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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专业设置如何握好“权”
姻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简讯

“电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款客及
博彩管理”近年这些新增的大学专业哪个更吸
引学生的眼球？而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

《关于促进和规范民用无人机制造业发展的指
导意见》提出“支持有条件的普通高校和职业院
校设立无人机相关专业”，使得媒体竞相报
道———继电竞等专业后，无人机专业要“火”了。

无论是工信部鼓励这一专业设置，还是一
些“新鲜”专业的出现，无疑都是根据当下社会
发展需求应运而生。然而，这也开始引发人们的
思考，目前我国高校专业设置机制究竟是怎样
的？现行专业设置机制又存在哪些弊端？

设置放权高校政府调控管理

“目前我国本科专业设置的机制大致上
是由政府根据国家经济社会运行与发展需
要，制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下
简称《专业目录》），高校根据社会需求、发展
定位以及专业设置的基础、能力与条件，参照

《专业目录》设置相关专业。”华东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向 《中国
科学报》记者解释道。但是，如果有社会所急
需或特需的人才需求，高校可以经过审慎地
考虑并结合自身条件申办目录外的专业，因
而目录并非完全刚性的，它赋予高校一定的
自主灵活设置空间。

由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设置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也对高校专
业设置自主权作了进一步扩大，但为保证其规
范化，《规定》中对于高校专业自主设置、调整还

是提出了严格的申报、审批路径。因此，在高校
成为专业设置主体的同时，政府也要向着规范、
监督者的角色转变。

“现在学校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而政府更多
的是起调控作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别敦荣说。

在别敦荣看来，高校的专业设置并非一件
简单的事情，需要根据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的需求来设置。高校对院校自身的情况比较了
解，要有效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政府应当
发挥适当的调控作用。另外，在资源配置问题
上，政府应当更合理地配置高等教育资源，促进
高校专业结构的合理建构。

设置过于刚性 管理有待完善

一直以来，我国高校的专业设置趋于稳定，
但是，如今的高校专业设置机制是否能够灵活
地应对社会发展、满足社会需求呢？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
内涵式发展”的要求。其中，高校专业设置作为
高等教育的基石，发现解决其机制中的问题自
然尤为重要。而专业设置必然离不开制定的规
范《专业目录》。

在阎光才看来，《专业目录》是维护专业设
置规范化，进而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必要手段。
但是过于强调规范化的管理，又会在一定程度
上约束高校根据社会需求开展专业调整的灵活
性，这的确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规划发展处处长杨颉

表示赞同。“我们国家学科专业目录是刚性的目
录。学校即便有一部分设置权，但是设置的把控
很严。因此，面对一些社会需求，学科方向上无
法做到及时调整或者调整很困难，这就使得面
向社会需求进行调整相对滞后。”

除此之外，对于专业设置权利的管理与使
用也存在着问题。

在人工智能崛起的今天，其相关专业自然
成为发展的重点，这不禁让人想到经济、金融相
关专业人气高，一窝蜂涌现的时期。“高校盲目
一窝蜂地设置专业，不考虑自身的办学条件和
定位，导致专业结构失衡等，是高校自主专业设
置权利使用不当和政府监管调控不完善带来的
问题。”21 世纪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那么，以上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

促进“新陈代谢”健全设置机制

根据现行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
管理规定》，我国的《专业目录》十年修订一次，
基本专业五年调整一次。

“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周期性调整刚性专业
目录制度无法完全适应当前快速发展的社会需
求。当学校对应社会需求新方向来设置专业时，
就会被刚性目录捆绑住手脚。而当政府呼吁建
设某个新学科时，被压抑已久的需求就会集中
爆发，产生争先恐后的现象。因此，专业目录应
逐渐向着统计性目录转变。”杨劼说。

