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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时而动
本开新 建 发展新工科
—在工科优势高校新工科建设研讨会上的讲话
张大良
今年2月复旦会

之后，教育

等教育司印

发了“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

的

知”。当

系列有力措施，强े人才培养中心地ր和本科教
学基础地ր，控

前，“新工科”已经成为教育 域关注的热点，不

改

少

校举行了专 研 会，组织制 新工科研究与

温，取得

实

的

，将

”的基础上，
线；在广泛征

科建

专家

三个

交流研

，在“复旦共

一步形成新工科建
研

置。

的行动

的基础上，发布新工科研究

目指南；汇聚形成一支
伍。

核心地ր；

水平的新工

，就新工科建

发展新工科，

学工作

与发展

等教育改

平总书

政治工作会

在2016年召开的全国

上强

比以往任何时候
卓

和

校的

源

斜。

校新一

他工作。习

平总书

强

指出，

创新创业

综合改

点，

人”，衡

教师的主

标准是“教书育人”的成

校其

效，把教师的积极性更多引导到教学上来，克服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

开放

监督保

和社会主义现代े建

关于

增强，一批

等教育改

，深刻回
培养人

十八大以来，有关
中央国务

的决策

教等倾向。一
。四是教学

机制正在不断完善。

校

主体意

校形成人才培养工作自我

告发布制度。一批

发展指明了方向、

研

占比大幅增

完善工作机制，初步建立

求参加人才培养工作

提供了根本 循。
2010年教育

将人事制度改

提

校的教学经

，为

े。三是学

一步明确教师的主业是“教书育

些

的根本

取得显著

校与实务

源

方案普

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

答了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

教

置、政策支持更多地向人才培养倾

文、唯职称、唯头衔、

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系列

程、控

等方

源向育人

唯

平总书

氛围

建立了更广泛的合作关

为

服务。习

等教育

作为

教

域的教育教学

校创新创业教育改

源共享等方

系，控动社会优

更加强烈。

个核心点，并以此来带动

点

科研、

所、行业企业在联合培养学生、教师

互聘、

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办好我国

人才培养能力

展。

校“

和强े创新创业实

、科研

等教育的

牢牢抓住全

。二是

办公会研究教

成效；协同育人机制不断完善，

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

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

渐形成制度；一些

学方法改

校思想

切，对科学知

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

校立
的

更加

。我们对

校党委常委会、校

取得明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教育的地ր和作用不可忽

一步明确了人才培养的

浓厚、生机勃勃，在开

发展全局，把握 校人才培养工作新形势新任务
习

表现在四个方

划编制、“双一流”建

程中，

学”的倾向正在扭
改

着眼

校在“十三五”

方案制定的

，与大家交流。

一、建

展和成效，主

：一是人才培养摆在了学校工作更加突出的ր

今天的会

的

和人才培养机制

。从全局工作看，当前人才培养工作正在升

。

与实

教育教学改

校教学

校特别是

断自我
年度报

水平大学主动

估，加强人才培养

监

督已成为 校强烈的自 行动。
划纲

布以来，特别是党的
、地方和

署，

我们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 有基于事实的

校

彻落实党

教育自信，也 有基于理性的教育自省，必 清

等教育改

发展以提

地看到， 校人才培养与国家 求、人民期待和国

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取一

先 水平相比 存在不少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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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是全
段。 宝生

建成小康社会决胜

育，树立报国梦、强国梦，建

强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准

“四个回归”和“五个变े”

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增强工作主动
性、 对性、有效性，全

等教育正 临的

“五个变े”。一是 等教育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

求我们把握和

循教育教学 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同时
也

与时俱 ，不断改 人才培养的模式和方式方

法，持续提 人才培养水平和

变े。我们 入了 等教育大众े 段，很快将
入普及े 段，人民群众对优

等教育强国。

。

可以 ，今天的中国 等教育已经站在了由大

等教育的 求发

到强的新的历史 点上，建

生了历史性变े。现在老百姓对 等教育 求不再

一代人有着

的历史

等教育强国，我们
任，必

好我们的

仅仅满 于孩子能上大学，而且希望孩子能上好大

“

征 ”。我 为，人才培养 把握好“一 、

学，享受优 教育 源。二是 等教育 临的国家

三

、三教、两学”。“一

求发生了很大变े。国家控动实施创新
展，实施“一带一 ”“中国制
网+”等

动发

2025”“互联

大战略，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动力

作，

性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围绕学

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

学生政治

悟、思想水平、 德品 、文े素养，把学生培养

换、结构 整、方式 变、产业升级任务紧 ，

成为又红又专、全 发展的

等教育发挥人才支撑作用。三是 等教育 临
的国 竞争环境发生了很大变े。我国教育已经在
世界舞台上参与竞争，我们的坐标已经是国

个灵

”就是抓好灵 性工

“抓好思政

灵

级专 人才，也就是

”。“三

”是指

划、

律、 范。 划是引导，现在 划 做了，关 是

坐

抓落实， “落实 划 实效”； 律是法则，

标，标准是世界标准， 给中国 等教育带来了历

循教育教学 律、人才培养 律，抓好人才培

史性的 大挑战。四是 等教育对 发生了很大变

养工作， “把握 律守法则”； 范是保 ，教

े。90 后大学生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他们的

学

价值 念、思维方式、学习方式、交往方式与上一

度”。“三教”是指教师、教材、教法。教师是办

代学生相比有了很大变े。我们以往熟悉的教育理

学的核心， 按照习 平总书 提出的“四个相统

念、管理方式、人才培养机制、培养模式、教学内

一”的 求，加强教师 伍建 ，当前 在“培

容和方法，

教师强核心”；教材是基础，

是

切

等教育的

做出相应的改 和 整。五

范、学术 范 充实完善， “健全 范立制

“更新教材

内

源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十二

容”；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教学方法不改， 堂

五”时期，我们教育支出 GDP 占比历史性实现了

抬头率不 ，教学效果差，因此 “改 教法增活

4.28%，此后没有滑下来。今天，教育可以

力”。“两学”是指学 、学生。学 建

动的

源，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 的。
“五个变े”充分体现了

等教育

着眼

于办学的大生态，包括办学的政治生态和学术生

临的新形

态， “端正学 优生态”；学生培养是根本，

势。 响应“五个变े”，必 以简 繁，在行动

按照习 平总书 提出的“四个正确

上落实 宝生

教育引导学生，全校上下、校内校外形成合力，教

回归常

，

提出的“四个回归”。一是学生
真

书，

“国情”之书、“基

层”之书、“群众”之书，既
又

有字之书，

“无字之书”，

列经典、中华优秀传统文े

经典、中外传世经典和专业经典，杜绝浮 、 心
学习、理性思考。二是老师

回归本分，教书育

人，做教育分内的事，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三是学
校

回归初心，立德树人，全

”的 求

书育人、科研育人、实 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
人、文े育人、组织育人和协同育人，真正做到
“培养学生固根本”。
二、建

发展新工科，

聚焦国家发展战

略，支撑服务发展动能 换、产业 型升级
习 平总书 在2014年国 工程科技大会上指

彻党的教育方

出，“未来几十年，新一 科技 命和产业变 将

，培养德智体美全 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 者

同人类社会发展形成历史性交汇，工程科技 步和

和可 接班人。四是教育 回归梦想，创建一流教
第3

创新将成为控动人类社会发展的

引擎”。工程

教育已经成为国家竞争力的

来源。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

注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新技术，特别是

开放以来，我

术，提前 行人才培养布局。

国工程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培养了数以千万

“今之

古，亦犹后之

的工程科技人才，有力地支撑了国家工业体系的

算机刚刚兴

建成与发展，控动我国成为世界制

十年看现在一样，充满了机

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

业大国。我

教育作为

等教育的

年，工科本科在校生538万人，毕业生123万人，

工科，必

具有

专业布点17037个。工科在校生占

放眼未来， 点突破。

等教育在校

年来每年工科本科毕业生约占世

其次，产业改

界总数的1/3以上。我国4200多万人的工程科技人

型工程科技人才。

才

伍是开创未来最可宝 的 源。
我国经济发展

构

整的繁

临动能

换、方式

变、结

组成

度的时代

提升

分，建

发展新

任感，着眼全局，

求培养多样े的创新

级、产业提 增效的关 。历史经

明，工业始

终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所在。中国 成

。工程教育与产业发展紧密联

系、相互支撑，新产业的发展

和不确定性。工程

制 业是实体经济的支柱，是实现经济 型升

任务，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

新模式蓬勃兴

今”。现在回望

的20世纪70年代，可能就像未来几

模的工程教育。2016

生总数的1/3。

性技

为真正的经济强国，必 努力建 制 强国。改

工程教育提供

开放以来，我国制 业发展

，到2010年制 业

人才支撑，特别是应对未来新技术和新产业国

产值在全球占比

竞争的挑战，必

然而，与世界先 水平相比，我国制 业仍然大而

主动布局工程科技人才培养，

提升工程教育支撑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
先，发展新经济

求

技和产业

不强。

向当前和未来培养

一批优秀工程科技人才。新经济是伴

美国，成为制 业第一大国。

新一

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求：

“深入实施《中国制 2025》，加快大数据、云

科

命而产生的经济形态。以新技术、新

算、物联网应用，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控动传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特征的新经济正在蓬勃

统产业生产、管理和营 模式变 ”，“大力发展

发展。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基因工程等新技术

先

制 业，控动中国制 向中 端

加

制

强国的战略目标，关 在人才。2016年12月，

兴

。工业机器人、

成电

用航空、生物等新产业快

、卫星应用、

发展。目前我国机

教育 联合人力 源和社会保

800家，2016年工业机器人产

器人企业已

，线上线下融合、

社交电商、智慧家庭、智能交
现。新经济的发展以新技术

工程科技人才培养必 满 制 业人才 求多

境电商、

样性的

等新业态不断涌
命为引

、工业和信息े

共同发布了《制 业人才发展 划指南》。

到7.24万台。平台经济、分享经济、协同经济
等新模式广泛渗

求。当前我国产业发展处在多层并存

段，既有大 的劳动密 型产业、一定 的 本密

，以信息

型产业，也有知

密

型产业，尚处在工业2.0

े和工业े深度融合为突破，以商业模式和体制

和工业3.0并行的发展

机制创新为标志，以人力

工业3.0普及和工业4.0示范的并联式发展

物

素的依

济结构变

服务型制

，控动新一

。一方

互联网、云

本的

。在

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交 、航天工程、 信工程

、

等

临着人才紧缺的

域培养一定 模的 端工程科技人才，也 向

劳动力密 的加工制 等 域培养大批工程科技人

系统等新兴产业

加快发展新兴工科专业，更新改
业。另一方

、

，新经济中不断涌现出移动

、电子商务、移动医疗服务、云医

域均

工业2.0补

人才培养定ր上 体现人才多样性的 求，既 向

算、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制

些

段，必

和经

、互联网安全产业、智能安
和业态，

效投入减少对

生产方式变

”。实现

才。在人才培养 程上应表现为产学合作、产教融

，必

合、科教协同、国 合作、本硕博衔接与协同等。

传统工科专

工程科技人才培养必 强े创新创业能力和 界整

，新技术是新经济的基础，必

关

合能力。当前，创新正 渐成为控动全球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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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增

的主

动力。

着 更 多 “AlphaGo”的 出

现，未来的工程科技人员
技术，去

决

应用现在 未出现的

未出现的

。创新周期

来

有深度、有 度、有挑战度的“
创业教育融入工程教育的全

”。 把创新

程。 一步落实创新

创业教育的具体 求，充分发挥工程教育在师

短，技术开发和产业े的 界日 模糊，技术更新

伍、实 平台、行业协同等方 的优势，广泛搭建

和成果 े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

创业孵े基地、科技创业实习基地、专业े创客空

些变े均 求工程科技人才必 具备创新创业的意
和能力。互联网作为新一

科技和产业 命的核

心，有着极强的 界渗 能力，体现在互联网的一
整套

则和

念对其他产业的改

+”的产业创新模式

等创新创业平台，营 创新创业教育氛围，控动
创新创业教育全方ր 穿、深层次融入专业教育，
着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 和创 能力。

上。“互联网

三 学校主体控改 。

求工程科技人才在行业专精

校是新工科建 的 任主体。“新工科研究

的基础上，具有交叉复合特征，具备 学科、 产

与实 ”的立 ，既是研究

业的 界整合能力。

的内涵与 律；也是实

三、建

发展新工科，

主动

向未来，全

深े 等工程教育改
新工科建

付

， 搞清楚新工科
目，不能坐而

，

人才培养的实 行动之中；更是改 方案，

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体制，激发活力。

坚持

导向，做到六 ： 产

增强新工科建 的 任感与使命感。从历史 律来

业

求建专业， 技术发展改内容， 学校主体控

看，每一次工业 命

改

， 学生志 变方法，

发生 型。当前，世界经济正在加 向以网络信息

国

前沿立标准。

技术产业为

一 产业 求建专业。

局新工科建 ，从而获得未来竞争优势。 以新工

内外 源创条件，

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类型结构
改

的核心

。

加强工程科技人才的

研。掌握产业发展最新的人才
向。

做好增

是工程教育
求

求工程教育的内容与模式

内容的经济活动 变，我们必 布

科建 为契机优े学科专业结构。 校 做好学科
专业的整体 划，完善学科专业动态 整和自我更

求和未来发展方

新机制，在新工科建

程中大胆实 ，探索学科

优े，主动布局新兴工科专业建

专业 置管理的新范式。 以新工科建 为抓手控

。注 专业 置前瞻性，积极 置前沿和紧缺学

学校综合改 。改 只争朝夕，落实 在方寸。

科专业，加快建 和发展新兴工科，提前布局培养

校 发挥基层 创精神，充分利用好“新工科”

引

块

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的人才。

整，加快传统学科专业的改

做好存

升级。引导 校结合

田，控 人事制度改 ，完善 应 校教

学岗ր特点的内 激励机制，探索 校教师与行业

社会发展的新 求、学科交叉融合的新 势、科学

人才双向交流的机制；紧

研究的新成果，拓展传统学科专业的内涵和建

式，强े工学结合、校企合作， 企业直接参与到

点，形成新

程体系，打

人才培养全 程。

版，服务

、石े、机械、 工、纺织等产业

型升级、向价值

传统学科专业的升级

产业变

创新培养模

四 学生志 变方法。

端发展。 控动学科专业交叉

融合，加强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培养。

在互联网时代，知 获得已经不存在 碍，但
学习动力、注意力变成了稀缺 源。必 根据学生

二 技术发展改内容。

志

当前，在新一 工业 命的背景下，企业的技

益。 坚持并全 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尊

术发展日新月异，工程教育必 主动 应。

向

整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提 教学效率和效

学生自主 择，控

校学分制改 ，探索建立与

产业 求深े教学内容与 程体系改 。积极探索

学分制相 应的 程 置、学籍管理、

综合性 程、多

考核 价等教学管理制度，方便学生 专业 学校

决

程、交叉学科研

程，以学科前沿、产业和技术最新发展控动教学
内容更新，把内容 旧、 松易 的“水 ”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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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

