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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国家的高等教育

分别处于普及化、普及化、大众化和精英化发展阶段，其高等教育有着不同的发展需求；教育投入

存在差异，总体上低于国际平均水平；高层次人才培养相对较少；各领域的招生比例差异较大。中

国要对接“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教育发展需求，构建多层合作机制，根据中亚四国的发展差异，着

重扩大与中亚国家研究生层次的高等教育合作，重点发展能源、信息技术、交通、纺织、旅游、农业

等领域人才合作，鼓励我国高校与中亚高校探索多样化的合作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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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教育部发布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教育行动》指出沿线各国“合作空间巨大”，中国
“对接沿线各国意愿，互鉴先进教育经验，共享优
质教育资源，全面推动各国教育提速发展”［１］。目
前，中国已经成为亚洲最大、世界第三的留学生目
的国，并计划到２０４９年建成世界上人们最向往的
留学目的国［２］。中亚地区位于“丝绸之路”的枢纽
位置，在提高中国的教育影响力，共建“一带一路”
教育共同体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与中亚各国一
体化趋势逐渐加强，依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中
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巨大贸易往来为“教育丝绸
之路”的合作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一体化要求
文化和教育先行［３］。高等教育合作助力互联互
通［４］，高等教育须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推动沿线国
家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积极培养人才，适应和引
领“一带一路”建设［５］。因而研究中亚高等教育的
发展现状，加强与中亚各国的高等教育合作可谓
意义重大。本文将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国家（以下简称
中亚四国）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中亚四国的高等
教育发展现状，分析四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差异，进
而为中国与中亚四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提出
建议。

一、中亚四国高等教育
的发展现状

　　大学是社会发展的智力引擎和人才摇篮，一
个国家当前的高等教育的供给情况体现了其高等
教育的发展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该国未来
高等教育发展需求。以下从高校数量、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经费投入、招生、质量和国际化等方面
来分析中亚四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现状。

１．高校数量
中亚四国中仅有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设有私立高校，同时四国都有少量外国大学的分
校。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年是四国高校数量的扩张阶段，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是相对稳定阶段。２０１２年后，哈萨
克斯坦因为加强了对高校的质量监管，高校发生
兼并或倒闭现象而出现数量减少。２０１５年，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
坦的高校数量分别为１２５所（公私立）、６５所（公
私立）、５２所（公立，含分校的数量）和３７所（公立
和外国大学分校，不含国内高校的分校数量）。根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２０１５年１５～２４岁人口统
计，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
兹别克斯坦分别为２６３．９万、１０５．７万、１７０．１万
和５４９．９万［６］。以哈萨克斯坦的高校数量与１５
～２４岁人口数量的比为基准（约为十万分之五），
吉尔吉斯坦相对较高（约为十万分之六），塔吉克
斯坦（约为十万分之三）和乌兹别克斯坦（约为百
万分之七）相对较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塔吉克斯
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高校数量有待增加。

２．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

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中亚四国的毛入学率差异
较大，从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来看，哈萨克斯坦和吉尔
吉斯斯坦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４５％上下波动，
但哈萨克斯坦呈现下降趋势，可能原因是高校数
量减少导致；塔吉克斯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幅
较大，增加了６％达到２８．８４％；乌兹别克斯坦的
毛入学率不到１０％，但呈缓慢上升趋势［７］。根据
美国高等教育专家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
化理论”，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毛入学率趋
近５０％，即将达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阶段，需要
高等教育能够提供更多样、更个性化的学习机会；
塔吉克斯坦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乌兹
别克斯坦处于高等教育精英化发展阶段，可以说
两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有待提高。

３．高等教育经费投入
（１）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
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占ＧＤＰ的比例是衡量

一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努力程度”的指标［８］。以

２０１３年为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
别克斯坦的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占其各自 ＧＤＰ
的０．４４％、０．８７％和０．４６％［９］。同年，同属于中
等收入国家的马来西亚、墨西哥、罗马尼亚、南非
的财政性高等教育投入分别占 ＧＤＰ的１．６７％、

１．０５％、０．７２％和０．７５％；经统计，在全球１１８个
发展中国家中，各国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占ＧＤＰ
的平均比例为０．９９％［９］。比较可见，中亚四国的
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一定程度上低于国际发
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２）高等教育研发经费
科研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创新的动

力和活力，为此，各国积极投资研究与试验发展活
动。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间，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投入研
究与实验发展的经费占 ＧＤＰ的比例最高，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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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的０．２％；哈萨克斯坦的经费投入约占其

