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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在全球化时代，东、西方大学教育
都迎来了机遇和挑战。

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校长Lak-
shman DISSANAYAKE说，科伦坡
大学已有150年的历史了，该校有着
非常好的传统，但也遇到一些问题，其
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学生就业的问题，

“有一些课程会更加适应社会的学习，
特别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一定

要关注就业性。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就
业，我们要回答好这样的一个问题，无
论你是否喜欢这一问题，我们都要尽
可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我们也
希望将我们的学生培养成为企业家，
这样就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校长 Eric
LABAYE说，优秀的学生遇到优秀的
教授，他们之间互相挑战，共同成长，

这是非常关键的。他建议学生要关注
多个行业、多个领域，学校要进行通材
教育，而不仅仅限于一个学科的教育，

“为什么这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培
养出来的工程师可以帮助国家解决许
多问题，同时他们也需要了解其他社
会方面的内容，我们要解决这个世界
的问题，需要工程知识和社会知识的
结合，这就是大学的教育，也就是所谓

的通材教育。”
与会嘉宾认为，对于东、西方大学来

说，在全球化时代，在坚持本土特色的
基础上，同等重要的是以开放、包容的
心态，吸收、借鉴别国高等教育之长。
高校不仅要培养出智能的头脑，而且更
重要的是教育学生始终抱有开放包容
的心态，这是大学教育的关键所在。

（本报博鳌3月28日电）

论坛嘉宾分享教育国际化和东西方融合的理念

开放包容的心态是教育关键所在

本报博鳌3月28日电（记者梁
振君）当今，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
题，但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
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全球治理向何
处去？现行全球治理体系需要进行哪
些改革，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

3月28日下午，前来参加博鳌亚
洲论坛2019年年会“全球治理向何处
去：思辨与思变”分论坛的嘉宾围绕上
述热点话题展开探讨。

与会嘉宾认为，要坚持互尊互信、
平等相待、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共同
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共同推进全
球治理完善。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
理赤字。继续高举联合国这面多边主
义旗帜，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
欧盟等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建设性
作用，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把互
尊互信挺在前头，把对话协商利用起
来，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通过坦诚
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
相互猜疑。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
全，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宗教领袖对话”分论坛
举行媒体见面会

本报博鳌3月28日电（记者孙慧）3月28日
下午，以“同根同源，同心同行——让智慧之光照
亮未来”为主题的宗教分论坛媒体见面会在博鳌
亚洲论坛新闻中心举行。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海南省佛教协会会长
印顺法师，台湾“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台北慈法禅
寺方丈净耀法师，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西方寺住
持宽运法师接受了媒体采访，就为何在博鳌亚洲
论坛设立宗教分论坛，本届分论坛的主题“同根同
源 同心同行”回答了记者的相关提问。他们共同
表示，“共同命运、共同行动、共同发展”的前提是
有共同的认识，设立博鳌亚洲论坛宗教分论坛，是
希望通过交流与对话产生共识，共同行愿、共护和
平、共同发展。

3月28日，“大学校长对话：教育的‘东、西’融合”分论坛上，来自中外的校长们探索全球化时代的教育思想和模式。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
造者，女性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
的重要力量。3月28日，来自世界
各地的十余名杰出女性代表，齐聚
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女性圆
桌会议，聚焦“女性力量与价值平
衡”话题，探讨女性对世界贡献力量
的认知和建议，提出促进女性发展，
释放女性更多能量。

女性地位有大幅提升

当天的会议由博鳌亚洲论坛秘书
长李保东夫人、联合国妇女国际论坛
前主席侣海林召集和主持。参加会议
的，则有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联合国
第八任秘书长潘基文夫人柳淳泽，中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全球希望联合会主席伊琳娜·博科
娃，世界卫生组织荣誉总干事、全球健
康论坛大会主席陈冯富珍，德勤亚太

首席执行官辛迪·霍克等人。
“在座的各位都非常优秀，是政

界、商界、公益慈善等领域的领袖，
是杰出女性的部分代表。”侣海林
说，这说明一个问题，随着社会的发
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越来越多优
秀的女性得以脱颖而出，可以像男
人一样，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有与会嘉宾注意到，在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越来越多
女性开始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

女性承担更多责任

不过，从世界范围来看，推动男
女平等的路依然很长。伊琳娜·博科
娃注意到，在联合国框架里，妇女权
利类的议题在众多政治议题中往往
不受重视。

林郑月娥也提到，在香港，虽然
妇女已经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但是
就业方面的比例仍然不太理想，女性
就业率远远低于男性。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与会
嘉宾认为，除了观念方面的因素，客
观上，女性要受到照顾家庭、孕育孩
子等方面的影响。

