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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研究生今年计划招生 58 万人 10 年扩招幅度超博士

2012 年，我国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计划招生规模达到了 584416 人。而在 2003 年，我国研究生的招生计划规模为 267000

人。2012 年的招生规模是 2003 年招生规模的 2.18 倍，这意味着我国研究生年度招生规模 10 年扩招一倍多。

硕士扩招幅度远超博士

日前，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联合下发了《2012 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对照 2003 年以来的研究生招生计划，10 年间，

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一直在扩大。

根据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招生计划数，2012 年的博士生招生计划为 67216 人，而 2003 年则仅为 49201 人，首尾年份相比，

规模只扩大了 36.6%。2012 年硕士生招生 517200 人，而 2003 年则只有 217799 人，首尾年份相比，硕士生规模则扩招了 137.5%。硕

士生招生扩招幅度则远超过博士生的扩招幅度。

今年扩招幅度 10 年最小

对比这 10 年的招生数据，2004 年既是扩招幅度最大的一年，也是扩招的绝对量最大的一年。2004 年，研究生招生计划总量从 2003

年的 267000 人（其中博士生 49201 人，硕士生 217799 人）扩招到 326213 人（其中博士生 53096 人，硕士生 273117 人），总量扩招

22.2%，其中博士生扩招 7.9%，硕士生扩招 25.4%。

其次，扩招幅度最大的分别是 2005 年的 12.56%和 2010 年的 12.42%，而 2012 年只扩招了 4.27%，这是 10 年来研究生总量扩招幅

度最小的一年，这跟 2011 年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总量基数变大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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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http://edu.people.com.cn/GB/17957976.html

【动态】

教育部卫生部联手启动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

记者 5月 17 日从教育部获悉，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意见，加快面向基层的全科医生培养，教育部、

卫生部联手启动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并于近日下发了《教育部、卫生部关于实施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

根据《意见》，综合改革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为：优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结构，建立医学人才培养规模和结构与医药卫生事业发展需

求有效衔接的调控机制；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更新教育教学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和考核评价方

法，加强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加强全科医学教育，加强临床实践教学能力建设，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加强医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

http://edu.people.com.cn/GB/17957976.html


设，建立医学教育专业认证制度；深化综合性大学医学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加快世界一流和高水平医学院建设，为医药卫生事业又好

又快发展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

中国教育报 http://gaojiao.jyb.cn/gdjyxw/201205/t20120518_493489.html

李长春在广东调研时强调加快文化与科技融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近日在广东调研时强调，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化与科技融合是增强文化产业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途径。他希望广东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世界文化发展的新趋势，紧紧抓住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新机

遇，充分发挥文化和科技相互促进的作用，大力推进文化创新，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使文化建设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助推器，

成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引擎。

5月 17 日至 20 日，李长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陪同下，先后来到珠海、深圳、广州等地，深入企业、社

区、产业园区和宣传文化单位，就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等进行调研。

他勉励广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征程上不断增创新优势，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的排头兵。

深圳特区报 http://www.sz.gov.cn/cn/xxgk/zwdt/201205/t20120521_1915534.htm

美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好转

经历了四年就业困境，美国 2012 年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明显好于往年。

据此间媒体报道，美国大学生就业率虽未达到经济衰退前的水平，但与前几年相比有明显改善。密歇根大学大学生就业研究中心

在对 4200 家公司进行调查后预计，今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将比去年高出 7个百分点。

有关专家分析认为，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改善，首先得益于经济形势相对好转。在过去一年半中，美国新增就业机会 310 万个。

大学校园重启招聘会，众多公司希望雇佣新人。与前几届毕业生苦无雇主相比，今年的毕业生不少人手上有多个就业机会可供选择。

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观念也更加现实。应届大学毕业生薪酬水平在经济衰退期间已经下降了 10%，2012 届毕业生更乐于接受并不

理想的工作与薪酬。两年前，更多的毕业生选择读研究生，期盼经济复苏，现在这一趋势正在逆转。在美国 2012 届大学毕业生中，参

加商学院与法学院研究生考试的人数分别下降了 8%和 16%。

光明日报 http://www.jyb.cn/world/gjsx/201205/t20120517_4934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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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称中国两成大学生从不提问 美国大学生仅 3%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引起教育界人士以及广大网民的注意。这份研究报告，从包括清华大学等 985 高

校在内的 23 所本科院校中，收集 2万多份调查样本，对中国的 985 院校和美国研究型大学做了一番比较。调查数据表明，985 院校学

生在“课上提问或参与讨论”题项上，有超过 20%的中国大学生选择“从未”，而选择这一选项的美国大学生只有 3%；只有 10%的中国

学生选择“经常提问”或“很经常提问”，而选择这一选项的美国大学生约为 63%。

报告认为，在中国的教育中，教师依然是课堂的主导者，“不会提问”会成为中国大学生的短板。

广州日报 http://news.sohu.com/20120517/n343375339.shtml

2012 中国大学院士校友榜揭晓 北大清华荣膺中国"院士摇篮"美誉

中国校友会网编制完成的《2012 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于 2012 年元月正式发布，这是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连续第 10 年

