大省及其他省的 985 与 211大学分布分析

京津沪、高考大省及其他省的 985 与 211 大学分布的基本情况，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可以看出，以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京津沪、高考大省及其他省各自人口在总人

口的比重为理论期望频次为参照，985 和 211 大学在京津沪的实际分布频次都远大

于理论期望频次，而在中部和西部的实际分布频次都小于理论期望频次。其中，此

处划分以第六次人口普查为例，京津沪为北京、天津和上海这三个直辖市; 高考大

省为河南、山东、四川和广东这四个人口大于 8 000 万的人口大省; 其他省为除以

上省市外的大陆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由此可见，以京津沪、高考大省及其他省

这三个地区的各自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为参照，一方面，在三个地区的 985与 211



大学分布中，京津沪的实际分布频次都远大于理论期望频次，而在中部和西部的实

际分布频次却都小于理论期望频次。

京津沪、高考大省及其他省的 985 与 211 大学分布差异卡方检验的结果，如

表 4 所示。通过卡方检验可以看出，无论是 985 大学，还是 211 大学，在这三个

地区分布的差异都非常显著( P ＜ 0． 001) 。这说明 985 和 211 大学在这三个地

区的分布情况都亟待于相应调整或者采取其他的补救措施。

3． 东部、中部、西部 985 大学专任教师与新生人数的平均比重分析

东部、中部、西部 985 大学专任教师与新生人数的平均比重排名的基本情况，

如表 5 所示。通过表 5 可以看出，前 8 名都是东部地区的 985 大学( 其中有 6 所

属于京津沪地区) ，并且前 23 名只有 4 所 985 大学是中西部大学，其他的 10 所

中西部 985大学都排在 23 名之后。由此可见，东部地区，特别是京津沪地区的 985

大学的办学水平要远好于中西部地区。

综上所述，我国的 985 和 211 大学区域分布总体来说很不合理，具体表现在:

( 1) 东部地区分布较多，中西部地区分布较少; ( 2) 在京津沪地区的分布高度集中，



而高考大省和其他省份严重不足;( 3) 在 985 大学的师资配置方面，东部地区要好

于中西部地区。形成以上的不合理局面，有其历史、经济、政治及文化发展水平等

诸多方面的原因。



那么，我国的 985 和 211 大学在区域分布上的不合理，到底对我国的高等教

育公平有何影响? 以清华大学为例，2012 年清华大学在北京实招人数为 363 人，

在河南招生计划为 91 人，在河南招生人数约为北京招生的 1/4。然而，我国第六

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京人口为 1 961． 2 万人，河南人口约为 9 402． 4 万人，

河南人口为北京人口的 4． 79倍。由此可见，北京人上清华大学的机会约为河南

人上清华大学的 19．6 倍。北京大学本科 2012 年在北京录取学生总数为 366 人，

在河南招生计划为 108 人; 而北京集中着 8 所 985 大学和 26 所 211 大学，河南

1 所 985 大学都没有，211 大学也仅有 1所。显然，北京人上 985 和 211 大学

的机会要远远大于河南省，也远远大于其他高考大省。由此可见，通过以上的研究

可以得知，京津沪地区、东部地区的学生接受优良高等教育的机会要远高于其他的

地区。985 和 211 大学在区域分布的不合理性是一方面，而其对本地生源的照顾又

在另外一方面加剧了其招生方面的不合理性。

四、对策与建议



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个基本方面。我国宪法很明确地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个公民都有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利。那么，法律上的高等

教育权利平等是否代表着实际上的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呢? 很明显，通过以上的研究

表明，我国的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机会是不均等的，东部地区的高等

教育机会要好于中西部地区; 京津沪的高等教育机会更是好于高考大省和其他省份;

而中西部 985 大学的师资配置方面也不如东部地区，进一步表现出了这种机会的不

均等。所以，针对由 985 和 211 大学在我国地区分布的不均等而导致的高等教育

机会不均等，我们建议如下:

1． 增加中西部地区的 985 和 211 大学的数量

通过以上的研究表明，无论是 985 大学，还是 211 大学，中西部的分布都显

然偏少。985 大学是我国顶级的大学，相对而言要在中西部扩大 985 大学的数量，

可能难度很大，因为创立一所好大学是需要时间和基础的。而扩大中西部的 211 大

学是确实可行的，毕竟我国在 2008 年前后，把原来的海南大学、宁夏大学、青海

大学、西藏大学、石河子大学等普通高校都升级为 211 大学，使得我国大陆的每个

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都至少有 1 所 211 大学。我们认为这是很符合我国高等教

育的国情的，特别是在考虑到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前提下。

2． 加大对中西部 985 和 211 大学的支持力度

以上研究表明，中西部地区 985 和 211 大学的师资配置方面远不如东部。所

以，有必要对中西部地区的 985 和 211 大学加大支持力度，除了政策之外，还要

改善中西部 985 和 211 大学的师资配置情况。另外，在财政政策上给予中西部地

区 985 和 211 大学更多的倾斜，提高中西部地区 985 和 211大学的老师工资和待

遇，使中西部地区 985 和 211大学能留住和吸收更多的好老师，等等。

3． 985 和 211 大学在各省的招生数要符合其人口比重

如果使现有的 985 和 211 大学在各个省份的招生更符合各个省市地区在全国

中人口的比重，那么上述两方面的不足都可以得到实质性的改进。毕竟，高校区域

性分布的形成有其历史、政治和文化等原因; 而加大对中西部 985 和 211 大学的

投资力度，使高等教育资源在各个地区的更合理分配，也只能在部分程度上实现高

等教育公平。清华大学 2012 年在北京招生 363 人，比 2011 年的 398 人减少了



35 人，在高考大省的河南省 2012 年为 91人，比 2011 年的 67 人多 23 人; 北

京大学 2011 年在北京实招 399 人，2012 年在北京实招 366 人，减少了 33 人。

可以看出，这两所大学减少本地招生，而扩大高考大省的招生人数，在一定程度上

有利于逐步实现高等教育的公平。当然，或许这还远远不够，全国的 985 和 211 大

学，特别是作为我国顶尖的 985 大学、教育部直属的大学，更需要逐步减少本地招

生，扩大外省招生，使招生的比例更符合各个省市地区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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