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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设四个分论坛，分别为“学以成人：大学的育人使命”“反

思大学的社会责任”“重新想象科技赋能下的高等教育”“重新审

视大学的理想”。

分论坛关涉的问题包含但不限于：

	 	如何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脉络中重新审视高等教育的过去、现

在与未来？

	 面向未来，大学的育人目标应该是什么？

	 如何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高等教育的教与学如何应对科技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如何重塑大学与社会的关系？

这些问题都亟待专家学者深入探讨、提供洞见，推进相关研究

和实践。

近年来，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化，公共卫生危机频发；

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国际政治格局动荡；科技在赋能教与学

的同时也对传统教育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并产生认同危机。在

此背景下，全球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作为人

类文明的灯塔，大学需要与时俱进，保持发展和繁荣，推动全

球性问题的解决；大学的理想、育人使命、社会责任、治理体系、

教与学等重要理念、制度、文化和实践变革亟待关注与反思。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回应上

述问题，清华大学创办“清华高等教育论坛”，邀请国际社会

来自大学、政府、企业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全球高等教育发展

的新阶段、新特点和新趋势。论坛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通过

交流和对话，研判未来中国和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学术与

政策议题，充分彰显论坛的国际性、思想性和引领性，努力成

为展望未来中国和全球高等教育变革的瞭望塔和思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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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组委会主席致辞

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清华大

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研究中

心主任。兼任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研究生院院

长、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院长、教务长、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等职。

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行为与领导力、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高等教育管

理等。2013 年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17 年、2022 年分

别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2014、2018 年两次获得国家级教

学成果一等奖。

杨  斌 
作为推进教育和科学前沿的平台，清华大学创办“清华高等教育论坛”。

来自大学、政府和企业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大学的教育使命、高等教育的

社会责任、技术赋能下的教学以及塑造高等教育的理念。

这些持久和新兴的挑战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大学、我们的社会和每个

人。我们相信，高等教育的转型会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论坛立足中国、

放眼世界，努力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变革的瞭望塔和思想库。我们代表清华

大学和论坛组委会欢迎您参与这一重要的全球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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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日程   北京时间

11.29

11.30

12.01

12.02

20:00-20:30
开幕式

20:30-22:20
分论坛一：“学以成人”：大学的育人使命

19:00-21:00
分论坛二：反思大学的社会责任

20:00-22:00
分论坛三：重新想象科技赋能下的高等教育

9:00-11:00
分论坛四：重新审视大学的理想

11:00-11:30
闭幕式

论坛日程

时  间	 2022 年 11 月 29 日 -12 月 2 日

线上参会	 Zoom会议室

主  办	 清华大学

承  办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协  办	 牛津大学全球高教中心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直播平台	 学堂在线、清华大学视频号、抖音、快手

	 哔哩哔哩、微博、Facebook、Twitter

变化世界中的大学新角色：
塑造新兴未来的重大议题
The New Role of Universi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Big Issues Shaping emerging Fu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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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29 2022.11.30 论坛日程

重塑高等教育的价值需要反思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在变化不居的国际社

会中，如何增加大学的社会参与和价值引领？大学应该如何协调与其他主体

（如政府、企业、国际组织、社区等）的关系，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促进

教育公平目标的实现？大学如何提供丰富多样的终身学习机会，推动学习型

社会的建构？大学如何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解决影响人类生存与发

展的重大问题，为全人类创造可持续的未来？

主持人：寇海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主旨发言

19:00-19:30	 钟秉林，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

19:30-20:00	 Brian	Chicksen，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校长顾问

与谈人回应发言

20:00-20:40	 张应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求是特聘教授

	 黄福涛，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教授

	 莫家豪，中国香港岭南大学副校长、讲座教授及研究生院院长

	 Bruno	Bontempi	Jr.，巴西圣保罗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Michael	Fun，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学未来教育研究院执行主任

20:40-21:00	 自由交流

分论坛二 反思大学的社会责任

19:00-21:00
北京时间

主持人：杨斌，清华大学副校长、教授

20:00-20:10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致辞

20:10-20:20	 清华大学校长王希勤致辞

20:20-20:30	 加州伯克利大学前校长Nicholas	B.	Dirks 教授致辞

开幕式
20:00-20:30

北京时间

大学培育合格的国家公民，也培育未来的全球公民。我们生活的时代充

斥着气候变化、淡水资源短缺、海洋化学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一系列环

境危机，国际规则几近崩溃、多边主义受到严重冲击。在此变局之下，我们

应当如何平衡大学教育中的人文与科学知识体系？大学何以唤醒青少年身上

的普遍人性，培育他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又如

何通过大学教育得以实现？

主持人：文雯，清华大学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主旨发言

20:30-21:00	 谢维和，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21:00-21:30	 Simon	Marginson，牛津大学全球高等教育中心主任、教授

