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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大学崛起的背景、过程及原因分析
———兼论对我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启示

夏 焰1，梁祥君2，潘显敏1

( 1． 安徽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合肥 230039; 2． 安徽省教育厅 高教处，合肥 230061)

摘 要: 加州大学创立于当时偏僻落后的美国远西地区，建校时间远远落后于东部名校，

面临着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大学发展也一度陷入停顿。但是，经过一个多世纪

的努力，加州大学发展成为美国最好的公立大学系统，被称为“公立高等教育的典范”。

加州大学的崛起首先得益于各方政治力量的支持、政策法律的规制、经费筹措的努力，也

在于加州大学历任校长的领导艺术和独特的分校发展模式。上述条件，为加州大学创造

了优越的内外部发展环境和驱动力。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

育已成为我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加州大学的成功有其独特的

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背景，但是我国中西部高等学校目前面临的许多困难和问题，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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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过发展中的加州大学。鉴于此，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首先应鼓励东部高校在中西部

开设分支机构，采用借鸡生蛋的模式，增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进一步提升中西部

高等教育质量; 其次，充分发挥省域内强校的辐射带动作用，采用借壳上市的模式，进一步

扩大中西部高等教育规模; 最后，从健全地方高等教育体系出发，采用抱团取暖的模式，实

现分类发展和特色办学。

关键词: 加州大学; 高等教育; 公立大学; 高等教育系统;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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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发挥优势推动

中西部地区崛起。研究表明，高等教育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创新发展能力、提高劳动

力素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但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整体发展落后于东部及沿

海发达地区，尤其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上，如优质大学实际录取率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

距［1］。针对中西部高等教育面临的发展困境，我国先后实施的“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

划”“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等成效显著。但与东部地区高

水平大学相比，中西部地区高校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869 年，新生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成立于百业待兴的“西部荒野”———经济基础差，社会环境

混乱，与东部经济中心城市距离较远，建校时间也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的诸多名校。可见，加利

福尼亚大学当年也同样存在着地域、经费和后发劣势。但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加利福尼

亚大学崛起为美国最好的公立大学系统，又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 UC，简称加州大学) 。因此，

如何克服困难、突出重围，全面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加州大学的发展经验也许可堪借鉴。

一、加州大学建立的背景分析

加利福尼亚是美国在 1846 年通过美墨战争夺取的远西领土，是美国版西部大开发的最后一

块版图，彼时距“西进运动”已逾半个世纪之久。关于建立加州大学的讨论产生于加利福尼亚正

式加入美国联邦之前，受制于此间复杂的社会发展现状，终于在 1869 年正式建成。借助 PEST

( 所谓 PEST，是一种企业所处宏观环境分析模型，是 Politics，Economy，Society，Technology 的简

称，本研究把技术背景置换为教育背景) 宏观背景分析框架，可见加州大学的建成与其所在

地———加利福尼亚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状况密不可分。

( 一) 政治背景

加利福尼亚在 1850 年加入美国联邦，正式成为美国的第 31 个州。在 1849 年的制宪会议召

开前，会议代表已经对建立公立大学展开了讨论，并在致加利福尼亚人民的公开信中写道: “新

的宪法‘竭尽所能’确保公立大学的建立，‘以使教育能够惠及全国，并确保它能够有益于当代人

和子孙后代的利益’。”［2］26制宪会议最终通过了加州第一部宪法，并在第 4 条中明确提出要兴建

一所公立大学［2］23。但在之后的数年中，这一条款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得以实现。1852 年，加州的

首任公立教育总督学约翰·马文提出质疑———难道宪法“形同虚设吗”［2］28? 马文和其他一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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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教育的拥护者都积极呼吁和推动建立公立大学。到 1862 年，辉格党人利兰德·斯坦福当选加

