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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capital are the key strategic resources for bo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t the national level. He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has drawn the wide
attention among policy-makers, scholars, and the whole society. Based on the needs to human resources
in the new phases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trend in incoming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is study proposes a du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talent
cultivation in China, that is, quality laddering in human resource structure and transforming of educational
modes. Furthermore, by analyzing the new measurements of undergoing reform in higher education
organizations in developed economies, it puts forwards the three aspects of 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talent cultivation in fostering a third degree of human capital, the intrinsic change of higher
education under informatization, as well as the structural reform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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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才是当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活动的核心战略性资源，因而人才培养的有效性受到社会各界广

泛关注。文章立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对人才的需求以及未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趋势，提出
未来中国在人才培养方面需要考虑的“双重转型”，即人力资本梯度转型和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同时，通过
借鉴主要发达经济体典型高等院校正在进行的改革新举措，针对以上两种转型要求，提出培育第三级人力资
本、利用信息化扩大高等教育内涵以及高等院校结构性改革 3 个方面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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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同时，新科技革命

的目标要求、新的发展战略、新的决策部署。为此，

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创新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我们需要思考人才培养模式该怎样变革，以为国家的

的第一动力。人才作为创新活动的核心要素，成为

未来奠定持续发展的人才要素基础。本文将围绕中国

赢得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资源；而要建设世界科技

发展新阶段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探讨人才培养模式的

强国，人才培养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人才培养

转型思路。

问题历来受到政策制定者、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关

1 新的发展阶段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

注。 2018 年 9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
会上强调，“要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改革”。

认识和把握新的发展阶段，是我们探寻人才培

各国发布的多项战略报告将人力资源作为重要内容

养新思路的重要起点。在此过程中，有两个维度

予以关注；在有关国际竞争力研究中，教育已作为

需要关注：第一个维度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第

影响全球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之一；流传广泛的“钱

二个维度是世界性的科技和产业变革趋势。与上

[1]

学森之问”“乔布斯之问” ，反映出社会对人才培

述两个维度相对应，中国人才培养正进入“双重

养问题的反思和忧虑。

迈进”阶段：一方面，人才培养要适应后工业化

与我国新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人才培养必将有新

阶段发展模式的新变化；另一方面，人才培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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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对蓄势待发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度不断减少，劳动群体的去技能化现象日趋严重。

新要求。

有研究显示，如今工人从事的 45% 的活动已经实现

1.1 中国后工业化时代需要第二次大规模人力资源

了自动化 ①， 47% 的美国中产阶级在未来 20 年时间

开发

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农
业国变成了中等收入水平的工业国，这是我们思考
人才培养方向必须认识到的一个转折点。
从人力资源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规
模工业化受益于人力资本能量的释放，竞争优势更
多地体现为“人口红利”，较低层级水平的人力资
本与低成本工业化优势相匹配。随着中国人力资源
成本的上升和国际资本的流动，低端产业链重心正
在转移出中国，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正步入后工业化
时代。因此，依靠低水平的人力资本，通过简单的
衣食住行消费和参与低端劳动行为来刺激经济增长
是不可持续的，亟待不断提升产业中的技术含量。
而与后工业化时代相匹配的人力资本水平必须是更
高层级的，即中国工业化转型升级意味着人力资本
供给的转型升级。需要将更多的人力资源转化为能
够吸收、利用和转化新知识的高素质劳动者。为
此，大规模的第二次人力资源开发对中国具有战略
意义。

里由于自动化而面临失业风险 ② 。与此同时，“工
业 4.0”也催生了大量新形态工作机会，但相应的人
才缺口巨大，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缺口问题已
经凸显。有研究指出，全球每年人工智能领域毕业
学生约 2 万人，而市场需求却在百万级 ③ 。就业结
构性调整带来的大规模的人才缺口，意味着在人才
培养的知识结构体系上需要做出重大调整。各国为
占领先机纷纷提出应对之策。例如，美国 2012 年的
“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 2.0 ”、德国“ 2020 高技术
战略”、日本“工业 4.1J ”，都将应对技术人才的
缺失和劳动力断层、确保人才输送作为核心内容之
一。
（ 2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程度不断
深化（表 1 ），人才培养组织体系的新问题不断出
现。 这些新问题包括：实体高校的未来如何定位，
社会参与教育的相关标准、流程等治理机制，以及
高校以什么样的理念、形态、方式和方法彰显其独
特的价值等。技术正在改变社会，教育体制必须要
主动变革，才能抢抓新科技革命机遇。