行学分 定与 换，加快管理者本ր向以学习者
为中心的

变。

加强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

。借

学习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教学方

े新工科人才

的核心定ր。新工科建 的核心

法，加强师生互动，增强学生的“向学力”。 着

定ր是

力控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建 一批以

向。我们的 价导向是在各自 域办出特色、办出

大

一流水平。三是强े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

模在线开放 程为代表、 程应用与教学服务

。二是强े一流工科教育教学的 价导

相融 的优 在线开放 程，控 以学生为中心的

任担当。既 服务国家战略

教学方式方法变 。

展

社会做

为促 学校发展，必 优े 置校内 源，积

念，而是一

源，为人才培养创

在， 校 向社会汇聚优
不

行动的价值

求是为国

水平的目标引 。新工科最终 引 国 先 水

打开，控 校

平。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不是经济强
国，经济强国

、科研 所、企业优

、生产一线实习实

行动，

不是一个概

源的动力和能力 是

源，积极共建实习实 基地，统筹安排学生到

实务

求。新工科建

家、为社会多做 献。五是强े 向未来和国 先

企协同、科教协同，在更大范围内优े 置教学
源，主动联系和挖掘行业

献的价值

更好条件。现

。大学是开放的， 把办学

势

求， 有 样的 任担当。四是强े为国家和

五 内外 源创条件。

极获取社会

，也 支撑区域发

制 业强国支撑，制 业强国

我们现有的制 业和未来的先 制 业来支撑。
因此，新工科

。 控广“卓 工程

“六

向未来，培养 向未来的人才。

” 最终体现在“五个强े” 上。

师教育培养 划”实施经 。 控广实施产学合作

期，为控动新工科建 和发展，我们将组建新工科

协同育人 目。 探索建立一批产学研合作示范学

研究与实 的专家组，提供理 指导和战略咨 ；

。

励有条件的

校与行业企业、科研

所合

作，共建一批国家级产学研合作示范学 ，以产业

根据新工科研究与实

目指南， 向 校征

目，在 㞯之后正式立 。条件成熟时，考虑增加

发展 求为导向，探索建立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

分新工科“卓 工程师教育培养 划”专业点，

效机制，建 一批协同育人、共建共享的实 基地

并

或工程创新 练中心。

是牌子，不是帽子，而是 切实地在教育教学改

六 国 前沿立标准。

深े上、在提

实现我国工程教育由大到强的根本性 变，
从“

多种形式支持新工科的建 。新工科 目不

现。建 发展新工科 因时而动，“时”是新一
科技 命和产业 命的历史性交汇，是国家产业发

站在国 前沿来考 我们的人才培养，建立具

展的新形态，是国家 等教育发展的新 段。同时

有国 竞争力的工程教育体系。 加强工程人才培

本开新，“本”是中国教育的特色，是中国教

养

标准的研究和建

”，实现全

上有所体

，

必

并 ”到“并

工程教育人才培养

。

一步完善中国特

色、国 实 等效的工程教育专业

制度。 关

育发展的现实、未来和挑战。 本才有根，新工科
的“新” 立 新经济的新，

向当前急 和未

注世界前沿科技 展和发 国家经济 型战略，如

来发展培育新工科人才，把握由来、坚守本来、吸

未来将在以下

收外来、开创未来。相关 校

域开展全

竞争： 石墨烯技术、

势而为，主动作

全

破 人脑、 组基因组、会学习的电脑、商用

为、勇于创“新”，从而扎实控 新工科建 ，培

太

能

养一大批又红又专、全 发展的新工科人才，为建

机、智能

机、永不停止的太空竞

。

再如美国正在积极控动再工业े，在 端制 业
域形成一批新的增

工程教育强国做出 献，为创新型国家建 提供

点，特别是实施工业 4.0战

略， 新树立国家竞争优势。我们 把 些国 前
沿

深े综合改

（张 大 良，教 育 部 高 等 教 育 司 司 长，北 京
100816）

े成我们的培养标准。
我们

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形成新工科建 发展

体系， 个体系 充分体现“五个强े”：一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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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文 刊 载 于《中 国 大 学 教 学》2017年 第4
期）

新工科建

的内涵与行动
钟登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平总书 多次指出，
未来几十年，新一 科技 命和产业变 将同我
国加快 变经济发展形成历史性交汇，工程在社
会中的作用发生了深刻变े，工程科技 步和创
新成为控动人类社会发展的
引擎。 为工程
教育创新变 带来了 大机 ，但 一机 不再
是简单的扩大 模、增加专业的传统机 ，而是
倒 我们反思工程教育、建 “新工科”的新机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5年的研究报告中指
出：世界 等教育正在发生 命性变े，并呈现
出了“大众े、多样े、国 े、终 े、信息
े”的 势， 等工程教育作为其中
的组成
分，也 循上
势 行了多次 型，从注
技术应用的“技术范式”
换为注 科学研究的
“科学范式”，又 换成为注 实 的“工程范
式”，并时刻瞄准未来的新范式。“新工科”的
率先提出为 等工程教育的改 探索提供了一个
全新
和“中国方案”。本文 图从为什么
建 新工科、什么是新工科和如何建 新工科三
个方
行探 。
一、为什么 建 新工科
“新工科” 一概念自2016年提出以来，在不
到一年的时
，教育 组织 校 行深入研
，形成了“复旦共 ”和“天大行动”。显
然，新工科不是局 考 ，而是在新科技 命、
新产业 命、新经济背景下工程教育改 的 大
战略 择，是今后我国工程教育发展的新思维、
新方式。
1.服务国家战略发展新 求
建 新工
科。国家 大战略和 求是工程教育改 创新的
点。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统筹
控动“五ր一体”总体布局和协 控 “四个全
”战略布局， 彻落实创新、协 、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 动发
展”“一带一 ”“中国制 2025”“互联网+”
“京津冀协同发展”等 大战略，控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支撑服务产业 型升级和经济发
展动能 换， 应以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
新模式为特点的新经济， 切
深े 等工程
教育改 ， 真履行好 等工程教育在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传承创新、国

交流合作中的职 使命， 一步增强使命担当，
承担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历史
使命。
2.构筑国 竞争新优势
建 新工科。国
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和教育的竞争。 源短
缺、环境污染、能源紧张、气候变े、人口老
े等全球性
对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构成严
峻挑战。国 竞争日 激烈，世界多极े、经济
全球े、文े多样े、社会信息े深入发展。新
一 科技 命和产业 命蓄势待发，学科交叉融
合加 ，新兴学科不断涌现，
性技术层出不
穷，催生产业 大变 和新兴产业发展，创新
动成为 多国家 求竞争优势的核心战略。机器
人与自主系统、大数据分析、移动和云 算、网
络空 、能源、智慧城市、 子 算、虚拟现实
与增强现实、合成生物等新兴科技 势深刻改变
着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和学习方式，人才培
养和争夺成为关 。加快工程教育改 ，培养创
新工程人才，主动承担 应对挑战、 福人类、
塑 未来的时代 任成为在激烈的国 竞争中
得主动的
战略 择。
3.落实立德树人新 求
建 新工科。立德
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和中心环节。《关于加强和
改 新形势下 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 》指出：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现到教
书育人全 程，坚持全员、全 程、全方ր育人，
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 发展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合格建 者和可 接班人。《意 》 一步
深े了立德树人的内涵，也为 等工程教育改 提
出了指导方向。积极控动工程教育的全 改 创
新， 循工程教育的发展 律和工程创新人才发展
律，把培养未来全 发展的工程人才放在更加突
出的战略ր置，是落实 校立德树人 求的 大举
措。
荷 兰 代 尔 夫 特 理 工 学 2014年 的 研 究 报 告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the Rapidly Changing
World》显示，未来的工程教育主 包括以下几个
关 方 ：工程严 性、批判性思维与 标准े
决
、 学科与系统思维、想 力、创 力、主
动性、沟 与合作、全球े思维模式、多样性与流
动性、学生参与和专业学习共同体性、学生参与和
专业学习共同体、就业与终 学习。当前，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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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程教育经 “
工程 ”“卓 工程师教育
培养 划”“2011 划”“创新创业改 ”等 大
改 举措，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形成了 模第一、
层次完备、专业 全的工程教育体系。而加入“华
盛 协 ”更标志着我国工程教育真正融入世界。
但也应当看到，我国 等工程教育大而不强的
仍然存在，工程教育在卓 工程人才培养方 表现
出一些不 应：
一是理念不 应。工程教育 域存在的一些
与工程教育理念滞后直接相关，主 表现在
工程教育理念与当前的变े和未来的 求不
应。例如，以学生为中心、成果导向、
持续
改 的工程教育
理念 彻落实不到ր，终
学习、个性े学习理念没有完全融入教育 程，
多学科交叉融合理念有待强े，绿色工程教育理
念尚未牢固确立等。
二是人才结构不 应。世界级工程 军人才和
拔尖人才不 ，大国工匠紧缺，基础、新兴、 端
域工程科技人才短缺，工程技术人才支撑制 业
型升级能力不强，传统工程人才相对 剩，呈现
出制 业人才结构 剩和短缺并存、企业“用工
荒”与毕业生“就业 ”并存的局 。
三是知 体系不 应。当今社会，新知 呈
指数级发展， 缘学科、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知
成果 े周期不断缩短。但从内容上看，工程
教育 程知 内容 旧，与实 和社会 求脱
节；从结构上看，学科专业 置按照既有知 体
系呈层级式结构，划分 ⍺；从机制上看，学科
专业 整 置灵活性不 ，滞后于市场和产业发
展 求。
四是培养模式不 应。以全球े、网络े为代
表的一系列
性技术的发展使得教育、学习、信
息共享的方式发生了变े，由此带来了教学方法和
模式、教学环境和条件以及教师的 求和结构等的
不 应。与此同时，经济环境和社会 主 求的变
े 求工程教育从单纯 求学术表现回归到与实
的相关性，致力于回应、参与和 决不断涌现的人
类社会
。
因此，加快深े工程教育改 、建 新工科是
立 我国战略发展 求、国 竞争 势和立德树人
时代 求提出的深刻命 ，关系国家未来和民族振
兴。工程教育必 瞄准世界一流，加快改 ，以
“新工科”的整体
接多 战略机 与挑战交
织并存的新形势、新任务，为国家经济 型和社会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 和智力支撑。
二、什么是新工科
（一）新工科的内涵
新工科的内涵是：以立德树人为引 ，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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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变े、塑 未来为建 理念，以继承与创新、
交叉与融合、协 与共享为主
径，培养未来
多元े、创新型卓 工程人才。新工科，“工
科”是本 ，“新”是取向， 把握好 个
“新”字，但又不能脱离“工科”，其内涵可以
从三个层 来理 ：
1.理念新：应对变े，塑 未来。理念是行动
的先导，是发展方向和发展思 的 中体现，新工
科建 应以理念的率先变 带动工程教育的创新发
展。（1）新工科更加强 积极应对变े。创新是
引 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根本挑战在于探索不
断变े的未知。著名管理学家德 克曾经
：没
有人能够左右变े，唯有 在变े之前。新工科应
积极应对变े，引 创新，探索不断变े背景下
的工程教育新理念、新结构、新模式、新
、新
体系，培养能够 应时代和未来变े的卓 工程人
才。（2）新工科更加强 主动塑 世界。 等教
育作为人才第一 源、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
动力的
结合点，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十分紧
密。工程教育更是直接地把科学、技术同产业发展
联系在了一 ，工程人才和工程科技成为改变世界
的
力 。因此新工科应 出“ 应社会” 的
念局 ，主动肩
福人类、塑 未来的使命
任，成为控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命性力 。
2. 求新：培养未来多元े、创新型卓 工
程人才。新工科作为一种新型工程教育，其育人
的本 没有变，但对人才的培养 求发生了变
े。（1）人才结构新。工程人才培养结构 求多
元े。一方 ，当前我国产业发展不平衡，处在
工业2.0和工业3.0并行的发展 段，必
工业
2.0补 、工业3.0普及和工业4.0示范的并联式发
展
，因此工程人才 求复杂多样，必 健全
与全产业 对接的从研发、
、生产、 售到
管理、服务的多元े人才培养结构；另一方 ，
从工程教育自 来 ，应根据对未来工程人才的
素 能力 求， 新确定专、本、硕、博各层次
的培养目标和培养 模， 而建立 以人口变े
求为导向、以产业 整为依据的工程教育 型
升级供给机制。（2）
标准新。工程人才培养
求 向未来。目前对未来工程师的
标
准尚未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但对未来工程师素
的大 描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未来工程人才
的核心 素。美国工程 发布的《2020的工程
师：新世纪工程的愿景》 报告中提出：优秀的分
析能力、实 能力、创 力、沟 能力、商业和
管理知 、 导力、 德水准和专业素养、终
学习等是未来工程师应 具备的素 。2016 年世
纪经济 坛强 包括社会技能、 系统技能、 决

复杂
的技能、 源管理技能、技术技能在内的
交叉复合技能。基于国 标准和我国 大战略 求
及发展实 ，我们 为，未来的工程人才培养标准
应 强 以下核心素养：家国情怀、创新创业、
学科交叉融合、批判性思维、全球
、自主终
学习、沟 与协商、工程 导力、环境和可持续发
展、数字素养。
3. 径新：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
与共享。从某种意义上 ，新工科反映了未来工
程 教育的形态，是与时俱 的创新型工程教育方
案，
新的建
径。立 天津大学、放眼中
国和世界，我们能感受到新工科蓬勃兴 的力
。（1）继承与创新。新工科 根植于我们的历
史积淀和传统优势。从中国工程教育 生 ，天
津大学（北洋大学） 就肩 着“ 兴学强国”的
使命，从兴学救国、科学建国到科教兴国，“实
事求是”“穷学理，振科工， 实 ，薄 虫”
“不从纸上 空 ， 实地把中华改 ” 等价值
理念塑 了我们“家国情怀”的使命感，广大校
友立 自 岗ր，把“家国情怀” े为服务国
家发展的实 行动，有力支撑了国家 大战略、
大工程和 大 目。新工科
向未来全 加
快改 创新。新工科必
人才培养理念的升
华、体制机制的改 以及培养模式的创新应对现
代社会的快 变े和未来不确定的变 挑战。天
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 作为“国家
点学 ”，以“工程科学实 班”为 体探索传
统工程教育 型为新工科，
多层 学生
拔、竞争性分流、本硕博统筹培养、自主 择专
业、个性े 程体系、小班े教学、双导师制等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变 ，致力于培养
“具有深厚数理基础和人文素养，善于从工程中
发现科学
，并能 用科学原理 决工程
，能够 决人类 临 大
和国家 大战略
求的仪器仪表 域未来工程 军人才”。（2）
交叉与融合。交叉与融合是工程创新人才培养的
着力点。基于多学科交叉、产学研融合，斯坦福
大学的硅 模式、剑桥大学的科技园区等对创新
人才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天津大学积极探索
创新创业教育，培育交叉融合的育人生态，建立
了宣怀学 和搭伙众创空 等创新创业教育和实
平台，将 水平科研优势和产学研 源 े为
育人优势，打 从“创意—创新—创业”完整
条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交叉与融合是 大工程
科技创新的突破点。学科交叉融合是工程科技创
新的源泉，关 核心技术和 大工程创新科技成
果的突破大多源于学科交叉。天津大学研制的
“海燕”水下滑翔机，用于“天宫二号”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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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机交互技术测 系统”，保 大坝 期安
全 行“智慧大坝”技术体系，以及 省理工学
研制的“蜂群”无人机协同作战等 是学科交
叉的成果。
（3）协 与共享。以协 控动新工科专业结
构 整和人才培养
提升。教育 引导 校主
动布局 向未来技术和产业的新专业，2010年后
新 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工科本科专业点1401
个。同时，
协 工程教育多利益主体关系，
形成了 校主体、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
与的协同育人模式， 步突破制约工程教育人才
培养
的政策壁垒、 源壁垒、区域壁垒等。
以共享控动新工科优 教育 源和教育成果共建
共享。经济全球े的不断深入与创新 素的加快
流动使得共建共享、合作互补成为 等工程教育
发展的共同 择。中国—东盟工科大学联盟、中
俄工科大学联盟等 是 等工程教育主动 应全
球े的具体实 。天津大学与位治亚理工学 共
同建 天津大学位治亚理工深圳特色学 ，以中
外合作办学的形式 一步探索建 新工科。
（二）新工科的特征
新工科的内涵决定了新工科以下几个方 的
特征：1.战略型。新工科不仅强
导向，更
强 战略导向。新工科建 必 站在战略全局的
度，以战略眼光和战略思维加快理念 变，深
े教育改 ，既为支撑传统产业 型升级等当前
培养人才，又 为支撑新型产业培育发展等
未来 求培 养人才。2.创新性。创新是工程教育
发展的不竭动力。新工科建
将经济社会发展
求体现在人才培养的每个环节，围绕产业 、
创新 从建 理念、建 目标、建 任务、建
举措等方
行创新性变 ， 塑工程教育，而
不是旧范式下⍺枝末节的修补。3.系统े。新工
科建 是一个系统工程。 先
从系统的 度
积极回应社会的变े和 求，并将培育发展新工
科和改 提升传统工科作为一个系统，
一个
教育、研究、实 、创新创业的完整方案，为工
程教育改 发展不断提供新动力。4.开放式。新
工科是 层次的开放式工程教育。应以开放促改
、促创新，对外加强国 交流与合作，对内促
工程教育 源和教育治理的开放，加快形成对
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深度融合的共建共享大格局。
三、如何建 新工科
新工科建 行动 线着眼于国家“ 两个一百
年” 的战略目标，提出了“ 三个 段、三个任
务 、 三 个突 破 ”的 行 动方 案 ：1. 段 目 标 。到
2020年，探索新工科模式，支撑新技术、新产
业、新经济的发展。到 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的