州州长，他更倾向于将教育视为州的公共事务［3］，斯坦福也是首位提出建立州立大学设想的在

任州长［4］30。1862 年 7 月，林肯总统正式签署《莫雷尔法案》［4］32。该法案提出: “……目的是向

州和准州拨出公地，以使它们能开设重视农业和工艺教育的学院。”［4］32 在《莫雷尔法案》的推动

下，加州议会通过了《1866 年组织法案》，该法案批准建立一所独立的世俗性新式大学，并且规定

大学“不应与该州的其他教育机构联合或建立联系”［2］23。因此，加州没有将赠地用于已存在的

学校，而是建立了第一所公立“农业、矿业与机械学院”( 这是加州大学的前身) ，充分发挥了赠地

的作用。《1866 年组织法案》还对大学的管理做出了详细的规定，直接解决了大学建立和后续管

理机构设置以及人员安排的问题。从《加州宪法》《莫雷尔法案》到《1866 年组织法案》，以及立

法机关、政府和政治人物在法律、财政、组织等方面的不懈努力，为加州大学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

政治基础和法律依据。

( 二) 经济背景

18 世纪末至南北战争期间，美国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制造业和商业所占比重在逐年增加。

1860 年之前的 20 年，美国经济发展成效显著［5］。1848 年，有人在加州发现了黄金，由此掀起了

一场“西进运动”，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来到这里，挖掘黄金，寻找财富。一年之内，加州的人

口暴增了近一倍。加州的黄金产值也由 1848 年的 500 万美元增加到 1853 年的 6 500 万美

元［6］136。人口的激增，黄金产值的提高，特别是“淘金热”带来的采矿业的发展，带动了加州乃至

整个西部的经济开发。首先，它带动了加州工业的发展，尤其是木材、铸造和机械等与采矿有关

的工业; 其次，它带动了加州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满足了成千上万采矿者的生活需要［6］139。这

一时期加州农业的发展也突飞猛进，取得了惊人的成果。1860—1890 年，加州的小麦生产增长

了近 5 倍，小麦产量在全国排名第二［7］。此时，连接东部和西部的铁路运输线路也陆续建成，从

东部进入西部更加方便快捷。因此，随着交通、产业以及人口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

现实需求，也使得加州政府不得不接受必须发展高等教育这一事实。

( 三) 社会背景

“淘金热”也给加州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有识之士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在挖

掘矿藏之前，先要开发才智!”于是，在“富口袋”的同时，“富脑袋”的声音响彻西部旷野［8］。当时

社会上也有另一批人呼吁建立公立学校，即贺拉斯·曼领导的公立学校运动。贺拉斯·曼认为，

“在一个共和国里，愚昧无知是一种犯罪”。在他看来，公立学校会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平等、加快

移民的“美国化”进程和提高工人的受教育水平［2］20。同时，他还创办了一份名为《公立学校》的

杂志，鼓吹公立学校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9］。这股公立学校思潮也迅速席卷加州，1849 年制

宪会议的代表们也深受影响。在最后促成加州大学的建立上，加利福尼亚学院的亨利·杜兰特

院长建议合并加利福尼亚学院和赠地学院，创建一所世俗性的新的加利福尼亚大学［2］37，以使新

的加州大学既拥有办校资金又有校址和师生。正是在杜兰特的游说和奔走呼吁下，最终促成了

《1868 年组织法案》的通过，明确要建立一所公立大学，即是两校合并后的加州大学，由校董会治

理，并于 1869 年开始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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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教育背景

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美国经历了所谓的“学院繁荣”时期［10］。由于

受到学院“改宗运动”的影响，各种宗教团体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都特别派专人到西部

去建立基督教学院，向西部传播殖民地学院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和管理模式。加州在大量人口

涌入之后也出现了各种私立学院，加利福尼亚学院就是其中之一。但 1840 年的统计数据表明，

美国当时已有 173 所学院，16 233 名学生，平均每所学院有 93 名学生［11］。这一时期美国的学院

大都面临着资金匮乏的问题，很多学院濒临倒闭，处在破产的边缘。加州的私立学院亦是如此，

如加利福尼亚学院当时的资金就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因此杜兰特院长力主合并加利福尼亚学