据杨颉介绍，在美国，其专业设置目录为统
计性目录，相关部门对各个学校设置的专业方
向进行统计，供其他学校参考；并且会根据社会

需要及时开设新的专业。比如，斯坦福大学允许
学生提出或设计专业，学校的教务部门审核后
就可以办起来，有人报名这门专业就会开设下
去。“灵敏、快速地迎合社会需求，加之学生的参
与，使得他们的学科更新很快，专业设置形成了
与社会、学生需求相对接的一种新陈代谢。”

在杨颉看来，专业设置自主权的下放会更
加快速、灵敏地反映社会需求，“虽然就我们目
前情况来讲，刚性目录也有它的好处，但是这并
不阻碍其他的尝试和模仿”。

而对于学校、政府对于权力的把握和管理
的问题，熊丙奇表示，首先学校自身应利用好政
府下放的专业设置自主权。

“国家在进一步落实和扩大学校的专业设
置权，学校应该建立起现代治理结构，尤其是成
立独立的学术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由委员会
论证学校该设置哪些专业、如何保证专业的特
色，才能更好地建立起符合院校自身条件、特色
鲜明的专业。”熊丙奇说。

在熊丙奇看来，政府应该在学校专业建设
中进行相关的引导和政策扶持。“政府要转变教
育管理职能，改变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综
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
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对此，别敦荣也认为，政府在保证高校专业
设置自主权与灵活性的同时，应更好地发挥宏
观调控作用。“政府掌握着更加全面的宏观信
息，又掌握了资源的配置权，因此，应当给予学
校有效而适切的指导，为学校科学地设置和调
整专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保障高校办
学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李德美：葡萄酒香育芬芳
姻本报记者 温才妃

20 年前，他曾因迷路误入一片油画般的深
秋葡萄园，却因此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15
年后，他指导酿造的葡萄酒，在号称葡萄酒“奥
林匹克”的伦敦醇鉴（Decanter）世界葡萄酒大
赛，一举获得大赛最高奖。他就是北京农学院食
品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李德美。

他的梦想是有生之年走遍世界出产葡萄酒
的地方，所到之处不只是品尝美酒，更是为了补
充科研与教学。

唯有实力才能消除偏见

那是 1997 年一个葡萄成熟的季节，当时李
德美在美国进修，因访友迷路误入一座葡萄园，
漫山遍野的葡萄给了他很大的震撼，“要是能在
这么美的环境下工作，该有多好！”

只要心中有方向，就会不自觉地向那儿迈
进。1999 年昆明召开世界园艺博览会，使得原
本学习园艺的他更加坚定了研究葡萄酒酿制的
决心。

为了心中的梦想，他挑战了中国一句老话：
“三十不学艺”，更何况还要先从学习一门外
语———法语开始。

在法国进修期间，一次中国主题晚宴给了
李德美很大的触动。当晚，一款龙眼（广泛种植
于中国北方）白葡萄酒力压工艺水准更高且是
同一品牌的赤霞珠（原产于法国波尔多）干红葡
萄酒，获得更多来宾赞赏，原因在于来宾从未品
尝过前者，觉得新奇而独特。这让他明白，“要做

独特的自己，而不是刻意去模仿他人”。从此，这
个理念一直支持着他行走在葡萄酒业中。

他对葡萄酒的热情与努力，最终在 2011 年
伦敦醇鉴（Decanter）世界葡萄酒大赛上爆发。他
所指导酿制的“加贝兰 2009 特别珍藏”一举打
败法国葡萄酒，问鼎大赛最高奖。一时间，法国
同行惊呼：“徒弟打败了师傅！”一些尖酸的境外
媒体质疑：“谁知道他瓶子里装的是不是中国葡
萄酒？”

“对于我而言，不与之辩解。”李德美把时间
用于了工作，他坚信，唯有实力才能消除偏见。
直到今天，依托他主持工作的技术中心合作酿
制的葡萄酒，在世界各类比赛中获得 200 多个
奖项，他本人也被外媒评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
十大葡萄酒顾问之一，中国葡萄酒获奖已不再
是新闻。