与谈人回应发言

21:30-22:00	 史静寰，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杨					锐，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Hans	de	Wit，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前主任、教授

22:00-22:20	 自由交流

分论坛一 “学以成人”：大学的育人使命

20:30-22:20
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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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2

站在时代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高等教育的过去、现

在与未来。回望历史，大学的理想发生了怎样的演变？当今的高等教育又呈

现出一副怎样的世界版图？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交锋中，是否能够找到高等

教育亘古不变的价值坚守？在多元文化的交融碰撞中，高等教育何以实现人

类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价值追求？

主持人：史静寰，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主旨发言

09:00-09:30	 万俊人，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哲学系教授

09:30-10:00	 William	C.	Kirby，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哈佛中国基金会主席

与谈人回应发言

10:00-10:30	 石中英，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

	 Jenny	Lee	，亚利桑那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钟					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Brendan	Cantwell，密歇根州立大学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终身	

	 教育中心主任、副教授

10:30-11:00	 自由交流

主持人：石中英，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

11:00-11:30	 闭幕总结

	 彭刚，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教授

分论坛四

闭幕式

重新审视大学的理想

09:00-11:00

11:00-11:30

北京时间

北京时间

论坛日程2022.12.01

全球疫情加速了科技与高等教育的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VR等科技手段在高等教育的教学、管理和政策制定中广泛应用，使得弹性化

的学习时空和个性化的学习内容成为现实。然而，大学是否在基础设施和制

度支持方面做好了迎接混合教学和在线教学的准备？这些工具的使用是否能

为促进高等教育公平、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带来深刻而长远的改变？高等教育

的伦理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互联网时代又将如何改变学习者的学习和身份

认同？

主持人：韩锡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主旨发言

20:00-20:30	 杨宗凯，武汉理工大学校长、教授

20:30-21:00	 	George	Siemens，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动态复杂性学习中心主任、

教授

与谈人回应发言

21:00-21:40	 程建钢，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Hanife	Akar，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教育科学系主任、教授

	 付曼青，腾讯教育副总裁、腾讯云副总裁

	 Gerardo	L.	Blanco，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学术主任、	

	 副教授

21:40-22:00	 自由交流

分论坛三 重新想象科技赋能下的高等教育

20:00-22:00
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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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嘉宾

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务长，负责本科教育、文科工作、智库工作。曾

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副教务长、教务处处长，校长助理。主要从事西方史学

理论、思想史和高等教育管理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著有《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

理论的考察》等，译有《自然权利与历史》等。曾获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等。

彭 刚

杜宁凯是纽约科学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院长和首席执行官，也是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研究生院的历史学教授，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第十任校长。在伯克利之前，

杜宁凯是哥伦比亚大学负责艺术和科学的执行副校长和教务主任，也是该校人类学和

历史学的弗朗兹·博厄斯教授。作为专门研究南亚的学者，杜宁凯是关于南亚和大英

帝国的主要书籍的作者或编辑，主题包括社会理论、全球化和教育改革。

杜宁凯杜玉波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教授，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电子学

会副监事长、清华大学校友总会会长。曾任电子工程系党委副书记、副主任、主任，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人事处处长、人才资源开发办公室主任，监察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校长助理，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常务副校长兼秘书长等职。主要研究方向

为信号与信息处理（雷达信号与数据处理、雷达成像等）。曾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奖励。作为项目负

责人，完成了国家“863”计划、“十一五”预研专项、国家“973”项目等国家级科

研项目。

王希勤 

中共党员，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总督学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学科评议组成员、学科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

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主任、国家“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曾任北

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党委常务副书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副

部长级）。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管理、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研究，出版

多部学术著作，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主持和参与完成省部级以上重点研究课题近

20 项，获得各种学术奖励 3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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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姓氏首字母为序）

哈佛大学 T.	M.	Chang 中国研究讲席教授、哈佛商学院斯潘格勒家族工商管理学

讲席教授，曾获哈佛大学杰出贡献教授称号。现任哈佛中国基金会主席、哈佛中心（上

海）的教职主席。曾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在任期间积极推动通识教育改革。作为一

名现代中国历史学家，柯伟林教授的研究探讨国际背景下当代中国的商业、经济和政

治发展。在高等教育领域，他关注比较教育、通识教育、大学发展、全球化等议题，

著有专著《思想帝国：从德国到美国再到中国的现代大学创建》等。

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UP）特别项目顾问，围绕大学战略及可持续发展有关问

题为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的副校长和副校长提供研究、创新和研究生教育方面的咨询。