院和赠地学院。

二、加州大学的形成和发展

( 一) 缓慢发展期( 1869—1899 年)

1869 年，加州大学在奥克兰正式运行，杜兰特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1872 年，加州大学搬到

新校园，即现在的伯克利校区。同年，丹尼尔·吉尔曼担任加州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讲中，吉尔

曼阐述了他的办学理念: 首先，我们要建的大学不是高级中学，不是学院，也不是科学院，更不是

学科的组合［12］126。他强调加州大学不同于学院，不是各学科的一种组合，而是对其进行综合的

场所。吉尔曼任职期间，兼并了 1864 年建立的托兰德医学院，成为加州大学医学系。1875 年，

加州大学又兼并了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药学院［13］。但吉尔曼仅在加州大学任职 3 年，就辞去了

校长职务。其后十几年，加州大学的校长更替十分频繁，加州大学的发展也极其缓慢。加州大学

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来自社会过多的干扰、经费不足和领导不力［12］130。为此，加州大学董事会

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采取措施以争取更多的办学经费，又聘请康奈尔大学教授本杰明·惠勒担

任校长，以改善大学发展疲软问题。

( 二) 多校区系统奠定期( 1899—1919 年)

1899 年 10 月，惠勒正式担任加州大学校长一职，加州大学开始进入较快的发展时期。惠勒

很善于处理与州政府的关系，结交了一大批政界校友，为加州大学争取了更多的拨款。同时，为

获得更多私人捐赠，他四处奔走，获得了很多富人的捐款。在惠勒任期内，大学获得了更多建设

资金，教学设施更加完善，教学质量明显提高。这一时期，大学外延式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分别在

戴维斯设立了大学农场，在里弗赛德建立了柑橘实验站，在拉约拉建立了史克里普生物研究所，

在旧金山设立了胡帕医学研究基金会，在洛杉矶创办了加州大学南分部［14］26。各地研究站点的

设立，为大学提供了更多的科研场所，促进了大学科研水平的提高，由此加州大学开始向研究型

大学迈进。在惠勒校长执掌校政之初，加州大学只有 2 600 多名学生，但当他卸任时，人数已增

加了 3 倍有余［14］28。学生人数的增加，办学资金的增多，科研水平的提升，使加州大学从一个积

贫积弱的公立大学一跃成为美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

( 三) 多校区系统形成期( 1919—1958 年)

惠勒离开加州大学之后，学校财务一度非常紧张，为支持学校发展，议会以立法的形式，改变

了加州大学的财政拨款模式。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加州大学已经声名远播，很多毕业生担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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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要职，更多的毕业生走向世界各地。1930 年，罗·戈·斯普劳尔就任加州大学校长，开启了他

长达 30 年的校长职业生涯。1930—1958 年，对于美国来说是一段难以忘记的历史阶段: 首先是

经济“大萧条”，紧接着是二战爆发以及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加州大学开

始以学术研究上的卓越成就登上了世界舞台，同时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校区系统。1927 年，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成立; 1948 年和 1951 年，加州大学先后在戴维斯建立了兽医学院和文理学

院; 1948 年，加州大学接管了圣芭芭拉学院并将之改为文理学院; 1954 年，在原加州大学柑橘研

究中心和农业实验站所在的河滨建立了文理学院，并开始招收本科生［13］。加州大学在动荡不安

的大环境下，取得了迅猛发展，初步形成多校区办学系统。

( 四) 多校区系统成熟期( 1958 年至今)

1958 年，克拉克·克尔接替斯普劳尔成为加州大学新一任校长。他推动出台了《加利福尼

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 以下简称《总体规划》) ，对加州高等教育系统进行了分层定位，形成 3 个

公立高等教育系统: 加州大学系统( UC) 、加州州立大学系统( CSU) 和加州社区学院系统( CCC) 。

规划还明确规定了各系统的职能。加州大学特别强调研究生教育和专业教育，在排名前 12． 5%

的公立中学毕业生中挑选学生［15］。加州大学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在 20 世纪 60 年代左右逐