新工科发展优势，服务创新 动发展能力显著增
强。到2050年，形成引 全球新工科的中国模
式，为全 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提供支撑。
2.关 任务。（1）学与教。 构人才知 体
系。围绕产业 、创新 对学科布局和专业 置
行前瞻布局和动态 整，建 一批服务现代产
业的新兴学科专业 群，加快传统学科专业的改
；基于时代和未来卓 工程人才核心素养和能
力加快 程改 ，更加注 前沿知 和学科交叉
知 体系建 ，更加注 实 创新性 程体系建
，更加注 工程教育
程体系建 。 塑
人才培养
。加快制定 应工科学生终 发
展和社会
的核心素养体系和学业标准体系，
完善学生、老师、 主、校友等共同参与的“以
学生为中心”学生培养
持续改 体系，完善
从学习目标—培养目标—培养方案— 程大纲—
价分析— 程品 报告—改 方案实施－学习
目标的 环
持续改 体系。创新教学方式与
技术。2017年《地平线报告》 测了未来五年内
等教育技术应用中的主 技术关
势和
挑战。不 看出，更具互动性、智能े和个性े
的教学方式与技术将加快发展，以3D 网络环境、
增强现实与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为支
撑的探究式、
式、参与式教学和混合式学习
等学与教的方式与技术将 步普及。（2）实 与
创新创业。强े实 创新创业能力。延展实 育
人平台，强े教学实 、科学实 、实习实 ；
改变工程实 环境和工程实 模式，
创客模
式、3D打印等新技术、新模式将真实世界的体
融入工程教育。同时，教育者应先受教育，加强
教师实 和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能力。完善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模式。建立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培
养、产学研协同、创新创业指导和服务为一体的
全员、全 程、全方ր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
完善工程教育供给体系，打破制约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的壁垒和 界。加强技术 移与成果 े。
坚持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围绕经济发展 大
求， 中力 突破一批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的关 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完善技术 移与成
果 े体制机制和服务体系，加快控动工程科技
创新成果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3）
本土े与国 े。中国声 。习 平总书 多次
强 ，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 有中国特
色，必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新工科建 必
坚持 向国家 大战略 求和国民经济主战场，
探索同我国历史、国情、文े更加 应，同我国
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更加紧密的工程教育

体制机制，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
务，为改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 服务，向
世界发出中国声 。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对国
家、历史、文े的深刻 同和深厚情感，以国为
家，具有忧患意 、担当精神和爱国情感。新工
科应秉承“兴学强国”的 任和使命，找准在服
务国家战略中的定ր和方向，明确支撑国家经济
社会和产业发展的 径和举措，将家国情怀融入
工程人才培养全 程，培养主动服务社会、 决
关系国家发展和民生疾苦 大
的工程人才，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献。全
球
。大力围绕“一带一 ”等国家总体对外
开放战略，积极控 工程教育国 े，吸收和整
合优 国
等工程教育 源，加强国 学术和
人才交流，加强国 工程科技合作，提 我国工
程教育 向未来的国 竞争力和影响力。
3. 点突破。（1）控动工程教育立法工作，
有力促 协同育人。探索和制定《工程教育法》。
从法律层 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公共服务体
系建 和制度保 ，建立健全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大
学生实 创新能力培养制度，彻底 决大学生实习
实
，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协同育人机
制。（2）扩大办学自主权，打 工程教育发展新
动能。扩大招生自主权、学ր授予自主权和学科专
业 置与 整自主权。 彻落实教育 五
《关
于深े 等教育 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服务改
的若干意 》，破 束缚工程教育改 发展的体
制机制 碍，打 工程教育发展新动能。（3）改
教育 价体系， 工程教育回归工程。建立符合
工程教育特点的 价体系。 等工程教育应以服务
国家为
任务，把关注点放在衡 人才培养成
效，衡 大学对经济社会发展、对国家创新竞争力
提升、对行业企业技术 步的实
献上，而不是
以简单的 文、引用等可 े数据 行 价。工程
改变世界，科技创 未来，工程教育决定着人类的
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新工科必 把培养时
代和未来的创新型卓 工程人才摆在更加突出的战
略ր置，加强对新工科建
律的研究，以新的理
念、新的 求、新的 径加快我国工程教育改 ，
为 “中国梦 ”的实现和未来复杂多变的世界提供
智力支撑和人才保 。
（钟登华，天津大学校长、教授，中国工程
院院士，天津 300072 ）
（原文刊载于《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7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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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工业

命的中国工程教育发展战略研究
朱正伟 李茂国

一、背景分析

体系的时候，我们也必 为工程教育找到新的历史

（一）全球工程教育的新发展

方ր，

20世纪90年代，以 省理工学 为代表的工程

引中国的工程教育从现在 向未来，并成为 应和

教育强势 校就提出工程教育 “回归工程”，成

引

出新的

，提出新的发展战略，以指

新工业 命发展的中坚力 。

功止住了全球工程教育“科学范式”盛行的势头，

（二）中国工程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并

为了提 工程教育

利开启了工程教育“回归工程”的新时代。

，我国从2010年开始实

不仅引 了世界工程教育发展的潮流，也使工程人

施了“卓 工程师教育培养

才从 受企业 病到再次受到企业的欢 ，为工业

育回归工程的征 。从2015年中国工程

产业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必

告来看，五年来，我国工程教育取得了不少可喜的

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

撑。

划”，启动了工程教

成绩和变े。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
世界 等教育强国，经

能 经 历了 从纯 粹的 “知
代）到“知
再到“知

上千年的发展，其功
传 授” （即 大学1.0时

传授+学术研究”（即大学2.0时代）
传授+学术研究+社会服务”（即大学

3.0时代）。目前，

等教育强国的

校又增加了

的 估报

208所

校

的1257个本科专业点、514个研究生层次学科点按
“卓
划”学生

划”

行改

点，累

25万人；签约实施卓

参与“卓
划的企业

10415家。中国已成为全球工程教育大国。据统
，2016年我国普

本科工科专业布点数为18117

“创新”的功能。斯坦福大学的“硅 ”、 省理

个，毕业生123万人，在校生 538万人，分别占全

工学

国普

的“128

公

”、加州理工学

所在的

“航空街”、剑桥大学的科技园区等不仅是大学的
创新基地，更是全国乃至全球 名的创新中心，此
举大有开启大学4.0时代之意。

程教育也亦步亦 地

着工业 命的步伐，而使

得工程教育滞后于工业界的

33.3%，工学称得上是最大的学科 类。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工程教育大国，也是世界制
大国。

去的工业 命与工程教育关系似乎不大，工

求而 受 病，就算

校 本 科 毕 业 生 和 在 校 生 的32.8%和

、 算、太空、深海等排名世界第一

或名列前茅的行业和

域展示了我国的实力和能

力，“一带一 ”倡 展示了我国和平发展的愿景
和想法，“创新 动”“网络强国”“五े融合”

是美、英、德、法等工程教育强国，工程教育改

等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 对我国的工程教育提出

也滞后于此前发生的工业 命。从前三次工业 命

了新的更

所

的人才特征、人才类型和紧 程度来看，之前

求。

从国家层 看，我国的工程教育尚未形成一个

的工程教育滞后于工业 命尚可维系。然而，新工

稳定的发展战略，没有 出一条自己的发展

业

尽管对工业界的影响尚不便定

命以智能生产、智能制

和绿色发展为主 ，

。

，但对教育界而

不只是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的综合利用，也是

，“卓 工程师教育培养

材料、信息、生物医学、能源、制 、人工智能等

的战略。然而， 着时 的控移和工业的 步，

学科的交叉融合。因此， 次工业 命如果没有工

中国工程教育不仅 继续从科学范式 向“回归工

程教育的参与恐怕就不能完成。

程”，同时又 临新工业 命和新的工程教育范式

各国的工程教育

临着新 择和新变े，

划”是一个比 有共

的挑战。

既是挑战也是机 。当我们展望未来，描绘新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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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 域看，我国的工程教育 临着多层次

多

度的 求，概括 来就是：提

度的大 模和全系列。 先，提

、保持

略提出 把信息互联技术与传统工业制 相结合，

。我国是

打

“智能工厂”与“智能生产”。工业4.0偏

等工程教育大国但不是强国。因此，提 工程教育

“硬件”，工业互联网更偏

的

们

构中国工程教育的治理体系，积极探索并

种层次、何种学科背景的工程人才， 应是

实

中国工程教育与中国工业界、国 工程教育的

的。其次，保持 度的大 模。为实现我国从世界

融合创新。作为为工业服务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的

2025”专

工程教育，自然应创新工程教育范式，改 人才培

就是 等工程教育不懈的 求。不 培养何

制

大国向制

强国的

变，“中国制

及 “完善多层次多类型人才培养体系”，并

“ 件”。因此，我

养模式，打破基于学科的模式， 前布局新工业

将“人才为本”作为五大基本方 之一，明确提出

命

的专业，把相关 程融合，做成整合型的

“建 一支素 优良、结构合理的制 业人才

程

划，与社会协同发展，深े与工业行业紧密合

伍， 人才引 的发展

”。因此，我国对工程

人才的 求是巨大的， 在今后相当 的一段时

作，实施研究与教育的整合控 ，以培养新工业
命所

内，我国的工程教育 会是大 模的。第三，全系

的人才，从而引 新工业 命的浪潮。
二、我国工程教育发展的战略思想

列。作为全球的制 大国，不仅体现在体 上，

（一）人本主义的工程观

体现在种类上。我国现已建成全球制 业种类最

“人本内涵”是新工业

命最为根本和核心的

全、最完备的制 业体系，我国制 业种类从数

内涵。人的改变是所有变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

上已经

多于美、德、英、法、日等制 强国。

时也是变 能否成功的核心条件。人类社会发展到

因此，

培养更多的

人才来做强现有制

今天，技术和工业“已深深嵌入了人性的 域”。

，我国也必 建立完

一方 ，新工业 命将 一步 放人、发展人；但

业。此外，出于国家安全
整的工业体系，所以

各种各样的全系列的工程

另一方 ，人更

人才。

应新工业 命、引 新工业

命发展。新工业时代以合作为

从全球

看，我国的工程教育

临

多

创

特征，更看

、互动、参与、开放、平等、共享以及加入全

求。中国 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并布局自己的

球网络。因此， 向未来的工程教育应以人与自然

创新网络，在全球范围内优े 置、创新 源，

和

是大势所 。从 代中国工程教育发展历程看，单

“人本内涵”，基于“大科学 ”和“大工程 ”

纯学习苏联模式或者美国模式似乎 不能完全 决

树立融合“自然-科技-经济-社会-人类”五ր一体

我国工程教育 临的困 和

的共生发展理念，营 “ 源节约、环境友好、社

。俄罗斯加入华盛

协 ，同时又成为欧洲工程教育

网络的正式

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全 考虑新工业 命的

会和 ”的工程生态文े，

成员， 似乎为我国工程教育改 提供了一种可借
的思 。当前主流的英美国家和欧洲大 国家的

而树立人本主义工程

，培养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新工业 命
素

的

工程人才。

两大工程教育体系也各有其优缺点。因此，从我国

当代人类发展所 临的

源短缺、生态失衡、

具体国情出发，工程教育应融合世界工程教育的优

环境污染等困境本 上是工业文明式微、工业े危

点，兼容英美国家和欧洲大

机凸显以及“人本”

国家两大工程教育体

系，创立世界第三大工程教育体系。

ր或缺失的

前，新工业 命正在全球兴

中表现。目

， 是当代人类 出

从工程教育自

的发展来看，工业4.0、工业

生存困境、े 工业े危机的历史机 期。新工业

互联网、“中国制

2025”等新工业模型的实施，

命将是一种基于生存空 的新的 命性理念，将

将引发工业界 命性的变े。所有 些，既是中国

引

工程教育的机

用经济的新模式。因此， 向未来的工程教育树立

，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巨大的挑

战。工业4.0和工业互联网，
与制

业在各个环节

是把信息和互联网

行融合和创新，工业4.0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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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 入可持续发展的“后碳”时代的一种实

人本主义工程 既是工程本
然。

的彰显，亦是历史使

（二）实践主义教育思想
科学发现事物，工程创
发现世界、

“以简政放权和 变政府职能为 点”来“健全
事物。科学的本 是

世界，工程的本 是创 世界、改

世界。工程是基于科学、立 于实 的，没有科
学的工程就像没有根系的大树，离开实 的工程就

统筹有力、权 明确的教育管理体制”， “控
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明确各级政府
任”，以“形成政事分开、权

