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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高什么?
谢和平
摘 要：人才培养是高校的中心工作和根本任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究竟是提高什么？作
者认为，就是要提高学生的素养、能力、视野。本文从七个方面提出了四川大学进一步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具体考虑和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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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国高校都在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根本目的是要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高人才

正担当起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民族振兴、实现“中
国梦”的重任。

培养质量，究竟提高什么？从 2003 年我到川大担

第三是视野。学生应该有宽广的视野，尤其

任校长以来，我一直强调、也是最想抓的人才培

是要有国际视野。自 2012 年以来，我校已经连续

养质量主要是三个方面，即学生素养高不高、能

三年开展了“实践及国际课程周”活动，目的就

力强不强、视野宽不宽。所以我认为，提高人才

是让川大的学生在校期间都有一次海外交流的经

培养质量，就是要使培养的学生素养要高、能力

历，增强学生国际交往的知识、胆商和能力。
中国是当今世界大国，未来要成为世界强国，

要强、视野要宽。素养、能力、视野一起构成了
川大的人才培养质量观。

就需要今天的大学生们在走出校园以后能够担当

第一是素养。社会普遍认为当今大学毕业生

起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这就要

的道德、品行、文化以及诚信不如以前，有所下

求我们的大学生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主动了解

降。那么，如何提高学生素养，即素质与修养呢？

全球、了解世界，关注全球事务，具有国际交往

关键就是要加大对学生人文教育、人文关怀和人

的知识、能力和胆识。

文境界的培养，使学生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人生

下面，我从七个方面来谈谈四川大学进一步

追求，有良好的品行和德行，使他们在走出校园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具体考

以后，能够很大气，具有成为大师、当“帅才”

虑和举措。
第一，要大力提高学生素养。素养就是素质

的潜质和能力。大学最重要的就是教书育人，素
养高不高是我们川大的第一质量标准。
第二是能力。现在的大学生往往具备了很好

和修养。川大是一所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高水平
研究型综合大学，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第一条就

的知识基础，但一干具体工作，就显得能力缺乏。

是要“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在加强人文教育

能力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即独立思考能力、创

方面，我深有感触和体会。我是理工科出身，长

新创业能力、协作精神和社会担当的能力。这三

期在理工科大学工作学习，并在理工大学担任校

种能力就是川大人才培养质量的重中之重。为了

长。担任了川大这所以人文科学见长的大学校长

培养学生这三种能力，川大构建了“323+X”人

以后，我感觉压力很大，因此，我一直在主动学

才培养体系，全面实施了精英教育、个性化教育

习中国传统文化，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同时，

和全面发展教育，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目

我也希望川大的学生有知识、更有文化，有智慧、

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学生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真

更有责任。我一直倡导，一定要面向全体本科生

谢和平，四川大学校长、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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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中华文化”课，特别是要面向理科、工科、

大学无论是作业还是考试都不会有标准答案，也

医科类学生开设“中华文化”课，使他们通过川

不允许有相同的答案，以此迫使学生必须独立思

大这所综合大学，在具备良好知识的基础上更有

考问题。国外一流大学也不仅仅是根据考试成绩

文化、有人文情怀。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我校“中

来决定是否给予学生这门课程的学分，而是在开

华文化”素质必修课开得很成功，再辅之以“人

课之初就告知学生每次作业、每次讨论、每次考

文大讲堂”系列讲座，使全体师生在人文素养上

试按照 10％、20％、30％等不同的比例折算到总

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成绩。为了拿到学分，学生都会按时上课、独立

大学不仅要有大楼、有大师，更重要的是有

思考问题、主动和老师互动交流，就不会存在逃

大学文化、有大学精神。大学是价值追求的精神

课现象，学生的兴趣也能得到很好的启发。在中

家园，大学更是社会文明的灯塔。大学校园不仅

国的课堂教学中，如果老师能够给学生布置参考

有“有形的、看得见的围墙”，更重要的是有矗

书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而在国外，老师下课以

立不倒的“道德围墙”。我们要以大学精神熏陶

后一般都会要求学生查阅十篇左右 SCIENCE 文

和感悟学生。我们总感觉大学精神、大学文化距

章、SCI 文献或者其他资料，然后在下一次课堂

离我们很遥远，实际上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可

进行讨论。这样一来，凡是选了这门课的学生，

以成为培养大学精神、感悟大学文化的载体，我

要想把问题了解清楚，为了能完成好作业，就必

们完全可以通过课堂教学培育每个学生的价值

须去熬夜翻阅文献、查找资料。

观、校园环境熏陶每个学生的价值观念、教职员

当然，推进课堂教学改革，最难的不是学生，

工的行为影响每个学生的价值观念，使学生通过

而是老师。我们的老师大都是在应试教育背景下

大学教育学会对价值理想的坚守，对真理、自由、

成长起来的，大家习惯于从题库里选题组卷，学

平等、法治的追求，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生只要在规定的时间里答完题、做出标准答案，

