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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性和特性的发展中形成个性

———行业特色高校的建设之道

刘献君

【摘　要】行业特色高校在建设中要关注高校共性、行业特性，并在两者相“加”中形成自己的个性。学科建设方面，要从

单科、融合多科，走向综合发展。课程体系方面，要使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相互渗透，学校课程与业界课程相互借鉴。科

学研究方面，要调整思路，把握前沿，产教融合，合作共赢。学校文化方面，要优选行业、地缘载体，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校

文化。学校资源方面，要重视资源转化，实现经费来源的多元。

【关键词】行业特色高校　共性　特性　个性

　　行业特色高校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建设作出了

突出贡献，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行业特色高校，顾名思义，其特色十分突出。

但个性不等于特性，个性等于共性加特性。行业

特色高校建设中，要关注高等学校的共性、自身的

特性，更要关注将共性和特性相“加”，在集成、融

合中形成自己的个性。

首先，要关注高等学校的共性。高等学校的

共性，就是高等学校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性。无

论什么类型、层次的高校，都必须认识和遵循：大

学的根本目的是立德树人，大学是理念组织，文化

是教育之根，学科是大学的基本元素，教师是办学

的主体，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生命力所在，共同治理

是大学的管理之道。

其次，要关注行业特色高校的特性。行业特

色高校的特性主要体现在：具有得天独厚的行业

优势和地缘优势，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学科优

势特色十分突出，针对行业需要开展科学研究，学

科生态相近且集中、有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优势。

行业特色高校还不能就此止步，更要在高校

共性和行业特性两者相“加”中，形成自己的个性。

本文就行业特色高校在学科建设、课程体系、科学

研究、学校文化、学校资源等方面如何形成自己的

个性谈一些认识。

一、学科建设：突出特色，融合多科

行业特色高校在学科建设上都面临同样的问

题：如何从单一学科走向多科和综合。由于历史

原因，行业特色高校在创建及初步发展阶段，学科

都比较单一。随着社会、科技和教育的发展，这种

格局满足不了为社会、行业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

要。

中外高等教育发展历史表明，高校的综合性

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因为：

第一，学科交叉是学科发展的重要趋势。从学科

发展历史看，学科由高度综合、高度分化，现在走

向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从学科发展现实

看，多学科交叉才能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产

生新理论；多学科参与研究，才能产生新的生长

点，推进学科发展，并产生交叉学科。第二，行业

综合性的需要。任何行业都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

的，涉及社会方方面面，需要多种学科参与教学和

研究。以医疗行业为例：医疗不仅需要医学，还需

要生物、化学、物理等基础学科；人造器官涉及金

属材料、非金属材料、有机材料、无机材料及相应

技术；病情检验需要信息技术、计算机、激光、机械

等学科；病情与环境关系密切，需要环境学科、公

共卫生等；医疗面对的是人，人有精神、思想、情

绪，需要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知

识。第三，有利于形成开放、互动、创新的学校文

化，培养高素质人才。办大学就是办一个氛围。

学校主要给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环境，让学

生自己学习、反思，自我教育、自我成长。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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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有利于形成学校良好的校园文化，有利于

学生健康成长。

２０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不少行业特色高校，

或因为认识到多学科的重要性，或因为招生的压

力，或因为攀比其他高校，开始增加新学科，特别

是法学、新闻学、管理学、社会学、会计学、数学、物

理、计算机等。由于这些学科与原有学科没有联

系，加之师资等准备不足，形成离散多科，教学质

量不高，不仅没有走向综合性，而且削弱了原有优

势学科。从单科到离散多科，部分行业特色高校

在学科建设上走了一段弯路。

经过一段弯路，部分行业特色高校开始考虑

共性和特性的结合，从单科到发展融合多科，这是

行业特色高校走向综合性的必经之路。无论哪一

类高校，多科性、综合性必须建立在本校优势特色

学科的基础上。如２０世纪初，耶鲁大学排名一直

不理想。４０年代初，下决心发展物理学科，经过

多年努力，效果不佳。５０年代起，转为发展经济

学，经过几年努力，经济学科进入美国前三名，学

校排名大幅度前移。究其原因，耶鲁大学有厚重

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支撑了经济学科的发展，而

物理学当时找不到合适的发展空间。部分行业特

色高校认识到这一学科发展规律以后，开始重视

依托本校特色优势学科，发展其他学科。如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的特色优势是“三航”———航空、航

天、民航，全校所有学科都依托“三航”，在“三航”