1.2 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亟待人力资源发展新

2 人才培养需考虑的转型之一：人力资本梯

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人类正在迈

《 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

模式

进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工
业 4.0 ”时代，这对人才培养体系、模式带来巨大挑
战。
（ 1 ）许多工作岗位对劳动对象的技能化依赖程

度升级

高中阶段教育普及”。这意味着向提高教育水平方
向的迈进，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要求，即在
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已经失去成本优势，要
继续发展经济就必须转向中高附加值产业。实现转

①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研究报告（2015 年）《工作场所自动化的四个基础》（Four Fundamentals of Workplace Automation）。
② 牛津大学卡尔 · 弗雷和迈克尔 · 奥斯本研究报告（2013 年）《就业前景》（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③ 腾讯研究院研究报告《2017 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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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名称

开放资源

表 1 高等教育中的信息技术应用发展进程与趋势预测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移动工具
电子书

平板电脑
慕课

基于手势的计算
简单的增强现实
游戏和游戏化
学习分析
翻转课堂
3D打印

可穿戴技术
量化自我
虚拟助手
自带设备
创客空间
物联网

移动学习
虚拟现实
情感计算

自适应学习技术

下一代学习管理系统
人工智能

自然用户界面
混合现实
机器人

注：技术类别数据根据美、英、日、欧等有关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方面的影响报告整理，橘色长方形表示根据中国新媒体联盟理事会在历年
《地平线报告》中的预测：某一项技术在某一年开始采用

型的基础条件就是人才知识结构的高级化。

2.1 追赶型国家人力资本结构差异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

首先创立了比较完整的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理论有
两个核心观点：① 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
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② 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
院刊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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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

方向的跃迁，并发生在其工业化前期完成后，依靠

人力资本随教育程度的差别呈现出不同的结构

政府强有力的支持、相对较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特征。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 GDP ）为基础，迅速推进人力资本升级。有研究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基本实现高等教育的普及。在追

显示，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第三

赶型国家中，不同结构的人力资本模式已经显现出

级人力资本呈现出来的高等教育 15 年跃迁现象，都

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效。① 以第三级人力资本（即高

是发生在产业升级初见成效的 15 年之前，即：先

等教育比重大）为代表的日本、韩国，已经成长为

有 15 年的高层次人力资本储备，后有产业效率的持

工业化国家，至今仍有创新潜力。② 以第二级人力

续提高和创新机制的形成。一旦突破这一需要 15 年

资本（即中等教育比重大）为代表的中国，在大规

积累的高层次人力资本“门槛”，就拥有了“人力

模工业化中展示出优势。但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

资本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可持续性发展”的良性

业，表现为经济的粗放发展，创新能力有限，以及

经济循环；如果突破不了，将会面临经济增长不稳

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③ 以初级人力资本（即初

定和增长不可持续的风险[3]。

级教育占高比例）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工业化进程
缓慢。
在前工业化时期，一般来说，具有初等文化知识
的人也能胜任农耕和手工业生产的需要。因此，那
时的学校教育以初等教育为主，少数的高等教育仅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在廉价技能劳动力方
面也丧失了比较优势，亟待发展自身的创新能力。
因此，应提前做好人力资本结构调整的准备。

2.3 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必要性

近期，我国经济增长仍处于依靠物质资本发展的

仅是作为贵族阶层的奢侈品。到了工业化时期，随

阶段 [4,5] 。而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形式，与

着机器的广泛使用，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进一步提

物质资本共同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两者呈现交

高，这时社会大多数工作岗位的生产者只有具备中

替上升的规律。我国面临的选择是：人力资本结构

等文化知识水平才能胜任，因此在这一时期中等教

是继续扩大以中等教育为重心的第二级人力资本比

育成为主导。当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特别是信息社

重，还是跃迁到更高水平？

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以后，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要求普
及高等教育[2]。