“作为一个女性，既要努力地工
作，也要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所以要变得很强壮。”来自新加坡的
李张治华基金会创办人兼主席张治
华女士分享说，她的母亲就是一位强
壮且能干的女人，为照顾好家庭，很
多东西都要慢慢学着去做。

“我觉得女性身上的优点很多，
能吃苦、肯担当、能忍耐、懂包容，所
以，女性能够承担更多家庭和社会的
责任，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做更多
贡献。”侣海林说。

应抓好教育促自身发展

那么，就普通女性而言，究竟该
如何平衡好社会责任和自身的价值
呢？与会嘉宾认为，一方面，需要各
方支持和努力，持续为女性维权，推

动实现男女平等；另一方面，女性自
己也应加强学习，跟上时代发展的步
伐，促进自身建设。

“教育和学习真的很重要。”张
治华说，在新加坡，当医生需要接受
良好而系统的教育，所以很多女性
都只能当护士，要不停地加班，工作
很辛苦。后来，她的一个侄女很想
当医生，于是家人支付高昂的学费
供她去美国读书。“学习不仅能让女
性成长，也能使女性通过所学帮助
到更多的人。”她说。

对此，辛迪·霍克表示认同。她
说，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女性自身必
须要善于学习，不断挖掘潜能，丰富
和提升自己。

“我们认为，女性身上还有很多
潜在的能力没有被挖掘，我们应该相
信自己，并且努力，这样才能变得更
强大。”上海龙美术馆馆长王薇认为，
要敢于尝试和努力，女性可以实现的
价值更大。

（本报博鳌3月28日电）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兼容并包、“东、西融合”，不仅仅是中国和亚洲一流大学的精神，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
3月28日下午，在博鳌举行的“大学校长对话：教育的‘东、西’融合”分论坛上，来自亚洲、欧美一流大学的校长与现场观众

分享了教育国际化和东西方融合的理念、思路和案例，共同探索全球化时代的教育思想和模式。

什么是
一流大学的标准？

每一所大学都有它的独特
气质和精神。一流大学的特性
是什么？

韩国延世大学校长KIM
Yong-hak认为，被世界公认
的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可以培
养一些产生社会影响、能够改
变世界的精英，世界一流大学必
须积极参与解决社会和全球的
问题。

“一流的大学首先要有一
流的理念，有了一流的理念就
有一流的战略追求、一流的管
理架构、一流的学校校风。二
是有一流的教授，有一流的教
授就有一流的学科。三是有一
流的设施，一流的大学能够把
合格的大学生培养成一流的人
才，这就是一流大学的标准。”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校长李剑
阁说。

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教
务 长 Winston SOBOYEJO
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应该要提
供思维的领袖，能够解决全球
和本地的问题，而且对社会产
生影响，通过对产业对社会作
出贡献，尤其在全球的环境下
发挥他们的作用，促进创新及
促进知识的边界不断拓展。

在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
院长 Peter TUFANO 看来，
世界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种
卓越的承诺、批判性思维以
及动手能力，而且对新思想、
新事物要以开放的胸怀进行
包容。

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认
为，世界一流大学往往比很多
其他的学校在思考的维度上
更长久，不会轻易地随着社会
产业的瞬时变化马上做出反
应。其次，一流的大学能够对
国家和民族有最重要的贡
献。再次，要有非常好的全球
的影响力。

东方和西方思想、思维有较大差
异，由此导致东方大学和西方大学办
学理念存在不同。在与会嘉宾眼中，
亚洲的学生和欧美的学生主要存在哪
些差异？

“首先，亚洲大学的学生和欧美大
学的学生在时间的规划上有着不同的
偏好。在英国或者美国的学生当中，
很多本科毕业生愿意花一段时间工作
以后，更理解自己要什么、缺什么，然
后再继续深造。但是在亚洲，我们发

现一口气读完甚至读到最高学位的学
生有着非常完善的文化动力。其次，
亚洲的学生比较喜欢记笔记，或者是
更多地将时间投入练习。”杨斌认为。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是兼有东
西方大学特点的高校。一般来说，中
国的学生在课堂上比较安静，以色列
的教授很不习惯课堂上如此安静，希
望教授和学生之间有互动，希望学生
能够挑战教授，而且如果下面越是多
提问题，他就越觉得自己的课大家听