价值观。如果我们的大学老师都能够以大学文化、

就可以通过，就可以拿到学分。但是，现在要求

大学精神进行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全校师生随

我们的老师出非标准答案的考题，通常一道题都

时随地一起来巩固这个“道德围墙”，一起来维

要设计一两天，难度很大。尽管如此，我们仍然

护精神家园，一起来打造引领社会文明的灯塔，

要继续坚持改革，鼓励各位老师进行非标准答案

就一定能带领整个社会去珍惜、营造“道德围墙”。

考试。

第二，要进一步全面推进课堂教学改革。提

其次是要取消“考试 60 分及格”。从今年开

高人才培养质量，最重要的是要从课堂抓起。2007

始，我校将着力打破 60 分及格的传统，打破应试

年以来，我校探索实施了“探究式－小班化”课

教育模式，形成一种你追我赶、竞相学习的氛围。

堂教学改革，鼓励互动式教学，鼓励老师在课堂

过去，学生考试成绩只要超过 60 分就可以得到这

教学 45 分钟内能够启发式讲授、评判式讨论、非

门课的学分，那些只求过关拿学分、混文凭的同

标准答案考试，真正以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引导

学就认为考 60 分和考 100 分的结果是一样的，他

学生去主动学习、主动探索。

们就没有主动争取好成绩的动力，并养成了偷懒

课堂教学改革首先是实施非标准答案考试，

的习惯。我们要通过取消“考试 60 分及格”，让

通过考试杠杆引导学生不再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

学生产生危机感，在学习上更加投入。让学生不

硬背答案，甚至在完成作业或考试时冒险去抄袭、

仅记住知识点，更学会主动思考问题，拓展创新

剽窃。实施非标准答案考试，一方面可以使学生

型思维。这样一来，我们的教学质量自然就可以

自己主动地去花时间查资料、努力学习，另一方

提高，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才能够真正有国际

面也可以大大减少学生上网打游戏、抄袭剽窃现

竞争力。

象的发生。在国外一流大学，即使带着教材、带
着资料进考场也不一定能考到好成绩，因为国外

第三，优化专业和课程设置，加强教材建设。
目前，国家正在推进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并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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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和上海市试点。到 2020 年，全国性的新

我们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也就必然会有更强大的

的高考招生制度将基本形成。届时，高校招生将

国际竞争力。所以，我们应该从现在做起，鼓励

不再设定全校统一的投档线，而是按各个专业来

和支持优秀学生去创业、去办企业。

投档，考生们关注的重点将不再是学校的品牌，

二是要形成大学生创业不存在失败的理念。

而是专业的品牌，既要看学校，更要看专业。这

现在，社会上讲的创业失败，算的都是“经济账”。

也就意味着，以后高校的生源质量将取决于专业

但对一个优秀人才的成长过程而言，创业无论成

的建设水平，如果个别专业建设不好，报考学生

败，都是一种创业的经历和实践的过程，都是每

数量少、学生分数低，这些专业就很难再继续开

个学生今后发展的一笔宝贵财富。从这个角度讲，

设下去。所以，我们必须要进一步优化专业、深

大学生创业不存在失败。

化课程设置改革，和国际一流大学接轨，和国际
前沿学科接轨。

三是要着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的知识、能力
和本领。目前，国内大学的课程体系大都以学术