未来产业的发展呈现出低水平劳动要素将会越
来越多地被资本（机器）替代的趋势，难以替代的

由此我们看到，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的主体结构对

将是高水平劳动要素。从发展趋势看，我国人才供

经济增长的绩效作用显著。国家发展成效的背后是

需的结构性失衡将会表现为中低端人才的“产能过

其人力资本的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不仅解释了过去

剩”，而专业技能人才、创新技术人才和中高端人

的历程，更重要的是还意味着未来的潜力。

才“供给不足” [6] ，这导致了我国第二级人力资本

2.2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需要超前布局

的“过剩问题”。 1 9 7 0 — 2 0 1 0 年，中国大规模工

按照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是向

业化引起了初级和第二级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

着高等教育普及化方向的跃迁。少数追赶成功的

2000 年以来，我国第二级人力资本比重持续快速上

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都经历了人力

升，截至 2010 年，初级、第二级人力资本比重合计

资本结构的高级化阶段，即向着高等教育普及化

为 95% ，其中第二级人力资本比重达到 63% [3]。这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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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我国教育加速发展的成果，但面向未来，这样

使“机器更像机器，人更像人”将是人才培养体系

的人力资本结构仍然面临着升级的压力。

的新挑战。许多专业化的工作越来越多地被机器取

尽管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

代，而社会对人的能力需求则突出表现为合作能

贫困地区教育发展面临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但是

力、网络能力、相互关联及歧义辨别的思维能力，

面向信息化时代的新变化和我国发展的新需求，还

因而创新能力的培养日益成为人才培养的核心。

是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和更有力的政策支持，以推
动人力资本结构的升级。

3 人才培养需考虑的转型之二：人才培养模

式调整

3.2 人才培养体系的拓展

高等院校、企业、政府的职能边界并不是一成不

变的。高等院校的功能从早期的教学走向科研与教
学，而后又进一步走向创新创业。同样，越来越多
的企业涉足教育行业，传统的教育行业也由最初的

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不是简单地增加高等院校

简单模式，演变成了形式多样的商业模式。企业在

数量或扩大师资队伍，衡量的标准也不能仅考虑传

人才培养中的深度参与，拓展并赋予了人才培养体

统的高等教育入学率等。因为，发展环境和目标需

系更丰富的内涵。

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包括：“互联网 + ”正在

（ 1 ）走向教育领域的民营企业。 中国民营教育

日益渗透到教育体系，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将进一步

总体规模已达 1.6 万亿元人民币。据预测， 2020 年

引发未来教育的深度变革。这种变革绝不仅仅是学

前这一规模将以每年 9% 的速度增长 [7]。新近发布的

习工具的变化，更重要的，其将会改变传统教育的

“ 2018 第四届中国最具口碑教育企业百强榜”榜单

概念、生态环境、培养目标、教学模式、师生关系

中，好未来、新东方、龙文教育荣膺前三强 ④ 。越

等。新的人才培养体系治理模式正在逐步走上历史

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成

舞台。

员。

3.1 人才培养目标的演变

（2）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随着我国经

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仅改变社会产业结

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企业对人才质量的要求日益提

构和人类生活方式，也对人才培养模式带来重要影

升。由于知识更新速度快，学校的教材以及教学内

响。在社会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人才培养呈现

容、方法和形式已满足不了产业需求，因而有些用

出不同特征。“蒸汽时代”，高等院校与社会的

人单位逐渐开始担当起技能培训的职能。校企合

联系并不是很紧密，传统的理智训练是人才培养的

作、工学结合成为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途

重点。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随着高等院校与社会

径。发达国家历来重视职业教育，如德国的“双元

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人才培养与人才就业的关系日

制”、美国和加拿大的“合作教育”、日本的“产

益紧密，高等院校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的吻合度不

学合作”模式、澳大利亚以行业为主导的技术与

断提升，人才培养的目标性、专业性越来越显著。

继续教育学院（ 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

面向“工业 4.0 ”时代，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如何

TAFE ）。企业深度参与的人才培养活动缩短了学习

④ 2018 第四届中国最具口碑教育企业百强榜（http://www.dongshiju.com/ztbd/2018/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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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应用之间的距离，并促使学习活动获得了一种连