进去了，如果都很沉闷，他就有一种挫
折感，觉得大家没有反应。”李剑阁解
释道，中国的学生比较内敛，挑战权
威，敢于质疑老师的勇气略逊一筹，但
非常踏实，追求知识的欲望也很强烈，
这是中国学生的一个优点。

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作为目前排
名世界第二的商学院，在全球有着很
高的声誉。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喜欢
什么样的学生？

“首先是学术能力，学生必须有能

力掌握大量的信息，有读写和表达的
能力。第二是领导力，因为作为商学
院，我们培养的是一个领导者，不仅仅
是公司内，甚至是一个社会体系当中
的领导者。第三我们非常喜欢多样
性。我们不强调选取特殊群体，无论
你的性别、国籍、背景还是思维模式。
综合考量，我们更加喜欢有思维能力、
学术能力和领导力的学生，这是我们
想要追求的多样性。”对这一问题，
Peter TUFANO如是回答。

东、西方大学生的差异

兼容并蓄 共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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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嘉宾探讨：
全球治理向何处去？

与会嘉宾聚焦“女性力量与价值平衡”话题

女性自强可释放更多能量
3 月 28 日，“青年领袖圆桌：被‘绑架’的

Alpha一代”圆桌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我家3岁多的儿子每天都想拿平板电脑看电
视；我每天只允许女儿玩2个小时的平板电脑或手
机；很多大人用平板电脑或手机当作安抚器，哄哭闹
中的孩子；我5岁的孩子每天通过平板电脑跟老师
视频学习英文……今天，科技在生活中无限延伸，许
多家庭时常上演着同智能产品斗智斗勇的一幕。

3月28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
上，就有一场青年领袖圆桌论坛，专门讨论科技对
Alpha一代（阿尔法一代）的影响，Alpha一代指
2010年之后出生的一代。参加这场论坛讨论的
嘉宾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菲律宾、柬埔寨、印度
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国家，他们中有
技术的创造者、技术的监管者、社会的守望者。

与会嘉宾认为，阿尔法一代是移动数字生活
的“原住民”，他们一出生就被科技无限赋能，他们
的成长、生活、工作、情感、社交、消费都被科技深
度渗透，也属于被科技“绑架”的一代。

您认为孩子在幼儿园时期应该通过电子屏幕
学习吗？您会同意正在上小学的子女开通社交媒
体账号吗？假如未来您的孩子希望植入一个芯片
直接共享人类所有的基础知识，您会同意吗？您
愿意接受基因编辑，让自己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吗？论坛一开始，这几个问题层层递进，嘉宾观点
也逐渐深入，他们的观点碰撞，或许可以带领大家
再次深入思考未来人类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影响
更多人对下一代的教育理念。

“如果我们知道人工智能会毁灭世界的话，那
我们为什么要做AI呢？”当柬埔寨外交和国际合作
部副国务秘书索索肯与9岁的女儿讨论这个话题
时，他的女儿如此回答。索索肯开始明白，9岁的孩
子早已思考了这个问题，而他也鼓励孩子要清晰完
整地了解科技对社会的意义，并鼓励她独立做判断。

盘石创始人、董事长兼CEO田宁发现，现在
很多人开始担心，当科技越来越先进，人们会不会
失业，但实际上，科技会让工作机会变得越来越多，
让生活越来越美好。“Alpha一代是电子人、科技
人、数字人，从小数字、科技就伴随着他们的学习、
成长、工作，乃至生活的全部。我们不应该阻断这
种关系，而是要继续拥抱和改变科技。”田宁说。

对孩子通过屏幕学习以及开通社交账号，《流
浪地球》导演、海南大学毕业生郭帆是赞同的，他
认为Alpha一代接触互联网像接触空气和水一
样，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去拥抱工
具的变化，就像我的孩子随时随地可以与国外的
英文老师视频学习，这是工具的延伸，如果放在
20年前，这是不可能的”。

“现在柬埔寨更重视对技术的监管，并尝试用
开放透明的态度来接受技术的改变。”索索肯说，
技术的创新可以带来更多机遇，激发年轻人释放
更多潜力，作为政府部门，要引导大众把“人”放在
技术创新的首位，明白技术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
是拉大社会的不平等。

科技对“10后”，是赋能？是绑架？答案是有
赋能，也有绑架。嘉宾们认为，不管是哪一种，当
前摆在大众面前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明确政府的
服务和监管职能，在不涉及人类伦理的前提下直
面技术带来的变化，了解技术的优势和劣势，了解
技术研发的目的，找到人与技术之间的平衡。

（本报博鳌3月28日电）

国内外青年领袖热议被“绑架”
的Alpha一代

科技对“10后”，
是赋能？是绑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