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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汶大学多主体协同培养
博士生路径、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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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认为在知识生产新模式下，多主体协同已成为博士生培养的关键因素。通过分析鲁汶大学博士生
培养的校内协同、校际协同、产学协同和政校协同四条路径，提出了博士生培养路径的四项特征：注重不
同阶段的协同过程，倡导多元合作的协同互动，彰显产教共进的办学特色，推动优势互补的府学关系。指
出鲁汶大学博士生协同培养的成功经验，对于完善我国博士生培养模式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鲁汶大学；协同培养；博士生培养；研究生教育
作者简介：王梅，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354；郭瑞，天津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天
津 300354；马韶君，天津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天津 300354。
荷语鲁汶大学（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具有创新精神、与时俱进的博士生已经不能仅仅依

简称 KU Leuven）是比利时最好的大学，拥有比利

靠学校力量，而是需要以社会需求、产业发展为导

时国家大学的美誉，尤其是 2014 年以来，该校凭借

向，由不同主体协作助力博士生培养发展的全过程。

独具特色的创新优势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在科

围绕这一理念，大学通过高效配置各参与主体，整

学研究和技术创新领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这种全

合各个支撑要素，从而产生博士生培养的整体协同

方位综合实力的跃升不仅受益于优质的教育教学环

效应。鲁汶大学已成为博士生协同培养的典型案例，

境，更得益于以社会需求、产业发展为导向，开展

其 创新人才培 养的基本路 径更能体现 出高校与 企

博士生的协同培养。我国是博士生培养的大国，但

业、政府、国家等多主体的协作关系，为博士生培

还不是强国，这体现在高校博士生培养目标仍较为

养发挥着重要作用。

单一，培养过程中的开放性不足，人才供给和产业
[1]

诚如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提出“高等教

需求“两张皮”的问题长期存在 ，如何在新常态下

育既不能回避历史，社会的历史也不能回避高等教

多方并举地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博士生尤为重要。鉴

育” [2] ，高等教育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成为社会的

于此，分析鲁汶大学博士生协同培养的路径及其特

一部分。创建于 1425 年的鲁汶大学坐落于比利时荷

征对于完善我国博士生培养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语地区弗拉芒省（Flanders），是欧洲乃至世界公认

一、鲁汶大学多主体协同培养博士生的内涵
“协同”（Collaboration）一词源自古希腊语，

的一流大学。鲁汶大学致力于打造“卓越研究”的
国际声誉，自创校以来，其办学精神和理念早已
与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深度交织在一起，鲁

意即“会同一致，相互协作”，是协同学（Synergetics）

汶市街道随处可见鲁汶大学的图书馆、教学楼和

的基本范畴。哈肯（Hermann Haken）指出，协同既

行政大厅，“城中大学，大学围城”的协同发展共

包含以诸多子系统联合作用为研究对象，产生宏观

赢路径为博士生的特色培养奠定了基

水平上的结构与功能；也包括不同学科间协作，以

建校 550 年时，鲁汶送给鲁汶大学象征“智慧之泉”

产生组织系统的原理。在知识生产新背景下，培养

（Fountain of Wisdom）的读书少年雕像，而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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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鲁汶大学 575 年校庆时，鲁汶大学将图腾“针刺

科研诚信的规范及内涵，从第三年起以学院协作的形

甲虫”（Beetle on a Needle）雕塑送给中央图书馆，

式召开互动研讨会，进行案例讨论及深入研究。同时，

以感谢鲁汶市政府数百年来对大学的支持和帮助。

三大博士生学院通过共同开发科研诚信在线学习工

如今的鲁汶大学将各个学院广泛布局于整个鲁汶市

具（On-Line Course in Research Integrity）[6]，在线上

区，大学与城市浑然一体，成为协同互助的共同体。

学习社区中上传对不同学科门类的研究指导，这一

二、鲁汶大学多主体协同培养博士生的基本路径

共享资源使研究者们更好地明确自身义务和责任，
从源头上大大减少学术不端行为发生。

协同培养贯穿在鲁汶大学博士生培养的各个方

此外，各学院还会定期通过开办工作坊

面，通过多元化途径协同增效，共同提升鲁汶大学

（Workshop）汇集不同学术背景的参与者，协作研

博士生培养的质量。鲁汶大学博士生教育以造就专

讨当下的学术热点问题。这类活动通常先由组织者

[3]

