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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It first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to the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ts forward the basic way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promote employment as the goal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We find that there are two barriers to the quality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that is, the impact of external reputation and internal teaching mechanism. Therefor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adverse effects of 

reputation mechanism o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and puts forwar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strengthen the reputation management. Finally, taking "econometric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curriculum teaching on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and thinks that the local university teaching should be clear about the 

orientation of training, strengthen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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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本文研究如何提升中国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文章首先分析了毕业生就业对地方院校的挑战，提出地方高

校以促进就业为目标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我们发现，地方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存在两

个障碍性因素，即外部声誉影响和内部教学机制。因此，论文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了声誉机制对地方高校不利影响，

包括生源、师资和管理等方面，提出地方高校应推进特色化建设，加强声誉管理。最后，以《计量经济学》为例分析

了课程教学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提出地方高校教学应明确培养定位，加强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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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大学生就业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随着高等教育进入

大众化时代，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表现的尤其突出，已

经引起政府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2015年，中国普通高校

毕业生人数已经接近750万，社会上出现了“最难就业季”

“更难就业季”的舆论[1]，中国教育主管部门一如10多

年前一样发出做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指导性意

见。这一形势对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的就业工作带来了

极大的挑战。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实施由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的战

略性转变，更加注重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大学生就业难问

题虽然涉及社会经济发展、学校、用人单位和大学生自身

等多方面原因，但从根本上也反映出中国高校的人才培养

存在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能够将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和满足社会需求这两个目标较好结合起来并达成，高校

起着独特的主导作用[2]。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在不

同时代和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回答。如果想切实提高高校教

学质量，真正培养出满足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高校就应

当更多地听取来自社会的声音，更多地了解21世纪的企业

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3]。大学的人才培养应以就业为

导向，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切实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增强大学生就业竞争力。但遗憾的是，中国人才市

场引导高等教育改革的信号功能以及高校主动适应市场

需求的机制仍不健全[4]。 

针对地方高校的特点，探讨其如何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从一定层面有效地解决大学

生的就业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就中国地方高校而言，无

论是就业率还是就业质量，其毕业生在劳动市场的竞争

力相比高水平大学和职业教育院校都有明显的差距。一

方面，声名、影响力不如重点大学，吸引企业主动招聘

毕业生的能力较弱；另一方面，毕业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与经验不如职业院校学生，再加上不低的就业期望，短

期内难以适应企业环境，这就使地方高校处于一个“峡

谷”地带。因此，我们认为破解地方高校毕业生就业难

题的基本出路应是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本文在第二部分描述其必要性。而地方高校可供选择的

主要策略则源于前述两个原因，其一是对外加强声誉管

理，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予以分析；其二是对内改善课

程的布置与教学效果，本文以《计量经济学》为例予以

分析。 

2222．．．．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培养、、、、就业和企业需求就业和企业需求就业和企业需求就业和企业需求    

地方高校提升人才质量的首要问题是明确人才培养

的目标定位，只有明确人才培养的基本方向，才能恰当地

寻找人才培养的路径，才能有利于促进就业。从就业市场

与培养过程的反馈环路来看，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应

是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如图1。 

 

图图图图1111 就业反馈与培养过程。 

2.1.2.1.2.1.2.1.就业与企业需求就业与企业需求就业与企业需求就业与企业需求    

人才培养质量，主要有两种评价尺度。一种是学校内

部的评价尺度，另一种是学校外部的评价尺度，即社会的

评价尺度。社会对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主要是

以高等教育的外显质量特征即高等学校毕业生的质量作

为评价依据，而对高等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活动不是特别

的关注；社会对毕业生质量的整体评价，主要是评价毕业

生群体能否很好地适应市场的需求，满足众多企业的用人

需要。 

曾在苹果、SGI、微软和Google等多家IT公司担当要

职的中国著名企业家李开复（Kai-Fu Lee）[3]认为，创

办大学的目的或价值不在于获得了多少名和利，而在于是

否培养出了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是否获得了真正能推

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科研成果。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学能