ＧＤＰ的０．１５％～０．１７％；吉尔吉斯斯坦的经费投
入约占其 ＧＤＰ的０．１３％；塔吉克斯坦的经费投
入占比最低，保持在０．１１％左右［１０］。再从高等
教育研发的经费占总的研发投入的比例来看，哈
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用于高等教育的研发经费
波动较大，保持在１１％～１６％的水平，但均出现
过超过３０％的比例，乌兹别克斯坦的高等教育的
研发投入占总研发经费的比例较为稳定，在２０１４
年和２０１５年均保持１８％的比例［１１］。以上数据一
定程度上说明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注重投
资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而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
克斯坦的投入相对不足。

４．高等教育招生比例
（１）各层次招生比例
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规模不仅影响一个国家

教育结构的合理性，更影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ＩＳＣＥＤ是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根据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统计所规定ＩＳＣＥＤ５～８级为高等教育层
次，其级别与对应的学历层次为：５级相当于短线
高等教育，６级是学士或等同，７级是硕士或等同，

８级是博士或等同。由表１可知，从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哈萨克斯坦的短线高等教育招生占比处于

２０％～２４％，学士招生占比处于６９％～７７％，硕
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占比不到１０％，其
中２０１６年其博士招生仅为招生总数的０．３７％。
与之类似，２０１５年，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的博士招生占比分别为０．７７％和０．８５％，两国的
学士和硕士招生比例分别８０．７９％和７３．５５％；从
乌兹别克斯坦２０１６年数据来看，其学士招生占比
为９５．４４％，博士招生占比为０．５２％。可以说四
国的招生规模结构不甚合理，短期高等教育招生
过多，而研究生的培养数量不足，高层次人才培养
相对较少。

表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中亚四国高等教育（ＩＳＣＥＤ５～８）的招生比例 ％

国　　家 级
年　　　　　份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哈萨克斯坦　

５　 ２０．９０　 ２３．１６　 ２２．８７　 ２２．２４　 ２０．８０
６　 ６９．４０　 ７６．６３　 ６７．７０　 ７２．５１　 ７３．６７
７　 ９．５４　 ０．０１　 ９．１７　 ４．９４　 ５．１６
８　 ０．１６　 ０．２０　 ０．２６　 ０．３１　 ０．３７

吉尔吉斯斯坦 ５　 １０．５３　 １７．７６　 １５．８２　 １８．３６ —
８　 ０．８９　 ０．８８　 ０．８５　 ０．８５ —　

塔吉克斯坦　
５　 ２０．６４　 ２１．９９　 ２２．９４　 ２５．６８　 ２７．８７
８　 ０．９５　 ０．８８　 ０．８５　 ０．７７　 ０．７１

乌兹别克斯坦 ６ — — — — ９５．４４
８　 １．１３　 ０．４８　 ０．４５　 ０．３９　 ０．５２

　　（２）各领域招生比例
从各学科的招生比例来看（见表２），２０１６年，

中亚四国的“教育”“工程、制造与建筑”领域招生
普遍较多（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在这两个领域的招
生占比最高，分别为２５．８７％和２３．７５％），“艺术
人文”“信息通讯”和“农林牧”领域普遍招生较少。
四国招生多的领域存在差异，哈萨克斯坦和吉尔

吉斯斯坦“商业、管理和法律”的招生数量较多
（２０．８９％），塔吉克斯坦“社会科学”招生比较多
（１５．３６％），“健康与福利”领域的招生占比最高
（１８．４４％）。数据显示，四国的人才集中在教育，
工程、制造与建筑，以及商业、管理和法律，而“社
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数学”和“信息通讯”等领域
人才偏少，有较大的需求。

表２　２０１６年中亚四国各领域招生数量占招生总数的比例 ％

国　　家 教育
艺术

人文

社会

科学

商业管

理法律

自然科

学数学

信息

通讯

工程制

造建筑
农林牧

健康

福利
服务 其他

哈萨克斯坦　 ２２．７０　 ５．７０　 ２．３１　 ２０．９８　 ２．７１　 ４．７２　 １９．０６　 ４．１４　 １０．２３　 ６．５０　 ０．９６
吉尔吉斯斯坦 １４．７６　 ８．９８　 ５．６７　 ３３．７６　 ３．６０　 ３．２５　 １４．４５　 １．２３　 １０．７９　 ３．２７　 ０．２５
塔吉克斯坦　 ２０．６５　 １０．７５　 １５．３６　 ６．８５　 ６．０７　 ２．６２　 １１．８４　 ２．４８　 １８．４０　 ４．９７ —
乌兹别克斯坦 ２５．８７　 ９．４９　 １．０１　 １０．３２　 ６．３８　 ４．５１　 ２３．７５　 ７．５４　 ７．２２　 ３．９３ —

