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015
SHUIMU TSINGHUA NO.58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30周年

推进教育创新 精诚服务社会
■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高策理

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率先提出
在我国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的构想。在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召开的全校首次继续教育专题讨论会中，王校长
把“发展现代化教育手段”作为下一阶段清华大
学继续教育的一项重点工作。１９９８ 年 ２ 月，清华
远程教育正式开始播出，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
远程教育系统的建设和顺利运行，得到了香港永
新集团的鼎立支持。１９９９ 年 ４ 月，经教育部批准，
清华大学成为全国高校中第一批现代远程教育试
点单位。清华的远程教育得到了国家领导的关怀
和指导。比如当时的李岚清副总理、教育部的陈
高策理

至立部长等都曾视察、关心清华的远程教育工作。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清华网络学堂”正式对外运行，
清华大学远程教育的大部分管理工作依托“清华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建院 ３０ 年来，始终

网络学堂”完成。

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主动适应国家战略、自觉

为增强继续教育发展活力，２００２ 年，清华大

履行社会责任，不断改革创新，搭建了清华大学

学对继续教育管理体制进行调整，成立教育培训

与各级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之间沟通合作的桥

管理处，实行管办分离，实现对继续教育的统筹

梁，逐步形成了清华培训品牌，使继续教育成为

管理。学院按照“企业化运作”方式，以“高层

学校服务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

次、高质量、高效益”为办学原则，以“教育创新、
服务社会”为宗旨，面向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历史回顾

展，面向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开展大规模教育

为适应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要求，１９８５ 年

培训活动。改制后，学院教育培训取得了快速发

５ 月，经国家教委批准，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展，年均培训班次和人数均提升约 ２０ 倍。３０ 年

成立，这是我国高校第一所继续教育学院。第一

来，学院为社会培训各类人才共计 ９０ 余万人次，

任院长为吕森老师。学院成立后，在全国高校中

非学历远程培训 ３００ 余万人次。２０１２ 年，清华大

发挥着继续教育的引领作用，先后联合北京和全

学实施新百年战略，学院同时提出了“精品化、

国多所高校成立“北京市高等学校继续教育协作

国际化、信息化、集团化”发展战略，积极探索

组”、“全国高等学校继续教育协作组”，受到

内涵式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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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这些年来，我们赢得了很多的荣誉——我们

第六宝是我们的合作单位。同样也涉及到国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的继续工程教育唯一

内外各领域、各行业、各地区，比如各省市组织

教席、国务院军转办“全国军队转业干部教育培

部门、部委办以及中海油、三一重工、五矿等上

训基地”、中组部首批“全国干部教育培训高校

千家单位。

基地”、教育部“高等学校继续教育示范基地”、

第二部分是业务结构。经过多年不断地完善，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训基地”、“辽宁

学院已形成管理培训部、行业培训部、国际教育

省人才培训基地”。清华大学还是中国高等教育

部、职业经理训练中心、远程教育部五大业务部，

学会继续教育分会理事长单位。

１５ 个业务中心。配合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战
略，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促进产业发展生态

发展现状
清华有三宝——校园、校训、校友。我们总

实处，努力实现五个“十来个”的市场布局。一

结学院有六宝。一宝是我们的师资。我们注重师

是发展了“十来个”密切合作的重点省份。比如

资队伍的建设，经过 ３０ 年的发展，学院积累了

江苏、云南、四川、山西等。二是开拓了“十来个”

一大批各领域、各行业、各专业优秀的师资，这

深度合作的大型企业合作项目，比如东航项目、

是学院发展的重要财富。我们每年授课教师 １９００

同方项目、南航项目、北大荒项目、神华项目等。

余人，师资库 ６０００ 余人。

三是研发“十来个”国际化研究生及培训项目，

第二宝是我们的制度。多年来，我们形成了

比如澳国立项目、麦考瑞项目等。四是培育“十

较为完善的员工管理和激励制度、教师管理制度、

来个”全国公开招生品牌项目，比如企业管理项目、

学员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等等，确保学员能

房地产项目、物业管理项目等。五是创立“十来个”

获得优质的继续教育。

远程定制培训项目。如央企班组长项目、全国残

第三宝是我们的品牌。我们配合国家经济建

疾人项目、长沙公务员在线学堂项目等。学院通

设和社会发展需求，培育了大批的优秀品牌项目。

过五个“十来个”的市场布局，探索一条定位精准、

比如国管局节能减排项目、国资委班组长项目、

重点突出、影响深远的精品化发展道路。

国家安监总局项目，以及房地产、汽车、煤炭、
餐饮、农业产业链等项目。
第四宝是我们的团队。学院共有员工 ５１２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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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院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将业务发展落到