否通过人才培养、科研成果转化等方式让自己的“客户”

满意，这是大学能否真正实现自身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

如果不能充分聆听企业对人才的需求，高校就很难担负起

向社会输送合格人才的使命。因此，地方高校要明确自身

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就必须建立毕业生信息反馈机制，倾

听企业的需求。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学校的反应相

对滞后一些，使得高校在专业设置上有失平衡，教学内容

与教学方法陈旧，培养出的许多大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不适

应市场的需要。这是当前大学生就业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 

2.2.2.2.2.2.2.2.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    

21世纪，企业的发展模式在不断调整，中国的经济结

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也在发生根本转变。相应地，企业的人

才需求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对人才培养质量提出更高的要

求。现代企业对员工的基本的能力需求结构如图2所示。

①创新意识与能力。创新首先表现为有一个好的想法。企

业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创新意识。创新意识是创造能力的

意识前提。②沟通与表达能力。即将一个好的想法表达出

来，获得上下级支持的能力。企业招聘人才希望员工更好

的融入企业这个团队以及为顾客服务，这就需要具有良好

的沟通能力，这不但需要智商，更需要的是情商。③实践

能力。即将一个好的想法付诸实际的能力。学历只和一个

人获得的知识多少有关，而实践能力与自我智慧的发现、

掌握和运用有关。一个空有学历而没有实践能力的人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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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是不会被轻易接受的。另外，现代经济中的企业还需

要有全球观念的人才和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图图图图2 2 2 2 职业能力结构。    

3333．．．．就业就业就业就业、、、、质量与大学声誉质量与大学声誉质量与大学声誉质量与大学声誉：：：：基于博弈论的视角基于博弈论的视角基于博弈论的视角基于博弈论的视角    

大学声誉是在长期办学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知名度与

美誉度，是社会各界对大学的学术水平、办学特色、毕业

生就业状况、校友的社会影响、生源情况等的综合评价[5]。

声誉机制是维持社会合作的主要机制之一，高校声誉对维

持校企合作（包括毕业生就业双向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博弈论最初对声誉的关注主要是集中于与声誉密切相关

的策略“可信性”问题上（“可信性”是声誉产生的一个

重要的基础）。1982年，Kreps、Milgrom、Roberts和

Wiison[6]在一篇经典的文献中构建了声誉模型，该模型

通过引入非对称信息，研究了在不完全信息重复博弈中经

济主体之间合作行为的可信性问题，即不完全信息条件下

有限次重复博弈中的合作均衡生成机制问题，这就是在信

息经济学、博弈论以及产业组织理论中都非常有影响的

“KMRW声誉模型”，他们的思想被总结为“KMRW定理”。

KMRW定理认为，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只要博弈重复的

次数足够多，参与人就有积极性建立一个“合作”声誉。 

高等教育是一个信息不对称非常严重的行业。教师水

平高低、学校质量好坏，既可以靠市场竞争基础上的声誉

机制来区别，也可以由政府监管部门来评价。中国和美国

教育体制的最大差异就是美国的教育是靠竞争和声誉机

制，而中国是靠政府管制[7]。 

我们认为，地方高校声誉至少影响其两个方面：一是

对就业的直接影响。已有研究[8]证明大学声誉与就业率

是显著相关的。地方高校处于先天的劣势，就业率相对不

高，不仅在统计指标上，更主要是在就业的质量上。二是

对师资队伍的影响。地方高校的福利水平与科研环境相对

较差，在引进和留住高水平师资相对困难。 

3.1.3.1.3.1.3.1.地方高校声誉与就业地方高校声誉与就业地方高校声誉与就业地方高校声誉与就业    

理论上，人才培养质量应当是高校声誉的核心影响因

素，质量越好，声誉越好。但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是难以直

接观察的，只能通过政府和社会机构评价获取。现实情况

是，中国政府的“985 工程”和“211工程”客观上成为

中国高等教育市场明显的分割线，加剧了教育不公平和高

校的恶性分层[9]。部分中国企业非“985”和非“211”