领域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求得发展，学校单一

学科走向了融合多科。

不能就此止步，还要从单科、融合多科，走向

综合发展，形成行业特色高校有自己个性的学科

体系。这一过程中，要通过知识对流、模式组合、

方法碰撞、理论互鉴等，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过多年探索、建设，形成了自

己的学科体系：顶尖工科、一流理科、精品文科、优

势医科。西北工业大学按照“新兴、交叉、融合”的

思路，采用“老树发新枝”“移大树、种树苗”的方

法，形成了与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相适应的“工、理、

文、医”协同发展的特色学科体系。［１］

二、课程体系：通专结合，相互渗透

课程是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依据，是实现教

育目标的基本保证，是学校一切活动的中介。行

业特色高校建设中，必须探究课程建设，形成有自

己个性的课程体系。

课程的重要性体现在四个“结合点”。课程是

学校和社会的结合点，社会在发展，行业在进步，

社会、行业的变化和发展，对学校人才培养提出了

新要求，学校唯有改变课程以适应社会对人才的

需求。课程是学生和学校的结合点，学生到学校

来学习，学习什么？学习课程。所有课程达到学

校要求，学校则发给学生毕业证书。要培养高素

质的学生，必须形成高水平课程体系。课程是教

学和科研的结合点。科研如何反哺教学，重要方

式是将教师科研中形成的学术观点，体现在课程

教学之中，从而提高课程质量，进而培养高素质的

学生。课程是学生个体和学校文化的结合点。文

化是教育之根。学生在校大多数时间是进行课程

学习，在课程学习中感受、体验学校文化，丰富情

感，提升品质。因此，课程十分重要。在课程改革

和建设中，要处理好五个关系：通识和专业、共性

和特性、必修和选修、理论和实践、课内和课外。

行业特色高校在形成具有自身个性的课程体

系中要关注以下方面：

建设高水平的专业核心课程。和国外一流大

学课程体系相比，我国高校课程体系中，专业核心

课程相对门数过多，内容过浅，达不到培养高素质

专业人才的要求。专业核心课程中，要十分关注

专业基础课程。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都曾邀

请国内外著名学者进行专业评估，国外学者们提

出共同的问题是，中国大学课程体系中，专业基础

课程过弱，如机械制造专业的力学课程太少，严重

影响了学生专业的理论深度。重要原因之一，是

我们在制订课程体系中，大量公共课程是国家规

定的，不能动；制订课程体系是专业教研室的老

师，自己的课程要保证；因而只好减少专业基础

课。因此，形成课程体系过程中，要根据专业需

要，广泛吸取各方面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参加，共

同探讨。

形成精品通识课程。学生在学校既要成才、

更要成人，不仅要学习专业课程，更要学习通识课

程。通识课程内容浩如烟海，必须有选择。行业

特色高校要根据学生成长需要，选择几门通识课

程，将其打造成精品课程。

通识和专业课程相互渗透。科学和人文是相

通的，科学、人文都是人自己的事业，是一个主体

的两种要求、两方面表现和两手选择。科学是人

创造的，科学必然渗透人文精神。人文在增进知

识，开阔视野，释放思路，升华境界，乃至于推动科

学发展方面有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２］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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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高校在课程建设中，要将通识和专业两者结

合，在讲授通识、基础课程时结合专业课程要求，

讲授专业课程时渗透人文方面的理论、知识。

学校课程与业界课程相互借鉴。现在，行业

发展很快，很多大型行业都有自己的培训系统和

课程教材。行业课程教材紧扣先进技术、更新快，

高校要引进行业教材，为我所用。同时，依靠业界

创造性开设新课程，以满足学生需要。如卡内基

梅隆大学依靠业界开设，并由设计师、工程师和市

场营销人员共同参与，为工商管理系学生开设的

“综合性产品开发记录”课程，就很受欢迎。［３］

课程建设的关键是师资。行业特色高校课程

师资除共性要求以外，要特别关注两点：一是大师

引领。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一般由大师创建，如

李四光创办中国地质大学，而且拥有一批院士，因

为高水平行业特色高校，其学术水平处于本行业

的制高点，产生了一批院士。课程由大师引领，能

将课程提到高水平。二是业界老师参与。行业特

色高校要重视业界老师参与，这也十分重要。

三、科学研究：把握前沿，合作共赢

科学研究是探求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

规律的活动。科研是大学的三大职能之一，不仅

要产出研究成果，而且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因

此，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行业特色高校的科

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与行业发展密切相关，

开展科学研究，首先要探索面临的新情况。

行业特色高校面临的新情况主要表现在：第

一，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系统和经济生产系统

交融、互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式知识基础结构

开始取代学科式知识基础结构，成为经济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知识生产更多在社会范围内进行，