近年来他的关注领域是促进高等教育机构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

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动态复杂性学习中心主任、教授，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和学

习创新和网络知识研究实验室执行主任，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远程教育中心兼职教

授。同时，他因创建全球第一个MOOC类型的课程而闻名，由此成为开放在线课程的

一个“里程碑”。他是联通主义的发起人，且这种学习理论解释了互联网技术如何为

人们创造在万维网中和彼此之间进行学习和信息分享的新机会。他的研究领域主要包

括：联通主义、MOOCs、学习分析。

George Siemens

布莱恩·奇森 柯伟林

西蒙·马金森是牛津大学教育系教授，牛津大学全球高等教育中心（由英国经济

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英格兰研究署联合管理联合资助）主任，国际顶级期刊Higher	
Education 联合主编。任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
际和东亚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作为公共利益与共同利益、全球科研体系。

西蒙·马金森

主讲报告人



变化世界中的大学新角色：塑造新兴未来的重大议题 The New Role of Universi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Big Issues Shaping emerging Futures16 17

武汉理工大学校长，教育部教育信息化专家组副组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信息

化与教学方法创新指导委员会主任，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教

育部教育信息化战略研究基地（华中）主任。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政

治哲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哈佛大学哲学系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清华

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中国伦理学学会前任会长。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从事教育政策与教育管

理研究。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委员暨学科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本科教育教学评估专家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英国卡迪夫大学名誉国际

副校长等。曾先后担任东南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等。

钟秉林

万俊人 杨宗凯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著名教育社会学家。现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评价专委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

教育部教育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教育研究院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社会学、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学和青少年研究。

谢维和

（以姓氏首字母为序）

主讲报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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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教育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主席。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日本北海道大学、澳大利亚大学等多所国外大学客座或特

聘教授，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多个国

际组织中国教育和社会发展项目的特聘顾问。史静寰教授深耕大学本科教育和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研究，致力于中国本土化大学生学习与发展理论的构建，提出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大学生学情研究的整体分析框架，主张“以学为本、提高质量、内涵发展”。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曾任墨尔本大学教育学院荣誉

教授、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墨尔本大学 LH	Martin

高等教育领导力与管理研究所项目主任。他还在国际多所顶尖研究机构担任荣誉职务。

Hamish	Coates 教授近年来的研究关注大学社会服务、大学治理改革、大学生学习与

发展评价等。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副院长。从事教育技术学研究，方向聚焦于在线教育、

混合教学、数字化学习环境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兼任国际华人教育技术学会（SICET）

会长（2018），教育部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高校教育

技术学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教育部《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编制组组长，

国际期刊《教育技术发展与交流》（JETDE）联合主编。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国家级青年人才称

号获得者，哈佛大学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国际顶级 SSCI 期刊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和 Europea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副主编，中国社会学会教育社
会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研究方向为高

等教育学、教育社会学、国际和比较高等教育等。

韩锡斌 文  雯

寇海明 史静寰

（以姓氏首字母为序）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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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罗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生项目顾问。他在教育史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致力于教育史、知识分子史和大学史研究。他是教育思想史学组和知识分子史学组

的负责人，“边界上的知识和实践：跨国教育史”专题项目研究员。另外，他还是

Scielo	Educe@Collection 科学咨询委员会和 Cadernos	de	Pesquisa 编辑委员会的成

员。他围绕 19-20 世纪知识分子及不同地区间教育机构的交流与冲突、大学在塑造社

会认知中的角色等问题进行了大量探索。

土耳其中东科技大学教授，拥有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她曾是

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和克拉科夫师范大学的访问学者。同时，她曾以访问学者的身份

在东北大学和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她的研究领域

主要包括国际比较研究、面向K-12和高等教育的课程和教学政策、国际化、质性研究、

跨文化教育、公民和民主教育、教师教育、课堂管理和移民教育。

美国波士顿学院的副教授和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的学术主任。他的研究探索了高等

教育质量和国际化的交集。作为一名跨学科的学者，他已在高等教育和比较教育领域

的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成果，并多次荣获比较与国际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组的

研究奖项。Gerardo	Blanco博士曾是中国陕西师范大学和德国卡塞尔大学的访问学者。

他曾以“伊拉斯谟 +”项目研究员身份在波兰开展教学工作，并在马萨诸塞大学阿默

斯特分校获得博士学位。

密歇根州立大学高等教育学副教授、高等教育与成人教育中心主任。顶级 SSCI

期刊Higher	Education 的联合主编，近年来编著《评估高等教育的贡献》、《高参与
的高等教育系统》以及《不平等的高等教育》等著作。坎特威尔教授关注美国及全球

