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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城市涵养大学，大学则为城
市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人类文明
的两大标志——城市和大学，在
宁波已紧密相连。

经济结构提升、城市功能转
换，寻找经济新动能……城市一
次次的华丽转型，大学紧随而
动：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推动
与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持续提升
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社会人才支
撑和知识贡献度。

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
例，该校已有81%的专业与浙江

（宁波）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发展的重点产业对接，实现了
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
的良好匹配。该校与宁海合作，
打造一个与区域模具机电产业链
发展相匹配的先进制造业专业
链，实现专业链和产业链的双链
对接与互动。目前，宁海模具已
成为当地六大特色行业之一，走
在全国前列。该校还与海曙、江
北、慈溪、鄞州、东钱湖等区县

（市）、功能区紧密合作。3 年
前，该校以智能电子和智能制造
为主体，成立慈溪学院，深度对
接当地转型升级的传统制造业、

家电行业，助推未来 5年余慈地区
经济转型发展。

办学扎根四明大地，与产业发
展同呼吸。仅 2017 年，宁波 11 所
高校就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航空航天工程、工业机器人技
术等专业27个。

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今天，
宁波已从一个沿海商埠小城跃升为
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一带一路”
战略支点和长江经济带的“龙头龙
眼”。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拥江
揽湖滨海战略，推进大湾区大花园
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打造前湾新
区、甬江科创大走廊，推动宁波走
在高质量发展的前列。当前，社会
经济发展越来越倚重人口素质、知
识进步、科技创新，高等教育成为
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智力资源。

“城市+大学”双向互动关系
成为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
因素。波士顿因有上百所高校云
集，才成就其当今全球创新中心的
地位。宁波集聚优质高教资源，加
速推进“弯道超车”。今年 1 月，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材料工程学院
开工建设，建成后，在校研究生规
模将逐步达到 2000 人。引进上海

大学与城市相融共生

2004 年 9 月 17 日，宁波诺
丁汉大学正式开学，首届 254名
学生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2006 年 2 月 23 日，时任浙
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宁波诺丁
汉大学落成典礼上说：“宁波诺
丁汉大学的创建和成立，开创了
中国高等教育与国外优质高等教
育资源相结合的先河，为中国教
育走向世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模
式。”同年，宁波诺丁汉大学创立
被教育部列为《奠基中国——新
中国教育 60 年》60 件大事之一，
成为中外合作办学的成功典范。

“经济要腾飞，教育一定得
先行，培养既扎根本土又与世界
接轨的人才。”2001 年中国成功
加入世贸组织的消息传来，宁波
教育人敏锐地意识到，培养国际
化人才势在必行，必须引进更多
的国外优质教育资源。

缘何国内首所中外合作大学
会在宁波出现？时任市委教育工
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华长慧认
为，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综合因
素使然。他说，天时指国家政策。
1999 年，全国教育大会提出要大
力发展高等教育，鼓励中外合作
办学。特别是 2003 年中外合作
办学条例颁布，宁诺可说是生逢
其时。地利指地方支持。宁波有
发展高等教育的动力，民间有兴
学传统，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
很支持。人和是指办学的人。当
时英国诺丁汉大学校监杨福家是
宁波人，万里教育集团办学有兴
趣，也有一套成熟的办学经验。

2003 年 1 月 12 日，经英国
诺丁汉大学校监、宁波籍院士杨
福家牵线，万里教育集团向综合
实力排名世界前 100名的英国诺

丁汉大学发出邀请，表达了合作办
学的意向。当年 3 月 1 日起，双方
就合作办学进入实质性洽谈。2004
年3月23日，教育部办公厅正式发
文批复，同意筹备设立宁波诺丁汉
大学。

从市教育局局长卸任后至去年
底，华长慧一直担任宁波诺丁汉大
学党委书记，看着这棵“英伦玫
瑰”与宁波共成长。

全英文、小班化、外籍教师和
外国文凭，这些国内中外合作办学
的标配在宁诺都有，而且真正做到
了“一张蓝图绘到底”。英语是宁
诺的教学语言，也是工作语言。宁
诺目前近 300名学术教师来自全球
近 50 个国家和地区，外籍教师约
占 7成。沿用英国诺丁汉大学成熟
的课程体系，增强思辨能力，开展
互动教学和过程评价教学，这些都
在宁诺的小班化教学中充分体现。

“宁诺培养的学生很大一部分
直接服务本地。”华长慧说，毕业
生赴国外深造的约 95%回国就业，
2016 年和 2017 年毕业生在浙江工
作比例约为 46.9%，选择直接就业
的硕士生超过一半留在宁波。