业领域高质量的独立研究人员为不变的使命 ，培养

围绕各类主题制定讨论流程，然后在线上向全校发

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创新型人才。

布报名信息。博士生结合自己的研究兴趣有选择地

1.校内协同，整合资源培养博士生

参与其中。通过开展这种跨学科交流的活动方式，

知识经济领域创新与跨学科知识情境间的联系

博士生能够在研讨的同时增强自信心和跨文化交际

越来越密切，学科间协同已逐渐成为大学内部协同
[4]

创新环境的核心 。2012 年，鲁汶大学明确将高层
[5]

能力，在开阔视野的同时丰富了本领域的研究视角；
在科研方面，鲁汶大学将研究视为高水平的教育和

次、跨领域和多学科作为办校宗旨 ，打破各学院、

社会参与的基础，无论在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领

课程的“孤岛现象”，推动跨学科培养博士生，倡导

域，学校都通过协同增效，超越现有各院系组织力

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从多方面实行结构化的育人培

量。例如，成立于 2005 年的鲁汶材料研究中心（KU

养模式。目前约 4000 名博士生在鲁汶大学 17 个学

Leuven Materials Research Center，LMRC）就是一

院的 36 个专业攻读博士学位，他们被依照学科大类

个校内跨学院合作组织，参与的学者与博士生源自

整合到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生学院（Doctoral School

3 个学院 9 个不同专业，通过汇集合金金属、结构

for the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生物医学博士

陶瓷、生物涂层等不同领域的研究材料，使研究范

生学院（Doctoral School of Biomedical Sciences）和

围得到极大扩展。他们以提高大学顶级材料科研创

阿伦伯格科学、工程与技术博士生学院（Arenberg

新性为使命，基于跨学科研究以及不同研究组的个

Doctoral School of Science，Engineering & Technology）
。

体方向制定未来长期的研究战略，建立起科研与技

三大博士生学院在制度化的架构下进行博士生跨学

术间的协调联系。多学科互动大大提升了材料科学

科培养，使院内各办学要素协同增效。

间的透明度，为科研创新创造了更多可能；在导师

在教学方面，三大博士生学院并不是单独开设

方面，学校注重维系导生关系，依照三大博士生学院

课程，而是根据不同学科方向以讲座、研讨、在线

分组并搭建调解导师和博士生关系的监察员

课程等丰富多样的形式开展，为博士生营造自由的

（Ombudsperson）联络制度，以校方名义为师生间

学术氛围，鼓励学生主动发问和批判性反思。作为

提供沟通的媒介。如果师生间出现误解或分歧，任

所有博士生教育培训的必修环节，科研诚信课程就

何一方都可以随时与监察员联系协调，充分保障导

是全校范围内多学科之间交流合作的重要产物。该

生在科研和学习道路上和谐共进；在学位授予方面，

课程根据各学院特征设立五大学科导向，涵盖了生

如果博士生选择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内容，在与导

物医学、自然物理、工程技术、社会科学和人文艺

师协商和向博士委员会申请后，可以根据时间抵消

术等方面，旨在帮助博士生建立学术严谨性和完整

其基本的博士学时。除了依照程序获得基本的博士

性意识，使科研诚信培养贯穿博士生整个研究生涯。

学位外，鲁汶大学还通过与多个联合培养博士项目

全校范围博士新生入校第一年内通过 4 次讲座学习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为博士生增加修业选择，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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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鼓励博士生进行合作研究，增强科研实力。如果

（University of Antwerp）、荷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博士生在鲁汶大学与其他高校或机构各进行了至少