的高等教育政治。他的研究涉及高等教育治理、组织变革和全球排名。

Gerardo L. Blanco 布伦登·坎特威尔

Hanife Akar Bruno Bontempi Júnio

（以姓氏首字母为序）

与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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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高等教育国际化、

学术职业及东亚高等教育。他以中文、英文和日文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及论文。黄福

涛教授特别关注不同国家的教育变革，以及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所面临的挑战

及应对策略。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

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兼未来教育分会副会长，教科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研究

员，曾任国际华人教育技术学会会长。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信息化研究与实

践，主要研究在线教育理论与实践、数字教育战略与政策，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等。

作为清华大学教育技术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二十多年来带领团队形成“理论探索、技

术研发和政策咨询”三位一体的研究范式，科技成果获得有效转化，求真务实的行动

派学术风格在领域内获得赞誉，并获得了第二届南国农信息化教育杰出贡献奖。

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名誉教授、前主任。国际大学协会（IAU）高级研

究员、欧洲国际教育协会（EAIE）创始成员和前任主席，曾任米兰卡托利卡大学高等

教育国际化中心主任、阿姆斯特丹大学副校长。国际顶级教育期刊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创始主编，Policy	Reviews	in	Higher	Education 顾问编辑，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副主编，欧洲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
高级顾问。汉斯·德·维特教授长期关注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对跨文化融合

教育有诸多研究，认为在线教学有助于创造更具包容性的教育环境，使更多师生提升

国际化能力和素养。

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学未来教育研究所执行主任，曾经担任新加坡技能未来公司

副首席执行官，领导新加坡“技能创前程”项目中教育和培训综合性生态系统的开发，

该项目已成为劳动力技能发展和终身学习的全球典范。他是亚洲高等教育规划协会的

创始主席，并在几个全球董事会和委员会任职。近年来他的主要关注点是高等教育模

式转型。

汉斯·德·维特 冯进能

程建钢 黄福涛

（以姓氏首字母为序）

与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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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岭南大学副校长，林文赞比较政策系讲座教授，研究生院院长。他曾任

香港教育学院副校长、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创建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东亚研

究中心并任讲座教授。莫家豪教授活跃于学术界不同领域，在比较教育政策、比较发

展与政策、中国与东亚当代社会发展领域笔耕不辍，为社会变迁及教育政策研究做出

了诸多创新性贡献。

腾讯云副总裁、腾讯教育副总裁。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毕业，香港城

市大学商学院博士在读。担任工业和信息化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

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职业教育装备专业委员会委员、腾讯智慧教育研究院顾问。2018	年

初加入腾讯，带领教育业务团队加速教育行业各领域的布局和助力，实现连年价值及

口碑高速增长。为中国教育行业的数字化转型、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科

研及实验室的校企合作作出了贡献。

亚利桑那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和大学国际化项目主任。她曾作为富布赖特

学者访问南非，是伦敦大学城市学院和南非开普敦大学的国际访问学者，也是韩国高

丽大学的杰出国际教授。李教授的研究探讨移民政策、地缘政治和社会力量如何塑造

高等教育中的不平等。她最近的学术研究侧重于全球科学的地缘政治，其重要观点在

其获奖编著《美国在国际高等教育中的力量》中论及。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哲学研究分会理事长。主要

研究领域为教育学原理、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哲学等。在教育认识论研究、教育价值

论和价值观教育研究、教育改革研究等领域承担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出版《教

育学的文化性格》《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教育哲学》等专著，主编《教育哲学》

马克思主义工程教材以及《杜威教育哲学思想研究》《黄济教育思想研究》《新中国

教育学家肖像》等著作。

珍妮·李 石中英

付曼青 莫家豪

（以姓氏首字母为序）

与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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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文化研究分会秘书长，中国

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学会理事，亚洲大学联盟	“亚洲高等教育展望”研究项目首席研究员。

SSCI 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期刊编委。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及比较教育、高等教育学、教育与可
持续发展。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曾任香港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香港比较

教育学会主席等职务以及多个国际重要学术期刊编委会成员。研究兴趣包括教育政策

社会学、教育的比较和跨文化研究、国际高等教育、中国社会教育发展以及教育研究

中的国际政治。杨锐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的研究。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教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

兼职教授，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

浙江大学第五届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2021 年 6月起），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

名誉理事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未来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曾任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第五届、第六届理事长（2010-2020 年）。主要从事高

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理论和政策、高等教育管理、科教发展战略、教育基本理论等方

面的研究工作。

张应强

杨  锐 钟  周

（以姓氏首字母为序）

与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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