注：吉尔吉斯斯坦采用２０１５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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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高等教育质量
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高等教育竞争力相

关指标的国际排名一定程度反映了其质量的高低。
由表３可知，哈萨克斯坦的国家竞争力较强且排名
比较稳定，并一直高于其高等教育竞争力的排名，
但其国家创新力发展水平又低于高等教育竞争力，
可以说是国家创新力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哈萨克斯
坦国家竞争力的排名。与之类似，吉尔吉斯斯坦国
家创新力发展水平落后于国家竞争力，高等教育竞
争力发展水平一直领先于其国家竞争力排名，可以
说其高等教育发展推动了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竞

争力发展。塔吉克斯坦的国家创新力与高等教育
竞争力均高于国家竞争力排名，且三者都呈上升趋
势，可以说高等教育和培训竞争力、国家创新竞争
力和国家竞争力存在一定相关关系。高等教育和
国家创新力增强，国家竞争力也会增强。英国ＱＳ
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也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各国
高等教育的实力，中亚国家中仅有哈萨克斯坦的
大学进入 ＱＳ世界大学前８００的排名，但其入围
数量从９所减为８所，说明相比而言，其高等教育
质量有所下降。但总体来看，哈萨克斯坦的高等
教育质量水平高于其他两个国家。

表３　中亚三国国家竞争力和高等教育竞争力

国　　家 各指标的世界排名
年　　　　　　份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哈萨克斯坦　
国家竞争力 ５１　 ５０　 ５０　 ４２　 ５３　 ５７
高等教育和培训竞争力 ５８　 ６２　 ６２　 ６０　 ５７　 ５６
国家创新力 １０３　 ８５　 ８５　 ７２　 ５９　 ８４

吉尔吉斯斯坦
国家竞争力 １２７　 １２１　 １０８　 １０２　 １１１　 １０２
高等教育和培训竞争力 ９８　 ９７　 ９１　 ８０　 ８７　 ８９
国家创新力 １４２　 １４５　 １３２　 １２５　 １２３　 １２６

塔吉克斯坦　
国家竞争力 １００ — ９１　 ８０　 ７７　 ７９
高等教育和培训竞争力 ９０ —　 ８８　 ７５　 ４６　 ７６
国家创新力 ６６ —　 ８０　 ６３　 ７５　 ４７

注：竞争力排名来自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发布的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乌兹别克斯坦未参加统计

　　６．高等教育国际化
学生流动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指标。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
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学生流出比例均呈现上涨
趋势，可见中亚四国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越来越
多。这为吸引中亚学生到中国学习提供了良好的
氛围。同时，到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留学
的比例也呈现上升趋势，表明其高等教育也受到
其他国家的认可；塔吉克斯坦的国际学生流入率
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乌兹别克斯坦的国际学生
流入率变化不大（见表４）。２０１５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统计四国的国际学生数量和出国留学数量
分别是：哈萨克斯坦１０　８２９人和７７　９６４人，吉尔
吉斯斯坦１２　７２３人和９　４８３人，塔吉克斯坦１　８６６
人和 １５　６０５ 人，乌 兹 别 克 斯 坦 ７６２ 人 和

２７　７９５人，可见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
克斯坦三国的出国学生数都大于其国际学生数，
而吉尔吉斯斯坦的出国学习人数则小于国际学生
数［１２］。上述数据显示，哈萨克斯坦的学生流动数
量最多，其学生国际化程度最高，乌兹别克斯坦学
生国际化程度最低，吉尔吉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学生出国相对较少。

表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中亚四国高等教育学生流入和流出比例 ％

国　　家 流动
年　　　　　　份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哈萨克斯坦　
流入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２．００
流出 ２．６５　 ３．４７　 ４．４２　 ５．４５　 ５．７８