（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等 5 所弗拉芒地区内的

六个月的学位论文研究，并达到论文公开答辩条件，

大学建立了一系列校际高端培训网络。此外，各高

鲁 汶大学将授 予其双学位 证书或联合 博士学位 证

校通过开办特色暑期学校增进地区生物学年轻的博

书，增强博士生的就业竞争力。

士生与研究人员的交流互动，相互承认博士生之前

2.校际协同，多校共建培养平台

掌握的技能及认定资格，允许学生自由调换和迁移。

鲁汶大学牵头发起的鲁汶大学协会（The KU

每年，培训网络内的高校会基于新教学成果创新博

[7]

Leuven Association） 是一个以鲁汶大学与布鲁塞

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包括共享学习资源、提供互助

尔大区、弗拉芒大区其他 5 所大学院的密切协作为

培训等，始终保持校际合作的创新与活力。2017 年，

基础的组织，形成了连接两个大区 23 个不同城镇的

FLAMES 暑期学校课程的师资以鲁汶大学的专家为

动态化开放网络。在欧洲一体化战略引导下，欧洲

主，同时吸纳了联盟高校各领域的高级统计人才。

各地区高校以合作办学形式整合高教资源，打破校

课程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不同角度切入，涵盖了两

际壁垒，为保障博士生生源质量与科研素质引入竞

类基本研究方法的概念梳理、软件学习、实操训练

争流动机制。鲁汶大学不断积极对外搭建校际协作

等培训内容，使地区博士生与研究人员的科研操作

平台，由包括其在内的六所欧洲顶级高校成立大学

更加系统化、规范化，极大地填补了他们在统计分

[8]

联盟（University Alliance，UNA） ，它把为博士

析知识上的空白，成为核心课程外提升综合素质最

生搭建多学科研究论坛作为优先行动项目，目的是

有效的补充。可以看出，鲁汶大学通过交流专业知

促进知名学者与高校、博士生之间的交流合作，从

识，整合教学资源，提高教育和科研竞争力，在增

而使博士生将特定领域的科研与对欧洲现状的批判

加大区内部博士生学习流动性的同时积极与不同高

性思考紧密联系起来。校际“博士工作坊”
（Doctoral

校协作共进，为博士生培养打下了坚实基础。

Workshops）作为大学联盟的特色项目之一，汇集了

3.产学协同，促进博士生成果转化

不同高校的高年级博士生。工作坊在特定的研究主

鲁汶大学除了精湛的教学水平外，一方面通过

题下，为博士生提供了主题汇报、方法课程、名家

与校内外科研机构进行联合研究，使博士生接触前

讲座和实地考察等学习形式，增强不同高校博士生

沿科技，实现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紧密对接；另

之间的学术交流与互动，目的是让博士生在所研究

一方面通过建立技术中心、组织技术转让、促进科

领域内获得跨学科和多学科的能力，提升科研潜力，

学园区发展等措施建立校企长期合作关系，在获取

为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提供实质性帮助和支持。

新资讯的同时增强企业服务与产品的创新力量。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博士学位看作未来

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推动科技“管理”向科技“治

就业的垫脚石，关注博士生培养与就业部门多元化

理”转变，高校技术转移环境是由多中心协同构成

的切实联系。为了给校内博士生提供科研之外的职

的。如表 1 所示，鲁汶大学积极融入科技领域内不

业培训支持，促进以博士生为代表的高素质年轻研

同层级政府及机构之间的协调过程中。1972 年，鲁汶

究 者成为技能 全面的专业 人员，鲁汶 大学成立 了

大学针对当地科研院所及中小型企业的特点成立技术

YouReCa（Young Researches’ Careers）职业发展中

转移办公室（KU Leuven Research & Development，

[9]

