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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计算传播学研究中心、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小
强传播团队、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科技新闻学会数据新闻专委会、安徽
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共办

作为教育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现代大学承载着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
流合作等基本职能。而作为“掌舵者”，大学校长又在其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文以国内 42 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2000 年
以来的 160 位校长数据为主要样本，统计大学校长的学
科背景、出身籍贯、就任年龄与时长等信息，以管窥这个
特殊群体的特点。

院士校长占 4成

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
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
誉。在我国，院士通常是指中国科
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那么，这 160 位校长中，有
多少是院士？除去 16 位重复校
长，共得到 144 份有效数据（详
见图 7）。其中，院士 58 人，占比
40.28%；非院士 86人，占比 59.72%。
而且，相较于文史类院校，理工科

院校中院士更易成为校长。比如，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
近 20年的校长均为非院士，大连
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近 20
年的校长均为院士。

如图 7 所示，在 58 位院士校
长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共有 30
人，占比 51.72%；中国科学院院士
共有 24 人，占比 41.38%；其余 4
人则身具其他国家的院士称号。

在任时长 3～5年校长最多

从换届情况来看（详见图
3），大部分高校换届次数集中
在 2~3 次，换届 3 次的有 17 所
高校，换届 2 次的有 15 所高
校。而换届 5 次和 1 次的分别
只有 1 所高校，两者也代表了
换届频率高低的极端情况：前
者是吉林大学，2000 年至今共
有 6 位校长；后者是新疆大学，
2000 年以来仅有两位校长。

大学校长在高校建设发展
中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频繁
的校长更迭容易引起学校学科

建设、事务管理等方面的波动，
但换届频率过低，又可能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活力不足的问
题。因此，多数学校集中 2~3 次
的校长换届次数，这样既能够
使高校保持平稳的运行，又能
够为其发展提供新鲜的活力。

以位于北京市的高校为例
（详见图 4），中国人民大学、北
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
长换届频率低，仅 2 次；北京大
学、中央民族大学的校长换届
频率则较高，为 4 次。

（本期内容由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小强传播团队提供。注：本文数据均
来自各高校官网）

如图 1 所示，统计这 160 位
校长的学科背景可以发现，具
有工学背景的校长最多，多达
84 位，超半数；其次是理学背景
的校长，共 48 位。

而文学、心理学、法学等其
他学科背景的校长人数较少，只
有一两位。工学、理学背景校长人
数较多，这与我国理工科院校占
比较大的现状呈正相关。

同时，考察学校与校长的
对应关系可以发现，学校特色
与该校选择的校长的学科背景
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比如，中国
农业大学近 20 年的 4 任校长
中有 3 任都出身农学，哈尔滨
工业大学近 20 年的 4 任校长
则均为工学背景。这也体现了
各位校长从“各展所长”到“各
司其职”“各得其所”的妙用。

工学、理学背景较多

校长的换届频率与在任时长存在
必然联系。如图 5所示，就一所高校而
言，在任时长为 3～5年的校长最多，
有 40位；其次是 6～8年，有 30位；再
次是 9～10年，有 22位；任期超过 10
年的校长也不在少数，有 15位；在任
不足 3年的最少，只有 11位。

在任时间较长的校长一方面更了
解学校建设，能够保证学校发展策略
的持续推进；另一方面也更容易融入
学校、投入感情。

图 5显示 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高校校长在任时长（注：目前在任的
42位校长未统计在内）。

图 6.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就任年龄占比

如图 2 所示，统计这 160 位
校长（剔除 16 位重复校长、4 位
未知籍贯的校长，共计 140 份有
效数据）的籍贯信息可以发现，
籍贯为华东地区的校长数量最
多，有 64 位；其次是华中地区，
有 31 位；最少的则集中在华南
与西北地区，分别有 4 位和 5 位
校长。

由此可见，华东、华中地区为
我国一流高校产出了不少优秀人
才。一方面，这两个地区的基础教
育水平较高，能够将当地人才大
量输送至国内外高水平大学，接
受高等教育。另一方面，两地的高
水平大学数量较多，能够为从事
高等教育工作的高水平人才提供
较多任职机会。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大揭秘：

理工背景居多，华东人才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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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学科背景

图 2.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籍贯分布

图 3.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换届情况

图 4.北京市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换届次数

50岁以上的校长更常见

从就任年龄来看（详见图 6），
在 157 位校长（3 位校长数据未
知，共计 157份有效数据）中，在
50～59 岁时成为这 42 所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高校中某一高校校长的
人数最多，有 107人，占比 68.15%；
其次是 40～49 岁，有 37 人，占比

23.57%；然后是 60～69 岁，有 11
人，占比 7%；最少的则是 30～39
岁，仅有 2人，占比 1.27%。

可见，担任大学校长，除了
渊博的学识外，也需要较多的阅
历与见识，50 岁以上的校长更为
常见。

图 5.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在任时长

图 7.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院士占比（左）与院士类别分布（右）

仅 4名女校长

160任校长中，有 16人在不
同时间担任不同高校校长，因此
校长实际上共 144人。这当中，有
140位男性校长，仅有 4位女性校
长分别是吴启迪（于 1995.2～
2003.7担任同济大学校长）、樊丽

明（2017.7 至今担任山东大学校
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田红
旗（2017.5 至今担任中南大学校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迎军（于
2011.12～2018.10 担任华南理工
大学校长）。年 年 年 年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