带学生走进葡萄酒世界

回国后，李德美在北京农学院开设了公选
课“葡萄酒欣赏”，课上要让学生们品酒，当时他
没有助教、研究生，就亲自动手一箱箱地搬酒。

虽然过程辛苦，但令他倍感欣慰的是，甚至
有外专业的学生，因为上了“葡萄酒欣赏”公选
课，把葡萄酒作为自己的职业方向，现在在业内
也小有名气。李德美给予他指导，并不时为他提
供信息与机会。可以说，是这位学生入行的伯乐
与导师。

多年来，李德美坚持开设公选课，课堂最大

的容量为 120 人，选他课的人多到要“摇号”。他
设立大学生葡萄酒爱好者协会，轻松无考试压
力的氛围，激发了学生的专业兴趣。

李德美还单独给学生“开小灶”。原来，北
京 农 学 院 与 新 西 兰 尼 尔 森 理 工 学 院 实 行

“3+1”学分互认联合培养，参与项目的学生前
三年在国内完成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业课
程学习，最后一年在新西兰完成葡萄栽培与
酿酒专业其余课程的学习。因为担心一年的
时间太短，他亲自上阵为参加项目的学生增
设基础课程并讲课。

让第一批参与项目出国的 5 名学生特别感
动的是，李德美还趁访新西兰期间专门前来看
望他们，并带着学生参观了世界排名前 30 名的
酒庄，增加他们的学习自豪感。

“我们有个群，在群里学生们总是很开心，
时不时向我汇报近况、问各种问题。”谈到学生，
李德美笑着说。

为中国葡萄酒代言

近年来，葡萄酒产业越来越活跃。然而，把
葡萄酒酿好不是最终目标，还应把中国葡萄酒
推广出去，让世界同行认可，这是包括李德美在
内的葡萄酒人的情怀。

曾经有一段时间，李德美与诸多媒体合作，
陆续撰写了 30 万字的葡萄酒科普文章。他人羡
慕其风光无限之余，却不知道这 30 万字都是他
后半夜写出来的。

葡萄酒专业实践性强，李德美还常鼓励学
生多参加实践活动。他告诫学生：“我们出去参
加品鉴会不只是为了喝一口美酒，有时候要整
天站着不断与人交流，对于你们来说是学习的
机会，建立自己对葡萄酒感官认识标准的大好
时机，更要有不辞辛苦的精神。”

事实上，李德美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说：
“我有一个梦想，要走遍世界出产葡萄酒的地
方。”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赶上了中国葡
萄酒市场发展的黄金阶段。在完成本职工作之
余，他会到各地的葡萄种植园调研，只要有葡萄
的地方，他都不会拒绝走访。5 年来他一直坚持
写作中国葡萄酒产区年份报告，完成这一信息
庞大、耗时耗力的工作。

从最初一人开设葡萄酒课程，到即将发展
成一门专业，个中艰辛难以名状，他自己却乐在
其中，因为“我觉得自己还年轻”，因为生活在北
京，他还在为此奋斗着。依托大都市办学，依托
消费市场办专业的念头在他脑海里闪动，他要
继续为中国葡萄酒代言，为葡萄酒研究、人才培
养奉献师者之力。

本报讯 2017 年 12 月 28 日，中国农业大
学举办第一届大禹青年学者论坛，该校校长
孙其信向海内外学者抛出了广纳人才的“橄
榄枝”。

据介绍，大禹青年学者论坛是中国农业
大学对人才引进工作的一种探索与创新。论
坛旨在延揽一批符合国家青年千人标准的人
才，在学校内营造渴望人才、吸引人才、尊重
人才的工作氛围，助力人才优先发展。经推荐
报名、学校相关专家评定筛选，最终来自美国
伊利诺伊大学、普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

校、英国牛津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共 46 位
海外学者以及 9 位国内学者，共计 55 位青年
学者参加论坛。

孙其信在开幕致辞中，向广大青年学者介
绍了中国农大的历史、当前的发展态势以及未
来的发展战略。他表示，中国农大将重点做好以
下计划，支撑“双一流”建设：第一，以适应一流
大学为目标，实施一流学科建设计划；第二，以
人才培养为根本，实施农业一流人才培养计划；
第三，以人才强校为基础，实施“315”创新人才
强校计划；第四，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创