吉尔吉斯斯坦
流入 ３．８０　 ４．００　 ４．５０　 ４．８０ —
流出 ０．９８　 ０．９７　 １．４２　 １．６８ —

塔吉克斯坦　
流入 １．６０　 ０．９０　 ０．６０　 ０．８０　 ０．６０
流出 ０．９８　 １．１９　 １．５１　 １．８３　 １．８２

乌兹别克斯坦
流入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３０
流出 ０．６２　 ０．６５　 ０．８５　 ０．９３　 ０．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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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与中亚四国教育合作
的现状及问题

　　教育合作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
成部分。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认为：“在
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开展各国与各地区发展战略
对接是实现和平共处与平衡发展的根本途
径。”［１３］教育合作也应立足各方需求，加强战略对
接，实现合作共赢。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积极加强与
中亚各国的教育交往。中国已在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９３
年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
兹别克斯建立高等教育学位学历互认关系［１４］，这
为开展进一步教育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
在中亚的汉语国际教育成果显著，根据孔子学院／
课堂官网的统计，在中亚的孔子学院现有１３所
（哈萨克斯坦５所、吉尔吉斯坦４所、乌兹别克斯
坦２所和塔吉克斯坦２所）；孔子课堂有２２个（吉
尔吉斯斯坦２１个，塔吉克斯坦１个）。此外，中亚
国家的来华留学生的数量有一定的规模，２０１６年
留学中国前１５位国家中，哈萨克斯坦名列第八位
（１３　９９６人）［１５］。

为精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中国已建立多个中亚研究中心，据不完全统计，
包括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
究所、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西北师范大学中亚
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亚研究中心和中国地
质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还有针对中亚个别
国家的国别研究中心，例如西北大学、上海大

学、大连外国语大学和西安外国语大学均设有哈
萨克斯坦研究中心。大学之间的交流也日益正规
化，２０１６年，以“加强交流、深化合作、共同发
展”为主题的首届“中国—中亚国家大学校长论
坛”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并成立了“中国—中
亚大学校长联盟”，为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间高
等教育发展的经验交流、信息沟通与校际合作提
供了平台。

总体而言，中国与中亚的高等教育合作还存
在不足之处，来华留学规模有待扩大，留学层次有
待进一步优化，留学类型中学历生比例可以进一
步提高。从来华留学生数量来看，除了哈萨克斯
坦来华人数较多，其他三国来华留学生（包括学历
生和非学历生）总和不到一万人。从留学类型来
看，学历生与非学历生的数量相当，非学历学生比
例较大。根据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发布的
《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２０１６年中亚四国在中国
的学历生和非学历生分别是：哈萨克斯坦７　９７１
人和６　０２５人，吉尔吉斯斯坦１　７２７人和１　５２０人，
塔吉克斯坦１　１０４人和１　５０２人，乌兹别克斯坦

１　６６９人和１　４６０人 （见表５）。从留学层次来看，
中亚来华留学生的留学层次有待进一步优化。哈
萨克斯坦在中国留学的本科生占其总留学人数的

７８．６％，硕 士 生 占 比 １９．３７％，博 士 生 占 比

２．０３％［１６］。而２０１６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中七
成以上攻读本科及以上的学历，硕博研究生占比

３５．５１％［１７］。上述数据显示，中国与中亚的高等
教育合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中亚的来华留学
生的结构比例有待进一步优化。

表５　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６年中亚四国来华留学生数量统计 人

国　　家 年份 合计
学　　历　　生

本科 研究 博士 专科 合计
非学
历生

哈萨克斯坦　
２００９　 ６　４９７　 １　７０５　 １６１ 　５　 １２　 １　８８３　 ４　６１４
２０１６　 １３　９９６　 ５　９７５　 １　５６９　 ２０７　 ２２０　 ７　９７１　 ６　０２５

吉尔吉斯坦　
２００９　 １　２８３　 ２５２ 　９８ 　５　 ２　 ３５７　 ９２６
２０１６　 ３　２４７　 ８２５　 ６７５　 ６３　 ３０　 １　７２７　 １　５２０

塔吉克斯坦　
２００９　 ５３９　 １１６ 　２３ 　１ — １４０　 ３９９
２０１６　 ２　６０６　 ５６２　 ３５１　 ２７　 １９　 １　１０４　 １　５０２

乌兹别克斯坦 ２００９　 ５８２　 １２６ 　３２ 　７ — １６５　 ４１７
２０１６　 ３　１２９　 １　０９３　 ４７３　 ８２　 ２０　 １　６６９　 １　４６０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也存在
不足，这种不足更体现在中国高等教育走出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