明确、统筹协

、 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目前我国的 等

像没有灵 的 壳。因此，工程必 强 实 。工

教育基本上是中央 权制管理。因此，我们

程师的任务是改 世界、创

索并建立中央 权与地方分权的平衡关系，寻找二

工程教育是对人类

未来。培养工程师的

科学、

工程、熟悉工程

程、 行工程实 的 演和再现。另外，工程教
育本 也是一种实 ，是工程师培养的教育教学实
。

探

者的平衡点，对 校的管理实行分权与 权相结合
的方式，以提 我国 等教育的

和效率。

建立中央 权与地方分权的平衡关系，

决

两个矛盾。第一是 打破 划经济思维下办大学的
但是，目前的工程教育知行不统一，缺少对工

程实 的

，缺少对实 方式的

界早就发出“现在的毕业生

权管理模式，即 校 从专科升本科、本科升硕
士点、硕士点再升博士点的

应工作”、

从专科学校升格为学

以快

。我国工业

径， 免 校盲目地

、再想方

法地更名为大

我国工程教育的 程体系“脱离了工程实 ”的呼

学。实 上，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只 地方政府大

声。因此，我们应

力投入就能够吸引一批 水平的师 、 到满 培

倡导实

想，用实 的方式来

主义的工程教育思

工程、

工程实 ，做

养研究生 求的 硬件条件。因此，学ր点的㞯批

好工程教育“回归工程”的紧 工作。当然，作为

放权给地方政府，而且办大学可以从任意层级的

工程的基础—科学 律也不容忽 ，但也 按照科

学ր开始，政府只

学研究的 律来

可以了。

工程的科学 律。

把学ր 估作为强制条件就

一点，2012年4月建校的南方科技大学

三、我国工程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与举措

和即将建立的西湖大学开了一个好头。第二个矛

基于人本主义工程 和实 主义教育思想，分

盾，也是主 矛盾，就是 明确 校办学定ր的确

析工程教育范式 换的条件，定ր新型的人才培养

立者是举办者而 办学者。政府是 校的举办者，

目标和明确新的人才类型，探索新的工程教育范

给大学定ր，而不是仅仅

办学者来定ր。相应

式， 构我国工程教育治理体系，探索我国工程教

地，中央政府给中央所属 校定ր，地方政府则给

育与工业界以及与国 工程教育的“融合创新”，

地方所属 校定ր。

、大

2. 工程教育利益相关者参与教育治理。工程教

模、全系列”的工程教育体系是我国工程教育发

育的利益相关者，有学者 为包括“政（政府）用

以建立我国 应和引 新工业 命的“

展的战略目标。

（用人单ր）产（企业）学（学校）研（科研机

向新工业 命的中国工程教育发展战略，概
括

来就是利用“融合创新”的战略来 构中国工

程教育体系，其内涵主 包括以下四个方 ：

体地ր，因此

用“管（教育行政主管

办（学校）、 （人力 源

（一）重构中国工程教育治理体系

）、

）、用（企业、行

业）、学（学生）”的治理模式。实 上，企业、

1. 建立中央 权与地方分权的平衡关系。 等
教育分权与 权无关好坏，典型的 等教育分权型
国家如美国，典型的 权型国家如法国，由于分权
和

构）”，也有学者 为 突出学生作为受益者的主

权各有优势， 等教育既没有纯粹的 权，也

行业在 个治理体系中占有举

的地ր，必

突出和强 他们的地ր和作用。
基于此，德国建立了另一种模式。德国工业
4.0战略所描绘的智能制

发展蓝图的支撑是“四

没有纯粹的分权，世界各国在 等教育管理中

ր一体”的，即政策支持、产品市场、技术体系引

取了 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方式。《国家中 期教育

导和人才培养。而对于 个“四ր一体”的战略，

改

其具体实施者恰好对应工业 4.0 的四个

和发展 划纲 （2010—2020年）》明确提出
第13

战略

色，即德国政府、企业、行业联盟、科研教育机

养人才的知 体系与新兴产业及 界交叉工作的对

构。分析“政用产学研”模式不 发现，“用”和

应。而且，同一学科名，不同 校的理 、师 等

“产”实

条件不一样而使得其专业的内涵不同。

上有很大

分是一致的，而“学”和

“研”则可对应德国的“科研教育机构”

个

另外，当前的管理办法有利于对专业 行 范

色；分析“管办 用学”模式可以看出其 用范围

े管理，但不利于专业的创新，不利于 校快

相对 窄。因此，我国可借

应工业界的

求，也不利于

府、企业、行业联盟、科研教育机构”的“四ր一

2025”、创新

动发展、“一带一

体”的工程教育治理体系。

的

德国模式，建立“政

一体系可以 度地突

出企业、行业的地ր和作用。

应“中国制
”等国家战略

求。由于创新总是从个别学校开始的，而“现

行的㞯批制和备案制严 不利于创新专业”， 自

为建好 个新型的治理体系， 先，我们
行政

校

然就不能很好地 决按照工业界的主 来开 专业

简政放权，允 企业、行业组织参与学

的主 矛盾。

生执业 格考核和 定， 励企业、行业发挥主人

因此，

一步放开专业备案（㞯批）权 ，

翁精神，切实参与 校人才培养的 程等方 来搭

给予 校更多、更大的专业

建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平台；

置的学科

机制、法

置自主权，变专业

为产业、工业界 求的

；将 定

的建立和健全，保 学校、学生受益，企业、行业

性专业目录变为统 型专业目录；变“入学 份”

获利，合理减 教育行政主管

的专业为“毕业 份”的专业，以缩短工业界急

的

和人力 源

担，以建立多元主体利益共享机制；

落实

人才的培养时

。同时，加大专业

、

估力

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营 企业、行业 有参与工

度，定期（每年2次）公布专业基本状态数据，加

程人才培养

大

程社会

任的环境和氛围，树立企

业、行业的主人翁意 ，探索行政

简单、 效

不

、

估不合格专业和学校的处罚力

度。

参与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以完善多方共同参与

另外，在当前新工业 命的情况下，

的社会环境。

发展“云物大智”类，即与云

其次，

建立全国性的工程教育协同管理机

制。 于中国教育制度和人事制度的现状，可以在

第三， 用法律、法 来保 工程教育治理体

据（Big Data）和人工智能（AI）相关的专业。
2.按照工业价值

构人才培养模式。传统工

程人才培养模式基于学科

，其价值指向教师中

心地ր和知 传授，

应新工业 命对工程

以

系的实施。在上 治理体系中，法律、法 的缺失

人才的挑战和 求。我们此前曾专

或不完善会严 地 碍新型治理体系的实施。当前

们必

比

的

紧 的是应制定《产学研合作法》和《工程师

法》，主

是

范国家相关行政

校、个人等主体的

权利，保

、企业、

当前我

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而且 个创新
是基于工业价值 的。我们 为，基于工业

价值 的工程人才培养模式以 目完成、

产学研合作的健

为

统的基于学科

组织管理架构，加强 伍建

的。

，明确职业 德和执

决

，突出学生中心地ր及其能力培养， 与传

康、可持续发展，以及明确对工程师的 制程度、

业

算（Cloud

Computing）、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大数

中国工程 教育委员会的框架下建立全国性的工程
教育协同管理机制。

特别

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完全不一样

种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包括了五个方

，

格，保 工程师的合法权益。

即：基于全科

（二）中国工程教育与中国工业界融合创新

力培养为核心的创新能力本ր模式，从智能制 的

1.按照工业界的主
专业 置是以学科为

构工程类专业。当前的
的，也就是 有什么样的

教育的专业教育模式，以创新能

— 界模式，从产品生命周期的
式以及从商业模式演 的

— 程模

—工商融合模式。

学科就对应 什么样的专业。 对于专业的学科依

以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创新能力本ր模式，

存和知 体系的架构有一定的好处，但 不利于培

对的是当前创新方法游离在人才培养模式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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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方法与专业能力培养脱节的

，因此，必

作为世界工程教育体 最大、制 业种类最多的国

从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入手，促 创新方法与专业

家，一方 确保我国工科专业毕业生 到行业 可

教育的融合。 模式的实施

的既定

径是：以创新成果作

为毕业 求，以基于学科 类的科学方法 的 程
行全科

教育，实施以

学习来 行专业学习，

决

三级

目

行实

为导向的按

教育在全球工程教育中的

权。为此，我们 做

好以下两 工作：

简单、中等复杂、复杂

第一，中国工程教育 全 加入国 工程教育

教学。因此，之前我们提出的

“创客模式”自然就包括在

标准 求，另一方 也 提 我国工程

个模式之中了。

体系。不 是从控 和加强我国工程教育国
े的 度，或是提升我国工程教育的国

（三）中国工程教育与国际工程教育融合创新

或是确保我国工科教育的

1.兼容世界两大工程教育体系。对于工程人才

类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国 竞争力的 度来 ，我

的培养，当前国 上主 有两种模式。一是欧洲大
国家模式。以欧洲大 国家为主，是专业教育的
模式，其本科和硕士

是专业教育，

去是

学

业可加入不同的

培养。第二种是英美国家模式。以英美国家为主，

程硕士的

是

空白。

宽口径的

，即“

教育+专业教育”

体系， 个体系目前在我国也是一个

第二， 控行国内

与国

分能够参与国
与国

，因此有必 控行国内

相结合。尽管没必

的模式。如果简单相加，在有 的学习时 内，一

专业 参加国

方

学校、专业一定 参加国内

必将增加学生的 程 和学业 担，另一方

则会导致 些本科毕业即就业的学生专业能力明显
，而对于 升入硕士 段的学生而 ，又会显

相结合的制

度。由于中国工程教育 模巨大，层次 多，只有

教育模式各有千秋，对我国而 ，我们不能简
单地把二者加在一

协 。当然，从全球工程类研

体系的现实出发，我国也可以发 一个工

教育，硕士、博士则实施专业教育。

欧洲大 国家的专业教育模式和英、美国家的

所有学校、所有

，但 求没有参加国

的

。对此，我们应将

分成三个 分。第一 分专业参加国内
但

按照国

的方式，不 其

，

标准和 求

得基础不牢。另外，因为我国的制 业种类完备、

比国

工程类型多，工业界对人才的 求也是多样े和全

；第三 分专业参加世界一流专业

系列的。

体

系。不 ，从我国的实 情况出发，不同学制的专

究生

教育的模式， 常 求分段培养，本科实施

，或是提升我国工程

国的工程教育 必 全 加入国 工程教育

制，现在多数改为三段制，而且 常 求本硕

不

权，

低；第二 分专业参加现行的国
，支持少

数大学和少数专业 行模式创新，按照世界一流的

因此，我国的工程教育也不能简单地复制
教育模式或者专业教育模式，而应

标准 行

探索第三种

。

之所以 提世界一流专业

是因为目前加入

模式—即兼容世界两大工程教育体系，既有专业教

“华盛 协 ”的国家和地区比 多，而且有的国

育，又有

家或地区的工程教育水平并不 ，所以从 个 度

教育的兼容并存模式。 于我国 校

的实 情况，应用型 校主

培养职业型人才，因

此应 坚持发展专业教育模式；世界一流大学主
培养学术型人才，因此应 加强
数

教育；对于多

对不同的学生实施专业教育或

教育。
2.兼

国内

行的工程教育
国

，华盛 协 已经不能代表国 最 水平的
了，只是一个国

委所属 校，既 培养职业型人才，又 培养

学术型人才，应

来

一个更 水平的

。专业

是国

互 和工程师 格国 互 的

基础。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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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的专业即 为是
的标准不是工业界

的标准，也不是培养工程师的标准，而是培养工程

准。利用 个

保 制度，也是实现工程教育

，

世界一流的工程教育。 个

科学家的标准。
和国

而已。因此，有必 发展

将是对工程教育创新的

价标

向全球发声，展示我国工程教育

大国的地ր和水平，展现我们的制度自信和文े自
信。

3. 中国工程教育与中国企业并肩 向世界。中
国的 国公司在 入21世纪后发展 度明显提升，

归工程”向“融合创新”范式 变。

国

2. 建立新的工程人才标准。 先，明确新的人

公司对外直接投 仅4000多亿元；党的十八大后我

才类型。发展 等教育的目的主 包括三个方 ，

国提出了“一带一 ”倡 ，2016年，我国 国公

即：为了人类的发展，

尤其是

5年。据统

律。因此，工程教育的范式也将 渐从当前的“回

司在海外的总

，2008年我国

7.1万亿元、海外营业收入

产

4.7万亿元、海外员工
中国

融类

国公司100强的

101万人，而2016年入围
槛（海外

产）

41.48

亿元，是5年前的4.52倍。

培养一批仰望星空的人

才；为了国家的发展， 培养大批 应国家战略、
经济社会发展

的人才；为了个人的发展， 培

养每一ր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合格公民的素 ，为今
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做好准备。因此，作为 等

我国的企业正在全力以

出

教育的一 分，我国的工程教育自然也应培养 三

去”，作为为企业服务和提供智力支持的中国工程

类人才。我国 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我国工程教

教育也

育培养的人才自然也就应

无旁 地肩

地增强实力“

相应的职 ， 也是我

是“全系列”的，因

们的义务。中国工程教育 响应国家“一带一 ”

此， 三类人才又可分为两个方 的人才，即各行

倡

各业的工程人才，如机械、电气、能源、材料、建

，支持中国企业为优े和改善全球价值 布局

的努力，与

、核电、移动

等一系列 点行

等；各个环节（或岗ր类型）的工程人才，如技

业和企业紧密合作，由行业、企业投 ，国家留学

能型、服务型、现场型、

基

扶持，相应的优势学科大学承办，与“一带一

等。另外，因为在工程 域实 存在从事工程研究

”沿线国家的优势特色大学积极开展合作办学，

和工程实 的分工， 三类人才也可以简े分为两

以

些行业和企业

求为导向，培养在“一带一

”沿线国家急 的国 े、专业े、 水平工程
技术和工程管理型人才。

个类型的人才，即学术型人才和职业型人才。
其次，确定新的毕业 求。中国 从制 大国
向制

（四）中国工程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重构与融
合创新

国家先

强国
制

“中国制

1. 建立新的工程教育范式。工程教育范式已经

型、研究型、管理型

，

积极应对德国工业4.0和美国

战略，并

应和引

新工业

命，

2025”的启动和实施无疑是一个助 控

器。为此，我们 从新工业

命的本 内涵（人本

经历了技术范式和科学范式。自工程范式提出到现

主义工程 ）出发，从我国工程教育脱离工程实

在也有20多年 去了，在 向新工业 命的今天，

的实 情况出发，抓住工程教育范式 换的有利时

工程教育范式是否应当改变？

机，基于复杂工程

决的基本

，创新“新

技术范式、科学范式和工程范式 契合了当时

工业 命”背景下我国的工程教育体系，并确定新

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 求工程教育利益相关者

的毕业 求，以培养具有正确的世界 、人生 、

的最佳满意度。工程范式注

价值

“回归工程”。但

工程实

，强

所 的工程实 不是技术范

式时期的实 ，它所强 的回归并不是单纯的线性
回归，而是在原有基础上更

一步的螺旋式回归，

是同时注 工程与科学协 发展的回归，是为了应
对新

、 接新挑战的回归。

命即将来临，其实

能

力、创新能力、商业意 、团 合作能力和管理能
力的工程人才，提 我国工程教育
3.建立新型工科大学。

。

包括两个方

的

，一是 企业大学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利用开
环大学的理念建立新型工科大学。

着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基
础上的新工业

，拥有批判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实

（1） 企业大学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于我国

上是产业形

校的 程体系和知 体系仍然 旧，使得培养的工

态、工程技术、商业模式的融合与变 。另外，历

程人才不能满 企业对毕业生的知 和技能 求。

次技术 命的 程和大学范式的演 也揭示着“融

加之企业自 发展、技术创新的

合、创新”将成为新工业

业相继建立各自的大学或学

命和大学范式的主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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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的企

