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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打造高等教育强国、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是中华民族实现

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 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后发国家，
高等教育起步较晚，我国高校要想争创世界一流大学

就必须在后发情况下积极寻求突破。根据社会现代化

中的后发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可以

借鉴先行者的经验、技术，缩短实现现代化的历程。大

学的发展同样如此。根据发展的早晚和相对于竞争者

的发展状态，大学可以分为先发展的“先发”大学和后

发展的“后发”大学［1］。 因此，从学习的角度来说，无论

是建校较早、逐步壮大的先发世界一流大学，还是起

步较晚、迅速崛起的后发新兴世界一流大学，对于争

创世界一流大学的我国高校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借鉴

价值；但考虑到我国当前的现实国情和大学的发展现

状，一些后发国家的后发新兴世界一流大学迅速崛起

的成功经验则更具价值。 在此背景下，笔者通过探讨

后发新兴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以期为我国高校

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思维借鉴和行动参考。
一、浦项科技大学：后发新兴世界一流大学的典

型代表

目前虽然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各有不同，但大

学综合排名无疑是评价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参

考 标 准 。 英 国 《泰 晤 士 高 等 教 育 》 （Times Higher
Education，THE） 的世界大学排名作为一项综合性排

名，较为全面地评价大学的各个方面，是目前世界一

流大学排名中得到人们较高认同和广泛使用的重要

分析工具。因此，笔者选取 THE 世界大学排名作为选

择研究对象的参考工具。
根据近两年 THE 世界大学排名前 100 名大学的

排名情况和建校时间来看，大多数世界一流大学的建

校时间都在百年以上， 而在最近 50 年内建校且世界

排名前 100 名的大学只有 3 所，分别是韩国科学技术

院 （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AIST，1971 年）、 浦项科技大学（Poh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POSTECH，1986
年）和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KUST，1991 年）（见表 1）。 其中，韩

国科学技术院和浦项科技大学来自韩国，香港科技大

学属于中国香港地区。

通过分析香港和韩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发现，这两

个地区都是经济后发并实现赶超的范例，但进一步深

入比较发现，这两个后发新兴工业化地区的实现路径

有所不同：香港是外向型、民族多样、高度国际化的国

际经济体，广泛使用英语作为交流语言；与香港相比，
韩国则是非英语、单一民族国家，不以英语为交流语

言［2］。 因此，来自香港和韩国的这 3 所后发新兴世界

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对于试图用较短时间实现世界

一流大学目标的中国后发型高校来说都具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但由于香港科技大学先天占据的地缘优势

和语言优势对我国高校来说荡然无存，同时，香港科

“小而精”：后发新兴
世界一流大学的特色发展战略

———以韩国浦项科技大学为例

李明忠

摘 要：韩国浦项科技大学是后发新兴世界一流大学的典型代表，其发展具有“小而精”的显著特色。 浦

项科技大学“小而精”的特色发展战略既是其积极应对时代挑战的理性选择，又是基于对自身发

展愿景的准确定位。在“小而精”特色发展战略指导下，浦项科技大学通过延聘世界一流师资、培

养世界一流科学家、精选特色学科和确定重点领域、开拓多渠道经费来源以及“产学研”合作的

技术创新模式等举措进行精深实践，成功实现了学校的迅速崛起。 作为“后发”大学跨越式发展

的一个经典案例，浦项科技大学的成功为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理念借鉴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小而精”；世界一流大学；后发大学；浦项科技大学；办学特色

大学名称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浦项科技大学（POSTECH，1986 年） 188 134 28 53
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1971 年） 95 69 79 94
香港科技大学（HKUST，1991 年） 39 35 41 62

表 1 3 所后发新兴世界一流大学在 THE 世界大学排名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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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大学成功经验的介绍在国内也已经相当丰富，基于