作信息平台的资料（截至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０日），目
前中国尚未与中亚的国家建立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也未有中国高校到中亚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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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丝绸之路”的
合作路径探析

　　为了顺利共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增强
中国在中亚各国的影响力，“打造世界上人们最向
往的留学目的国”，中国需立足中亚国家的高等教
育发展现状和经济发展需求，主动推进与中亚国
家教育发展的衔接，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
供智力支撑和人才储备［１８］。

１．构建多层次、多形式合作机制
教育交流与合作为各国民心相通架设了桥

梁，合作开展人才培养更为各国的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提供支撑［１９］。当前中
国正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换言之，推进教育
合作与交流将在建设“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责
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中发挥基础性和先导性
作用。

注重合作机制的顶层设计，政府建立多层次、
多形式的合作机制，推动“一带一路”教育合作行
动。首先，各级政府需与中亚各国进一步加强教
育政策沟通，出台政策逐步疏通教育合作交流政
策性瓶颈，努力实现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联授，
促进人员的交流，助力教育合作渠道畅通。《关于
加强和改进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管理工作
的指导意见》区别管理教学科研人员出国开展学
术交流合作，为教学科研人员扩大和深化国际学
术交流提供了政策支持。第二，省部协同推动教
育合作网络，积极发展“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际
合作省部签约共建。第三，统筹政策和资金支持，
整合国际交流、合作办学、基地建设、汉语推广等
合作形式，加强“丝绸之路”人才联合培养推进计
划、“丝绸之路”留学推进计划等政策设计。第四，
加强来华留学教育与管理的标准体系和质量保障
机制建设，注重对来华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例
如２０１７年颁布的《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
办法》从招生、教学、校内管理、奖学金、社会管理、
监督管理等方面来规范来华留学管理。此外，扩
大来华留学宣传，与中亚各国合作开展留学中国
的宣传工作，通过“留学中国”“感知中国”等文化
体验活动，增强留学生对中国的亲近感，为中国高
校加强与中亚国家的教育合作提供了有利舆论

环境。

２．着重加强与中亚高校的研究生层次的教
育合作

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是影响教育合作
和学生国际流动的关键因素。中亚国家的高等教
育招生规模结构存在差异，为高等教育合作与交
流提供了可能性。如哈萨克斯坦的短线教育和本
科的招生数量占招生总数的９０％，乌兹别克斯坦
的本科招生规模占招生总数的９５．４４％，而且中
亚各国的世界名校数量极少。可以说，中亚各国
高水平的教育资源相对有限，许多学生转而出国
寻求高质量本科教育及更高层次的教育。中亚学
生出国留学的学历分布也印证这点。受地理历史
文化的影响，俄罗斯是中亚最大的留学目的地，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在俄罗斯求学的独联体国家的全
日制学生共８０　９１０人，其中来自中亚四国的学生
有４３　９６４人，比例高达５４％，因而俄罗斯高校留
学生学历层次的分布一定程度上代表中亚国家留
学生的学历分布。俄罗斯高校留学生中本科生约
占３８．１％，专家（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①留学生约占２７．７％，

研究生（包括硕士、博士）约占１０％［２０］，留学俄罗
斯的中亚学生多集中在本科和专家层面，而研究
生阶段相对较少。

扩大与中亚国家所有层次的高等教育合作，

侧重加强研究生教育合作，提高合作人才培养的
层次。中国政府和高校可以在充分论证的基础
上，合理设置交流项目，增加奖学金的金额和名
额，并提高学历生的招生比例，积极吸引优秀的中
亚学生来华学习。随着中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

教育行动，未来将有更多中亚国家的学生到中国
留学。在加强与中亚国家所有层次的高等教育合
作的同时，中国应针对不同国家有所侧重开展教
育合作，推动与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高等
教育所有层次的深度合作；加强与哈萨克斯坦和
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研究生层次的教育合作。

３．加强能源、信息技术、交通、纺织、旅游、农
业等领域的教育合作

高等教育职能不断丰富和拓展，但培养能够
承担社会责任、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始
终是最重要的功能和核心任务［２１］。中亚地区油
气和矿产资源丰富，能源出口是其支柱产业。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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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专家留学生的招生标准是拥有相当于俄罗斯普通高中或中等职业毕业生。专家学生不同于学士之处在于，他们要在某一行业
中开展工作与学习，学制不少于５年。毕业可获得某领域的专家文凭，例如“教师”“信息安全专家”等，可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