功用性和可验性成为知识生产的标准。这种改变

最终体现为知识生产系统和经济生产系统的交

融、互动。［４］这要求处于知识生产系统主体地位的

大学和属于经济系统基本单位的企业，要紧密结

合，形成非线性创新模式。第二，新业态不断涌

现。由于信息技术革命产业升级、消费者需求倒

逼等原因，新业态不断涌现，如智能工业机器人、

数字员工、电子商务、现代物流、３Ｄ打印、观赏农

业、生物医药、汽车服务、快递业、在线教育、养老

服务、家政服务。［５］说明行业本身在发生变化，科

学研究要密切关注这些变化，同时，适时调整学科

专业，以培养新业态所需的人才。第三，技术发展

速度越来越快。理论相对稳定，技术创新、发展变

化快。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发展的速度越来越

快。如１９８６年移动通讯１Ｇ面世，短短３０年由

１Ｇ到２Ｇ、３Ｇ、４Ｇ，现在发展到５Ｇ，开始研发６Ｇ。

行业特色高校在科学研究中必须把握前沿，跟上

技术迅速发展的步伐，否则永远落在时代的后面。

第四，学科交叉是创新思想的源泉。科学发展的

历史表明，科学上的重大创新、重大突破乃至于新

学科的产生，多在不同学科彼此交叉和相互作用

过程中形成。行业特色高校面对的问题，多是复

杂而重大的问题，单一学科已无法解决，需要多学

科的交叉融合。这要求行业特色高校在科研中树

立合作意识、资源共享意识，实现合作共赢。第

五，科学研究特别是技术创新中，学校由引领走向

合作。计划经济时代，企业的任务是生产，科学研

究在大学和科研单位进行，那时，大学教授到行业

可指手画脚，起引领作用。进入市场经济，情况发

生了变化。国家规定，企业生产总值的３％要用

于科研，企业充足的科研经费，提升了企业的科学

研究能力。高水平行业的研发能力、技术创新水

平甚至超过大学。大学教授到行业，其角色由引

领转变为合作，唯有合作才能共赢。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行业特色高校要调整思

路，高度重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建立平台，联

合攻关；把握前沿，创新理论。特别要重视依托优

势特色学科和面对的行业，将重大技术问题研究

和基础理论研究相结合。基础理论研究是整个科

学体系的源头，所有技术问题的总开关。没有基

础理论，技术问题难以解决。知识经济时代，知识

生产系统和经济生产系统交融、互动，因而基础理

论研究与技术问题研究紧密联系。我国已有一些

范例，如战略性关键矿产重大研究，从找矿战略、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战略规划开始，到探讨“关键

矿产成矿动力学”。又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可

持续发展作用机制研究，研究过程中，最终走到开

展“面向碳中和的重大基础问题”研究。西北工业

大学是公认在科学研究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大

学，他们采取的方式是：结合行业需求凝炼１０个

学科重大发展问题，重点培育１０个新兴交叉学科

方向，重点攻克１０个重大科学理论问题和重大工

程技术难题。说明行业特色高校的科学研究，要

把握前沿，合作共赢。

四、学校文化：依托载体，独具特色

文化是教育之根，教育的本质是人与文化的

双向建构。文化十分重要，但我们在办学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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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中，对文化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原因

之一是，文化自身的特点影响了我们对文化的认

识。文化的特点表现在多方面，如文化具有“弥散

性”，有而无在，无在无不在，好比水中的盐，看不

见，但一喝是咸的。文化还具有“整体性”，文化是

一个整体，不能像机器那样拆开；“渗透性”，文化

不可能独立存在，而是渗透在人类一切活动及其

成果中，也包括渗透在每个个体之中；“差异性”，

面对同样的文化，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一千个读

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文化的特点表明，文化不

能孤立存在，要有载体。

载体是承载其他事物的事物，如汉字是中华

文化的载体，丢掉汉字，中华文化难以存在。学校

文化建设要选择和培育合适的载体，如从学校发

展历史中、从学科及其特性中、从学校所处地域

中、从典型风物中选择。［６］行业特色高校可根据学

校自身状况，从以上多方面选择，但选择的最佳方

式是从自身行业特色、相应学科特色中选择。如

青岛科技大学是典型的行业特色大学，面对橡胶

行业，从橡胶专业起家，学校被誉为“中国橡胶工

业的黄埔”。橡胶品牌及特色贯穿学校发展始终。

橡胶具有耐压、耐磨、耐碱、耐油、耐水、耐强、压缩

及高弹性等特点。青岛科技大学在学校文化建设

中，选择“橡胶”为载体，凝炼出橡胶品格：“吃苦耐

劳、坚韧不拔，朴实无华、甘于奉献，同心协力、勇

承重载。”橡胶品格已成为青岛科技大学师生的精

神追求。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以为新中国培养地

质专业技术人才为使命，大师引领，在艰苦条件中

创建，在辗转流离中办学，在艰难环境中逐步形成

具有“地质”特色的精神特质。学校文化建设中，

以“地质元素”为载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大文

化”。主要体现在：“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校训，

“谋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品德高

尚、基础厚实、专业精深、知行合一”的人才培养目

标，“艰苦奋斗、团结活泼、严格谦逊、求实进取”的

校风，以《勘探队员之歌》为校歌，等等。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将以地质元素为载体的学校特色文