渐扩大校区规模，新增了几个分校。1958 年，加州大学授权圣芭芭拉校区建立分校; 1959 年，又

将戴维斯和圣地亚哥两个校区确定为分校; 1964 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中心升格为加州大学

旧金山分校; 1965 年，加州大学设立了尔湾分校和圣克鲁斯分校［13］。2004 年加州大学在中部的

莫塞德建立分校，最终形成了 10 个分校的办学系统。经过多年的探索，加州大学形成了自己的

办学特色，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公立大学系统，被称为“公立高等教育的典

范”。加州大学办学的成功也体现在各校区在世界大学的排名中。在 2016—2017 年度泰晤士报

世界大学排名中，加州大学有 6 所分校进入前 100 名; 在 2017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AＲWU) 中，加

州大学在前 100 名中占有 8 所，前 50 名中占 5 所，其中伯克利校区进入前十，位列第五。

三、加州大学崛起的原因分析

加州大学的崛起，固然受益于美国综合国力的整体提升，更得益于加州政府、立法机关在政

治、制度和经费等领域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而加州大学历代校长的领导艺术也为大学的抱团发

展提供了精神指引，更难得的是地方社区的支持为多校区系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发展空间。

( 一) 政治基础: 政治力量的干预

政治力量推动加州大学发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政府全力支持公立大学发展的理念，即

“加州理念”; 二是全力支持多校区公立大学系统的发展。所谓的加州理念，就是把建设公立高

校作为州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目标，把公立教育视为建设现代科学和社会进步的基石。更具体

地说，加州理念就是这一普遍信念在公立大学系统的具体体现［16］。独特的“加州理念”为加州大

学等公立大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政策空间，到《总体规划》出台时，加州已经形成

了三大公立高等教育系统。洛杉矶分校的建立，更是体现了政治力量在加州大学建立过程中的

作用。当时，加州大学担心分校会分散加州大学的拨款，影响大学的自治地位［17］。但是随着美

国南部政治势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强大的“南方董事”出现了［18］。后来，校董会被迫合并洛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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矶州立师范学校，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南部校区［13］，最终成为独立的分校。正是洛杉矶的政治力

量打破了原来“一个主校区 + 若干分校区”的格局，加州大学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多校区大学系

统［13］。很多政府人士认为，与其成立新的大学，不如积极发展加州大学，可以规避很多经费、管

理等方面的风险［19］。事实上，以建设加州大学分校区的模式来发展壮大公立高等教育，比兴建

多个新学校的确更加便捷，也更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行政管理，减少了政府与更多校领导周旋沟

通的时间。

( 二) 制度基础: 宪法的规制和规划报告的支持

法律赋予加州大学高度自治权。1879 年通过的州宪法第 4 章第 9 条提出: “大学应为公共

托管财产，由‘大学董事会’为自治机关管理，它拥有组织和管理的全部权力，只受立法机关的监

督。”［20］自此，校董会成为“公众信托”，全权管理加州大学的一切事务。校董会只受议会的监

督，完全不受政府和宗教的影响，能够自行任命董事，对大学的财产拥有管理权和处置权。这种

“法律规定的自治”既让大学与州政府之间保持了“一臂之距”，又使大学比其他公立高等学校更

拥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21］。与州政府的距离减少了政客对大学的操控，避免大学成为政

治斗争的牺牲品。加州大学比其他公立高校拥有更多的自治权，也为其在加州一枝独秀的地位

奠定了基础，避免了与更多同类型大学的竞争。此外，由教育行政机关或立法机关发动的教育规

划也直接推动了加州大学的最终形成。1948 年，由加州大学董事会和加州教育委员会组成的考

察委员会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史萃耶报告》。这份报告接受了加州大学以分支形式扩张