发布中国大学排行榜。

5月 16 日，中国校友会网发布最新 2012 中国大学杰出校友排行榜，报告显示，中国政学商界杰出人才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贡献

最大，已达世界一流大学办学水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名列中国校友会网 2012 中国大学杰出

校友排行榜前五甲；其中清华大学造就的杰出政界英才校友最多；北京大学培养两院院士和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校友最多；恢复高考

以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两院院士校友最多有 31 人，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学。报告指出，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大学“造富职能”初显，

造就了 1500 多名亿万富豪，2011 年上榜亿万富豪校友有 800 多人，财富合计约 4.5 万亿，彰显“知识创造财富”的力量；其中，清

华大学培养和造就 84 名亿万富豪校友，校友财富合计近 3000 亿，超越北大勇夺 2012 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冠军，荣膺中国“亿万富豪

摇篮”桂冠。

中国校友会网 http://edu.people.com.cn/GB/17906938.html

台湾鼓励青少年服务社会 欲塑造友善校园文化

2011 年，台湾发布了教育报告，作为台湾未来 10 年的教育政策性文件，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青少年教育。为在校园里塑造尊重

生命与品德的友善校园文化，并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服务学习与公共事务，从而开创志愿服务的新风貌。教育报告指出台湾教育部门

实施一个针对青少年的强化公民实践、促进校园友善方案。

为此，台湾教育部门调整并落实各级学校生命、品德、人权与法治教育相关课程的实施方案，强化生命、品德、人权与法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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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教法和实施策略的教学演示、分享或评价，并将生命、品德、人权与法治教育纳入师资培育必修课程，健全制度与法规、强化组

织、充实资源、防治校园内性别事件及落实评鉴等教育具体策略来推动性别平等。

中国教育报 http://www.chinanews.com/edu/2012/05-11/3881729.shtml

耶鲁大学研发新种药物 可使人酒局上“千杯不醉”

不管是应酬交际还是朋友聚会，饭局上往往都少不了酒。对于那些不善饮酒的朋友而言，喝酒成了相当大的负担。据美国哥伦比

亚广播公司 5月 15 日报道，美国耶鲁大学研究人员日前研制出一种药物，有望让服用者在酒局上“千杯不醉”。

科学家发现，这种名为碘西尼（iomazenil）的药物能够阻止酒精对人中枢神经产生的作用，在对其“防醉”效果进行测试时，发

现在饮酒前服用碘西尼，确实能使人保持长时间的清醒。研究人员希望用碘西尼研发出“解酒”药片，一是防止使用者酩酊大醉，二

是减轻酒精对肝脏的损害。研究人员还期待了解还碘西尼是否能够使人们在酒后驾驶时也保持清醒。

耶鲁大学研究人员迪帕克迪绍沙在接受采访时说：“酒精滥用非常常见，但却没有治疗酒精中毒的方法。碘西尼则是治疗酒精中

毒和酗酒的独特药物。”

中国华裔教授专家网 http://scholarsupdate.zhongwenlink.com/news.asp?NewsID=7753

《舌尖上的中国》何以走红

真诚是艺术的第一要义，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自己相信才能说服别人

这几天，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火了，不仅吸引无数观众深夜守候，垂涎不止，更让许多人流下感动的泪水。

本来，无论从选题还是从播出时间来看，《舌尖上的中国》都只能算是荧屏上的“弱者”。它出乎意外地走红荧屏，带给我们超越

美食的思考。

哲学家费尔巴哈有句名言，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从一开始，《舌尖上的中国》就不只是一部关于吃的纪录片。“看着笋挖出来，

火腿吊起来，渔网里闪闪发亮，揭开蒸笼白花花、冒着蒸汽的馒头，拉面摔打在案板上的脆响……都让人激动得落泪。多可爱的中国。”

从舌尖上的中国，到味蕾中的故乡，影片所展示的厚重感，体现了该片的独特性——“通过美食这个窗口更多地看到中国人、人和食

物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

看这部充满温情的纪录片，有人想起了小时候“妈妈的味道”，有人体会到了“粒粒皆辛苦”的不易，也有人升华到了“爱国主义”

的境界，还有人上升到了“文化输出”的高度……一部作品为何能在不经意间获得超越话题的巨大影响？

“不是空洞地宣扬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是从美食背后的制作工艺和生产过程入手，配合平常百姓的生活，在情感上引起共鸣。”

http://www.chinanews.com/edu/2012/05-11/38817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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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网友的评价，指出了该片的成功所在：真诚的态度，真实的力量。反观当下许多作品，高投入、高科技、大场面……什么都不缺，