着经济转型的发展需要，中亚各国纷纷出台发展
规划，这为人才培养的合作领域提供了依据。

配合中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加强能
源、信息技术、交通、纺织、旅游、农业等领域的人
才合作培养。哈萨克斯坦政府于２０１７年通过了
未来五年（２０１８—２０２３年）国家投资战略，将大力
吸引非能源领域外国投资，如石油和矿产品深加
工、信息和通信技术等目前和未来有发展潜力的
行业［２２］。２０１７年吉尔吉斯斯坦经济部投资和出
口署初步确定了未来经济发展五个优先领域，即
纺织和针织工业、农产品加工业、ＩＴ产业、能源领
域及旅游业［２３］。２０１６年通过的《塔吉克斯坦至

２０３０年国家发展战略》确立了确保能源安全和高
效使用电力能源，将塔吉克斯坦从交通死角转变
为重要交通枢纽国家，确保粮食安全和为公众提
供高品质食物，以及扩大生产性就业四大战略发
展目标［２４］。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发布《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乌兹别克斯坦五大优先发展方向行动战略》确
定了国家发展的五个具体优先事项，决定加大引
进国内外优质的矿产和农产品等领域深加工企
业，并计划增设四个自由经济区［２５］。然而，中亚
四国在培养未来发展所需人才方面不尽如意，出
国留学的学生所学专业也与国家发展需求存在一
定偏差。根据俄罗斯的留学生数据统计，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年中亚学生在俄罗斯留学比例最多的四个
领域分别是经济与管理 （１９．８％）、人文学科
（１６．７％）、医学（１１．３％）及信息通讯（８．３％）［２０］。
为响应国家提出的经济发展规划，中亚四国将需
要大量能源深加工、信息通讯、纺织、旅游、农业等
领域的高素质人才，这为中国与其开展教育合作
提供了空间。中国政府若在能源、信息技术、交
通、纺织、旅游、农业等领域促进优质教育资源走
进中亚，无疑将满足中亚各国的发展需求，实现教
育合作的互利共赢。

除了要关注各国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教
育合作还应结合中亚各国人才培养的现状，提高
合作的针对性。基于此，中国应考虑向哈萨克斯
坦输出自然科学、信息技术和社会科学的优质教
育资源；加强与吉尔吉斯斯坦在农业、纺织、自然
科学和信息技术的互动往来；促进我国高校的工
程、制造、自然科学、信息技术优质资源走进塔吉
克斯坦，并加大与其健康医疗领域的教育合作；加

强与乌兹别克斯坦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制造和
工程等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以实现四国教育
的共同发展。

４．探索多样化的合作渠道
服务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中亚区域经

济合作（ＣＡＲＥＣ）①将教育合作列为工作的重点
之一，并在其第十六次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亚区
域经济合作２０３０战略》，支持各国旅游、农业、水
资源、健康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其中教育部分提
出“促进区域内跨境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
展”，并成立实体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作为高
端智库和重要知识共享平台。目前，已有多个高
校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签署协议，在互利的
基础上开展联合研究、专题培训、国际研讨和人才
培养。

高校探索多样化的合作渠道。除了与中亚国
家的高校缔结姊妹院校的关系，促进师生交流与
互换，引进部分课程，开展双联学位，高校还可以
举办“中国—中亚国家大学校长论坛”，推进学校
间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合作；支持高校依托
学科优势专业，建立产学研用结合的国际合作联
合实验室，推进各国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发挥国际
合作平台作用，开展务实教育合作交流，２０１５年
成立的“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后改称“丝绸之路
大学联盟”）和２０１６年成立的“中国—中亚国家大
学联盟”将为推动中国与中亚的高校和学术机构
间在教育、科技、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优
势互补及实质性合作办学贡献力量。此外，“走出
去”境外合作办学也是开展教育合作的重要渠道。

当前，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
个国家都有俄罗斯大学的分校，乌兹别克斯坦还
有英国、意大利、韩国和新加坡高校的分校。鉴于
此，高质量、有特色的中国高校也可以立足本校发
展战略和对接四国发展需求，与中亚对口的高校
开展联合办学。为了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竞争力
和影响力，我国高等教育须坚持引进与输出相结
合原则，积极了解世界，同时让世界更加了解
中国［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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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ｓｕｅ　１２［Ｅ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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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塔吉克斯坦至２０３０年国家发展战略》圆桌会议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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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蒋凯，张军凤．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特点［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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