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9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民办高校国际化模式探究
卢江滨 李莹莹
武汉大学
DOI:10.12238/er.v4i9.4218
[摘 要] 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从上世纪中后期开始到现在已有六、七十年历史,尽管积累了一定的
发展经验,但其中民办高校真正意义上主动参与国际化发展仅仅只有短短的十来年,与公办高校相比,在发展
模式和路径上可借鉴的成功经验较少,尚未形成科学成熟的发展模式。随着当前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和高
等教育国际化的步伐加快,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在国际化大军中如火如荼蓬勃发展。但对于民办高校而言,未来
国际化发展究竟路在何方,本文作者根据多年相关工作经验进行了初步探究,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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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has a history of 60 or 70 years since the
middle and late of last century. Although som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has been accumulated,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only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 a short period of more
than ten years. Compared with publ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re are few successful experiences tha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the development mode and path, A scientific and mature development model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orld,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s also booming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army. However, for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ere is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ath?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makes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according to many years of relevant work experience, hoping to play a role in attracting j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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