却惟独少了真实；什么都尽心尽力，却惟独没有真诚。

人民日报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7935337.html

【前沿】

美国大学校长职业发展的困惑、对策及启示

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大学自诞生发展至今，已经发生了诸多的变化，尤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样一种变化更为显著。大学组

织的变化，大学校长逐渐由传统的牧师型校长、学术型校长、管理型校长向职业型校长转变。作为一种理想人与现实人的双重矛盾角

色，在大学传统的继承与现实的不断开拓进取之间，大学校长在职业化进程中面临着诸多的困惑。

一、 校长作用的对象：大学组织变化

在经过了 350 多年的发展之后，美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诚如乔治·凯勒所述：美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革命

性的时期，正在发生的变化不只是财务和学生人数，还有整个服务对象构成的变化、他们所需要的课程和专业以及为他们定制的

课表的变化、学校间竞争程度的变化、学校所需技术的变化、教师性质的变化以及日益扩大的外部控制与规章制度的变化。克拉

克·克尔和德雷克·博克等在内的一大批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管理专家认为美国大学处于危机之中。无论是自身发展的理念与结

构，还是外部的社会环境，传统象牙塔式的大学都在不断地消解。

二、 大学校长自身职业发展的困惑

大学组织的变化，使大学校长的职业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总体看来，大学校长的职业化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这是社会大的

环境和高等教育内在逻辑的必然选择。大学校长逐渐从传统的学术领袖向职业化的经理人转变，但与此同时，大学校长须保持应

有的文化传承的“守护人”的角色。相比以往的学者型、领导型、管理型的大学校长，职业型大学校长面临着更多的困惑。

三、大学校长应对职业发展的对策

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大学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无疑，作为大学掌门人的大学校长面临着更多的困惑。如何迎接这些变化，化

解职业发展的潜在风险，大学校长通常需要从入职的准备、任职的策略、卸任的智慧三方面进行考量。

四、对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发展的启示

总体看来，目前我国大学校长已逐渐实现高学历化、年轻化、国际化，无疑这些都有利于促进我国大学的发展。甚至一些研

究型大学的校长，就其个人素质而言，和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并无太大差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在某些方

面制约了大学校长作用的发挥，比如创建现代大学制度、落实办学自主权、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等问题，亟须从制度上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7935337.html


加以优化。诚然，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和美国大学组织的变化有所区别，但总体来看，许多问题是整个全球高等教育界所共

有的。这些问题，同样需要中国的大学校长能够在任职前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任期中能够协调平衡各方利益，卸任时能够有充足

的智慧。

2010 年 7 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完善大学校长选拔制度。从政府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对于大学校长的职业发展越来越重视，同时，政府部门和学界也在积极进行

完善大学校长职业化的相关研究探讨。当然，大学校长也应该加强自身的修炼，主动承担起时代和社会赋予的神圣使命。

《高等教育管理》2012 年第 2期

【电影】

永不放弃

如果你是一个有脑瘫病史的人，如果你永远无法站直，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一只手只能永远地反背在身后，连打领带、系鞋带、

扣袖口这样的事都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行，如果你完全可以凭借救济金生活，你还会出去工作并且梦想着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吗？

电影《永不言弃》中的那个彼尔，一个有真实原形的人，他就走出去了，他为自己找了一份推销员的工作并且一直做到退休。



故事的主人公比尔是一位残障人士，他患有先天性脑瘫，但比尔并不甘心成为一个失败者，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生命中

获得成功。从 1955 年起，他开始尝试做上门推销员，起初他四处碰壁，并且经常遭到“正常人”的白眼。但是，他并不气馁，继续着

自己的事业……

【书斋】

被压迫者教育学

本书是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中的一册，书中收录了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一书。这不是一本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著作，

而是一本关于平等和正义的书，是对处于社会不利处境的人们悲天悯人的关注，是平等和尊重地对待每一个人的生命呼唤与勇气奉献，

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非常值得一读。这本冠以教育学的著作并没有我们熟悉的教育学体育学体系和概念系统，它不是一本一般意义

上的学科著作。这是一本关于平等和正义的书，是对处于社会不利处境的人们悲天悯人的关注，是平等和尊重地对待每一个人的生命

呼唤与勇气奉献。

http://baike.baidu.com/view/263202.htm


【信念】

既然习惯是人生的主宰，人们就应当努力求得好的习惯。习惯如果是在幼年就起始的，那就是最完美的习惯，这是一定的，这个

我们叫做教育。教育其实是一种从早年就起始的习惯。

——培根

教育者应当深刻了解正在成长的人的心灵。当我听到或者读到对人的个别对待的态度这些词的时候，它们在我的意识里总是跟另

一个概念——思考——联系在一起的。教育——这首先是活生生的、寻根究底的、探索性的思考。没有思考就没有发现，而没有发现

就谈不上教育工作的创造性。

—— [苏] 瓦·阿·苏霍姆林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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