心 ，通过开设培训课程、提供职业指导、拓展区

LRD），为高校内部技术转移治理提供可靠的合作平

域内部交流，最大化地帮助博士生提升综合技能。

台。作为欧洲早期的技术转让办公室之一，其主要

2013 年，YouReCa 职业中心牵头发起了 FLAMES

任务如下：①征集工业界研发需求；②协同各级政

（Flanders Training Network for Methodology and

府要求；③推动建立创新网络集群；④营造创新创

Statistics）倡议

[10]

，与根特大学（Ghent University）、

哈瑟尔特大学（Hasselt University）、安特卫普大学

业氛围；⑤管理高校知识产权；⑥发布科研财源信
息；⑦协助创办创业公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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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组织名称

鲁汶大学联盟的外部治理网络

组织定位

组织成员

组织内容

鲁汶大学联盟技术转移办公室，联合鲁汶地区
艾鲁亚三角联盟

欧洲顶级的技术特区 市政府、荷兰艾恩德霍芬地区、德国亚琛地区
政府以及亚琛区发展机构

鲁汶创新网络圈

通过跨区交流和促进地区间合作成为
欧洲先进经济发展的典范

创新资源而形成的高 鲁汶大学，发起并集聚当地学术研究团队、高 施行高技术创业，与剑桥创新网络紧
技术创业网络平台

弗拉芒智者俱乐部 欧洲顶级的经济区域

技术创业企业、咨询机构、风险资本、企业等 密联系
弗拉芒科学与创新委员会（Flemish Council for 建立良好社区，吸引企业入驻布拉邦
Science and Innovation）及企业

省科技园，实现经济创新和福利增长

资料来源：陈娟, 李建清. 西欧高校的技术转移治理研究——以比利时鲁汶大学联盟为例[J]. 科技管理研究, 2015, 35(20):
112-117.

技术转移办公室将研究专利组合为生物学与生

加速新技术的开发，促进其研究成果的转化，进而

物工程学（Biological and Bioengineering Science）、

发掘博士生的创新潜力，为高校博士生科研成果转

医学（Medical Sciences）和工程应用学（Engineering

化乃至就业都带来积极影响。

and Applied Sciences）三类，为校企对接建立起清

4.政校协同，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晰直观的科研成果名录。为了使研究成果转化促进

作为比利时境内唯一的全球顶尖大学，鲁汶大

博士生的科研与就业，同时使技术转让更加规范化，

学在培养博士生的同时，积极将博士生培养计划融

在校博士委员会和教务委员会的建议下，由技术转

入欧盟与当地政府协同创新的政策环境中，发挥政

移办公室牵头开设的“研究技术开发与知识转移”

校协作的制度优势。例如在《博洛尼亚宣言》的合

课程已被纳入博士学位的课程体系中。该课程在纵

作背景下，欧盟国家间每隔两三年都会通过欧洲高

向上由概述基本的技术转移框架入手，向博士生介

等教育区 部长级会议 评估进展， 明确未来规划。

绍技术开发与转移的实例和技巧；到共同分析产学

2005 年，《卑尔根公报》提出了欧洲博士生教育的

研合作中的经验教训，使博士生听取投资者和企业

针对性问题和具体改革措施，即博士生具有学生和

家们的观点和建议；再到进行内部开发与展示的探

早期研究员双重身份，各高校应简化博士生管理程

讨，使博士生分组学习如何制定项目的开发计划。

序。在修业年限内，高校应加强对博士生跨学科训

课程在横向上根据不同学科博士研究人员的特点，

练及可迁移技能培养，使其更适合就业市场需求 [13]。

从工业合作、专利许可和创业公司三个方面重点阐

在 2007 年的《伦敦公报》中，多国以提高社会知识

述了转移过程中的关键注意点和成功因素

[12]