化，渗透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校园建设的方方

面面，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地质人才。

行业特色高校文化建设中，要有充分的文化

自信，站在文化的高度，根据学校的行业特色，探

索文化的规律，运用文化的方式，文化育人。

五、学校资源：重视转化，经费多元

资源是教育发生发展的基本条件，是高校与

社会互动与交流的载体。高校是需要消耗稀缺性

资源的机构，大学必须十分重视资源。资源获取

上，行业特色高校既有行业优势又有地缘优势。

从行业优势看，行业需求不仅引导学科始终处于

研究的前沿、成果转化的前沿，而且为学校提供经

费支持、人才支持、实验基地、实习基地。从地缘

优势看，很多行业特色高校，如中国石油大学、中

国矿业大学、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等，校园附近就是

相应的行业，有利于学校、师生与行业的深度合

作，资源共享，联合创办研究机构、企业，获取相应

资源。因此，行业特色高校要十分重视资源转化，

多种渠道筹集资金，达到经费来源多元。

资源转化是高校获取资源的重要方式。市场

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资

源来自社会方方面面，而不仅仅依靠政府计划配

置；资源的配置，无论是社会资源还是政府资源，

都需要通过资源转化的方式。如过去政府给高校

拨款主要是根据学校教师和职员人数，现在则根

据招收学生人数，招生规模越大，拨款则越多。过

去，高校经费完全来源于政府，现在很多高校的经

费来自政府的不足５０％。资源转化路径主要有：

结合型转化，这是一种资源联合嫁接的路径，如与

行业合作从而获取资源；结构性转化，这是一种资

源结构优化的路径，如将社会服务的资源转化为

教学资源；认知型转化，这是一种资源内生路径，

如通过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校声誉，以获取资

源。

英国华威大学通过资源转化较快进入世界一

流大学，值得借鉴。华威大学创建于１９６５年，经

过５０年的努力建设，２０１５年在ＱＳ世界大学排名

中位列第４８位，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

华威大学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重视资源转化，

实现收入的多样性。华威大学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总收

入超过４．８亿英镑，其中来自英格兰高等教育基

金理事会资助的经费２．１３亿英镑，占比４４．４％；

运营收入１．１１亿英镑，占比２３．１％；外部科研合

同经费９０１０万英镑，占比１８．８％。他们的做法

是：首先是观念转变。华威大学建立后，就意识到

单靠政府财政与支持不够，必须向企业学习，自给

自足，增强获取资源的能力，努力进行弘扬企业家

精神的文化建设，将重视资源的转化纳入学校文

化建设。其次，探索资源转化的路径，实现经费来

源多元。主要措施之一是与产业互动，在满足社

会需求中获取资源。如与汽车等产业合作，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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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所在地———沃里克郡及考文垂市是英国汽车

产业的聚集地，华威大学与其汽车公司建立密切

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研发新技术。建立华威制

造集团（ＷＭＧ），华威制造集团面向产业界开展

定制研究和培训，成为欧洲最大的从事工程技术

与开发的研究生教育基地。ＷＭＧ研究基金既有

公募资金也有私募资金，全职雇员４５０多人，研究

范围广泛，成效显著。创建华威大学科技园，截至

２０１５底，该园有１５０多个高科企业，营业额达４４０

万英镑。科技园创立的华威风险基金自２０００年

４月至２０１４年，获得２０００万英镑合同资助，取得

６５０项创新成果；取得２４０项专利，其中转让８４

项许可，获２００万英镑收入；创建６０家高增长型

企业，为企业筹集４４００万英镑的风险资本。
［７］主

要措施之二是资源结构性转化。一所大学，有众

多学生、教师、职员，他们每天都要消费。参加学

术交流、各种会议的人员，学生家长、亲友来访人

员亦有不少，他们都要消费。学校实行科学管理，

在经营中获取资源。同时，将这些资源适时转化

为教学资源。这是华威大学资源转化，实现经费

多元的路径之一。

行业特色高校要利用资源多样性筹措渠道，

重视资源转化，实现经费多元，为学校发展提供坚

实的资源保障。

行业特色高校在“双一流”建设和“向应用型

转型”两大战略举措实施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行业特色高校要遵循高等学校发展的共性要求，

发挥自己的特殊优势，在“加”字上做文章，通过集

成、融合，形成自己鲜明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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