的事实，建议正式将戴维斯、河滨校区改组成分校［22］103。1955 年，加州议会对加州的高校设置进

行第三次调查研究，发表了名为《关于增加加州公共高等教育中心的研究》的报告，要求加州增

建大学或学院。根据这个报告，加州大学董事会在 1957 年决定增建 3 个普通教育校园［22］104，分

别是圣地亚哥分校、圣克鲁斯分校和尔湾分校。这两份报告对加州大学建立分校区提供了明确

的指导和要求，促成了 20 世纪中期多个分校的成立，扩大了加州大学多校区的规模。

( 三) 经济基础: 多样化的筹资渠道

作为一所公立大学，政府拨款是加州大学的主要经费来源。20 世纪初，约翰逊州长改革州

政府对加州大学的拨款模式，以入学人数为基础的模式代替以资产税为基础的模式［16］。这一拨

款模式的改革，使得加州大学摆脱了当时面临的经济困境。二战期间，加州大学积极投入军事科

技研究，获得了联邦政府大量的军事经费支持［23］。二战后，为解决退伍军人就业及教育问题，联

邦政府进一步扩大了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支持。战后 4 年，联邦政府用于加州大学的基础设施投

入高达 1． 09 亿美元［24］。除政府拨款外，个人捐赠也是公立大学经费来源的重要补充。加州大

学每一任校长都非常重视筹款工作，并以捐赠的多少作为工作业绩的评判标准之一。校长和校

董会共同筹划筹款方法，定期举办筹款活动，以吸引校友、企业家和个人捐赠更多的资金。加州

大学的捐赠主要集中在广大校友群体，且以中小额捐款为主。根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基金会

的报告，每年给该校提供捐赠的校友超过 2 万人，捐款额在 10 ～ 10 000 美元［25］。加州大学校友

遍布世界各地，健全的捐赠管理机制使捐赠资金得到了有效利用。政府拨款加上个人捐赠，为加

州大学提供了充足的发展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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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领导艺术: 校长的办学理念和措施

加州大学的崛起与斯普劳尔和克拉克·克尔两位校长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措施密切相关。斯

普劳尔为防止大学分裂，提出“同一个大学”的概念，强调伯克利、洛杉矶和其他几个分校都属于

同一个加州大学，坚持同样的办学使命、同样的入学标准和同样的学术质量［13］。斯普劳尔实施

的各项措施如组织各分校的教职员工在一起交流教学情况、分享教学方法、合作开展科研项目

等，均为了加强各分校之间的联系。在他多年的努力下，加州大学各分校的教师、学生、科研、设

施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分校没有出现他所担心的分裂局面，反而形成了一个既分又合、紧密

相连的大学系统。每所分校在统一思想的指导下，开设一些基础科目，又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实施

特色发展。斯普劳尔“同一个大学”的理念和治校措施，使每一个分校都均衡发展，而不是主校

独树一帜，各分校缓慢不前。他注重每个分校的发展思想，奠定了现在加州大学群体性崛起的局

面，也保障了加州大学各分校都能以各自所长而享誉世界。

斯普劳尔校长均衡了各分校的发展，而克尔校长则推动了加州大学多校区系统的发展壮大。

克拉克·克尔在一次关于“大学的功用”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多元化巨型大学”理念，即多元

化巨型大学是用一个共同的校名、共同的校务管理委员会和有关的目标结合在一起的一系列共

同体及活动［26］。他致力于推动加州大学向多元化巨型大学方向发展。保持“一个大学”，即维持

大学的统一性是必要的，但是这“一个大学”必须有多元的管理系统［27］。因此，在克尔任职期间，

各分校取得了更大的自治权。在同一个校名、同一个大学董事会的基础上，形成了若干个权力中

心，实现从单一到多元决策的转变。各分校通过设置不同的目标，根据自己的特色创新发展，实

现服务不同人群的目的。在任期内，克尔促成了 20 世纪 60 年代加州大学几所分校的建立，而且

他在加州大学的改革措施使各分校得以贯彻特色发展，推动了多校区系统治理逐渐走向成熟。

( 五) 地方支持: 分校区的超前布局

加州大学的分校主要有 3 种形式: 第一种是从各研究站点发展成分校; 第二种是合并一些学

院成为分校; 第三种是在各地新建分校。1887 年，联邦政府先后颁布了《弗鲁曼法案》和《哈奇法

案》，要求大学广泛建立农业拓展项目，促使大学把办学的注意力转向外部的扩展上［12］129－130。在

政府经费的援助下，加州大学在加州各地建立了很多农业研究站，形成了遍布各地的教育网络。

除了农业研究站外，加州大学还在各地建立了医学研究中心和生物研究中心等。研究站点的建

立为分校区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这些站点后来很多都发展成为加州大学的分校。研究站