。该课

技能水平为契机，呼吁增加博士生教育拨款，优化

程为期 5 天，被安排在博士生毕业前一年的 11 月到

早期研究人员的社会地位、职业前景和资金扶持，

当年 4 月之间，每位博士生都能在结业时得到课程

为博士生教育发展赢得最宽松的创新环境。伴随着

修业证明，为就业或申办创业公司增加筹码。

博洛尼亚进程的深入推进，博士生教育已经成为欧

博士生培养不仅专注于学校内部的科研学术训

洲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比利时由此因势利导，

练，也需适当把目光投向外部市场。可以看出，鲁

不断尝试对博士生教育做出调整。例如在鲁汶部长

汶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在深化产教融合、协调高校

级会议上，比利时倡导同各国建立不同层次的联系，

与科研机构、企业对接之间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

培养学生的社会创新能力 [14]。可以看出，欧盟的政

面，办公室与博士生密切联络，做好知识和技术端

策背景为鲁汶大学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掘博士生研

的紧密对接，激活了博士生的创新活力；另一方面，

究和创新素养提供了有力支持。

办公室通过与企业等外界主体对接，做好高校同外

权力分配是政府和大学关系的核心，政府与大学

界沟通的桥梁与纽带工作，密切了博士生与企业、

的权力边界划分和权力分配是二者关系的最直观体

与产业界以及大学之外其他机构的联系，并为高校

现 [15] 。比利时联邦政府与行政区政府分工明确，通

师生带来最新政策、资金及设备资助。通过刺激和

过扮演引导者而不是主导者的角色对大学进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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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理，这对鲁汶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事实

进行自我管理，内部学术结构与法人实体的确立能

上，当比利时成为联邦制国家之后，联邦政府的权力

够自助完成，政府只负责定期对高校做质量保障的

开始不断下放到地方，联邦政府的功能则主要体现在

审阅和监督。可以看出，近年来，各级政府重视构

全国范围内教育资源的调控、教育政策的制定及教育

建与大学协同办学的良性关系，通过柔化硬性要求

[16]

。而行政大区政府则成为地区高等教

尽量减少政府干预，为以鲁汶大学为首的技术创新

育发展的直接责任承担者和首要责任人，弗拉芒地区

型高校营造更宽松的发展环境，实现高校自治与政

政府有权独立决定本地区的高等教育政策及形式。

府管理的互动平衡。

战略的部署

三、鲁汶大学多主体协同培养博士生的特征及
启示
较之欧美其他老牌著名大学而言，鲁汶大学还较
为年轻，但它能够结合自身优点审时度势，从历史传
统的窠臼中跳出。一方面，鲁汶大学顺应时代需要，
响应各级政府号召，在与城市和地区的共生合作下，
图1

善于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之间搭建起共赢的桥梁；

近五年弗拉芒地区高校经费预算（千欧元）

资 料 来 源 ： Changes in tertiary education budget. Flemish
Education in Figures 2016-2017[EB/OL][2018-05-07]VONC_
1617_EN_Integral_version.pdf.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Organization for

另一方面，鲁汶大学通过协同增效提升自身办学实
力，保障博士生培养质量，为博士生构建起稳定有效
的创新培育模式，使其各种潜力得到充分挖掘。鲁汶
大学博士生协同培养的四条基本路径具有以下特征：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对比利时

1.培养一流人才，注重不同阶段的协同过程

弗兰芒地区学校资源的评论中曾提到，政府的财政

无论是在教学形式还是科研内容方面，鲁汶大

性拨款是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其中以大区政

学都把协同作为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内驱动力，在

府拨款为主导。如图 1 所示，2012~2017 年，除了

严谨的科研态度下发挥校内集体合力，使博士生的

2015 年全球经济危机引发的年度开支紧缩外，弗拉

学习和培训形成完整的闭合回路，逐步具备扎实的

芒地区政府对发展教育事业十分重视，教育预算逐

科研素质。在教学方面，学校由点及面地建立起院

年提高，尤其在 2016 年开支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系间研讨会、工作坊等丰富多彩的培训活动，提升

后，2017 年高校经费预算实现了跨越式增长，高等

博士生的积极性与融入感，使不同年级的博士生都

教育在整个教育预算的份额占到近两成

[17]