我们的教材也需要改革。目前，有些课程的

型课程为主，很多大学都开设了几千门的学术型

教材还是 5 年前甚至 10 年前的内容，而国外一流

课程，我们川大也开设了 5 000 多门这类课程。

大学的教材往往紧跟学科前沿、紧跟最新的学术

但这些课程基本上都是从教材到教材、从课堂到

成果。10 年前的内容可以作为教学的基础性内

课堂，缺少对学生创新创业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

容，但这种基础性的知识可以让学生自己看、让

为此，我校提出了万门课程建设计划，并写入学

学生自己去查阅，课堂上就应该讲本学科最新的

校的综合改革方案中。万门课程包括 6 000 门左

发展，讲国际前沿探索的内容。知识永远都没有

右的学术研究型课程、2 000～3 000 门创新创业

最前沿，但有更前沿。我们的课堂教学、教材就

课程，以及 2 000 门左右的社会实践型课程。学

应该尽量前沿一点，不能让学生在课堂上学的还

生想从事学术研究、成为学者和科学家，就可以

是 5 年、10 年前的内容。

选择学术研究型课程学习；学生想毕业后创新创

第四，实施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培养学生的

业、办公司，就可以选择创新创业型课程；学生

能力，一方面是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关

想毕业后先找工作，尽快承担家庭责任，就可以

键是要改革课堂教学，改革过去应试教育的“标

选择社会实践型课程，直接到企业实习实践。开

准答案、60 分及格”的考评体系。另外一个很重

设万门课程，必须要做到开放办学，邀请国内外

要的方面，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在

知名企业的高管、社会贤达来学校给学生上课，

这方面，我们需要抓好五项具体工作。

讲创业的案例和体会，这样才能为更多有创新创

一是要鼓励优秀学生去创业。国家提出了“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理念，倡导和支持大学

业想法的学生提供更优质的课程保障。
四是要加大鼓励优秀学生创新创业的政策支

生创新创业。我们既要培养优秀学生去当科学家、

持力度。过去，我校一直规定在校四年制本科生

政治家，更要鼓励他们去创业、当企业家，鼓励

的修读年限最长是 6 年，现在，如果我们的学生

优秀学生用他们的知识、智慧、专业特长和大学

休学去创业、办公司，在校修读年限可以不受限

本身的高科技成果去创业、去创办高新技术型企

制，创业期间随时可以回校修完学分，申请学历

业，这样才能真正打造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升级

学位。学校制定出台的这些管理制度和政策文件，

版。如果我们现在的优秀大学生都积极参与创新

就是要为优秀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和

创业实践，那么，10 年、20 年以后，无论在我国

保障。

的民营还是国营企业里，企业的高管就可能都是

五是设立各类创新创业风险基金。2014 年，

知识型和技术型的，这些企业的内涵就可能都是

我校已经与工商银行共同设立了 5 000 万元的“学

高新技术型的，我们的企业就一定能够走向世界，

生创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现在，学校正在积

能够进入世界前 500 强、前 300 强甚至前 50 强，

极与成都市协调共同筹建 1 亿元的面向全球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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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创新创业基金。此外，我们还有很多杰出

教学型、科研型、教学科研型等不同岗位类型，

校友表示要为母校学生创新创业提供相应的支

建立多元化的考核评价体系和职称晋升标准。

持。学校正在筹划设立一个 4～10 亿元的学生创

针对具有一定学术水平、专门从事基础课教学

业众筹基金，鼓励在校的优秀学生去创新创业、

的老师，我校已经设立了职称晋升的绿色通道。

去办公司。

我校已全面完善了教书育人的激励机制，加大

第五，积极推进“实践及国际课程周”和国

了对长期坚守教学一线、教学优秀的老师的奖

际合作办学。一是进一步推进“实践及国际课程

励力度，包括颁发卓越教学奖等。学校要对不

周”活动。为了让川大学生都能在校园里直接聆

同类型的教师进行个性化、多元化的评价、评

听世界一流学术大师的课程，都能与世界一流大

估和奖励。

学的学生进行面对面交流，我校从 2012 年开始，

二是要创新面向全球招聘优秀人才的工作机

每年拿出 1 500 万元，连续举办了 3 届“实践及

制。我校将进一步加大与国际人才机构的合作力

国际课程周”，邀请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

度，面向全球招聘一流人才。通过建立全球高端

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专家、教授为

人才和优秀中青年人才的信息库，瞄准学校学科

我校学生开设全英文国际课程，同时邀请这些著

发展急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外高端人才，强

名大学的学生与我校学生进行交流互动。参加国

化主动出击意识，全方位引进全球的优秀人才。

际课程周的学生超过了 3 万人次。今年，霍普

三是全面推进青年教师培养机制改革。从今

金斯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还专门联系我们，希

年开始，我校所有新聘的青年教师都必须具有“双

望能参加我校的国际课程周活动，由此可见，

证”才能上讲台给学生讲课。学校要求每位青年

我校的国际课程周已经在国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老师上讲台，首先必须按照《教师法》的要求具