新质量为动力，实施卓越引领创新能力提升计
划；第五，以服务社会的新格局为目标，实施顶
天立地乡村振兴服务计划；第六，以“一带一路”

“南南合作”为基础，实施全球视野国际合作交
流计划。

据悉，自 2002 年起，中国农业大学共引进
人才 192 人。引进人才中，产生了中国工程院院
士 1 人、长江学者 6 人、国家杰青获得者 13 人、
青年千人 13 人、优青获得者 7 人、青年长江 1
人。学校还将实施“5+1”工程，全面保障未来各
项事业取得更大的成绩。 （温才妃刘铮）

中国农大举办大禹青年学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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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7 年 12 月 27 日，
东南大学第十二届大学生创新创
业成果展示会在该校举行。东南大
学及江苏省相关领导、卓越联盟

（E9）高校创新创业负责人、省内兄
弟院校师生代表、相关合作企业领
导、社会投融资机构和管理咨询机
构的资深专家，以及学校各有关部
门负责人等参加了开幕式。

本届展示会共展示作品及项
目成果 430 件，主要包括 2017 年
已经结题验收的国家级、省级大
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成绩优
秀 的校 级 SRTP 项 目 的 研 究 成
果、在各级各类学科竞赛中获得
优秀成绩的作品，以及学生俱乐
部参展的 39 件优秀作品。此外，
卓越联盟的高校以及江苏的部
分兄弟院校也选送了 52 件学生
创新创业成果友情参展。展会期
间，同学们现场投票评选出了

“我最喜爱的 20 件作品”。
开幕式上，东南大学副校长金

保昇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战略支撑。大学生创新创业成
果展示会是广大学子集中展示创
新创业成果的舞台，展示的作品凝
聚着师生们的智慧与汗水，也展现
了广大学子在创新创业领域的优
秀风采。

据悉，2017 年东南大学设立
各级 SRTP 项目 1666 项，参与各
级 各 类 竞 赛 项 目 的 学 生 超 过
20000 人次，获奖学生达到 6655 人
次。其中获得国际奖项 180 人次、
国家级、省级奖项 1217 人次，相比
2016 年提高了 13%。 （陈彬）

近日，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学生在该校举办的茶艺技能比赛
中，展示了中华茶艺基础冲泡技能
和创新茶艺技能。

随着社会对茶文化越来越推
崇，大学生对茶艺技能、茶文化也愈
发爱好。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成
立了茶学社，通过开展茶艺技能竞
赛、举办茶文化知识讲座、组织茶文
化沙龙等方式，满足广大学生对茶
文化、茶艺技能的学习需要。

本报记者温才妃 通讯员沈
林、刘燕摄影报道

中国教育创新“20+”论坛年会举行

本报讯 2017 年 12 月 29 日，由中国教育创新
“20+”论坛发起的“新时代的教育新使命———2017
年中国教育创新‘20+’论坛年会”在北京举行。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创新
“20＋”论坛轮值主席谈松华在会上提出，新时代的
教育需要有理论创新、机制创新、模式创新、体系创
新，要创造以人为中心、体现终身教育理念的现代
化的教育体系。

据介绍，该论坛是由 20 位左右高校学者，政府
部门、实务机构和国际组织人士以及业界领袖机构
于 2015 年发起成立的。目前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
财政科学研究所、创客总部和蓝象资本担任秘书处
单位。论坛就我国教育创新的新动力、新主体和新
模式展开跨界别、跨学科的探讨。 （刘菲儿）

南开大学等联合发布
《中国旅行服务业发展指数》

本报讯 近日，《中国旅行服务业发展指数》报告
在中国旅行社协会二次理事会暨 2017 中国旅行社
行业发展论坛上发布。这份报告由南开大学旅游与
服务学院和中国旅行社协会联合课题组研究完成。