高校毕业生不招聘，带有明显的歧视性，甚至部分高校的

研究生招生中也存在。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也规定求职

者的最高学历，还严格要求第一学非海归、“985”、或

“211”不予考虑。 

在声誉的形成中，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也是重要来源

之一。美国毕业生的就业直接影响高校在全美的排名以

及招生和学生的质量，是衡量一所大学办学成功与否的

重要指标

[5]

。大学的声誉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校友的质

量。校友既是天然的又是主动的高校声誉的传播者。校

友向“潜在的”学生们直接传递着关于大学教育教学水

准的信号，并间接地向大学其他“潜在的”资源提供者

们传递着关于大学学术水准的信号；同时，他们也有着

传播大学好的信息的强烈积极性和主动性。耶鲁大学法

学院教授Henry Hansmann[10]认为，大学是一种“关联

性产品”，人们对大学的需求不取决于这所大学的需求

主要不取决于——或者说，至少不完全取决于收费，而

是取决于这所大学过去培养的学生的质量、现在培养的

学生质量和预期未来可以培养的学生质量。即使你的水

平不怎样，但是你的校友水平很高，这样社会上就会认

为你也不会差，你就占了优势[4]。 

美国学者戴维斯·扬（Davis Young）[11]认为，任

何一个团体组织要取得恒久的成功，良好声誉是至关重

要的，声誉管理是一个价值不菲的产业。因此，从长期

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地方高校应致力于加强声誉管理，

使自己的声誉得到有效的提升与维护，从而不断增强高

校的竞争力。 

3.2.3.2.3.2.3.2.地方高校声誉与人才培养质量地方高校声誉与人才培养质量地方高校声誉与人才培养质量地方高校声誉与人才培养质量    

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受两个基本要素影响，即生源和师

资的质量。某个高校声誉的提升能够增加家长和学生以及

企业对该校的信心，有助于提高生源质量，有效提升办学

质量[12]。良好的大学声誉还能为学校吸引更多的办学资

源、更优质的人才与师资，有助于高校吸引人才和培养员

工的忠诚感，稳定高校人才队伍，同时吸引外部优秀人员

的加入，提升竞争优势。 

中国近代教育家陈鹤琴认为，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

有不会教的老师。这一观点肯定了在教育活动中教师的主

导地位，肯定了分类教学的必要性。受声誉机制影响，地

方院校的生源质量问题不可能迅速改变，因此教师必然要

承担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支撑作用。 

地方高校教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在于制度设计。在引进高水平师资时，如果仅从薪酬

激励来看，高校必须支付效率工资。而地方院校实施这一

策略往往受其财力所限，难以奏效。另外，地方高校还面

临人才流失问题，尤其是青年教师在学历提高后往往又倾

向跳槽。因此，地方高校必须在环境留人、感情留人等方

面下功夫。 

如果能留下人，还有个如何用人的问题。高校和教师

之间是一个标准的委托代理关系，其中学校是委托人，它

规定教师需要完成多重任务，如教学、科研工作等，并给

予教师一定的支付，教师是代理人，接受学校所规定的任

务后，选择所投入的努力程度。由于学校与教师的信息不

对称，努力程度是教师的私有信息，当教师的行为不能被

校方完全观察时，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教师可以

利用信息优势，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13]。但由于观

察和衡量业绩的困难，任何显性激励都不可能是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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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对大学教授来说，比较工资和职称更重要的激励机