形成了品牌效应。

有教师资格证。同时，还要经过学校与密歇根大

二是积极推进国际合作办学。我校在引进高

学共建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培训，拿到课

端人才过程中，一直把给本科生授课作为首要条

堂教学能力培训合格证书。只有具有“双证”，

件，在“千人计划”、高端外籍教师的聘任合同

才有资格上讲台给本科生上课。

当中，第一条就明确要求他们必须给本科生上课，

另外，学校已经明确要求，新聘教师必须具

而不是出多少学术成果。同时，我们要把“走出

有博士学位和海外交流经历“双身份”、“双条

去、请进来”相结合，既要创造条件让我们的学

件”。新聘教师进入川大后先要做专职博士后从

生利用寒暑假到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一流

事科研，当学术研究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才能担任

大学去交流、学习，也要主动邀请世界一流大学

教学工作，即新聘教师应先进行科研，有了学术

的师生到川大参加国际课程周和夏冬令营活动。

成果，才能从“学术身份”进入“教学身份”。

我们还要通过共建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灾后

我们要通过这样的改革，使我们的课堂和讲台真

重建管理学院等开展联合培养。我们的目标就是

正成为最神圣的地方。在我们川大，并不是任何

要力争使每个学生都至少有一次海外交流经历，

人都能上讲台讲课，上讲台一定要品德高尚，一

使每个学生都能具有参与国际交往和国际事务的

定要有良好的学术水平，同时更要有突出的教学

能力和本领。

能力。通过全面推进上述两项改革，真正增强每

第六，进一步加强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今
年，我校将全面推进综合改革，加强高水平师资

位老师上讲台的荣誉感、敬畏感和责任感。
第七，加快形成教育教学的支撑保障体系。

队伍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的目标是

要形成教育教学的支撑保障体系，需要加大投入，

要建设一支品德高尚、教学优秀、学术卓越的高

加快以下四项工程建设。

水平师资队伍。
一是要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我们将按照

一是互动式、小班化教室改建工程。学校将
从硬件上为教师开展启发式讲授、互动式教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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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条件，让每个老师一上讲台就能够实施互动教

环境氛围，确保师生上下课都有互动交流。目前，

学，而不是进行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我校在部分

川大学生宿舍建设已经很到位了，很多学生宿舍套

教学楼已经改造了一大批小班教室。小班化教室

房内除了三个卧室，还有一个客厅供学生们进行讨

内部的桌椅板凳、黑板等教学设施配置注重使老

论。我校也正在加快新校区教职工食堂的建设，使

师和学生自然地连成一片，营造了利于师生互动

教职工食堂不仅成为师生吃饭的地方，还成为师生

的环境，使得课堂教学既能够启发学生的思维和

饭后喝茶、交流讨论的地方。

智慧，也能够启发老师的思维，达到教学相长的

四是教师独立工作空间建设工程。过去，教

效果。相关教学楼里的走廊、大厅等也都进行了

职工住宅就修在校园里面，学生步行就能找到老

重新布置，白板随处可见、色彩丰富的桌椅沙发

师。现在，很多老师购买的是商品房，大都离学

散布各处，方便同学们随时随地推导公式、交流

校很远，校内没有住所，也没有与师生交流的平

讨论问题。

台。学生想向教师请教问题，只有课堂 45 分钟和

二是教师休息室建设工程。我校各教学楼很

课后 10 分钟的时间。如果学校为每个老师在校园

早就建立了教师休息室，但很多休息室设施都很

内创设一个独立的工作空间，就可以方便老师在

简陋，就是摆着几张陈旧的沙发，只能让老师们

工作期间实施上班制，学生就可以主动来工作间

在课间短暂地休息一会儿。教师休息室不只是让

找老师交谈讨论。所以，我们要加快推进教师独

老师休息的场所，还应该成为老师课后交流、讨

立工作空间建设，使老师们有更多的时间留在校

论的地方，还可以喝喝茶或咖啡。目前，学校已

园，有更多的时间与学生交流讨论，也有更好的

经参照欧洲高校的茶息（tea time）休息室改造了

条件在学校里开展工作。

一批教师休息室。
三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工程。我认为要改革我

人才培养是学校的中心工作和根本任务，也
是学校永恒的主题。在大学校园里，无论是院士、

们传统的基建思维，即教学楼不只是用来上课的，

博导、教授，还是校长、院长、处长，“教师”

宿舍不只是用来睡觉的，食堂不只是用来吃饭的。

都是我们的第一身份,上好课是我们的第一责任，

教学楼内除了有上课的教室，还应该有师生讨论的

关爱学生是我们的第一任务。大学的核心竞争力

公共空间，便于学生课后可以在教学楼内坐一会

就是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就是教育教学质量和

儿、讨论一会儿。比如，在我们与匹兹堡大学共建

水平，这也是学校的第一品牌和第一竞争力。我

的“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教学楼内，各面墙上

校老师要共同努力，使川大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

都安装有黑板，师生们随时都可以推导公式、相互

提升建设水平，为早日实现建成一流研究型综合

讨论。我们的校园基本建设就是要让教学楼内每个

性大学目标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地方都能充分发挥作用，形成处处均具有教育教学
功能，处处可以交流、可以讨论、可以座谈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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