第三部分是学术研究。我们有专门的学术研
究团队，密切关注国内国际继续教育领域出现的
新问题、新思路、新经验，对继续教育进行了系统、

其中本科以上占 ８０％，党员 １４７ 名。平均年龄为

深入的研究，在课程研发、教材建设等方面取得

３７ 岁。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

了丰硕的成果。今年，由清华大学牵头、５０ 所高

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他们是学院创新发展的

校参与、历时四年的教育部重大研究课题“高等

力量源泉。我们非常重视自身的人才队伍建设。

学校继续教育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圆满结题 ， 得

为提高员工专业化素养，推动学习型组织的建设，

到教育部领导和专家的高度评价。学院与中国科

助力学院的转型发展，我们组织了各种类型的员

协继续教育中心、总装备部继续教育中心、联合

工和干部培训。同时我们也配合清华大学组织部

国教科文组织继续工程教育教席连续举办了 １４ 届

门，参与学校近 ６００ 名中层干部选学工作，为学

“２１ 世纪继续教育论坛”，为继续教育可持续发

校的干部队伍建设尽绵薄之力。我们共同开发的

展起到重要作用。由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继续

“干部选学信息系统”还荣获了学校的实验技术奖。

教育学院和韩国安全行政部地方行政研修院联合

第五宝是我们的学员。我们培训了一大批优

举办的中韩国际论坛已连续办了八届。２０１２ 年，

秀学员，他们在国内外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

在教育部推动下，清华大学联合百所高校、百家

同地区，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

企业发起成立大学与企业继续教育联盟，致力于

了积极的贡献。

提升高校服务行业企业的能力，并推动行业企业

（10）.2015
SHUIMU TSINGHUA NO.58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30周年
的发展。

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发

作为清华大学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的一个重

挥了内地高校的积极作用。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

要窗口，继续教育学院还举办了众多公益性培训

学院举办香港高级公务员清华大学国家事务研习

项目，比如我们的教育扶贫。２００３ 年，学校成立

课程 ２０ 周年纪念大会活动，国务委员杨洁篪出席

教育扶贫办公室，由我院来负责运行。十余年来，

并讲话。秉承学院“教育创新，服务社会”的宗旨，

在 ２７ 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 １１３０ 个县级现代远程

我们自 ２０１２ 年起开始承办“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

教学站，覆盖 ５４２ 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２００

训计划”（国培计划），共培训中小学教师 ３０００

余万基层党政干部、校长、中小学教师从中受益。

余人次，推动了清华优质教育资源面向基础教育，

成功为贫困地区搭建了“知识扶贫的平台”、“整

服务基础教育，真正实现了国培项目“示范引领”

合社会资源的平台”、
“多元化人才培养的平台”。

的作用。

在清华大学教育扶贫十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

总结我们的办学经验，继续教育学院取得今

上，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邱勇教授说：“十年来，

天的成绩，得益于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得益于

清华大学始终将教育扶贫作为服务社会的重要工

地方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全体员工的共

作。清华大学将继续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要，进

同努力。

一步做好教育扶贫工作，这不仅是履行社会责任
的重要途径，更是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清

未来展望

华风格的根本要求，是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工作之

继续教育作为清华大学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

一。” 江西省安远县党校常务副校长唐伟仁说：

组成部分，与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共同构成了

“清华大学在安远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不仅因

清华大学人才培养的“三驾马车”，并将以规范

为她是我们国家的著名高校，更因为她的教育扶

管理、提高质量为重点的“深化继续教育体制机

贫工作。”九年来，在清华大学对口支援青海大

制改革”纳入到《清华大学综合改革方案》第 ４２

学的工作中，学院远程技术中心与学校教务处和

条，标志着学校对继续教育的定位更加明确，对

青海大学紧密配合，以系统的稳定运行保障了课

继续教育的要求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程的顺利播出。每学期 １０ 门课程，每学年 ２０ 门

我们明晰了学院的使命、核心价值、愿景，

文化素质课程的直播，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春季学期

并明确了我们的战略目标。站在清华新百年战略

结束，已经连续为青海大学传输了 ９ 年、１７ 个学期、

的起点上，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创新发

１８０ 门课程、７２００ 学时以上的文化素质课，每年

展，做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匹配的继续教育；进一

青海大学均有 ３４００ 名以上的学生选修课程，９ 年

步为国家培养一大批急需的经营人才、管理人才、

来选修的学生超过 ３００００ 名，使两校学生同堂共

专业技术人才，继续领跑全国的继续教育；做好

享清华大学优质教学资源。

组织学习的智库建设，探索继续教育的规律，创

为了响应学校定点帮扶云南南涧县的工作，

新教育教学模式；结合好校内校外资源、国内国

学院调动相关力量支援南涧发展。一方面，为南

外资源，利用在职与非在职、学历与非学历教育，

涧县领导干部举办专题培训班，提升素养，更新

线上与线下等相结合的模式，把清华大学优质的

观念；另一方面，搭建智库资源平台，促进南涧

教育资源最大限度地推广到急需的行业、地域、

经济发展。我们结合中国残联的专业优势以及清

人群，发挥好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更好地传递

华大学优质的教育培训资源，开展全国残疾人远

正能量。学院将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

程培训项目，进一步提升残疾人工作干部的业务

的需求，服务于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需求，

能力和综合素质，为新时期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

面向国际合作，面向新技术，不断开拓创新，为

与和谐社会建设做出贡献。受训人员近 ５２０００ 人

全面构建学习型社会、打造人力资源强国而不懈

次。我们承担了中央政府举办的香港公务员培训，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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