该报告显示，在消费升级、技术、资本等外部因
素的驱动下，面对旅行服务行业内部乱象丛生和产
业地位边缘化的现象，旅行服务企业必须通过转型
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

据介绍，中国旅行服务业发展指数是评价旅行
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用来衡量旅行服务
业的发展状况、水平和潜力，以及旅行服务产业发
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郝静秋）

福州大学成立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工作室

本报讯 近日，“福州大学刘敏榕工作室———少
数民族学生之家”暨“福州大学少数民族文献馆”揭
牌仪式在福州大学举行。

据牵头人、福州大学图书馆馆长刘敏榕介绍，
刘敏榕工作室于 2014 年筹备建立，2017 年 7 月正
式成立，是福州大学为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更好
地适应环境、成长成才而专门成立的大学生思想政
治工作平台，也是福建省成立的首个新疆少数民族
学生工作室。

从 2017 级新生开始，该工作室建立了有 20 余
项内容的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成长档案，及时了解掌
握学生思想、学业和日常表现情况，重点在学业辅
导、职业规划、创新创业、民族文化融合等方面加以
帮扶。 （蓝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举办第五届金融风险高层论坛

本报讯 近日，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第五届金融风险高
层论坛暨《中国金融风险报告（2017）》蓝皮书发布
会在京举办。会议旨在聚焦三大国家战略下的金融
风险，深入剖析金融风险的测度和治理问题，以此
促进首经贸金融学科发展，服务于国家智库建设。

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王传生介绍，2017
年的《中国金融风险报告》蓝皮书包括 6 篇子报告、
6 篇权威论文，以风险研究为核心，涉及国际金融、
资本市场、证券投资、普惠金融、保险资金运营等多
个领域。报告重点讨论了上述领域风险的识别、评
估、预警及防控问题，体现出金融风险研究院较高
的风险研究水平。 （陈彬）

浙江农林大学
编制“中国临安山核桃指数体系”

本报讯 日前，由杭州市临安区林业局委托浙江
农林大学组织编制的中国临安山核桃指数体系正
式完成并在北京举行发布会。

据悉，该体系由浙江农林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
师戴丹负责牵头，合作单位包括中国林科院亚热带
林业研究所、浙江省公正检测中心等单位。

中国山核桃临安指数体系以环境、外观、品质、
产量、品牌影响力五大指标数据为基础形成相关指
数，对进一步挖掘临安山核桃的特色和优势，提升
临安山核桃产业发展水平和区域竞争力，形成官方
话语权，树立市场“风向标”，进而服务于产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陈胜伟）

许昌学院高效无空穴传输层钙钛矿电池
研究获得新进展

本报讯 日前，许昌学院郑直教授课题组利用原
位铜离子掺杂成膜的方法调制卤化铅钙钛矿的费
米能级，优化了高性能无空穴传输层太阳能电池器
件的构造，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由英国皇家化
学会主办的《材料化学 A》杂志上。路凯、雷岩、齐瑞
娟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杨晓刚、郑直为通讯作者。

据悉，卤化铅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制备空穴传输
层多为较为昂贵的有机半导体材料，这使得原本廉
价的钙钛矿材料组装成的太阳能电池器件失去了
低成本的优点。该工作为低成本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器件设计提供了新的策略。 （史俊庭）

重庆工程学院探讨校企合作育人新机制

本报讯 2017 年 12 月 27 日，重庆工程学院邀
请了 19 家地方政府产业和工业园区、企业技术精
英、高管代表，通过主题论坛、案例展示、现场观摩
等形式，深入探讨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育人新机制。

重庆工程学院校长唐一科作《创新驱动，产教
融合，开拓协同育人新模式》大会主旨发言。学校、
园区和企业三方代表，就进一步完善学校专业建设
与行业需求、学校专业教学与企业案例、专业实训
与企业项目，构建校企合作质量年度质量评价体系
等问题达成共识。

与会嘉宾还共同观摩了重工创新创业园、入驻
企业和大学生微企的运行及建设情况。 （刘胜江）

师者

李德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