“宁诺犹如一条鲶鱼，搅动了
中国高教改革的一池春水。”华长
慧 说 ， 在 宁 诺 落 户 宁 波 的 10 年
间，上海纽约大学等 9所中外合作
办学大学相继开办，这使很多中国
学子在“家门口”读世界名校的梦
想成为现实。

近些年，宁波教育国际化程度
越来越高。宁波与麻省理工学院共
建宁波供应链学院，建成宁波大学
—昂热大学联合学院、中英时尚与
设计学院等中外合作机构和项目
40 余个，宁波与全球上千所院校
建立合作关系。

宁诺所带来的崭新教学理念也
悄然进入各所大学，为宁波高等教
育带来变革。

亲历：
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落户宁波

高等教育发展闯出高等教育发展闯出““宁波路径宁波路径””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经济社会发展，

科技是关键，基础在教育。

宁波，地处我国大陆海岸线中段，素有“文教之

邦”美称，教育源远流长：汉设学宫，唐有州学，宋设书

院；近代以来，欧美教育制度和内容随着开埠通商而输入，多门

类多种办学形式并存。新中国成立后，宁波教育步入崭新的历史时

期，教育走进普罗大众。

70年在历史长河中如白驹过隙。然而，在新中国成立70年间，

敢为天下先的宁波人走出了一条高等教育发展的“宁波路径”。

1955 年 10 月 10 日，宁波师
专迎来首批140多名学生。

“其实宁波人一直有办大学
的梦想，因种种原因搁置。当
时，国家提出大力发展科技，百
废待兴的新中国急需人才，而培
养人才的教师需求就更为迫切。
省教育厅决定调整高等教育布
局，在杭、甬、温开办师范专科
学校，培养中小学教师。”原宁
波师专副校长忻正大至今对此记
忆犹新。

在岁月长河里，宁波师专几
易其址，几经更迭，为宁波及周
边输送了一批批优秀教师。他们
犹如火种遍撒四明大地，成为甬
城人才培养的生力军。

时光荏苒，作为海防前哨的
宁波迎来了一个发展机遇：1984
年早春三月，宁波被列入进一步
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和经济体制
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同年，邓小
平同志发出了“把全世界‘宁波
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
召。凭借宁波港和“宁波帮”两大
优势，宁波从一座商埠小城一跃
成为对外开放前沿。当时，全国
有 36所高校由宁波人担任校长，
而他们的家乡宁波没有一所综合
性大学。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对综
合性大学的需求十分强烈。

“宁波是我的家乡，比香港
大10倍，但香港有4所大学，宁
波 没 有 ！” 回 乡 仅 3 天 ， 著 名

“宁波帮”人士、世界船王包玉
刚就决定捐资兴建宁波大学。当
时的场景，原宁波大学校长聂秋
华历历在目。

很快，由包玉刚慷慨捐资、
邓小平同志题写校名的宁波大
学进入筹建阶段。从奠基到开学
仅用一年，建校速度世界罕见。
1986年9月，宁波大学迎来首批
学生。

奔腾的甬江之畔，静静伫立着
的宁波大学历经了一次次华丽蜕
变：33 年前，它仅是一个缀在大
片农田上的小小校园；如今它占地
2700 多亩，是专业涵盖 11 大门类
的中国百强高校。

宁波大学，这所由“宁波帮”
捐资兴建的大学，因宁波这座城市
而生，随城市发展而兴。聂秋华
说，33 年办学历程，宁波大学砥
砺前行，实现两次跨越发展。第一
个 15 年从一所新建大学向新型综
合性大学发展转型，到 2000 年学
校拥有 50个本科专科专业、上万名
学生，被列为省重点建设大学；第二
个 15 年从教学型大学向教学研究
型大学发展转型，2015 年入选省
首批重点建设高校，成为我省继浙
江大学之后，第二个囊括代表国家
最高科技水平的三大奖项的高校。

“立地顶天”把科研论文写在
四明大地上，这座因城而生的大学
始终牢记服务城市发展的使命。

一艘载重 400吨的海船以每秒
4米的速度直接撞向象山县白墩港
大桥的一个防撞墩，一连 10 次撞
击，桥墩和船体安然无恙。这个国
内外首次实船撞击桥墩防撞装置实
验现场的设计原理来自宁波大学
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的研究
项目，它能将船对桥墩的冲击力
削弱一半，如今广泛应用于多座跨
海大桥。

