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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江苏教育最前沿

■“约在江苏，共筑教育梦”专题策划 ＞1－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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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贤云集同叙桑梓情 汇智聚力共筑教育梦
———江苏发展大会教育现代化论坛综述

■本报记者 李旭 吕玉婷

5 月 20 日下午， 首届江苏发展
大会分论坛之一———江苏教育现代
化论坛在南京成功举办。 100 多位从
江苏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的教育界
专家学者从五湖四海归来， 齐聚一
堂畅叙故土情怀， 围绕教育现代化
的趋势、机遇与挑战，群策群力共商
江苏教育改革发展大计。 省政府副
省长张敬华、 省政协副主席麻建国
出席论坛， 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主
持论坛。

畅叙乡情
述说最动人的“520”

悠悠桑梓情，拳拳赤子心。 乡
情乡愁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质朴情
感，在本次江苏教育现代化论坛上，
嘉宾们的演讲充满了对江苏的浓
浓故土情。 在江苏生活多年的他
们， 既感慨于江苏经济社会发展
近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更为家
乡崇文重教的深厚文化底蕴而倍
感自豪。

“我出生在苏北，成长在南京，
又在南京和苏州工作过。 江苏是生
我、养我的地方，对我来说是一个充
满感情的地方， 所以这次大会我一
定要来。 ”在致辞中，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总裁兼理事会主席章新胜将对
故土的牵挂娓娓道来。于他而言，家
是一种归属，“感恩” 二字始终萦绕
在他的心头。记者了解到，为了参加
本届江苏发展大会， 章新胜专门请
假缺席 5 月 18 日在巴西召开的世
界环境法大会。致辞结束后，他便马
不停蹄地赶赴机场， 前往巴西利亚
参加下半段的议程。

章新胜先后就读于南京市力
学小学、琅琊路小学和南京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无论是小学还是中
学，我学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兴趣和好奇心，老师鼓励我们发展
自己的兴趣，对好奇心的追求让我
学会学习”。 他说，在江苏浓郁的学
习氛围中，他从小就获得了学习的
热情。

无论身在何方，最念的是故乡。
“抚今追昔，乡音难改、乡土难舍、乡

情难忘，无论是在何时，也无论身在
何方，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富饶
土地，我们都始终感恩于心。 随着年
龄渐长，这种感触越发深刻。 ”在 5
月 20 日上午举行的江苏发展大会
开幕式上，论坛嘉宾、北京大学原校
长许智宏动情地说， 每当听到阿炳
的《二泉映月》，都会使他深陷对故
乡的思念。 而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
崭新面貌， 他的心中既有怀念和不
舍，更有感动与祝福。

谈起在江苏接受基础教育的经
历，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
立群认为， 自己的成长得益于在家
乡接受的良好教育， 如果没有这样
的教育， 也许自己的人生轨迹就要
改写。 在他看来， 江苏不仅人才辈
出，还向全世界输出各方面的人才，
他们都是江苏的使者。

共话发展
探寻教育现代化新思路
“当前，江苏的发展比任何时候

都需要人才， 比任何时候都渴求人
才。 ”省委书记李强在江苏发展大会
开幕式上强调。 人才的发展需要教
育的支撑， 教育的发展也离不开人
才的保障。 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江
苏教育现代化的进程支撑着江苏社
会经济的发展， 而未来江苏经济社
会的进一步发展， 同样离不开教育
现代化的有力推进。

葛道凯在论坛上透露，2016 年，
江苏高校毕业生总人数为 54 万，其
中，约 10 万人选择出国或在国内继
续升学，约 10 万人到其他省、市就
业， 约 34 万人在江苏本地就业，占
毕业生总数的 70%左右， 同时约有
10 万其他省、 市高校毕业生到江苏
就业。 44 万高校新毕业生在苏就业，
使江苏成为人力资源特别是人才资
源的“净流入省”。

江苏教育现代化下一步应向
何处前进？论坛嘉宾从各自的视角
展开了一场精彩纷呈的阐述。中国
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校
长钟秉林在演讲中提出， 希望江
苏教育继续注重内涵建设 ， 拓展
各级各类优质教育资源 ， 义务教
育要坚持优质均衡发展， 学前教
育要兼顾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 ，
职业教育要适应科技和产业革命
的需要， 高等教育要优化体系结
构提高整体水平。