实证分析、多元模式交流、复杂系统为特色的现代

接后续应用的全新意义。

化课程体系，依托先进技术平台开展“线下学习，

人才培养体系的拓展，意味着教育已不再是教育

线上讨论”的翻转课堂并与教育界全球名师互动，

界独有的事情，也不是教育工作者独有的责任，而

以及与全球顶尖机构建立实习就业合作，以实现学

是需要教育家、科学家、企业家等多方协同应对。

生的终身成就支持。

3.3 高等院校教育的结构性调整

（ 2 ）在高校内部学科之间的关系方面，实施跨

随着教育信息化发展进入加速期，信息化教学的

学科培养。 2017 年 8 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启动了

手段和内容已经由教学辅助工具逐步演变为教学过

新一轮工程教育改革——“新工程教育转型”（ new

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源条件，催生了高等院校校

engineering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NEET）计划。

园教育正在发生的结构性调整。近年来，一些新兴

该计划实施了组建 NEET 跨学科工作组、执行组等

的高等院校直接构建起新型的发展框架。例如，沙

多个任务组，制定串联的选择标准、学术标准、操

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和美国密涅瓦大学，都是

作标准等规范，尝试打破学科隔离、划界而治的局

成立 10 年左右即在科学研究及创新人才培养事业中

面，实现跨学科工程人才培养。

取得突出成就。传统名牌高等院校也已开始进行深

（3）在师生关系方面，提升学生学习的主动

度改革，如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理工

性。美国斯坦福大学最近采用的“科研项目申请

学院、斯坦福大学、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等。改革显

制 ” 又 有 了 新 变 革 —— 改 变 经 费 由 导 师 控 制 的 方

示出高等院校与外界的边界越来越柔性化，高等院

式，把项目经费更多地交给学生，让学生自主选

校内部的学科间也不再那么刚性。具体改革措施主

题、选导师，并自主安排经费。这样的变革给予该

要包括 4 个方面。

校学生更多追求自己兴趣的机会，以及探索并开辟

（1）在高校与社会关系方面，增强高校的开

适合自身发展路径的机会。

放式教育。 2015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公布了“开环

（4）在教学与科研关系方面，加强科研计划

大学”（ Open Loop University ）计划，将本科学制

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设

从 4 年改为 6 年，学生录取年龄不限，不再规定必需

置本科生科研办公室作为指导，并通过一系列激

的修业时间，也不限定学习某一专业；学生也不需

励措施鼓励师生积极组建科研团队；同时，本科

要一直在学校里接受课堂教育，而是可以选择在任

生科研办公室设立系列科研计划，如“本科生科研

何时候进入社会工作或者回校学习。成立于 2013 年

学徒计划”“哈斯学者计划”“夏季本科生科研计

的美国密涅瓦大学被称作是一所颠覆传统高等院校

划”“朱迪思 · 李 · 斯特罗纳克学士奖”“校长本科

教学模式、引发高等教育革命的创新型大学，其办

生研究奖学金”“麦克奈尔学者计划”等，以为学

学目标定位为“为世界培养批判性的智慧”（nurture

生从本科阶段参与科研提供更多的机会。

critical wisdom for the sake of the world ），并采取

从以上国外高等院校的一些改革动向看，其改革

了非常具有针对性的颠覆性变革以真正实现这一目

正在走向深入，走向结构性的变革，包括高等院校

标。该校实施“四年七个城市”的沉浸式全球化体

与外界的关系、学科间的关系、师生关系、科教关

验式教学，围绕综合能力养成，打造以形式分析、

系等，培养创新型人才正在呼唤教育的深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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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结论

革。国外的传统名校、新型大学已经开始构架新的
教育模式，我国高校在未来的改革中，需要关注结

本文立足于我国发展新阶段对人才的需求，以及

构上的调整改善，包括与外界的关系、学科间的关

未来新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大趋势，借鉴国外高

系、师生关系、科教关系等。教育改革的意义不仅

校正在进行的改革新举措，提出未来我国在人才培

关乎教育质量的提升，还关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

养方面需要考虑的两类转型，主要结论如下。

未来。

（1）政策支持。我国当前仍大致处于第二级
人力资本发展阶段，这种结构适应于劳动密集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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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Time of “Dual Transformation” for Talent Cultiv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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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capital are the key strategic resources for bo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t the

national level. He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has drawn the wide attention among policy-makers, scholars, and
the whole society. Based on the needs to human resources in the new phases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trend
in incoming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is study proposes a du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talent cultivation in China, that is, quality laddering in human resource structure and transforming of educational modes.
Furthermore, by analyzing the new measurements of undergoing reform in higher education organizations in developed
economies, it puts forwards the three aspects of 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talent cultivation in fostering a third degree
of human capital, the intrinsic change of higher education under informatization, as well as the structural reform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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