据不完全统计，仅宁波大学海
洋学院、海运学院近年就扶植孵化
40 多家涉海类企业；该校发明专
利连续4年居全国高校前50位；近
3 年有 139 项科技成果转让或实施
许可知识产权。

大学在与城市共生共荣中发展
壮大。两年前，这所年轻高校从全
国 2600 余所高校中脱颖而出，在
入选“双一流”建设名单的 137所
大学中占得一席！

从师专到第一所综合性大学

宁波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抢得
先机，一路高歌猛进，于 1997
年跻身中国 GDP 千亿元城市；
然 而 高 等 教 育 毛 入 学 率 仅
7.9%，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仅占全
市工业总产值的 7.9%，低于全
省和全国。宁波飞速发展的社会
经济与滞后的高等教育形成强烈
反差。彼时，宁波仅有 3所高校、
5000余名本科生，研究生为零。

这深深地刺痛了宁波人的
心，迎头赶超才是宁波人的性
格。“高新技术是第一经济增长
点，人才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第一资源。”“宁波要发展，高等
教育一定要上去。”市委、市政

府在 1999 年作出科教兴市“一号
工程”战略决策。怎样集中资源办
大事？宁波人想出一个好办法：在
相对集中的园区内建设若干所高
校，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互惠互
利，使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益。当
年，市委、市政府把建设宁波高教
园区作为实施“一号工程”的重中
之重，提出规划建设高教园区南区
和环宁波大学高教园区北区。

高教园区的理念发端于国外，
俗称“大学城”，彼时尚未在国内
付诸实施。全国首创的这条高等教
育园区化发展之路宁波走得并不顺
畅，甚至还步履维艰。转机出现在
2000 年 6 月。“你们在做的事，正

中国首个高教园区拔地而起

记者 蒋炜宁

是多年来我想做的事。”“好！希
望你们为中国大学新模式创造一
个好的经验。”时任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
来到宁波，来到刚刚破土动工的
高教园区，面对眼前大片的建筑
工地，激动万分。这令每位在场
者感到意外。副总理的嘱托就是
最好的鼓励。

在李岚清离开宁波后的第 6
天，市委、市政府召开加快高教
园区建设的专题会议。“一号工
程、一路绿灯、特事特办、合规
合法”16 个字为高教园区建设
突破瓶颈提供有力保证，园区建
设全线启动，一路高歌猛进。

那时候高教园区建设一线的
干部群众干劲很足。“高教园区
建设是个浩大工程，任务艰巨，为
赶工期抓质量，春节我们只休息
一天，冒着严寒到工地测量，所有
部门和人员几乎是连轴转……”
时任宁波高教园区管理建设现场
办公室党支部书记蒋和法说。

2002 年 12 月，占地 4.33 平方
公里的高教园区南区如期建成，浙
江万里学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等
7 所高校落户。同年，占地 3000
亩、坐落在宁波北侧甬江畔的高教
园区北区破土动工。

2003 年 1 月，一座绿草如茵、
清水环绕的现代化大学城呈现在再
次到访的李岚清眼前。他频频点
头，露出满意的笑容。

高教园区的建成，使宁波高等
教 育 从 精 英 化 走 向 大 众 化 。 至
2005 年，在甬普通高校 13 所，在
校生11.1万人；曾经令人扼腕的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升至42%，高出全
国 21 个百分点；办学层次提升，
本科生占在校生的 46.8%，研究生
教育起步。宁波学子终于可在家门
口轻松上大学。

“高校可以这样办！”取经者纷
至沓来，宁波在给人们打开一个全
新视角的同时，也为城市发展凝聚
了两个“超级”大智库，源源不断
地为城市输送人才和技术。

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
学、大连理工大学等院校在宁波
建立研究院或研究生院……全力
打造宁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新引擎。

目前，浙江大学宁波“五位
一体”校区正在紧密推进中。今
年3月，首批引进20个浙大高端
科研团队，10 个为国家级“双
一流”学科团队，3个研究团队

分别由 3 位院士领衔。首席科学
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华勇领衔的
智能制造团队面向宁波制造业转型
升级，通过研究移动重载机器人技
术，为“宁波制造”创造新亮点。
同时，第二批团队引进也提上议事
日程。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站在新
的历史节点，四明大地吹响新一轮
高校建设号角，书写高等教育发展

“宁波路径”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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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正大门

宁波高教园区南区宁波高教园区南区

▶宁波诺丁汉大学校园
（林闽哲 摄）

◀中国科学院
大学宁波材料工程
学院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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