，为当地

能够更有效地将自己的价值观、想法和意见传递给

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完善的经济保障。在管理方面，

不同专业的受众群体，获得多角度的点评和建议。

比利时对高校自上而下的控制较弱。自 1989 年联邦

在科研方面，学校将科研诚信视为博士生培养的生

政府分权以后，弗拉芒地区政府尝试改革管理方式，

命线，对此问题严抓不懈，毫不含糊。通过不同学

通 过给予高校 更多自治权 来激发地区 的创新与 活

科讲座、研讨与在线课程等形式交流合作，帮助博

力。在学术管理方面，虽然高校在开设新博士生课

士生树立学术严谨性和完整性意识，明确作为科研

程时还需经地方政府认证，但对专业课程的设计及

人员所应承担的主要职责。与此同时，贯穿博士生

终止已拥有充分的自主权，能够自主决定课程内容，

学习过程的监察员联络制度支持导生关系的协同共

大学的财务自治能力也有了显著提升。例如，鲁汶大

进，联合学位项目增强了学校的名誉与博士生竞争

学对博士生阶段的学生学费拥有绝对自治的权利

[18]

。

此外，在组织和人员配置中，高校对行政首长的解
雇及遴选不再通过外部授权，职员的招聘、晋升可

力。严密的协同培养过程显著提升博士生的能力，
为培养一流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看出，培养过程是考察高校办学水平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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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力的重要因素，是博士生培养的根基所在，高