点的广泛建立，首先传播了加州大学的名声，使更多的人知道并了解加州大学，因而在驻地有了

一定的声誉; 其次研究站点长期驻扎在当地，熟悉当地拥有的资源和特色，能够清晰地了解当地

高等教育的所缺所需，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实施特色办学; 再次，研究站点积累了大批高质量的研究

人员和研究资源; 最后，研究成果的转化，以及研究站点与当地企业的合作，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贡

献了力量，如伯克利分校每年都能为当地经济贡献数亿美元的发展资金［28］。因此，在已有校址和

师资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分校更加简单方便，容易得到地方产业界和社区的支持与拥护。

四、对我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启示

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时代，如何推动中西部地区由改革开放的“末梢”变成“前沿”，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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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地方高等学校优势学科和特色领域，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整体崛起，有关学者展开了多方位、

多视角、多理论领域的探讨［29］。加州大学的发展历程表明，在经济和教育双后发地区，教育行政

部门不得不赋予公立高校承担提供更多公共教育资源的角色。加州政府和加州大学全力发展多

校区公立大学系统的做法，使后发劣势逆转为后发优势，打造出一个享誉世界的大学航母。美国

19 世纪西部开发与当今中国中西部发展的情形有相似之处［30］，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

行政部门和地方院校领导层来说，在致力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和高等教育体

系完善 3 个方面，加州政府以及加州大学在打造公立高等教育系统上的相关经验更值得借鉴。

( 一) 借鸡生蛋: 进一步提升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质量

与东部地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比，中西部地区还存在很大差距，虽然国家在设置原“211

工程”高校时也遵循了“一省一校”政策，但大部分原“985 工程”“211 工程”院校还是主要集中

在东部或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2012 年，教育部在“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中又提出，在没

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 14 个省份，专项支持一所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但是，在 2017 年教育部公

布的 42 所国家“双一流”大学名单中，中西部省份仅占据 16 所，还是不到总数的一半。因此，中

西部地区急需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品质。

事实上，一所高水平大学能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贡献，因此在经济后发地区

更应保障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贯彻落实。从实际情况看，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发展中地区新建

一所大学会面临更多经济困难，但引进优质大学来地方建设分支机构却相对容易。从 21 世纪初

开始，随着我国高校招生规模的逐渐扩大，开始出现优质大学多校区办学和异地建校的现象，但

是大多数知名高校在选择校址时更倾向于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

等在深圳设立分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在苏州建设分校等［31］。所以，还应继续

实施对口支援西部高校政策，进一步扩大对口支援范围，鼓励东部高校结合对口高校的学科特色

和地方产业发展需要，输入管理人员和教学科研力量，设置相应的研究院所或联合研究中心; 中

西部地区更要主动与东部高校沟通联系，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宣传地方特色资源和特色文化，吸

引优质高校利用当地资源建设研究机构甚至分校。加州大学崛起的经验表明，通过引进优质高

校开办研究机构或分校，能更快提升地方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地方科研力量，推进地方高等教育

快速发展。

( 二) 借壳上市: 进一步扩大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

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在分布上存在严重不均衡的问题，基本呈现东部地区强于中西部地区、沿

江沿海地区强于内陆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强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态势。从总量上看，中西部

普通高校数和在校生数接近全国的 2 /3，但从可比性指标看，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还存

在较大差距。例如，全国平均每 174 万人口拥有 1 所普通本科院校，而广西每 242 万人口才有 1

所普通本科院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仅有 30． 8%，比全国平均低 9． 2 个百分点，在全国排名末

