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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高校人才培养新视角

顶层设计是当今世界最先进最时髦的设计方式，无论最成

功之建筑，还是最庞大之工程，抑或最伟大之社会发展事业，无

不采用顶层设计。同样，教育事业科学发展需要顶层设计。 认识

顶层设计，运用顶层设计，对于高校科学发展和人才培养无疑

具有现实价值。

一、“顶层设计”释义

顶层设计最初为引进的工程学概念，英文为 Top-down，其

被定义为：从最高端向最低端、从一般到特殊展开系统推进的

设计方法，它为将复杂程序设计破解为功能描述、反思推进和

重新调整提供了一个规范方法。 顶层设计被广泛运用于不同

的领域，其定义因对象不同而不同。 一个有代表性的定义是：顶

层设计方法实质上是将系统理念贯穿于该系统内的各子系统

之中，在顶层设计中，系统理论首先得到阐述，但它不是对第一

级子系统的详细说明。 每个子系统同样需要向更细化层面延伸

与提炼，直到阐明系统的基本要素为止。 纵观各家之言，我们认

为，顶层设计就是自上而下、自高端至低端层层系统推进的设

计方法。 具体讲，顶层设计就是用系统方法，以全局视角，对各

要素进行系统配置和组合，制定实施路径和策略。 它不同于传

统 设 计 模 式 即 底 层 设 计 模 式（Bottom-up），是 一 种 新 的 逆 向 设

计模式，它既是一种新的方法，也是一种新理念。 根据对顶层设

计的理解，我们将其所赋有的特征列述如下：
顶层决定性。 顶层设计的核心、生长点、逻辑起点都在顶

层， 顶层定位或顶层确认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整个设计体系，高

端决定低端，顶层决定底层。 顶层定位关键在于确定整个设计

的核心理念以及由核心理念衍生的顶层目标，换句话讲，核心

理念与顶层目标构成为顶层设计之“顶层”。 核心理念和顶层目

标合规定、合逻辑地演绎出二级系统与二级目标，二级系统与

二级目标拓展为三级系统与三级目标，如此层层下推，直至最

基础的“实施”层面。 子系统同样需要顶层设计，需要理念定位

和目标定位。 从全域设计的构成内容看，顶层设计一般包含架

构主体设计、制度设计、文化设计和实作设计，不论哪类设计都

必须与顶层规定紧密扣合，体现顶层理念，实现顶层目标。 顶层

定位一旦确立，整个设计便有了“魂”。

顶层定位不是凭空想象的结果，也不是思辨的产物，更不

是长官意志的决断， 它是或被历史或被实践或被文化所证明、

所认同的公理，即是说顶层定位的假设是能够被证明的，其定

义是公认的，其内涵的外化条件是现实的和可实现的。
整体关联性。 顶层设计十分强调大系统与子系统、子系统

与子系统之间的关联、匹配与有机衔接，Top-down 一词的英文

本义就有系统间的严密对接、有机组织与程序操控之意，强调

系统的完整性和整体规划，将复杂的零乱的东西系统化、将各

自为政各行其是的系统整体化。 顶层设计的方法论依据是系统

论、控制论和协同论。

顶层简明性。 不论大系统还是子系统，它们的理念和目标

都力求简单明确， 整个设计构架和延伸路径都力求明晰清楚，
这即是说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将深奥的问题浅显化。 特别是