础上增强高校和社会的联系，使高水平人才和科研

校应当依托自身定位重新审视博士生教学和科研过

成果更好地造福社会。

程。当前我国博士生数量日益增多，中长期教育改

3.坚持开放办学，彰显产教共进的办学特色

革和发展规划对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教育资源共

鲁汶大学发展以高层次研究为基础的高水平教

享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更需要注重培养过程与培养

育，倡导开放包容，打破学术孤岛，将校园打造成一

能力在博士生培养中的作用。高校要打破学科与专

个允许公开讨论的论坛，打破了大学内部僵化的运行

业间的阻力和壁垒，通过组织跨学科培训，汇集来

思维和思考模式，使博士生们对哲学、伦理等进行深

自不同领域的博士生，加大对交叉学科的探索研究，

刻思考，共同探讨未来的挑战。学校构建创新型大学

加快新兴学科的成长步伐。

为城市服务，发挥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紧密结合的优

2.打破层级界限，倡导多元合作的协同互动

势，在治学自主与开放办学方面彰显产教共进特色。

鲁汶大学尊重与认同多样化的价值观，倾听不

学校依照不同属性的学院和专业组织形式，通过特色

同主体的利益诉求，营造包容多元的环境氛围，增

学科跨领域交叉优化布局，建立起各学院之间的有机

加有利于科研和工作的经验和体会，最大限度地利

联系。学院间因地制宜的专业技术转移培训，使博士

用身边的优质资源。其协同培养博士生的路径并不

生将目光投向跨学科训练及可迁移技能培养上，借助

是大学自身的单一主体行为，而是通过把握国家间、

具体的方法和理论，在不违背道德伦理的前提下分析

地区间的互动机遇，使不同层级的主体协同，发挥

并尝试解决社会问题，不但提升了研究效率，也使其

多元主体的共同作用。一方面，通过打破校内校外

自身的社会价值得到充分发挥。学校依托办学特色，

的界限，学校以联盟协会、协作中心与暑期学校的

在培养过程中发挥校内第三方组织的优势——通过

形式强化资源整合，组织各专业科研和职业培训，

技术转移办公室推进校内和校外主体有序合作，以

构建起校际博士生协同培养机制，博士生能够有足

社会最新的商业研发实例作为切入点，使博士生能

够的机会同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沟通交流，为其开

够在了解市场和企业的新产品、新概念的基础上反

阔思维和开放视角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也大大提升

思自己的科研进展，也使得企业根据市场需求选择性

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创新协同能力。同时，校际相互

地进行研发和生产，提升科研效率和市场的响应能

承认学生掌握的技能和认定资格，打消了博士生自

力。产教间协同共进，营造起研究成果流通转化方面

由迁移的顾虑，使其能够在开放包容的氛围里进行

协同共生的生态环境，使既有的科研实力协同增长。

跨学科良性互动；另一方面，通过打破学校与企业

为防止博士生培养陷入同质化、单一化，我国高

的界限，博士生教育处在一个相对独立而开放的体

校应该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发挥办学特色，

系中，博士生在校期间就能够对科研机构和企业有

一流高校需要在开放办学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校企对

较为深入的了解，对未来的科研生活及实习就业拥

接，提升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深化产教融合是我国

有明晰规划，为争取培养资源提供了最有利的环境，

双一流建设的总体要求之一，在高校设立技术转移办

助推鲁汶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公室是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手段。我国在高校科

可以看出，高水平的博士生培养离不开校内外

技成果转化方面还不够完善，需要高校在博士生培养

各方面力量的协同融合，博士生培养需增强与不同

过程中加强对企业和外部市场的关注，了解产业前沿

社会主体衔接协作的力度。在借鉴鲁汶大学办学经

热点，在保障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同时加快教育和产业

验的基础上，各高校通过整合资源扩大院校影响力，

联动发展，使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大大提升。同时，率

增强博士生校际流动性，同时也应当冲破门户之见，

先建立起技术转移办公室的国内高校发挥排头兵作

加强跨领域合作，在丰富学生入学选择的同时提升

用，挖掘博士生的科研潜力，积极应对制约科研成果

高校美誉度及特色认可度。高水平的博士生培养需

转移的痛点和难点问题，从而构建起博士生培养、成

要在创新教学形式、不断丰富和完善科研成果的基

果研发与企业合作之间的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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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协同政策环境，推动优势互补的府学关系
诚 如 美 国 教 育 家 约 翰 ·S·布 鲁 贝 克 (John S.
Brubacher)在《高等教育哲学》书中所言，虽然高等
教育不涉及府学关系的具体内容，但其认识论和政
治论的二元模式概念早已在其中有隐性涉及，为我
们搭建了一个分析府学关系的具体框架 [19]。这说明
在博士生培养的过程中，府学关系也是重要的一环。
鲁汶大学在新时期借助鲁汶市工业和商业的力量，有
效地整合了欧盟、整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等政
策，促进了社会发展需要与博士生教育契合度的提
升。在协同效应不断扩大下，鲁汶大学积极吸纳博洛
尼亚进程的政策福祉，透过各国博士生教育的规划与
评估尝试调整本校博士生管理程序，通过政府的宏观
调控以及对发达国家经验的借鉴，减少盲目探索的时
间，促进大学发展及其社会职能的发挥；顺应国家战
略趋势的引导，明晰政府与大学关系的交互作用过
程，通过管理创新进行放权改革的尝试，使地方政府
的管控维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此外，通过与地区政
府协调权力分配，在课程内容、学费设置等方面突破
管理边界的限制，以间接控制的形式促进内外部组织
平衡。鲁汶大学致力于追求的“自由”与“自治”实
现了同政府管控之间的平衡，有效地提升了博士生的
实力与活力，从而使良好的府学关系能够长久发展。
可以看出，仅凭高校的力量不足以支撑起人才
培养重任，高水平的博士生培养离不开宽松的政策
环境，城市、政府和高校各部门等不同主体要明晰
权责，在博士生培养方面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体现
在高校和城市的关系方面，城市应适应高校发展的
格局和步伐，提供优质的资源和机会。高校也应积
极回应城市的需求，反哺当地工业、商业，并与城
市发生更为开放、紧密的互动，使高校与城市浑然
一体，相生相息；在政治环境方面，平等的契约关
系是维持大学平衡态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府学关
系上，政府要扮演好引导者的角色，以打造服务型
政府的姿态融入高校管理当中，通过完善法律法规
及质量监督体系，构建起外部质量保障体系，找准
过度管控与随意放任之间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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