制是声誉机制，也就是在学生和同行中的口碑[8]。市场

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最重要的机制是声誉机制，而声誉机制

在市场上发挥作用的重要形式是建立品牌。在中国，品牌

的建立主要依赖政府评价，如政府评选的教学名师、精品

课程、优秀团队等。除此之外，地方高校树立品牌的基本

途径就是集中校内外主要资源进行特色化建设。 

3.3.3.3.3.3.3.3.一个政策的囚徒困境一个政策的囚徒困境一个政策的囚徒困境一个政策的囚徒困境    

值得关注的是，大多数地方高校目前办学中的“宽进

严出”政策是失效的。由于政府基本教育经费的投入与学

生人数直接关联，导致地方院校迫于招生压力，不断降低

招生标准，扩大招生规模，但很少有高校愿意承担严格管

理带来的短期损失，“严把出口关”的实际执行效果十分

不好。失效的“宽进严出”政策使地方高校教师在人才培

养过程中处于囚徒困境。如表1所示。 

表表表表1111 教与学的囚徒困境。 

    

教师教学 

积极 应付 

学生学习 

积极 4，3 2，5 

应付 6，1 3，2 

假设在一门课程教学中，一名学生以考试成绩及格为

目标（可以理解为是“宽进”的结果），但考试成绩较差，

任课教师为保证及格率使同等程度的学生都通过了考试

（可以理解为不能“严出”的结果）。在教与学的博弈中，

学生和教师都有两个策略选择：积极和应付。如表1所示

支付结果，博弈的纳什均衡是（应付，应付），即学生不

会积极学习，教师也不会积极教学。出现这样的结果的关

键在于假设：①学生仅以通过考试为目标。如果应付般地

学习就能通过考试，学生的最优策略就是应付（6>4和3>2），

其选择与教师积极程度无关；②而教师的目标只是保证及

格率。如果马马虎虎地教学，学生也能通过考试，教师的

最优策略也是应付（5>3和2>1），其行为选择则与学生学

习态度无关。通过表1还可以看出，在教师积极教学情况

下的学生收益相对更大（4>2和6>3），也就是说，学生无

论自身是否积极都希望敬业的教师授课；而在学生积极学

习情况下教师收益也相对更大（3>1和5>2），即教师都希

望教授努力的学生。但行为主体的出发点已经注定了不良

的行为结果——学生应付学习，教师应付教学，人才培养

质量只能越来越差。地方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从实际

管理效果上避免教师与学生陷入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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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为例为例为例    

美国教育学家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k）

[14]认为，教育即成长，完美的生长应包括知、能、愿三

个方面。知指知识和眼光；能指技能和方法；愿指态度和

习惯”。课程是教育思想、教育理论转化为教育实践的中

介或桥梁，教育实践常以课程为轴心展开，教育改革也常

以课程改革为突破口而进行[15]。在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

培养策略中，从专业培养方案到课程设置，都应该以体现

出“三位一体”（如图3）的质量观，即在课程设置与教

学中必须有明确的倾向：这门课程传授什么知识、训练什

么能力和教化什么素质。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课程，在

目标设置上又各有侧重、相互补充，以系统促进学生的发

展。比如核心课程的目标设置，主要是为了向学生传授所

在学科的核心知识、原理与技术；选修课的设置，目的是

对学科基本知识进行有益的补充，以推动学生探索前沿研

究方向，寻找新的研究问题，训练学生的分析、沟通能力

和批判性思维等；跨学科课程的设置旨在拓宽学生的知识

面，扩大学生的学科视野，使其打好学科交叉基础，训练

其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思维[16]。 

 

图图图图3333 课程质量结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L.R. Klein）曾指出，

计量经济学已经在经济学科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在大多

数大学和学院中，计量经济学的讲授已经成为经济学课程

表中最有权威的一部分；而萨缪尔森（P. Samuelson）也

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学是计量经济学的时代

[17]。可见，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将在未来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某一地方高校的工商管理学科的