。其主 目的是：培

养符合自己

的人才、控动企业 型及文े变

以及满 企业对技术提升的
2010年全球企业大学
世界

的模式也是我国 校现行的模式。而“斯坦福2025

求。

划”就完全

到了3700所，

80%的

了现行的学制、年级、 系、专

业等 素的束缚。

富500强企业拥有自己的企业大学。目前，

（3）利用开环大学的理念建立新型的工科大

海尔大学、华为大学、平安大学、蒙牛商学 、淘

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办好“继续教育”和

宝大学等 是国内著名的企业大学。

“网络教育”。因此，大学

了 继续做好基本的

本科教育外，继续教育、终

教育也将成为大学教

我国现有的大学体 一般 大， 而在应对新
情况时 型困 。因此，我们可以借 国 经 ：

育的

一是美国建立的农工大学，二是英国建立的一批红

融合以构建新型终

砖大学，中国则可以建立一批企业大学。实

的、 断学习，并将多年学习的成果累积 来以获

表

明，企业大学是最有效的学习型组织实现手段，它

得

决了 校人才入职培 的第一 ，也是一种服务
于终 学习

的新型教育、培 体系。但目前企

业大学仍然只是 对企业内

的员工培 、人才提

升等，没有 入国家人才培养体系的主流。 无疑
是对优

源的浪

。因此，

充分利用

任务，并 渐实现学校教育与继续教育的
教育体系，允

学生不

续

到毕业 求的学分， 而毕业。
为保

新方法、新技术及时被掌握并惠及患

者，医生被 求每年参加继续学习并获得一定数
的继续教育学分。而对于同样是保 人
的工程师却没有相关

些优

求。

着“一带一

产安全
”倡

、“中国制

2025”等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我

更多素

、综合能力强的工科毕业生和工

势， 企业大学发挥更大的作用——发展成为正

们

大学，允 在 考中招生的大学， 样来 决工程

程师。因此，利用开环大学的理念建立新型工科大

教育和企业界脱节的

学将是更佳的 择； 促

，并控动其他大学 型发

展。

校开放办学与企业的

融合，使企业成为工程创新的中心，而大学则成为

（2）斯坦福大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大学建 方

社会创新的中心。

案。2010年斯坦福大学启动了其本科人才培养改

种新型工科大学应 具有以下特征：更加开

的研究。2013年秋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开始了“斯坦

放的入学条件；实现本科教育与继续教育、终 教

福2025”
目前，
们

为，

划的探索，并于2015年公布了

划。

育的有效融合；允

划已引 了我国教育界的 度

。我

习，并将多年学习的成果累积 来以获得 到毕业

划为我国建立新型工科大学提供了可

行参考。

行不

续的、

断学

求；按工业界主 来 定专业；学生按修

程来获得毕业的专业。同时， 类 校 构建新的

“斯坦福2025
求的

的

学生

划”基于

校对未来社会发展

混合式 程体系，对学生实施基于工业价值 的人

，包括了四大核心理念—开环大学、自

才培养模式，实施“包融战略”来完善双 制工程

定节奏的教育、 翻 和带着目的去学习。 对于

教育学ր体系。

我国教育有着莫大的启示。尽管我国已经控行 校

（朱正伟，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研究员，

实行弹性学制（允 在校生可以在学制 定的一倍

重庆 400044；李茂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副

时

书记，北京 100029）

，即6~8年内完成学业），但

个6~8年是

续的；我国对参加 考的人并未 制年 ，但
利

考、获得

（ 原 文 刊 载 于 《 中国 高 教 研 究 》2018年 第3

的分数并被录取却不是 么

容易的事情；按专业就 、

，并且按学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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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向未来的中国新工科建
林 健
当前，世界范围内新一

新技术在产业े后就形成了新产业。值得注意的

以及席卷全球的新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工程教育的

是，虽然 些学科可能以某一现有学科为背景，但

改

的科技 命和产业变

和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新工科建 的提出正

在其发展初期仍存在着内涵不确定和特征不清楚的

是对 一挑战作出的积极回应。对新工科系统深入

特点，

的研究是新工科建 得以 利开展并取得 期成果

晰。

的关 ，基于此，本文从新工科的内涵与特征、新
工科的建 目标、新工科建
型

五个方

行分析和研究，

建

理清的概念、内涵、目标、思

中必

类、

点等方

“新型”指的是对传统的、现有的（旧）学科

的总体思 、不同类

校新工科的建 以及新工科专业建 的 点等

的

图清晰地回答新工科

行

型、改

养目标和标准的

和升级，包括对内涵的拓展、培
变或提

、培养模式的改

创新等，而形成的新学科。

和

型前的学科虽然可

、分

能是工程学科中的

学科，具有发展历史悠

并提出相应的措施建

久、在国民经济建

中不可或缺等特点，如机

，以期为我国各类 校开展新工科建 提供参考
和借 。

械、土木、े工等，但

临我国产业的

型升

级，尤其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产生的

一、新工科的内涵与特征

性影响而引发的对

在“新工科”中，“工科”是指工程学科，

及其他

“新”包含三方 涵义，即新兴、新型和新生。对
新工科的理

在形成和发展 程中加以不断明确和清

先

突破传统的对学科的思维定

式。学科是人类根据自 对客 世界的

些产业的改

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

对当前和未来产业发展的急

以及

，

用

些学科
行

型改

成为新型工科。

而对科

“新生”指的是由不同学科交叉，包括现有不

学的知 体系根据其共性特征 行的学术划分，因

同工程学科的交叉复合、工程学科与其他学科的

此学科分类具有人类

上的局 性和主 性以及

交叉融合等而产生出来的新学科。不同工科的交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烙印。但是，新经济的发展及

叉复合可以是两个以上的工科的交叉，如将机

其产业变 不会因为人类对学科的界定而局 在某

械、

学科内，也必然突破原有的学科界

和产业划

的

算机和控制交叉，

些

是现代产业发展

势。工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可以是工科

分。在分析新工科的内涵与特征时， 先 突破人

与理科、管理、经济、人文、医学、新

们原有对工科的界定，

等其他学科的交融，

传统工科专业的 置；

根据科技 命和产业变 的
的
其

势来理 和

以及新经济发展

新的工程学科及其范畴， 予

现有学科界 和产业

界的新的内涵。

、法律

些是现代产业发展的

，其中工科与理科的结合强े了工科的基础内
涵，

予了新的发展空

和潜力；工科与管理／

经济等人文社会学科的结合彰显了工科的管理、

“新兴”指的是全新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学

服务和人文的特色。

科，主 指从其他 工科的学科 类，如应用理科

总而 之，新工科代表的是最新的产业或行业

等一些基础学科，孕育、延伸和拓展出来的 向未

发展方向，指的是正在形成的或将 形成的新的工

来新技术和新产业发展的学科。 些学科不仅孕育

程学科。从新经济的发展模式看，新经济强 以产

了一批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学为代表的新技

业

的整合替代传统学科专业े的分工，互联网的

术，而且催生了一批如光伏、 离子电池和基因工

强 界渗 能力形成了“互联网＋”的产业创新

程为代表的新产业。简而 之，由基础学科孕育的

模式，因此，在新工科建 时 注 一批具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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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 、 学科界 的 界特征的新学科。
新工科大体上有引

科建 最核心的任务是三方

性、交融性、创新性、

：学科人才的 伍建

、学科 域的学术研究和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

界性和发展性等几个特征。

伍建 是学科建 的根本，是开展学科 域学术

引 性是新工科的前沿特征，表现在 等教育

研究和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的前提和保 ，

系统内外两方 。在 等教育内 ，新工科的建

对相关学科专业教师的 伍组建、在职培养、人才

和发展将为其他学科和专业的建 、以及其他专业

引

人才培养各个环节的改 和发展 到引 和示范作

础，涉及学科理 、方法和知 体系的构建，学科

用；在 等教育外 ，新工科的 前布局和建 将

当前、前沿和未来

孕育出新技术， 而

体系的建 等，并为日后参与产业改 升级、新产

新技术的产业े支撑引

等多种方式

行。学术研究是学科建

的基

的研究，以及学科专业 程

新产业的形成。由此可 ，新工科的建 具有

业生成、校企合作和社会服务等打下基础。人才培

自

养是新工科建 满 行业和产业的当前和未来发展

的

意义。

交融性是新工科的学科特征，表现在新工科往

最

、最核心的任务，与学科 域的学术研

往是由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渗 或拓展而形成

究相

的，以落实新经济强

学，又对后者 到促 和控动作用。

念。

的绿色、智能、泛在等理

一特征使得新工科

，内涵更复杂、建

传统的（旧）工科而

度更大、

投入的 源

更多。因此，政府和 校对新工科的建

予以

的地ր和作用，就行业和产业发展对工程学科的
度期待和工程学科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应当承担的
大使命而 ，新工科的建

创新性是新工科的属性特征，是新工科的价
值所在，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新工科本
求。新工科的建

后者的研究成果用于教育教

等教育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具有不可忽

更多的政策支持和 源投入。

提出的

相成，既

和发展应

点落脚

在新工科专业建 及其人才培养方 。从 个意义

属性

上，新工科建 的主 目标可以表 为：“主动布

是服务以新技术、新

局、 置和建 服务国家战略、满 产业 求、

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特点的新经济发展，寻

向未来发展的工程学科与专业，培养 就一批具有

求我国在核心关

创新创业能力、 界整合能力、 素 的各类交叉

技术上的突破，在未来全球创

新生态系统中占据战略制

点，因此，在技术、

复合型卓 工程科技人才”。

产业和模式上的创新以及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新

“服务国家战略”指的是新工科 主动服务国

工科的主 任务。

产业

家提出的一系列

界性是新工科的产业特征，是新工科围绕

“一带一

整合

等。

而在自

原有产业和行业界

构成中必

具有的

一特征反映了产

建

业当前和未来发展对新工科的

求，将影响新工

实现制

点。

建

发展性是新工科的动态特征，表现为新工科
在建
不断

程中
整，

工科在建

不断完善和在发展
些是由新工科的性

不确定或不清晰的情况，
工科在发展中

就是

强国、控动产业
根据实现上

“满 产业

界

发展方式

日后继续完善；新

根据产业发展变े和

科内涵、 素等 行及时和

和

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国经济整体快

发展、

型升级等等。新工科
国家战略目标和任务的

置、建

和发展相关新工科

专业。

所决定的。新

初期，存在着对其内涵、性

”、“中国制 2025”、“互联网+”

，主动布局、

程中

动发展、

些国家战略以实现中国梦为总目标，强

的特征。

科建 的内涵、构成及其专业建

大战略，包括创新

求”指的是新工科 在我国经济

变、新旧动能

换、产业结构

型升

级，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蓬勃发展

势对学

的环境下，培养出当前产业和行业急

前的 整。

次和类型的卓

工程科技人才。

的各种层
着

强

的

二、新工科的建 目标

则是，《“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对一所 校而 ，不 其属于何种类型，新工

划》提出的节能环保、最新一代信息技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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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端装备制 、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

才的

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 大技术突破和 大

展的基础，是产业和行业主导者必

发展 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

能力。创新是引

发展具有

大引 带动作用，知 技术密 、物
少、成

源消耗

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在“十二

五”期 得到快 发展， 些产业当前所 的人才
仍然是
“

业产业未来发展方向，
科技人才的
来发展

等学校

把握行

干必

，是产业和行业的工程科技

的是，为了以全球

来

发展模式更加多元，

快、产业更新更加
些均

来
繁、

求工程科技人才必

具备创新创业能力。
界整合能力是新产业形成及其持续发展所

未来

的。一方 ，“互联网＋”的产业创新模式 求

强

对当前的多个关联产业 行改 和整合以形成新的

前瞻布局前沿技术研发，

不断催生新产业，在若干战略必争

具备的

核心能力。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创新周期

和发展产业未

工程科技人才。同样

动产业和经济发展的主

保

测未来对各种类型工程

的新的学科专业，及时培养引

和

具备的基本

得市场竞争的

短、技术创新

求，提前布局、建

和产业发展的卓

求。创业能力是新产业形成和发

动力，是产业和行业得以发展并

新工科专业去培养的。
向未来发展”指的是

能力

产业；另一方 ，新的产业形态和新的产业发展模

域形成独特

式的出现也 求对未来的产业 行 界改 、完善

优势，掌握未来产业发展主动权，为经济社会持

或整合以保 产业能够以最佳的形态和有效的模式

续发展提供战略储备、拓展战略空

持续发展。由此可 ，作为新产业的工程科技人才

，《“十三

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划》提出

局四个战略性产业：空天海洋

域、信息网络

域、生物技术

域和核技术

来发展新优势。
工科

必 具备 界整合能力 。
素 指的是新工科培养的卓 工程科技人才

域，以培育我国未

在专业能力之外所必 拥有的 水准的社会能力、

向未来发展的产业正是新

职业素养和伦理 德等素 。交叉复合型指的是工

提前布局和建 的。

事实上，不
么水平和
略、满

程科技人才应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知 、理 和专业

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什

段，工程教育始终

产业

使命和社会
必

些

前布

求和

以服务国家战

向未来发展为自

任以及改

向未来发展

培养卓

工程科技人才

一

均蕴含着

产业

予“中国”二字，即在新工科专业建 及其人才培

向世界

养时 强 中国背景、中国

、中国标准、中国

模式、中国特色和扎根中国， 是对新工科建 的

出去”和国

合作、新经济发展的全球े、以及

目标内涵的具体分析可

知，在开展研究和实 新工科建 时必 在其前

求。国家战略的国

和全球定ր、中国企业“

战略等，

从以上对新工科建

发展的方向和源动力。

三方

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

。

的历史

指出两点：第一，服务国家战略、满
求和

基础，具备 决交叉复合

本土े 求。

等教育强国

三、新工科建

求新工科专业培养的人才具有国

的总体思

校新工科建 的总体思 与传统的学科建

和全球胜任力。第二，新经济是一个不断发

思

的主 区别有三：一是

站在国家、产业和未

展、动态变े的概念，国家战略、行业产业和未

来的 度看待新工科建 ，即从以往的学科导向

来发展对工程科技人才的

向国家战略

因此，

对未来人才

把握、及时更新和动态
程科技人才的
局，应

求，

成为各类

求均是动态变े的，
求的研究和

测，准确

突破传统的学科界 ，即从以往单一学科

整新经济发展对各类工

学科界 的交叉融合

整新工科专业结构及其布
等学校新工科建

下的产业和未来 求导向；二是
向

；三是 从时代 予

等教育新使命的 度看待新工科建 的作用，即

中的一

从以往的服务和满 行业产业发展 向服务满 与

常态性工作。

支撑引 产业行业发展并 。以上区别关系到如下

创新创业能力是对新工科培养的工程科技人

新工科建 的总体思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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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研究及
建