核心理念和顶层目标不能杂糅、混乱和含糊不清，语义不能产

生歧义，目标指向不能散乱。 理念不清、目标不明，这是传统设

计的通病，顶层设计恰恰能克制这种毛病。
体用一致性。 顶层设计十分强调设计理念与设计路径、方

法和实作的融合，不容许理念与工程作业的游离，子系统不求

功能强大但求适用， 即与核心理念和顶层目标相匹配相扣合。
顶层设计不是理论体系构建， 而是理论与实践的整体建构，它

特别强调工程设计的可行性，要求设计体系中各环节都能可操

作和可实践。 顶层设计的上述特征同时也是其必须秉持的原则

和 坚 持 的 要 求，即 顶 层 优 先 原 则、系 统 建 构 原 则、精 炼 简 明 原

则、实作可行原则。

二、高校人才培养问题点击

人才观念问题。 高等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和高

技能人才。 然而，什么是人才，人才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如何发

现人才、培养人才，如何因材施教等等问题，许多高校对此并没

有清晰的认识。 客观地讲，不少高校从领导到教师仍然坚守传

统思想和传统人才观。 比如，重官不重学，官本位思想严重充斥

学术单位；重学历轻能力，把学历作为评价人才的唯一标准；重

知识轻实践，不把学生实践当回事；重记问之学轻创新之学，读

书强调背记而不看重多问“为什么”；重“城府”轻表现，喜欢性

格沉稳、做事深沉老到之人而厌弃善表现之人，如此等等。 又比

如，或是认为能考进大学的都是人才；或是认为成绩好、能毕业

教 改 新 视 野

40

Administrator
新建图章



CHINA HIGHER EDUCATION

中国高等教育 2010 年第 7 期

的就是人才，至于德性如何，能力怎样，可以忽略不计；或是认

为能考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就是人才等等。 这些人才

观念显然与现代人才观相悖。
人才培养现实问题。 毋庸置疑，新中国建国 60 年来高校为

国家和社会输送了大批人才，为我们国家今天的成就与繁荣奠

定了人力资源基础。 但是，我们应正视高校在培养人才方面存

在的诸多问题，特别是那些严重的气质性问题。 创新型人才培

养严重不足和缺位，特别是原始创新人才培养乏力，我国原创

能力水平国际排位不高，中国具有国际水准和国际影响力的原

始创新成果不多， 中国大陆至今无人获得自然科学诺贝尔奖，
虽然我们不能过分看重诺贝尔奖，但它也是反映原创水平的一

项指标。 所谓“钱学森之问”其实就是指我们不能培养具有原始

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 除了高端人才，中低端人才品质也存在

严重问题。 我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理工科大学生和工程师队伍

以及庞大的技师队伍，可是，大量的工艺技术就是长期得不到

解决，以至于在国人心中留下一些永久之痛，诸如“轿车之痛”、

“模仿之痛”等。
理念表述问题。 我国相当多高校的办学理念和追求目标大

同小异，趋同程度极高，理念表述十分一致，鲜有特色。 不同类

型、不同层次的高校在科学研究水平、人才培养类型、社会服务

方式等方面都应有所不同，这在客观上规定了高校在发展理念

和目标上应各有特色和各有取向。 多数学校都提出有教育思

想、办学理念、学校精神、校训、校风、学风、教风、办学目标等理

念性内容，其间内容繁杂，有相互重叠的，有相互背离的，有互

不相干的，而核心理念是什么却不得而知，有的虽明确有核心

理念，却不能目标化，缺乏必需的解读。 高校很难培养出理想人

才，这与高校教育理念不明晰、不明智绝对相关。 大学应根据自

身实际准确定位， 紧紧围绕大学教育之本质规定即 “培养人

才”，在办学理念、发展目标和学科建设、办学特色等方面，进行

全面的规划、设计。 时下高校中兴盛的模仿和攀比，追求“大而

全”和追求“升格”，这其实是高等教育本质异化的表征。

系统设计问题。 高校发展需要整体设计，需要系统规划，许

多学校有设计有规划， 然而大多设计和规划不过是一纸空文。
何以如此？ 原因在于：一是学校目标不切合学校实际，要么过

高，学校拼尽全力也达成不了目标，要么过窄，学校各系统无法

有效贯彻和执行。 二是学校核心理念和顶层目标过虚过空泛，
很难加以分解，无法在具体工作中加以细化。 三是设计仅仅停

留于文字表述，不能落实到实作层面，也就是不能进入实际“施

工”，学校核心理念最终成为文字“游戏”。 四是整体分裂，系统

脱节。 学校各部门各院系都各自为政，“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

调”，完全不顾及学校的总思想和总要求。 学校总规划不排斥各

部门各院系的特色和发展规划，但后者的发展必须与前者保持

内在的一致，不能游离，否则学校发展失去基调，陷入混乱。 五