“教育现代化有三个重要的层
面，一是物质层面，二是制度层面，
三是观念和人的层面。 ”中国民主促

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教育
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建议，推进教育
现代化应从三个方面着力，即激发
活力、面向未来和塑造品牌，他还
特别指出，“优秀往往是卓越的最
大敌人。基础越好，变革的动力往往
越不够”。

朱永新认为， 教育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个非常关键
的问题， 它可以推进物质层面的现
代化， 也可以引领观念和人的现代
化， 它的核心是怎样创造政府宏观
管理、 社会广泛参与的教育格局，

“从总体上来说，江苏学校自主办学
的状态和社会广泛参与的状态，可
能有待进一步加强”。

聚力献智
把脉“双一流”建设

在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
的进程中，“双一流 ”建设成为新
时期高等教育强省建设的重要路
径 。 在“双一流 ”建设背景下 ，参
加论坛的国内外大学“掌门人 ”
纷纷聚焦一流大学、 一流学科建
设之道。

“一流大学的目标， 是改良‘土
壤’，给学生提供最好的成长环境。”
许智宏在对话交流中表达了这样的
观点。他打了个比方，每个学生就是
一粒“种子”，这些“种子”有的可以
长成参天大树， 有些只是灌木、花
卉等普通植物，还有的甚至是路边
默默无闻的小草，“所谓‘因材施
教’，就是让这些‘种子’在大学的
花园里茁壮成长，在将来进入社会
时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样的大
学就是成功的。 不是每一所大学都
要争创‘一流’，但每一所大学都可
以把自己做到最好”。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副
校长尤政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一是
看实力，二是看潜力。“实力”指标包
括大师、优秀毕业生、有影响力的科
研平台和成果，在社会、经济、文化
等领域对国家有贡献；“潜力” 则体
现在人才培养机制、 教学方式和培
养理念上。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是一流大
学建设的典型高校之一。 该校创建
于 1958 年，短短几十年就跻身世界
名校之列。 在该校副校长余艾冰看
来，“高等教育现代化最主要的特征
就是国际化。 这并不是要全盘接受
西方的东西， 我们更要把国内的东
西推到国外”。 他指出，对于创建一
流的大学、一流的学科而言，建立一

套有效的人才管理、 科研管理和教
育管理体系至关重要。

精彩的智慧碰撞为与会者带
来诸多收获和启示。“江苏发展大
会实际上是跳出江苏看江苏，这对
于高等教育发展来说是一个窗口，
作为高校的主要领导者，我们应首
先带头解放思想，抢抓机遇。 ”淮海
工学院党委书记赵炳起在接受采
访时说道。

展望未来
描绘江苏教育锦绣蓝图

论坛上， 参会嘉宾纷纷紧扣江
苏教育现代化、 高等教育国际化、

“双一流”建设等建言献策，为我省
教育改革发展贡献智慧， 共同描绘
江苏教育的锦绣蓝图。

“当前 ，公共财政难以完全担
负日渐庞大的现代教育体系 ，在
非义务教育、选择性教育中，建立
成本分担机制， 已经成为国际通
行做法。 ”钟秉林说道，江苏省民办
教育发展势头良好，希望抓住《民
办教育促进法》的修订颁布和 3 个
配套文件出台的机遇，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 推进民办教育可持续发
展，“一是在教育成本部分由私人
分担的情况下， 为贫困家庭子女
提供贷款。 二是在政策上区分扶
持， 在不挫伤民间办学积极性的
前提下，对投资性办学和非营利性
办学进行分类规范管理， 提高教
育质量”。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原司长张大
良在演讲中指出， 江苏要主动承担
探索高教强省实现路径的时代使
命，聚焦高教强省建设关键点，坚持
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改
革为动力，以绩效为杠杆，形成江苏
高教发展新格局。

作为全国教育改革的先行地
区， 江苏更具创新意义的颠覆性变
革也被寄予了更多的想象和期待。

“未来， 传统学校可能被‘学习中
心’所取代，学生不会在同一所学
校学习， 也不像今天这样按时进入
学校 ，去标准化、个性化、定制化
将会成为未来的学习方向。 ”朱永
新说，“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
人本身走向‘人器混合’， 过去需
要记忆的东西将不需要记忆，人更
需要通过创造性的学习形成自己
的知识和技能体系。 我想，江苏完
全可以率先做出这样的探索，发展
更灵活、更多样、更主动、更个性的
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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