此，笔者主要选择韩国的大学。 而与韩国科学技术院

相比，浦项科技大学不但成立较晚，而且没有直属韩

国科学技术部的优势， 再加上近几年发展势头强劲，
实现了巨大的跨越式发展，正越来越引起世界的极大

关注。 因此，笔者主要选择浦项科技大学作为后发新

兴世界一流大学的典型代表。
二、“小而精”： 浦项科技大学的理性选择与准确

定位

浦项科技大学创建于 1986 年 11 月 25 日，1987
年 3 月正式招生，经过短短 20 多年的发展，已跻身世

界著名研究型大学之列。在 2010 年 THE 世界大学排

名中， 浦项科技大学是进入世界前 30 强的最年轻大

学，也是迅速崛起的后发新兴大学的典范。
浦项科技大学的发展具有“小而精”的显著特色。

自建校以来，浦项科技大学的规模一直很小。 1987 年

正式开学时共招收 249 名本科生、91 名硕士研究生

和 18 名博士研究生；截止到 2010 年，共有 4019 人获

得学士学位、5489 人获得硕士学位、1331 人获得博士

学位。 2010 年有全职教师 249 名、本科生 1360 人、研

究生 1737 人［3］。 由于小规模的发展模式，浦项科技大

学的学科院系和专业设置也较少， 只设置 10 个本科

专业、17 个研究生专业，虽以理、工学科为主，但还有

一个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部参与本科生的教育计

划。 正如浦项科技大学校长白圣基 （Sunggi Baik）所

言：“浦项科技大学不仅在理工方面具有优势，而且在

人文和社会学方面也有非常好的学科和教学计划，我

们想创造一个引人入胜的大学， 不仅吸引理工类学

生，而且也可以吸引全球任何有志于接受高等教育的

学生。 在全球化时期，一所大学的魅力离不开高质量

的教育计划。 ”［4］浦项科技大学“小而精”的特色发展

战略既是其积极应对时代挑战的理性选择，又是基于

对自身发展愿景的准确定位。
1. “小而精”特色发展战略是浦项科技大学积极

应对时代挑战的理性选择。浦项科技大学的创建是积

极应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韩国经济社会转型期面

临的挑战而采取的理性选择。 在韩国浦项制铁公司

（Pohang Iron and Steel Company，POSCO） 的资助下，
在 以 浦 项 科 技 大 学 首 任 校 长 Hogil Kim 教 授 和

POSCO 首任董事长朴泰俊（Tae-Joon Park）为首的一

群有识之士关心下，浦项科技大学应运而生，其初衷

是在韩国创办一所世界级研究型大学。为了使韩国适

应工业快速发展的迫切需要、 早日步入发达国家行

列，作为韩国的第一所研究型大学，浦项科技大学的

办学理念是 “为未来的世界领导者们提供最好的教

育；在科学和工程方面进行最尖端的研究；服务国家，
为世界科学事业作贡献”［5］。 作为起步较晚的年轻大

学，浦项科技大学对自身条件和发展使命有着清晰认

识，从而有目的地采取培养少数科技精英人才和进行

国际水平科学研究的理工特色教育，对学校集中力量

和有限资源专注于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重点领域来

积极应对社会需求、理性选择最切合自己的“小而精”
特色发展战略产生了直接影响。

2. “小而精”特色发展战略是浦项科技大学基于

自身发展愿景的准确定位。 准确定位，是浦项科技大

学得以迅速崛起的前提。浦项科技大学自创建之初就

把自己定位成肩负韩国经济转型服务使命、促进世界

科学事业发展的世界级研究型大学。 由于资源有限，
浦项科技大学认为规模不必大，不需要办成各个领域

都出类拔萃的大学，关键是“高精尖”。因此，浦项科技

大学依据自身使命和实际条件， 自建校起就放弃了

“大而全” 的发展目标， 选择了重点发展有限学科的

“小而精”特色发展战略，既立足自身实际又放眼世界

的创校理念，保证了浦项科技大学的准确定位。
基于对学校发展愿景的准确定位，浦项科技大学

建校时明确提出发展科学前沿、服务于韩国和全世界

进步的办学宗旨。在 2006 年建校 20 周年时更是明确

提出创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 “2020 远景目标”：
第一，培养具有创新性、国际视野和领导才能的科学