是缺乏相应的制度设计，学校发展主体设计与“施工”缺乏制度

保障和支撑，措施、行为与要求不能制度化。 这些问题严重影响

高校人才培养的系统设计和系统培养。

学校文化建设问题。 高校发展的根本旨趣在于培养人才，

高校文化建设应紧紧围绕此目的展开。 然而，高校没能营造人

才培养的文化环境和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文化氛围，学习氛围和

学术氛围都达不到大学应有水平，大学的市场气味远胜学习研

究品味。 有的学校根本就谈不上有自己的文化，有的学校明显

出现文化衰降和文化荒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大学领导压

根就没有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的意识， 反而更像是 “文件官

员”，如此何以期望文化建设？ 无学习氛围是大学的悲剧，不读

书是读书人的悲哀，一个缺乏催生人才辈出的大学文化何以期

望它能孕育出大批杰出人才？ 经长期积淀而成的学校价值观、

人才观、管理方式以及教育教学方式，已成为学校强大的传统

文化力量，对此应坚持不懈地予以矫正、调节、改造和引领，使

之围绕培养新型人才转型。 可见，高校培养人才需要倚重“顶层

设计”，以此达成理想人才培养之目的。

三、高校人才培养“顶层设计”构想

1.核心理念和顶层目标凝炼

高校核心理念和顶层目标是高校发展之纲，具有高屋建瓴

的决定性功能。 毫无疑问，高校核心理念和顶层目标应当围绕

人才理念提炼和设定。 高校人才培养基本理念和人才培养顶层

目标应是：培养和造就具有健康人格、高创造力和高技能的人。
这是人才的本质特征。 健康人格即是人才之“人”，其为人才之

“帅”（定性）；高创造力和高技能即是人才之“才”，其为人才之

“资”（量标）。 “做人”是高校教育的永恒使命，“创新”是高校教

育的永恒追求，“人才”是高校教育的核心概念。 高校发展顶层

设计应当以此为基调展开。 高等学校核心理念凝炼之要在于：
一是核心理念须按照前述确认的简明、精炼、内涵丰富、普适性

高的原则提炼，力戒杂糅、晦涩、冗长、偏执和空洞。 学校在确立

发展核心理念的过程中需要对学校众多理念性表述进行澄清

与梳理、简化与统一。 学校核心理念与办学目标可同一，亦可分

列表述。 核心理念、办学目标、学校精神必须保持内在一致性。

美国哈佛大学校训 Truth（真理），清华大学校训“自 强 不 息，厚

德载物”，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训 Mind and Hand （动脑又动

手），复旦大学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美国耶鲁大学

light and truth（光明与真理），它们简明精炼，蕴涵丰富，既是校

训 ， 又 是 办 学 思 想 和 学 校 精 神 ， 它 们 因 此 成 为 学 校 文 化 内

核———教育核心理念。 二是核心理念应是特色化表述。 所谓特

色化就是表述要有特色， 要能体现高校各自人才培养的特色，

或是从人才品质、特质着眼，或是从人才理想人格出发，或是基

于职业人才特征思考，总之不可千篇一律。 哈佛校训表现对追

求真理、追求卓越的人才的期望，麻省理工学院校训表现理工

类学校对动脑又动手这类人才的期望，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学

为人师，行为世范”则反映对教师人才的追求。 三是学校核心理

念既要有文化品味又要体现先进教育思想，顶层目标既远大又

实际。 如果千百所学校都用“勤奋”、“刻苦”、“头悬梁锥刺股”等

传统训导作为核心理念， 显然不宜指导多元化的现代人才培

养。 顶层定位不科学不恰切，人才培养工程设计就必带先天“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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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此外，核心理念必须是全校教职员工的共识而不应是学校

领导人“拍脑袋”的产物，唯其如此，它才能成为学校文化的内

核。

2.学校主体架构设计

高校二级系统如学校各院系、教育教学管理部门、思政工

作部门、招生就业部门、后勤部门等应对接学校顶层理念和目

标，提出各自系统的子系统理念和目标。 高校三级系统如学科

建设、课堂教学、课程与教材、班级管理、常规要求、教师专业发

展等，应与二级系统的顶层理念和目标对接，形成实作设计和

具体方案。 最基本的实作系统则是“老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
实作系统需要明确切入点或突破口，以利“施工”展开。 子系统