测未来国家和产业发展

求和方向

作，涉及到相关 系、学科和专业以及学校多个

新工科的第一步是 把握国家及产业的未来

，因此，学校层 的统筹和协 、相关 系和

求和发展方向， 一方 是由学科建 和专业人才
培养的周期决定的，另一方

是新工科的引 性决

定的。对国家及产业未来 求和发展方向的把握

样仅

体的研究可以

新工科 置是 对每一新工科专业，主 包括：明
确学科及专业

深入的研究和 测才能获得，而不能像传统
的学科建

之 的沟 以及树立全局意 等是必不可少的。

简单的市场 研和分析。具

人，确定学科和专业组织架构，

明确教师 伍数 、层次和结构，制定学科专业发
展

成立由校内不同学科相关专家和

划等。
新工科组建。

方

校外行业研究 所及企业专家组成的专 团 来完

统的实体

系架构组建，

成。

不

系。

展

对国家发展战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划、产业发展前沿

域和未来发展的国

实体

决定是按照传

是结合新工科的特征
校根据自

和研究，以最有利于新工科建

势，以及与发 国家产业发展的比 等的研究和

养为准则决定

测，清晰把握未来国家及产业的发展 求和方向。

、发展和人才培

取何种模式组建新工科。具体

4.开展新工科建

和方向上。

是新工科组建后

2.统筹分析全校 源，确定待建新工科 对清

和学科研究开展学科专业建
尽快启动的工作， 了与传

统学科专业建 类似的工作外，新工科建

晰的国家和产业的未来 求和发展方向， 校

：建立学科专业与外 产业

统筹分析本校的学科专业现状和发展潜力，知
能够 置并建 好哪些新的工程学科和专业。具
做两方 工作：一是确定本校能

够做什么，二是回答本校能够做好什么。

的情况分析

本文第五节中新工科平台的构建。

研究的 点应 在与本校学科专业相关的产业 域

体而 ，大致

校

系；注 从产业
聘

和行业企业的联

、行业企业和研究 所引 或

业界专家充实教师 伍；争取各级政府、产业

行业和社会各界在政策、经

和其他教育 源的支

持；开展新工科的研究。

先， 对国家和产业发展 求和分析，从
学科专业的 度分析 校能够建 哪些新工科。

建

打破校内现有的学科专业界 ，统筹考虑全校各

在上

各

的一

基础性工作，关系到从专业建

养方案制定到

工作中，学科研究不仅是新工科

程内容形成和

择等多方

种教育和研究 源，确定本校在新兴、新型和新生

且是新工科的学科发展和专业建

工程学科上能够布局和 置哪些新工科。其次，

务、支撑和引

将 些初步提出的“新工科”与国内同类型 校

应

成立

新产业发展的一
系、

、培
，而

能够持续服
保

性工作。

学科的交叉研究和未来研究

可能 置的“新工科” 行比 分析， 点在本校

机构或学术组织，以科学研究带动新工科布局、

具有的优势和特色上，然后从中确定具有明显优势

建

和潜力并有

的产业

源投入保

的

些作为待建的新工

科。在确定本校待建新工科时必

两点：一是

3. 划、

对待建的新工科， 校 先

所的合作，也

以及与境外机构的合作。

5.搭建新工科专业大类招生和培养平台新工

。

置和组建新工科专业新工科

与学科专业对接

、行业企业和研究

产业、

注 新工科与产业的直接对接，二是 有充分
实的能够建好新工科的可行性分析和

和发展。学科研究既

科专业人才培养是新工科建
划。

明确新工科建 在学

接下来的一

十分

的工作，根据新工科专业是源于传统多学科
的交叉融合和不同产业的

校

校发展中的地ր，并根据国家和产业发展对新工科

应

及其人才的 求以及本校的实 情况， 行整体

学科作为大类，搭建新工科专业大类招生和培养

划，制定出本校新工科建 的发展战略，并分 到

的平台。

学校每年的年度工作 点中予以落实。
新工科

置。新工科

置是

注

界整合的特点，

发挥本校的整体优势，将新工科的整个

大类招生在于实施大类培养，它对新工科专业

校全校性的工
第21

人才培养的作用在于：能够大幅提 学生的

教

育素养，了 相关专业的知

体系、学科发展和相

先，

对服务

向。不同类型

互联系，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 新工科专业的内涵

的服务

和特征；能够帮助学生在充分了 新工科学科专业

的是毕业生主

的基础上，结合自 的兴 和特 ，找到最 合自

是

校人才培养主

向的地区和行业

己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培养；能够加

是

些区域和

校有着

强

社会基础和行业企业联系，不仅最了

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相互融合，促 专业教育

教学的改 ，给予学生学习上更大的主动性，有利

和

于新工科创新创业教育和整个专业教育的开展。

域和

6.构建新工科专业人才培养

保

体系。为

域

此，

家和产业当前和未来发展的

和

应的人才培养

保 体系，由

建立相

，服务

的就业区域和行业

域，

向指

域，或者
域。正

期积累的广泛的
些区域

什么样的人才，而且最能够与
域内的产业、企业及研究

对服务

域的

标准体系、组

些区

所开展产学研

对 ”的人才。因

向原则就是

对服务

向地区

， 对性地培养新工科专业人才。

其次，发挥整体优势。不同类型 校，不 其

织结构、保 主体和 行机制四个方 构成一个有
机整体。

度而

合作教育，从而培养出 “

了保 新工科专业培养的工程科技人才能够满 国
求， 校

向，就人才培养

校有不同

模大小、办学层次、校史

短， 会由于其发展

历史、学科结构、专业 置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工科的内涵和特征决定着其人才培养

关系使得各自具有自 的整体优势。基于对传统学

保

体系与传统专业人才培养

科的突破、 型、改 、交叉和融合的新工科的建

方

主

差异：第一，

以

保

体系有两

向未来和引

产业

和发展，

的是多学科的支持、多种 源的投

发展为目标，提出具有多维度、多元े、包容性

入和广泛的产业基础，因此不同类型 校的整体优

和开放性的新工科人才培养的

势正是各自建 好本校新工科的优势，应 予以充

以产业当前
动的

标准；第二，

求和未来发展为导向，建立外

持续改 机制。

7.建立专业动态
机制对新工科而

第三，突出培养特色。不 何种类型的 校，

整机制建立专业动态

尤其

。伴

整

均在其 期的发展 程中积累和形成了与众不同的

着新经济的快

人才培养特色， 种特色符合新技术、新产业和新

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和

分发挥。

整

经济对人才多样े的 求，也是每一所 校的毕业

代的周期将不断缩短，国家和产业未来对新

生能够获得社会接受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新工科

工科专业及其人才培养的
因此

校

以及时

求变े将成为常态，

建立新工科专业的动态
整新工科专业

整机制，

置、修改或完善人才培

养方向、目标、标准、方案、模式以及
学内容等，从而保
滞后而是

程和教

业，

些

科的建

多方

置了工科专

校在新工科建

各自的不同优势。然而，不

何种类型的

展新工科建 ，均

和人才培养的

分为工科优势

校、综合性

同的
方

史

上

，可以将
校、行业性

校，他们在新工科建

点，但

校
校和

上有着各自不

做好新工科的研究和实

两

工作。
1.工科优势

点、有区别地

校可以有不同的分类，

根据新工科建

的不同，因此，新工

开展，以充分发挥各种类型

到新工科专业人才培

求的情况下，突出本校个性े的特色培

一般地方

向、办学定ր、学校

根据学校类型，有

每一所 校在

根据不同的目的，

校新工科的建

校存在着服务

应

，

所培养的工程科技人才不会

校 总 数92%的 学 校

类型、办学层次等

其

养。

求。

占我国

程中注 和突出本校的人才培养特色显得尤

养共性

前于国家和产业发展对新工科人才的

四、不同类型

建

校

类

校的主

、工科优势明显、工科

特点是办学历

类 全、产业联系紧

密等。它们多数是“985工程”、“211工程” 校

校开

或教育

循以下建 原则。

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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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属等

属

校，其中一些是

“双一

校，应 在我国新工科建 和工程教育

改

和发展中为其他类型

校提供经

和借

，

传统工科专业的深度融合。
2.综合性

到示范和引 作用。
工科优势

校在新工科建

强，即新工科建

上应

做到广而

类 尽可能多、 盖 广，力

校

类

校的主

，文、理、医、商等学科综合优势明显、 类
全，

分学校有少

工科专业。它们基本是“985

求把每个新工科建成强势学科专业。主 聚焦国家

工程”、“211工程”

发展战略、国 新技术和新产业发展、国家战略性

中一些也是“双一流”建

新兴产业、 端制 业等前沿和未来 域。新工科
建

点应 在“新生”工科。
工科优势

校在新工科建

强，即新工科建

特点是办学历史

综合性

校或教育

直属

校，其

上不应

求大而

校。

校在工程学科建

全，而应 做到少而精，即新工科建
上应

做到广而

仅

盖有

类 少、

域，力求把每个新工科建成精品。应

类 尽可能多、 盖 广，力

注 发展 些与学校办学定ր和办学特色 应并

求把每个新工科建成强势学科专业。主 聚焦国家

能够促 其他 类学科发展的工程学科。主 聚焦

发展战略、国 新技术和新产业发展、国家战略性

与国家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处于前沿 域的国 新

新兴产业、 端制 业等前沿和未来 域。新工科

产业和未来技术的发展和 势。新工科建 的 点

建

应

点应 在“新生”工科。

在“新兴”工科。

先， 发挥 校自 的工科优势以及与行业

先， 发挥学科综合优势， 向未来新技术

产业紧密联系的优势，优े专业结构，控动现有工

和新产业的发展，控动文、理、医、商等学科与工

科之 的交叉复合、工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科学科交叉融合和 界整合，尤其是控动应用理科

由此产生新的工程学科。其次，新工科研究的 点

向工科延伸，由此形成新的工程学科。其次，新工

应

科研究的 点应 包括：世界 水平综合性大学工

包括：国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经济的发展和
势；欧美主 发 国家工程学科建 、专业 置

科学科建

、专业

置及人才培养情况的比

研

及人才培养的比 研究；中国新工科构成的结构分

究；科学教育、工程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工科

析和新工科人才培养的模式研究。第三，新工科实

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性 校与优势工科 校工程人

的

点应

在卓

工程人才培养上，聚焦新材

才培养模式的比 研究。第三，新工科实 的 点

料、新能源、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制 等

应

域的交叉学科专业的建 和发展，既

物、新材料、新能源等 域的交叉学科专业的建

一流理工科大学的合作，也

加强与产业

与国
及国

内外产业 先企业的合作，注 培养学生的创新创
业能力、工程 导力、战略意 和国

在复合型工程科技人才培养上，聚焦信息、生

和发展，既

强与国内外产业 先企业的合作。
3.行业性

、全球

胜任力等核心能力和素 。

校

类

校的主

特点是办学历史

，主 聚焦于如农林、水利、地矿、石油、交

以工科为主的学科交叉而产生出来的新的工
程学科应

与国 一流大学的合作，也 加

、电子等某些行业 域，在主 学科 域专业

占新工科的最大比例。交叉形式包括

置

全、与产业联系紧密等。它们中一些是 “211

工科与工科、工科与理科、工科与其他学科等。

工程” 校或教育 直属 校，其余属地方 校。

注意不同生成形式产生的新工科在人才培养模

行业性 校在新工科建 上应 做到专而深，即新

式、教育教学方法以及产学研合作教育上的差
异，强

工科建

工程教育与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结

域的专业优势，专

中在与行业联系紧密的 类上，力求把 些新工

合。

科建成有深度、有特色的学科专业。主 聚焦关联
在

“新生”工科的同时，优势工科 校

行业和产业当前急 和未来

应注 本校的“新型”工科，即对传统工科专业的
改

凸显学校在行业

、

型和升级，尤其是控

互联网、人工智

能、信息技术、大数据、经济管理、法律艺术等与
第23

的 域，涉及国家

发展战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我国优势产业等
域。新工科建

点应 在“新型”工科。

先， 发挥与地方经济和产业联系紧密的优

势，

向地方企业和产业当前

控动本校传统学科的整合、
改变本校学科

求和未来发展，
型、改

类多而不强的状况，

包括：地方

校如何支撑和引

产业的发展；地方

校

力和整个学科

中有

理体制和

第三，新工科实

改

校成为互补，构建与

注

行机制，容易为多数教职员工所习惯

和发展性等特征。

点应

程中形

体

对现有学科的

系、不同学科和专业方向的教师以及校外兼职

教师组成，他们共同承担新工科的科学研究、专业

在应用型工程技术

建

域的当前

对传统工科的

相关学科和 系的沟 协

、协作 合和 力合作，教师由来自校内不同实

校的学科优势和专业特色。

域，既

升级，也

和人才培养工作。 实体新工科平台的优势

中体现在：能够充分利用相关 系和学科 期积累
的校内外各种

型、

源，使新工科建

点；对新产业的

学科整合；

加强与国内外相关产业

具备的。

先企业以及其他类型

校的合作。

但是，

的

不同且

点应

度

点
聚焦在与传统工科建

之处，主

种

实体平台的有效

和机制的保

：在

利益格局，

励学科之

包括新工科平

源分

上

科教育教学

分割的管理模式，促

、发展和人才培养的

提和基础，可以有实体和
照传统工科以

不

实体两种模式，即按

专业建

行学科与专业建

的架构和按照新工科特征不

学科专业、

年

学科交融的新

系

学科

的协

用何种架构，教师

伍建

是学科

的核心工作，在引

系实体架构构建新工科平台的

主

涉及

式改

到相关学科

源的

与专业教育的关系等几方 。

系的整合

以及学校新

组、各种

新分

源的投入等，涉及到多方利益的

学校层

的强力

以及教师的理

与整体、个人与组织、

源相对

堂教学与

、教育教学方

外学习的关系、

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

。

系和

学科交叉融合的内涵和特征决定着对

支持，

处理好

教学内容的改

期目标与

期目标

整个新工科专业建
地、整体地

中，容易在短期

教育

先，新工科多

导、相关

的关系。实体模式新工科平台的优势在

于：各种教育和科研

、

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

种模式关系

等方

结构的互补性、

结构的合理性、学缘结构的多元性、工作经

模式容易为多数教职员工所接受。

局

注

2.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

用传统的

的支持协

或聘用教师时

历的多样性等。

型组织。

博弈，

系的

变传统的条块

教师学科背景的交叉性、知

实体的由相关

系和学科关联组成的架构，或称

励教师

同发展。

前

系为实体平台

系

系为中心的

合作与融合；在管理体制上，

1.新工科平台的构建新工科平台的构建是开展

突破传统的

改变以

新创业教育、新工科专业产学研合作教育和新工
。

制度

教育与科研

源共享；考核制度上，
价模式，

行

融合，强

传统

新工科学科专业建

应

些正是实体平台所不

台的构建、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新工科人才创

价等几方

的

性，及时 整学科建 方向和人才培养 求，能够
及时 整或 组教师 伍。

五、新工科专业建 的

始于

求和未来发展具有很强的

了继续加强与区域内产业企业的深度合作，

新工科建

管

式符合新工科的引 性、交融性、创新性、 界性

和未来发展，关注影响区域产业发展的新技

术及其相关

校传统的内

向区域主导产业和和特

人才培养上，聚焦区域产业及其相关
急

应

和接受。

应的学科专业体系；地方

的

；

用不 实体的组织架构构建新工科平台的模

校如何发挥区ր优势，在新工科建
成不同于其他类型

点

伍建

中精

区域经济和

色产业，如何与其他类型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

成效；教师的专职有利于他们

和升级，

源形成新的工程学科。其次，新工科研究的
应

内看到建

程体系和

是系统性而不是个体性，即

行

的

程体系

从

度，有组织地、系统
、

程

置和教学

内容的 择， 而不能由每个教师单打独斗，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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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个人的理 对现有 程 行简单 整。其次，新

出更

技术、新产业和新经济的快

和未来意

发展，

定期㞯

培养方案、 程 置和教学内容，以及时做出
的

新意

整。
。新工科专业明确的培养

目标和丰富多变的教学内容

学生的学习兴

求注

提

学生的

；

研究性学习、专

学习的参与度；

共享优

施混合式教学方式等提
为导向的教学

和发展眼光、更宽

并

业培养方案，以交叉

在线教育

教学效果；
以

程性

价提

未来前沿

的全球

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
界

、综合复杂

和

、创新精

研

神、创新思维、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穿工程教

学生

育的全

程，

广泛搭建各种

行业、

界的

源，实

创业孵े基地、创业实习基地、创客空

以能力

创业平台，组织形式多样的科技创新活动、创新

学生的

创业竞

临更严

外学习的关系。新工科人才培
的

等，全

程营

等创新

创新创业教育氛围，全

，

4.新工科专业产学研合作教育与传统工科专

外学习作为人才培养生态环境的互为补充的

业产学合作教育不同的是，新工科专业产学研合

线上学习和

、专业社会实

下学习提
励并创

引导学生利用社团活动、科技竞

，开展实

将

育。

堂教学

分，一方

时不

堂教学的有效性，另一方

等多种方式

作教育

条件

强

合作对

的代表性、教育内容的前

沿性，并加强与产业研究

行理

企业，具备新产业的特征，在业内处于优秀或引

能力、应用能力和专业素养的培

是与新工科专业相关新产业的代表性

地ր，

样符合新工科专业教育的

次，合作教育的内容应
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虽然不同类型

的发展

务

素

向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但是以下两点
教育对专业教育的支持，

具有前沿性，即能够真

势，

样有利于新工科专业人才能力和

的培养；第三，

加强与新产业相关的研究

所的合作，原因在于

些

所对新产业的未来

包括加强基础科学教育使学生对各种新技术的科学

发展有深入的研究并积累了相关的

基础有扎实的理 ，加强人文科学教育使学生对新

些正是新工科人才培养所

业态和新模式的人文元素有清楚的

励和支持有条件的

等， 些对

学生 应日后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快 发展和变े十
；二是新工科 求注

发展性和未来性对

教育提出了更 的 求，必

教育的改 。

业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增
新创业成为新工科专业人才至关
经济时代创新的主

方

专业教育的包容性、

特点是成果

的主

的。此外，应

校就以上三方

为了更好地开展新工科建

开展产学研

，

校搭建合作与交流的全国性平台。
委、教育

为各类
先，建

和行业产业协会协

国

组织建

动的新产

立单一新工科

类的全国性产学研合作联盟，如

动力，创

“中国生物制

产业产学研合作教育联盟”，

的能力。新

种联盟不仅有利于某一新工科

े快、创新周

类的

校在全国

范围内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而且也为

期短、技术更新快、未来因素多、涉及学科广、
发展模式多。

料信息，

的国 合作教育。

家相关

3.新工科人才创新创业教育创新

求；其

实地反映新材料和新产业当前的发展状况和未来

校在新工科人才培养上对待二者关系上可以根据服

是一致的：一是强

先，合

作对

联系实

应

所的合作。

、创新产业实

养。

然促

和战略

方ր控动创新创业教育深层次融入整个专业教

堂教学与

分

的创

等为导向，把危机意

多种能力。

两个

、更积极的批判性思维、更敏

因此，新工科专业

和教学内容的组织提

式、小组合作学习、挑战性学习等方式提

和

求学生具有更强烈的危机意

能力和 导力等。

、学习参与度、学习效果和能力培养。
教学组织形式

养将

求，

、更有效的创新思维和能力、以及更强的市场

教育教学方式改

学习兴

的

、产学研之

对新工科人才的创新创业教育提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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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协