家和工程师；第二，通过学术和产业间的紧密研究创

造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第三，努力在 2020 年之前发

展成为世界前 20 名的研究型大学 ［6］。 正是这种雄心

壮志让浦项科技大学在短短 20 余年里快速发展成为

世界瞩目的高水平大学。由此可见，浦项科技大学“小

而精”特色发展战略不但是基于对自身发展愿景的准

确定位，而且充分体现了卓越理念和国际化标准的办

学目标———为地区、国家和世界做出卓越贡献。
三、浦项科技大学“小而精”特色发展战略的精深

实践

浦项科技大学基于对自身发展的准确定位，通过

采取一系列举措来真正贯彻和落实“小而精”特色发

展战略， 做到了在正确的方向上集中精力和资源，并

将特色发挥到极致，成功实现了学校的跨越式发展。
1. 延聘世界一流师资。 一流的大学必须要有一

流的师资来支撑。浦项科技大学自建校起就奉行一流

的国际化人才观，实现了师资水平的高起点，这是浦

项科技大学得以迅速崛起的关键。在国际化人才观指

引下，浦项科技大学极其重视师资水平，积极培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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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教师，并提供良好的人事制

度和自由的学术环境，致力于打造具有创新力和核心

竞争力的师资队伍。
第一，突破用人的本土化观念，面向世界招揽一

流师资。 最值得浦项科技大学自豪的是，无论是在质

量还是数量上，它都具有世界著名大学水平的师资队

伍。 建校之初，为了弥补地理位置和非英语语言的劣

势，浦项科技大学大量引进全世界最优秀的韩裔科学

家回国工作，以良好的设施、优厚的待遇和宽松的学

术环境激励归国科学家快出成果，为学校的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以 2010 年的数据为例，全校有全职教

师 249 名， 全部具有博士学位，60.6%的教师从世界

排名前 100 名的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只有 19.1%的教

师从本国获得博士学位，从本校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

更是低至 1.9%［2］。 浦项科技大学不看教师的出身与

国籍、只看重能力的招聘制度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最

坚实的基础。
第二，实施教授评估制度，加强师资管理制度建

设。为了提高教授水平，浦项科技大学从 2010 年起引

进哈佛大学的教授业绩评价制度，成为韩国第一所在

教授评估标准方面实行严格规章的大学。这种严格贯

彻执行的人事制度，保证了浦项科技大学师资队伍的

高水准。 以前，浦项科技大学没有获得终身职位的教

师可以重新获得 7 年的任期继续担任助理教授，但在

新的终身职位制下，教师们必须在 7 年工作时间内接

受终身职位评估，没有通过评估的教师必须在一年内

离开学校。 在评估过程中，学校实行“同行评议”的审

查制度。 该审查是委托 5 名以上的著名学者推荐，选

拔出和接受审查的教授同专业的世界排名前 20 名大

学的教授来评估学术成果和发展潜力等。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积极创设自由宽松

的工作环境。浦项科技大学不但精于选人、用人，还善

于留人。 为留住一流师资，学校坚持积极创设教师舒

心的工作环境。如，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提供最

新的科研设备和充足的研究经费， 制定一系列奖励、
晋升、带薪休假、返聘等制度；此外，还根据教学与研

究的需要，加强教师的国际交流、国外研修和合作研

究等政策，积极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学术发展。
2. 培养世界一流科学家。 浦项科技大学 “小而

精”的特色发展战略为人才培养提供了优异的教育环

境，有利于精英教育的有效实施，努力突出“培养科技

精英”的办学特色。
第一，在招生方面，浦项科技大学不仅招收韩国

国内 1%最优秀的学生， 而且每年招收新生限制在

300 名左右。 一方面，小规模招生直接导致入学竞争

十分激烈，这种高度选择性保证了优秀生源；同时，招

生不仅重视高考成绩，还非常重视面试环节，以便全

面了解学生。另一方面，由于它规模小，使得用于每个

学生的教育经费在韩国名列前茅。 如浦项科技大学

2009 年学生人均教育经费达 5508 万韩元，远远领先

于其他大学（平均 974 万韩元），充裕的经费为精英人

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第二，在人才培养方面，浦项科技大学努力突出

“培养科技精英”的办学特色。其一，学校把招生、编班

和课程设置联系起来， 采用小班精英教学模式，2010
年大约有 60%的班级容量低于 20 人。 同时通过个性

化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给学

生上课。其二，师生互动频繁。每个学生都有相应的教

师来负责其学习生活，较低的师生比（1∶6.1）使得师生

能够在非常密切融洽的关系中进行交流互动。 其三，
学校不但在课堂教学中安排案例研究、小组合作研究

的项目，而且还在全校范围内开展“理工界专家培养

项目”、“指导能力培养项目”等活动，促动每个学生申

请到自己感兴趣的实验室工作， 积极参加课题研究，
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 建构理工特色且有吸引力的校园文化环