发展设计强调特色， 更强调与学校顶层设计的匹配和紧密对

接，决不可各自为政。 同时还应强调，没有子系统设计和实作设

计就不是顶层设计，高校决不能再搞“文件工程”。 不少学校的

理念和目标之所以被虚化，问题在于：或是系统间不匹配、不对

接，或是实作设计不到位、不具体、不落实。 倘若广大师生员工

对学校要培养什么人才、如何培养人才完全不知晓，那么，任何

设计规划都是无用的。

3.学校制度设计

高校制度设计必须紧紧扣合学校核心理念和顶层目标尤

其是人才理念和人才目标展开。 首先是高校治理结构。 学校运

转应从围绕领导转改变到围绕人才、人才培养转，根除高校严

重的官场做派。 党政对教育的管理应从功利化管理向基于教育

发展规律的科学管理转型，学校管理应从行政化管理向人本管

理和教育管理转型。 其次是人事激励制度。 应建立科学的识人

用人制度，建立唯才是举的晋级评职制度，让人人都有成才和

培养人才的冲动。 第三是分配激励制度。 学校财力物力应向人

才类项目、重大创新项目和重大创新成果倾斜。 高校投入应从

“蛋糕分割” 制度向依据教育顶层设计所涉及工程之需的项目

拨款制转型。第四是招生选拔制度。 学校招生选拔制度应从“唯

分是招”转型到“唯能是招”，大力发掘那些奇才、怪才、偏才和

“鬼才”，彻底改变只招“博才”不招“专才”的招生制度。 五是教

师考评制度。 应体现因人评价的原则，让教师才有所用，能有所

专，各得其所，不能对教学优长型老师、科研优长型老师、技能

优长型老师等采用“一刀切”的评价制度。 六是学生评价制度。

学校应根据人才蕴涵建立学生人格评价量标， 引领学生 “成

人”；建立学生学业评价量标，突出学生创新能力和实作能力；
建立学生优势潜能或特质评价制度，引领老师从“教书”向“识

才”发展，引领学生从“通才”向“特才”发展。 黑格尔从一心向往

的神学转向哲学和美学，最终成为一代思想大师，杨振宁从热

衷的实验物理学转向理论物理学， 最终成为理论物理学大家，
这都全赖他们大学导师的慧眼识才和适时点拨。 高校教师的真

正高明之处不在知识传授而在慧眼识人和创新品质培养。

4.学校文化建设

学校文化建设必须与学校核心理念在意蕴和格调上保持

一致，而作为学校价值共识的核心理念本身就是学校文化的内

核。 学校应围绕核心理念，将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精神文化

与行为文化、氛围营造与制度建设有机整合和协调起来。 观念

文化建设旨在创设一种主导大学校园的人才意识流，学校具有

鲜明的现代人才理念，个个崇尚创新，人人尊重人才，确立创新

为学校基本价值观，创新成果为学校的最大荣誉和最高评价标

杆。 氛围文化建设旨在创设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校园环

境，使学校成为思想开放、学术自由、思维活跃、表现充分和学

派林立的主阵地。 中国高校需要自由精神，中国学者需要精神

自由。 中国历史上的“孔门七十二贤人”、“竹林七贤”、“江南八

怪”、“唐宋八大家”等便是特有文化氛围衍生的“人才众生”现

象。 行为文化建设旨在创设有利人才辈出的教育教学方式、实

践活动方式、组织活动和非组织活动方式、课题研究和学术研

讨方式、交流活动、成果展示等学术环境。 激励文化建设旨在创

建一种驱动人才成长的舆情环境以及对应的精神激励和物质

激励，不能让名教授不如科长的现象长此以往，破除高校中的

“学而优则仕”现象和官本位情结，不能再让那些不宜当官的学

术人才去当官，学校应为人才的成功而鼓与呼，而不应为人才

的加官晋爵而歌与颂。

5.国家顶层规约

高校人才培养顶层设计必须关照国家顶层规约。 一是现代

人才理念。 国家无疑应明确现代人才定义，现代社会基本人才

观念，现代人才基本品质。 现代人才理念散见于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相关讲话之中，虽然国家教育方针有所表述，但显然有失

明晰与完善，这需要国家致力解决。 二是现代人才目标。 国家提

出高校人才培养总目标，即“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并提出社会

发展所需人才种类、规格、规模和质量的培养目标。 客观地讲国

家在这方面已有所作为，但在具体规约上显然做得不够，高校

人才培养目标不甚明了与此相关 。 三是制度支撑。 国家要为高

校人才培养提供良好的制度支持，包括一般制度设计和特别制

度设计，国家制度要能满足人才培养需求，激励人才成长，引导

高校发展方向，并为其提供宽松环境保障，不让人才培养瞻前

顾后、左右掣肘、受诸多条条框框限制。 高校必须摆脱官僚制度

的藩篱，不能再用官僚级别去激励它们。 四是认识引领。 国家需

要用现代人才观引领社会价值取向、舆论导向、社会从众认识

倾向，用生动的人才事例和实践去矫正人们的认识，用大讨论

大热议的方式去澄清认识。 舆论宣传不能再围绕“状元情结”、

“北大清华情结”去兜售炒作。 社会人才观变迁必定成为高校人

才培养的营养沃土。

【作者单位分别为四川省教育学会、重庆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吴绍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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