位［32］。因此，从满足中西部地区人民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应进一步维持中西部地区高等

教育适度外延式发展趋势。

经过 1949 年以来的数次高等教育资源的布局调整，我国已经形成在每个省级区域内至少设

置 1 所省属综合大学以及 1 所省属师范大学的分布格局，根据“一省一校”政策，前者通常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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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工程”建设高校。这两所省属重点大学在各地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均承担了重要角色。

历史上，各地都曾经有过以这两所大学为中心，在省内高等教育不发达地区建设教学点、教学站

的经验。通过教学站点的辐射作用，推动了省内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迅速结束了许多省内的不

发达地区没有高等学校的历史。这些教学站点后来普遍发展成为独立的高等院校，也是我国多

数新建本科高校的前身。以省内强校为中心，设置教学站点的发展经验，目前仍被一些成人高等

教育教学项目、专业硕士研究生教学项目沿用，继续发挥着积极作用。加州大学的迅速发展，离

不开先期在加州各地成立的教学科研站点，这些站点后来基本发展成为分校。因此，从国内外的

发展经验看，我国省属强校的辐射能力发挥不够，这些高校普遍有过异地建设教学站点的经验，

应继续支持这些强校在省内输出优质办学资源和办学经验，在大学非驻地城市建设分校区或特

色学院，并逐渐形成高等教育集团。

( 三) 抱团取暖: 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体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以下简称《纲要》) 指出要优化学

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优化区域布局结构。总体来看，《纲要》确定的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我

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33］。但是，正如陈宝生部长所言:“我国教育整体

大踏步前进，但局部差距依然存在。人民群众总体受教育机会大幅提升，但个性化、多样化需求

仍未有效满足。人才总供给能力显著增强，但结构性矛盾尚未解决。”［34］尤其在中西部地区，高

等教育发展还相对薄弱，高等教育还面临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从高等学校的布局结构看，

我国基本实现了在地级市的高等教育布点。但现实情况也表明，这些高校同质化现象突出，高等

学校为了争夺教学和科研资源，盲目贪大求全，追求升格升级，结果一方面造成高校特色阙如，一

方面导致高校间竞争态势严峻。

美国加州政府和议会通过立法的形式，建成了 3 个公立高等教育系统。3 个系统的同时存

在，一是实现了分类发展，避免了大学间的无序竞争; 二是既把同类型的大学归类于一个系统，又

实现了抱团发展。因此，我国地方高校发展更要避免同质化倾向，坚持分类分层发展，突出办学

特色，优化配置相对稀缺的地方高等教育资源。中西部地区可参考加州政府和加州大学的经验，

坚持全省一盘棋，根据“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工作思路，以省内重点大学为龙头，以高等教

育层次结构、分布结构、学科结构的调整优化为导向，建设一个或数个高等教育集团，实现分类分

层发展和抱团取暖。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从健全地方高等教育体系角度出发，鼓励支持

地方高校集团化、联盟化发展，完善地方公办高等学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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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Ｒevit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Midwes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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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was founded in the remote areas in the western US with a series

of political，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UC lagged far behind the eastern elite universities and once

it had ground to a halt． However，after more than a century of effort，UC has developed into the best

public university system in the US，known as the“model of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Firstly，UC is

benefited from the support of political powers，the regulation of policy and law，the efforts of raising

fund． Secondly，UC always persists“the concept of California”and the university’s mission． Finally，

UC has its great leadership of successive presidents and unique development mode． The above all have

created an excellent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driving force for UC． In the

new era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the revit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coordi-

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Although the success of UC has its unique political，economic，social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but the universities in the Midwest of China are facing the sam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as UC． Therefore，the eastern universitie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set up branches to in-

crease the supply of high－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Midwest by the model of“borrowing chickens to produce eggs”． And then，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strong universities to further expand the scale of higher education by the backdoor

listing model． Finally，starting from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local higher education，

the huddle group heating mode is adopted to realize the classified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 school

running．

Key word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igher education; public universities; higher education sys-

tems; revit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Midwes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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