境。 浦项科技大学在校园中建设了一个 “诺贝尔公

园”，里面不但栽种“诺贝尔树”（每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访问学校便种下一棵“诺贝尔树”），而且还独具匠心

地在诺贝尔公园设置了一个 “未来的韩国科学家”塑

像广场［7］。 在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没有雕像、也没有名

字的雕像台基，在这座雕像台基的前面赫然写着“未

来的韩国科学家（？）”，原来这座空雕像台是为将来获

得诺贝尔奖且从浦项科技大学出身的人而设的。这种

具有无限创意的精神和独特的校园文化大大增强了

学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3. 精选特色学科和确定重点领域。 一流的大学

必须要有一流的学科。高水平的学科建设是浦项科技

大学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推动力。浦项科技大学在学

科建设上确定重点、突出特色、精益求精，通过建设特

色学科和优势学科，引领学校的跨越式发展。 学校的

学科发展一直秉承“重点研究领域”理念，精心挑选并

优先促进工程技术、物理科学、生命科学及钢铁技术

研究等领域的发展，通过聘请一流学者、提供充足研

究经费、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等途径，保证利用有限

资源重点打造具有高水平、 鲜明特色的优势学科，并

把此学科领域做到极致， 取得了显著成效。 诸如，在

2010 年 THE 世界大学排名中，浦项科技大学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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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类排在第 28 位、 生命科学类排在第 37 位、物

理科学排在第 26 位［8］。 此外，在保持自身优势特色学

科的基础上，学校还充分利用办学规模小、易于学科

交叉和融合的特点，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以及研究

方向上都尽量考虑各系科之间的有机联系，积极进行

知识创新和技术变革，不断将学科建设推向更高的水

平。
4. 开拓多渠道经费来源。 浦项科技大学的成功

发展离不开雄厚的资金基础。 在发展过程中，浦项科

技大学通过不断争取研究经费、多渠道募集资金和接

受大量捐赠来为争创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提供重要

经济保障（见表 2）［3］。

第一，POSCO 的大力资助。 浦项科技大学的建

立、 发 展 以 及 成 功 离 不 开 POSCO 的 资 助 与 支 持 。
POSCO 不仅在学校建立之初注入大量启动经费，更

是 在 日 常 运 营 中 也 投 入 大 量 资 金 予 以 支 持 。 截 至

2009 年，POSCO 为浦项科技大学投入超过 1.2 万亿

韩元［9］。 与之相呼应的是，浦项科技大学在技术研发、
成果转化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回馈 POSCO。 正

是这种互利合作的良好关系，为浦项科技大学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物质保障。
第二，不断增加研究经费。获得科研经费（尤其是

政府科研经费）的多寡是表明一所大学办学水平的重

要指标。 浦项科技大学 2009 年获得科研经费 116.1
百万美元， 其中来自政府的资助占 67.87%， 在这方

面，浦项科技大学可以傲视韩国其他大学［3］。
第三，多渠道募集资金。 浦项科技大学的创建和

发展正处于韩国现代化进程日益加速的时代，以服务

国家、 促进世界科学事业的发展为办学宗旨和使命，
这种扎根社会实践的办学定位既可以从社会发展中

获取广泛的研究题材，又可以及时将研究成果积极转

化和应用，进而强化浦项科技大学的学术地位和社会

影响。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是浦项科技大学

的优势所在， 正是这一优势使其获得了来自政府、社

会组织、工商界、社会名流以及校友的大量捐赠和资

助，为多方筹集资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5. “产学研”合作的技术创新模式。 “产学研”合

作是学术创新体系的重要内容，处理好大学与企业之

间的关系以共同促进技术创新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第一，积极搭建科研创新平台，注重科研成果转