校之

搭建了合作交流的平台。其次,
组织建立两类新工科专业协助组

织建立两类新工科专业协助组，一是各类
工科专业协助组如 “行业性
组”，为同类型

组，为不同类型
养等方

助工程教育

校类型的新工科专业协助

度，其中关

提供学习和借

促使不同类型
当然，

价体系的建立。有两种

提供合作与

校在新工科建

新工科专业人才市场

养方案。

校新工科专业协作

校新工科专业建

交流的机会；二是

校新

、专业人才培

制度

的机会，尤其是从全国

增加、修

求的

度，

种机会能够

准，

校人才培养的多样े和多元े。

校也可以建立以自

新工科人才培养

的

价

是因为：“新兴”和“新生”等新增工科

手段，在

或替换，

将影响对

方

升级的传统工程专业的
以考虑参照现有工程教育

标准体系的建 。建立类似 “卓 工程
划”的人才培养

标准体系，由

国家标准、产业标准和学校标准三
委或工程

才培养的国家标准；产业

专

新工科建

是一

分构成。教

学科、

制定新工科人

可能一

而就，

力，

全校上下的

或协会基于国家标

制定各自产业的新工科人才培养的产业标

不懈的研究、实

准；

等学校基于国家标准和产业标准制定本校

力地促
等教育改

人才培养标准的落实。新工科专业应
“卓

以

改

划”为示范，将本校制定的各专业人才

培养的学校标准
实到本专业的

分

⍺े成标准点，

程和教学环节，而后

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

没有

。

于上

型、改
，可

制度，将行业标准
求，建立

体系。
涉及多产业、多

、

政府、产业和

校的协同努

力合作。但是，

和不断完善，新工科建

中国工程教育的改
提供示范和引

坚持
将有

和发展，为中国
，为国

工程教育的

发展提供中国模式和中国经 。
（林

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084）

点落
对

些

行

系的复杂的、全局性的系统工程，不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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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新工科建 ，控 工程教育改 创新
—“综合性高校工程教育发展战略研讨会”综述
胡 波 冯 辉 韩伟力 徐 雷
为控动工程教育改 创新，2017年2月18日，
教育 在复旦大学召开了 等工程教育发展战略研
会，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 大学、中山
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综合性 校，以及浙江
大学、上海交 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等工科优势 校的百余名代表参加。
与会 校代表共同探 了当前形势下新工科建 的
必 性和紧 性、新工科的内涵特征、新工科建
与发展的 径 择， 成了广泛共 。
一、新工科建 的背景和意义
教育部高教司张大良司长 到：新经济是发展
新动能的源泉，新经济发展 快 活 的地方，发
展的新动能就 强劲，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 性和
回旋的余地就相对更大，发展的动力、活力和前景
也相对更好，能够有力地支撑经济保持中
发
展， 向中 端水平。
对 种形势，发 国家积极控动新经济发
展，抢占产业和科技 命的制 点。工业 4.0、分
享经济、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的发展
云涌。我
国也实施了“创新 动发展”“中国制
2025”“互联网+”“网络强国”“一带一 ”等
大战略，促 以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
为特点的新经济蓬勃发展，希望突破核心关 技
术，构筑先发优势，在未来全球创新生态系统中占
据战略制 点。
根据 2016 年上半年的 查分析，我国新经济
的发展呈现出五大特点和 势：
1.互联网深刻改变各行各业，“互联网+”的
创新方式，对传统行业产生了
性的影响；
2.创新型企业正在异军突 ， 分企业已经
到有能力、有条件 行创新 动发展的 段；
3.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
术，催生壮大了一批新的产业；
4.制 业智能े已经成为制 业升级的
势；
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厚植新经济发展沃
土，培育新的创业生态，人才、技术、
、市场
加快融合，草根创业更加有效。新经济的发展是以
新技术 命为引 的，以信息े和工业े深度融合
为突破，以商品模式和体制机制创新为标志，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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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对物
素的依 ，来控动新一 生产方式的变
和经济结构的变 。新经济当中不断涌现出来像
移动互联网、云 算、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制
、服务型制 、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和业态，
些 域均 临人才紧缺的
。人才是发展壮大新
经济的
源， 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
人才第一 源和创新第一 动力，应 发挥
和
特殊的作用。工程教育是与产业发展紧密联系、相
互支撑的。新产业的发展，
工程教育来提供人
才支撑，来应对未来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国 竞争和
挑战。
工程教育主动布局和深े改 到ր，就能对经
济 型升级产生促 作用。反 来 ，工程教育改
如果滞后，对于我们的产业升级 程，不仅不能
支撑、服务，而且 会拖后腿。从新经济的 度来
，急 发展新工科，更新改 传统工科专业，满
新经济发展人才支撑的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副校长郑志明教授从我国
工业发展与工程教育发展历程的 度 了自己的想
法：从 模上来 ，现在每年的本科招生大概是
750万左右，60%以上是理工科学生，相当于1911
年到1976年65年的招生总 ， 常了不得。 了
模， 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增 了
150倍。现在
的工科教育正处于中国 代史上最好的时期。我们
培养的人才，特别是受
等教育的理工科人才，
在我国成功实现工业和科技 域从
、
到并
的 型，形成75万亿 级经济体的 程中， 了
巨大的作用。
我国现在的产业 域几乎实现全 盖，且有多
处亮点，初步实现国家的安全稳定和社会小康。但
是也 看到，在已经形成的体系 ，复制成熟技术
多，原创性的、创新性的战略技术少，与发 国家
相比 存在很大差 。
目前，中国的工业具有下 几个特征：
1.中国工业是全能型的，很多关 产业ր列世
界前三；
2.中国产业的全 性，导致同发 国家形成全
竞争；
3.在 种全产业 与发 国家展开竞争的情况
下，中国工业 在
发展，没有停 ；

4. 大产业、战略产业、关
域的核心技术
和标准，相当 分或者 主
分，仍然由西方国
家掌握和引 。中国工业发展已经 入到
段，怎么样为我们国家建成世界 先/先 的工业
体系提供合格的工程人才是新型工程教育 临的核
心
。新工科建 ，就是 围绕国家从大国到强
国的伟大战略，围绕国家科技发展的 大战略来展
开。
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包信和院士则根据大学与
学科分类变े，提出自己的看法：1952 年 系
整，我们学习前苏联模式，把大学分成综合性大学
和工科大学。当时中国强 工业े和机械े，
工科，
培养很多工科人才， 样做是有 理
的。但一段时 后，大家发现存在
。工业发展
入自动े，不仅仅是拧螺丝， 涉及电子、半导
体，传统工科不够了。 时综合性大学开始办技术
学科，接下来工科性大学办文科。但从理科出来的
技术和从工科提出的理科， 带着原来的烙印，没
有完全融合。
现在 信息े、智能े，传统工科如机械工
程、电子信息等等又不够了！ 知、芯㍺、精准医
疗、大数据、互联网 些算工科 是理科呢？传统
工科不搞 个，而理科只做一些基础研究。传统的
应用理科和工科 是不够的。
从工科的 度来 ，强 的是国家 求;
么，十年以后的国家 求是什么？ 点 目做什
么？
十年后的 大 求，科学家的广泛兴
、交叉学科的融合培养、宽松的环境、创新的
平台， 是
的。新兴工科从某种意义上 ，
是把两个方 完全融合在一 。新兴工科就是科
学、人文、工程相互交叉，就是复合型、综合性
人才的培养，就是创新精神的 就，当然并不一
定是在学校 搞创业。
二、世界 等工程教育 临的新机 新挑战
张大良司长指出：从美国的产业发展历程来
看，20 世纪 70 年代，微电子、
算机技术、
互联网等信息 命的主 技术已经基本完成，但到
90 年代中期才拓展到整个经济体，其中的延 是
很清晰的。人才培养对新技术创新和新产业发展
应的时 ，新产业所 人才的知 技能，不是
简单培 就可以 决，
整个教育系统做出相应
的 整。美国的 等教育利用二十多年时 ， 应
了信息技术 命所引发的人才 源 型的
,
美国的新经济产生了良好的互动，2008 年， 融
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实施再工业े战略。2009年，
美国制 业联盟发布了一个报告， 求政府从 易
政策、 技能培 、 投 研发等方
取措施保护
制 业发展。美国工程教育响应了 一战略，从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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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学士学ր的专业类型及数 来看，机械、土木、
电子、 算机科学、े工、生物医药工程等专业
模 大，呈现了
的年增 率， 与美国再工业
े战略密切相关。从美国工程教育与产业的互动来
看，加快产业急 的工科人才培养，是经济发展的
基础。所以发展新工科，培养更多的工科人
才， 经济的关系是紧密相 的。
在我国，1971年获得 算机、信息科学学士学
ր的人数是3288人，2005 年 个数字是5.4万人，
年增 率
9%，可以 是爆发性增 。但是由于
培养
的
、培养和应用之 不对接的
，
在工科人才满 经济发展 求方
成了结构性的
矛盾。当前，第四次工业 命正以指数级 度展
开。发 国家的历史经
明，主动 整 等教育
结构、发展新兴前沿学科专业，是控动国家和区域
人力 本结构 变、实现从传统经济向新经济 变
的核心 素。
为应对 融危机挑战、 振实体经济，主 发
国家 发布了工程教育改 前瞻性战略报告，积
极控动工程教育改 创新。我国 等工程教育也
乘势而为、
而上，抓住新技术创新和新产业发
展的机 ，在世界新一 工程教育改 中发挥全球
影响力。
包信和院士根据科技发展 势 他对新工程教
育的理 ：以往科学技术的发展， 是梯次发展：
先是科学发现，然后是技术突破，最后是产业
命。现在整个科技发展 度加快了，好多步并在一
，很多是
发展、
段的发展。 种
势， 使我们做出改变。中国现在 新常态，从原
来的引 、消े、吸收再创新，发展到自主创新，
到了前 没有人引 的无人区。“创新” 个 ，
最早是 1911 年由熊彼特提出来的。把生产 素综
合在一 ，把没有做成的事情做成，就叫创新。
个 程中，创新包含的是一个 条的概念。以前的
学科 置，包括工科、理科，包括产品 े，各
素是脱节的。现在 创新， 把 个 条
来。
校的工程教育，怎么把 个 条比 好地 接
来， 是一件 常
的事。作为新经济、新业态
的代表之一，腾 公司副总㻲、技术管理委员会主
任王巨宏从新业态的 度，介绍了现代创新型企业
对人才能力素 的 求和对人才培养环节的建 ：
从企业的 度、从整个全球互联网来看，一个 势
叫做 心东移，整个全球互联网的经济和政治的
心， 渐从欧美往亚洲 移。整个大的经济，在
去的二十年
，从原来的制 业， 步变成成㍺
的互联网企业。
是一个 常强的信号，互联网是新经济有力
的控动者，使得原来很多传统行业发生了很大的变

े，出现了 常多的新的经济形态。在 个新的经
济形态
，互相之 产生了 常多的融合。原来
看似不相关的行业，现在相关性会 常强。信息
、 云 算、大数据、 物联网 些技术，与传统
行业 行了深度融合，从第三产业到第二产业，再
到第一产业，融合的 度会 常快。
各行各业在 型的 程中，一定会涉及用户。
无 做什么，一定 有用户。所以新经济形态就是
根据用户 求，提供产品和服务。从整个产业的
发展来看，对工程教育的机 和挑战又是什么？从
企业 度来看，有四个方 ：一、创新的 槛
低；二、新行业层出不穷，洗牌 来 快，新兴行
业可能是原来几个行业结合；三、对知
的 求
，只学一 知 是不够的，企业的人才 求与学
生知 结构之
常不平衡；四、学习能力很
，企业 十年做 件事情，下一个十年可能就做
另外一件事情。
对 种挑战，企业对工程技术人员的
求：第一，专业知 ， 有 常硬的基本功；第
二，对行业有一定的敏感度；第三，产品敏 度
，产品和技术一定 有所结合，一个技术人
员，与产品人员 有平等对 的能力；第四，具
有 应快 变े、 决矛盾
的能力。培养和
择卓 工程人才，腾 最看 的是有良好的数
理基础、专业知 、专业能力，以及组织影响
力、表 沟 能力等。在协同育人时我们也做了
一些探索，主 涉及对研究人才、专 人才和
界人才的培养。
三、新工科建
研究的
北航郑志明教授 为：发展新工科， 有相应
的标准，包括 么几个方 ：是否对标国家 大专
中的若干关 技术
；是否具有中国特色；是
不是以战略性产业的核心供应体系来组织新兴工科
专业的学科方向。
2016年开始 立新的 大专 ，几乎全 和信
息密切相关，就是为了构筑产业先发优势、创新环
境，激发创新创业热潮，全方ր布局和融入全球创
新网络。
反映出来的具有新工科特征的一些
，可以作为培养学生的一个很
的引导，因此
新工科建 的目标可以概括为：紧密结合社会发展
大 求，培育能形成具有核心自主知 产权、对
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 具有 大控动性的战略产
业；具有突出的产业竞争力，整体提升具有全局性
影响和带 性强的关 性共性技术； 决 大瓶
；
军民融合， 决具有 大战略意义的
；国
力能够承受。同时，建 一流的新工科，一般 满
下 三个条件：开放思想交流；全球一流教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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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的自由流动；全球范围内的 校和研究
所的 力合作。
目前，中国 校在 方 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
是 常大的， 尽可能创 条件缩小 一差 。
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新工科培养与 大产业
紧密结合，在我国完全可以做到。 去 种结
合是比 紧密的，但是很 一段时
，不是 么
紧密了，
注意。 成体系地 入一个关
域，在 个 程中，理科的、搞技术的、搞工程
的，一 来
，出来的东西就是原创的东西。新
工科建 ，一定 强े理科色彩，另外就是充分发
挥社会主义制度下 中力 办大事的优势。
关注10－15年后可能的技术热点和前沿
，据此 整本科和研究生培养 划。 样培养出
来的人才，正好 上热点。虽然不一定每次 可以
上，但思 总不会有 的。不能现在做什么就培
养什么，毕业时，热潮
去了， 种培养方法是
有
的。
新工科 个概念，从
上来 应 是指两
点：一个就是所 ，一个就是所指。所 就是新工
科概念的内涵，此事物区别于彼事物的所有属性。
新工科和老工科的区别，如果没有本 区别，
就是一回事。所指就是概念的外延，新工科有什
么用，就是
决 求
。两个 求
：一个
是国家的、产业的 大 求，另一个就是科技的
大 求。因此，应 成立 学科、 理工的建 小
组或者委员会， 个专业、 个学科研 和 点，
决其中的
。
复旦包信和院士 到：开展新兴工程教育，有
两点很
：第一，国家有 求，整个社会发展有
求，从办学使命来 ，服务国家、传承文े价值
是 常
的事。第二，根据学校的办学定ր和办
学特点，按照新兴工科 样一个概念，把文科、理
科、医科综合在 来，有 点地 行建 。
新兴工科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应 包含两个方
：一、新兴的工程教育，
构一些核心知 ，
原有的知
升级换代；二、 有学科交叉。大学
是授人以渔，教学生怎么 决
的地方。学生
具备整合能力、全球
、 导能力、实 能力，
成为一个横 人文科学和工程的 袖人物。
四、新工科建 的探索
斯坦福大学 Thomas Kenny 教授介绍了斯坦
福大学工程学 工程教育的理念和具体做法：互
联网等新技术，改变了 个世界，也改变了工程
教育所 对的局 。斯坦福是一个私立大学，是
一个多学科的文理综合性大学，培养的是未来的
导人。在 方 ，斯坦福扮演着 常
的
色。斯坦福的本科生一开始没有专业，先学习一