《计量经济学》课程为例，具体说明如何在课程教学实践

质量观，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如表2。 

表表表表2 2 2 2 《计量经济学》课程与专业人才培养。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素质素质素质素质    

□人文社科知识政策 □学习与发展能力 □√独立性 

□法规和惯例知识 □√信息获取与表达能力 □冒险精神 

□√数理、计算机知识 □团队协作能力 □竞争意识 

□外语基础知识 □就业创业能力 □√合作意识 

□√专业理论与实务知识 □√专业胜任能力 □√批判性 

□专业外经济管理知识 □√科学研究与创新能力 □健全的人格 

□工程技术与社会责任 □管理决策能力 □社会责任感 

4.1.4.1.4.1.4.1.传授知识传授知识传授知识传授知识    

计量经济学课程的讲授能够帮助学生全面系统地学

习和把握有关计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与基础知识。例如，

对经典单方程模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及多元线性回归模

型）、联立方程、时间序列、面板数据等相关领域有更为

直观且深刻的理解，并且对模型构建过程中出现的异方差

性、自相关性、多重共线性等假设检验进行相关处理，进

而运用所构建模型对未来一定期间内的经济现象进行合

理预测。本课程还促进学生掌握一定的数理基础知识，以

及更多的计算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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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开设《计量经济学》课程，学生

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加深了对专业领域基本原理和基本

方法的掌握。同时，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研究方向，为发表

学术论文做准备。 

4.2.4.2.4.2.4.2.训练能力训练能力训练能力训练能力    

目前，中国的一些重要期刊较为重视实证分析。据统

计，以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作为主要分析方法的论文占全

部论文的比例超过50%，而且研究对象遍及经济的各个领

域，所应用的模型方法遍及计量经济学的各个分支[18]。 

计量经济学课程一般要求学生应用课堂所学到的计

量方法，选取社会经济中相关热点问题进行数据处理。这

样既能够锻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又能够借

助于Eviews、SPSS等软件对所学理论进行相关检验，构建

最终的模型表达式，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强化了同学

们的科学思维能力，检验了课程教授的效果。在计量分析

中，学生需要通过广泛的渠道收集与获取信息，并能够对

信息的识别和处理，予以清晰的说明，从而训练了他们信

息获取与表达能力。 

在对现实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分析评价时，运用定性分

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其实质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

衍生。对问题的研究如果只是定性评论，将缺乏说服力度，

通过计量经济学中的相关检验，对定性问题进行量化处理，

将得到更为直观的理解。而在此过程中，学生的科研思维

能力也将得到最大锻炼，进而促进专业能力成长。 

4.3.4.3.4.3.4.3.教化素质教化素质教化素质教化素质    

在教学实践中，计量经济学课程改革提倡自主创新的

学习形式。课程讲授过程中，以教师引导和学生自学为主。

这样既能够使学生对计量相关理论有全面把握，又能够养

成学生独立思考、研究问题的态度和习惯。课程通过小组

讨论等形式增强学生间合作意识，在研讨中能够相互激发

灵感。 

在计量分析中，实证检验的结果可能与预期不同，因

此就要求学生能够批判性分析问题，敢于怀疑理论、敢于

怀疑数据，勇于尝试新方法，能够不懈寻找问题的根源。

重要的要，这样训练端正了学生的学术态度，养成了好的

学术习惯，提高了研究能力。 

总之，一门课程只有在明确地解决了上述三个问题后，

才能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5555．．．．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    

地方高校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毕业生就业处于一个

“峡谷”地带。基本原因是地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难以适

应企业需求。而地方高校提升人才培养必须着力解决两个

问题：其一是外部声誉问题，地方高校与一些研究型大学

相比，声誉机制使地方高校在获取办学资金、生源和师资

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制约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其

二是内部课程教学问题，与职业院校而言，地方高校的专

业设置与课程教学存在定位不明确，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因此，地方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提高质量为主核心，

而提高质量需要加强声誉管理和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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