化。评价高校科研工作，不仅要看科研的经费总额、项

目数、成果数，还要看科研项目能否与社会需求有效

对接、科研成果能否转变为现实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发

展、能否具有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浦项科技

大学积极创建科研创新平台， 激励企业参与创新研

究，通过转化大学的科研成果为社会服务，实现良好

的 社 会 经 济 效 益， 形 成 产 学 研 联 合 研 究 的 良 性 循

环［10］。浦项科技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形式包括宣传科

研成果、组织学术活动、教师咨询以及技术授权等，为

学校在竞争中赢得重要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本。
第二，加强与产业界的密切联系，促进校企之间

的良性互动。浦项科技大学的办学目的是在全球范围

内扮演科技领导者的角色，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提升

教育和研发的能力。 因此， 浦项科技大学在学术、产

业、研究方面都与政府、企业、研究机构保持密切联

系，通过创建地区性创新平台、知识中心，提供各种创

意与企业精神的策略方案以及大量的项目，让研究人

员、教育者、企业家、投资者、工业人士、政策制定者都

参与进来，形成各领域人士的互动平台，从而产生世

界领先的创新成果。
四、借鉴与启示

虽然建校仅仅 20 多年， 年轻的浦项科技大学却

实现了巨大的跨越式发展。作为后发新兴世界一流大

学的一个经典案例，浦项科技大学的成功崛起是其深

度实践“小而精”特色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 因此，对

浦项科技大学成功之道的专题分析，可以为我国创建

世界一流大学提供思维借鉴和行动参考。
1. 准确的办学定位。 准确的办学定位，是一所大

学成功的前提。浦项科技大学作为一所小规模的大学

之所以成功的关键主要在于“小而精”的特色发展战

略，这是他们基于对自身发展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和准

确定位。 浦项科技大学的成功，不但彰显出“小而精”
模式的核心优势，而且也表明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模

式不是单一的，并非只有“大而全”一种模式。 由此可

见，一所学校水平高低与学校规模大小、学科是否齐

全没有直接关系，关键在于办学质量。 大学发展史的

无数事实也已经证明，任何一所大学不可能在所有方

面都取得成功，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 因此，我国高

校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必须积极转变办学理

念，摒弃办学模式的“大而全”，在自身发展定位上要

结合自身实际、历史传统和办学优势，科学、合理地定

位，走独特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2. 办学理念的认真贯彻与精深实践。 办学理念

表 2 浦项科技大学 2009 年办学经费来源

注： 浦项科技大学 116.1 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中， 政府资助 占

67.87%，POSCO 资助占 23.48%，学校自筹经费占 4.40%，企业资助占

3.72%，其他占 0.51%。

来源 研究经费 捐赠 学费 政府 其他 合计

金额（百万美元） 116.1 65.7 17 10.3 20.8 230.0
比例（%） 48.9% 29.9% 6.6% 5.6%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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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but-Excellent”:
The Characteristic Strategy of You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 A Case Study of POSTECH

和办学定位表征着一所大学的愿景目标和价值追求。
作为“后发”大学的浦项科技大学之所以实现跨越式

发展并成为世界瞩目的著名研究型大学，不仅归因于

其正确的办学理念和合理的办学定位，更应归因于其

与之相符的办学实践，形成了一套贯彻落实“小而精”
理念的行之有效的实践策略，如凸显理工学科的特色

优势、延聘世界一流师资、开拓多渠道经费来源、“产

学研”相结合的知识生产模式等，这些策略很好地将

浦项科技大学的办学理念转变为全校师生员工的理

想追求和具体的行为实践，从而成为一所具有鲜明理

工特色的研究型大学。对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我国

高校来说，不仅要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准确的办学定

位，更重要的是有扎实的行动在办学实践中真正贯彻

和落实这些理念。 惟有如此，我们才能从浦项科技大

学的成功之路中真正领会世界一流大学的成长机制，
尽量少走弯路。

3. 强化办学特色并发挥到极致。 一流大学不在

于规模之大，也不在于学科之全，关键在于办出特色，
在于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并把特色发挥到极致。 办

学特色既是衡量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所学校

将自身的办学传统和优势发挥到极致的表现，更是其

他学校难以比拟的竞争优势和强项。面对激烈的高等

教育竞争，选择特色发展战略、彰显办学特色日益成

为高校生存和发展的生命活力。 因此，对于创建世界

一流大学的我国高校来说，关键是在自身办学传统和

优势学科中创造特色，在特色建设中发挥极致，形成

学校强大的核心竞争力。
（李明忠，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河北保定

07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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