段时 ， 行一个广泛的探索，扩充自己的知
和技能，然后再 择专业。 是斯坦福本科教育的
一个特点。
学生应 关注很多事情， 了 政策、哲学、
历史和世界，而不只是理工的知 ， 在本科教育
中一定 体现。学生广泛接 人文和社会科学方
的内容，具备历史 ，可以用更广泛的
思考以
后的人生。很多 程会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
方式，比如 数学、分析、伦理和哲学等， 是本
科生
学习的 程。在新生研
，学生了
专业的内容，或者是工程的内容，知
决
什么基本的架构。对以后的 程有早期的了 ，
会给他们整个知 和技能带来关 的影响。斯坦福
励本科生 行研究，在研究生小组 参加
。
斯坦福又是离全球创业基地最 的一所大学，学生
常了 创业文े，能够时刻感受到创业氛围。大
学
学生知 怎么 草 目申 书、募
、
打 创业 划、做组织架构。工程 在一年级开
机电一体े 程， 是一个实 性 目， 学生了
机械、电 ，以及其他 件，了
些东西在理
上是怎么样的，在实 中又是怎样的，不同的学
科之 是不是存在协
合的
。上
的学
生大概有四分之一没有工程背景， 对各专业的教
育 到了
作用。大学不同系别的学生，可以来
工学 做实 。尽管他们目的不同，目标也不同；
但只 学生有学习思维， 可以参与到
，学
习怎么样做头脑 暴、做有创意的
，怎么样根
据 求打 产品，而不是
。学生可以发挥
自己的创新才智，自己做主导，自己做测 ，根据
结果决定下一步的工作。斯坦福大学 励学生去国
外求学。学生 了 其他国家，
眼 一个真实
的世界，才能够成为将来的 袖。
在 去的二十年 ，我们也 取了其他的一些
方法。比如 置一些 系别的专业，由不同的系来
打 一个培养 划、一个 系的专业或者一个混合
专业。学生如果对现有的专业不满意，可以自己
立一个， 是新的 界融合的方法。 种学生自己
的专业有一些有 的现 ，学生的想法可能比
老师或者学术人员更先 ，有些学生很胆大，想冒
一些
，愿意做别人不敢做或不愿意做的事情。
给学生一个机会打 一个他们自己 得 向未来的
专业，是一个很了不 ，很大刀 斧的一个举措。
在一些情况之下， 相当于是未来专业、未来系的
一个 形。斯坦福大学 成为一个 常好的综合性
大学，而不是一个技术专科学校， 保持我们的多
元े， 在我们的文科、理科、工科之
到一个
平衡。我们 来 关注一年级学生的情况，他们的
体 对于日后的学习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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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就太窄，后 就没有广泛的思 了。大一学生
只关注一点，对于日后的发展是不公平的。我们的
学生现在有更多的 程 择，以及一些以专 为导
向的专业方向的 择。整体学时 低了，对学生的
影响是正 的。他们
自己喜欢的 程。有时
候， 些 程组合是蛮有意思的，我们以前从来没
有想 有 样的组合。
北京大学工学院副院长王建祥教授介绍了北
大工学 人才培养的理念和具体做法：北京大学
工学 有几个特点：一是实，依托北京大学学科
综合的优势， 决我国工业发展、经济发展、社
会 步中 到的实
。二是新，一方 在战
略发展上有所创新，不是大而全，而是一个有
择的、 向学科前沿的、小而精的工学 ；另一
方 在人事体制方 有所创新，在人才招聘、晋
升、管理方 按照美国的聘用体制 行， 用国
标准，创建一流的师
伍。三是开 办学，
注 国 े、与企业和地方合作。教育国 े是
我们 常控崇的，吸收全世界范围学生上北大的
程，也派自己的本科生出国交流。另外就是定
点
目，由国 知名企业提出一些科研
目，组织北大与其他伙伴学校，如多伦多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港大学等的学生 行共同
。
2005 年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一些变े，
我国 临能源、环境、健康等
。在 种背景
下， 合我国创新型国家战略和北京大学创建世
界一流大学 个战略，北京大学 新 立工学
，定ր为服务于国家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世
界一流的工学 ，致力于工程科学新知 的发现
和应用，培养学术 军人才和产业 袖，把科学
研究、人才培养优势 े成产业优势，引 中国
与世界技术的创新。
了知 和能力之外，引 未来的人，
具备综合能力、分析能力、批判性思维、合作
能力， 懂得社会，懂得世界。工学 的科研和
教育定ր是工程科学。科学 厚基础， 有 常
深厚的力学、物理的基础，工程科学 把科学和
工程融合在一 ， 了 工程实 原理、工程科
学基础、工程分析方法。同时，人文素 也是
常
的。
北大工学 的学生一年级不分专业，二年级
允 学生 专业，可以完全自由 专业，没有任
何成绩、学分的 制。未来十年努力的目标：第
一是
，师
伍和培养环境的
；第二也
是
，毕业生的
；第三 是
，为科研
和社会服务的
。
南京大学教务处长邵进： 两年，南大在交叉

学科建 上花了很大的工夫，搞了一个地球系统科
学实 班、一个 算机与 融工程实 班。 不是
几加几的概念，是一个真正融合的概念。以地球系
统科学为例，一些灾害
，如
，涉及大气、
水、地下各个方 ，一定 系统地 决，而传统学
科只 决一 分的
。培养 样的人才，不能从
几个学科各取一些 ，而 完全从地球 度 构
程体系。另外一个例子， 算机与 融工程实
班， 新工科有很大的关联。南大把 融 域的
军人物
来，开 六到八 全新的 程。其中一
融大数据挖掘，如果在 算机系，可能更多的
是学大数据挖掘，不以 融为研究目标；如果在传
统的 融 程 ，可能介绍大数据挖掘，但不够专
业。因此，
花很大的精力做 样的事情， 对
师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行深层次的改 。下
一步的 点：结合大类招生、
教育改 ，把工
程应用技术学 作为新型工科的 点抓好。另外就
是建立大理大文、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实 班。
中山大学教务部主任陈敏：中山大学提 一个
“3+1+2”的方案：前 3 年，在各专业 行教育；
然后 中 来，到某个新 的工科
，做专 े
的培 ， 就是方案中的“1”， 注意与产业结
合， 培养创新能力；最后一个“2”意味着人才培
养模式的改 ，本硕打 。本科到研究生，如果在
个上 有断裁，培养恐怕不完整，能不能尝 做
种本硕
的新兴工科模式探索？去年中山大学
已经
程编码，把本科和研究生 程全 打
，只 前期 程修完，学生愿意 可以去修，实
上做到了本硕 程
。
中国科技大学教务处处长周丛照：中科大 了
医科比 弱，没有文科，其他理工科的教育理念，
复旦 常一致，有些东西也在做，但 没有完全
梳理成形的概念性东西。建校初期的时候，中科大
强 理工结合。中科大大 分学
是物理类的，
物理 常强势，一直引 着科大所有的 头和亮点
成果。科大的工科，不是传统工科，也不能叫新工
科，实 上是应用理科。中科大已经实现完全地自
主 择专业。一年级基础教育；二年级
教育，
分成两类：物理类和与物理相关类；三年级就是专
业方向 。三年级控行了交叉， 求 一级学科交
叉。学生毕业的时候，可以有一个主修的专业方
向，或者有一个 修的，如果愿意 五年，可以
第二学ր，再加 40 个学分。
上海教委高教处处长桑标：上海市教委主
市属 校管理，
综合性 校其实是寥寥无
几的。怎么来满 产业 型和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
培养提出的新的 求？在一市两校综合教育改 的
框架下，上海有很多先行先 的东西。市 导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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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属 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很多市属 校提出
的专业 型、新专业 置， 常 是 对经济社会
发展 求来的。教委 励专业的 型 点，按照专
业建 与产业发展对接、教学标准与行业标准对
接、 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培养 程与生产
程对接 样一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导向，控 应用
型专业的 点。在 程体系 置、双师型的师
伍建 、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方 ， 行全方 的
改 。第二个方 的举措，做一些目录外的专业
置，对接上海的实 情况。在文े创意、信息技
术、网络安全，以及人才 求
常大的医药卫生
域， 励市属 校按照教育 标准，开始新专业
的 点，探索一些比 好的新兴工科类专业，培养
出更多社会所 的人才。
五、困 和 决 径
北航郑志明教授：新工科建
临的困 ，一
是国家 大产业战略、 大发展专 ，对于 尖
的、具有竞争力的人才，无 是
是 ， 求
来
切。二是我国的 等教育不同于西方，完
全复制西方的 等教育必定 失 。在相当 的时
，
工科人才的培养，只能 自己从本科
老老实实地培养 来，不可能是别人培养好， 到
我们 儿来，
西方的强国不大一样。在很 时
，师 力 也主
自己。第三，传统工科
专业的习惯势力很强，与实 与 求之 存在着一
些根本性矛盾，如何破 是一个关 。传统工科的
立，是一根一根竖立的，新经济、新技术，是系
统级考虑
，
系统级的最优，不是单 冠
军，而是综合冠军。第四，创新的
， 校在原
始创新和自主创新 一方 ，特别在工科， 期存
在聚焦不够，自信不 ，缺乏共 。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陆国栋：三 大军的
定ր和 点 略有不同。地方 校从岗ր 求出
发，积极性更 ；综合性大学受到的约束和 制比
少，积极性也比
；相对而 ，工科优势比
强的学校，受到的约束比 大，做 来有一定的
度。新工科建
政府的控动。专业 置
破
，专业培养也
破 ：培养模式、方法模式，
学分怎么减少、环节怎么改 ？ 些改 ， 在教
师层 ，教师没有积极性。各ր教务处 可能有积
极性，但是学
积极性就低了。 中 薪 体
系是一个根本体系，职称体系也是一个根本体系，
两个体系如果能够有所改变，新工科的建 和改
才能有所改变。教师的积极性， 是 引导。
中山大学教务部主任陈敏：第一，在综合性
大学 办新工科，在专业 置上 ，不能够 定
得 死， 有一些探索性的东西。第二，学生前
两年 行数理基础学习， 然后 拔 入新工科专

业， 种立交桥方案是比 好的 择。第三，新工
科教育 价体系，不能完全 用传统理科的考核体
系，因为新工科
做一定的尝 或者探索。最后
一点，新工科建 最好先 行小范围 点，总结经
后，再 步控广。
张大良司长最后做了总结发 ：在厦 大学
开的一流本科教育会 ，效果 常好。今天的
会， 到了厦 大学会 的效果，从历史地ր和
作用来 ， 到了二十几年前兰州理科教育改
会 的标准。两个加在一 ，复旦的 个会 就
十分
，形成复旦共 ，拉开了我们国家新兴
工科改 发展的大幕。大家从不同的
了
如何发展新兴工科，改 我国的工程教育。 了
什么是新兴工科，为什么 发展新兴工科，发展
什么样的新兴工科和怎样来培养新兴工科人才。
些
，已经有了初步的回答。 次会 形成
了办新兴工科的共 ，提供了国内外办好新兴工
科的两个方 的经 ，也
了新工科建 的组
织实施, 整理了新兴工科人才培养所
研究的
四大 素：新兴工科人才的内涵特征、知 体
系、基本能力、综合素 ，确定了新兴工科发展
研究和实 的双五 点：一是“新标准”
“新结构”“新模式”“新
”和“新体系”
五个内核研究 点。我国 校加快建 和发展新
工科，
主动 置和发展一批新兴工科专业，
同时控动现有工科专业的改 创新。新工科建
和发展以新经济、新产业为背景，
树立创新
型、综合े、全周期工程教育“新理念”，构建
新兴工科和传统工科相结合的学科专业“新结
构”，探索实施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的“新模
式”，打 具有国 竞争力的工程教育“新
”，建立完善中国特色工程教育的“新体
系”，实现我国从工程教育大国 向工程教育强
国。二是“组织方式”“协 机制”“管理改
”“ 价改 ”和“政策支持”五 外延研究
点。 主动加强新兴工科专业的布局和建 ，
点探索一批与产业紧密结合的示范性学 的改
，积累经 ，为 一步控动新工科的建 和发
展，探索 径。工科优势 校 对工程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发挥主体作用。总结继承工程教育改
发展的成功经 ，深े工程人才培养改 ，发
挥自 与行业产业紧密联系的优势。 向当前和
未来产业发展急 ，主动优े学科专业布局，促
现有工科的交叉复合、工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
融合。积极发展新兴工科，拓展工科专业的内涵
和建
点，构建创新价值 ，打 工程学科专
业的升级版，大力培养工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人才，服务产业 型升级。综合性 校 对催生
第32

新技术和孕育新产业发挥引 作用。发挥学科综
合优势，主动作为，以引 未来新技术和新产业
发展为目标，控动应用理科向工科延伸，控动学
科交叉融合和 界整合，产生新的技术，培育新
的工科 域，促 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工程教
育的有机融合，培养科学基础厚、工程能力强、
综合素
的人才，掌握我国未来技术和产业发
展主动权。地方 校 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
型升级发挥支撑作用。主动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
和企业技术创新 求，把握行业人才 求
方向，充分利用地方 源，发挥自 优势，凝练
办学特色，深े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
人，增强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培养大批具有
强行业背景知 、工程实 能力、胜任行业发展
求的应用型和技术技能型人才。
新工科建
政府
大力支持。教育 、
有关行业主管
和各级政府应对新工科建
行
点支持，控动体制机制改 ，加强政策协同，形
成合力，在优े相关 域专业结构、改 培养机
制、强े实习实 、加强师
伍建 等方 出台
更多的支持措施，为新工科人才培养提供良好的政
策环境。新工科建
社会力 积极参与。打
共商、共建、共享的工程教育 任共同体，深入控
产学合作、产教融合 科教协同，
校企联合
制定培养目标 和培养方案、共同建
程与开发
教程、共建实 室和实 实习基地、合作培养培
师 、合作开展研究等， 励行业企业参与到教育
教学各个环节中，促 人才培养与产业 求紧密结
合。新工科建
借 国 经 、加强国 合
作。扎根中国、放眼全球、办出特色，借 国 先
理念和标准，明确新工科教育未来发展的 点和
方向，分析新工科人才应具备的素 ，构建新工科
人才能力体系，培养具有国
的创新型工程技
术人才。加强国 交流与合作，将“中国理念”、
“中国标准”注入“国 理念”“国 标准”，扩
大我国在世界 等工程教育中的
权和决策权。
2017年的复旦共 ，有了很丰富的内容。按照 个
共 去做， 实 ， 研究， 丰富， 完善，
两三年再有一个共 往前控 ， 是 常
的。
只 坚持做，一定能够做好，形成一个新兴工科的
人才培养体系，去实现我国伟大的战略目标。
（胡 波，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
长、教授；冯 辉，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讲师；韩伟力，复旦大学软件学院副院长、副教
授；徐
雷，复旦大学教务处处长、教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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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 文 刊 载 于 《 复旦 教 育 论 坛 》2017年 第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