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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频萍 王拓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拟与江苏农林职业技
术学院合并组建“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大学”？
近日，江苏多所面临转设的独立学院传出消
息，将与省内高职院校合并组建新的大学，带
动地方本科教育资源“扩容”。消息一出就引
发了各方广泛关注。

其实，早在去年5月，教育部关于推进独立
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中，就提出独立学院
整合高职院校资源合并转设这条路径，鼓励各
地探索统筹省内高职高专教育资源合并转设。

“合并转设”的浪潮是否已在路上？江苏作为独
立学院第一大省，站在这一节点的选择，无疑将
影响着我省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和未来发展。

高职+独立学院，搭上“升本”顺风车

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
阶段性产物，教育部为其规划了转为民办、转为
公办、终止办学三种路径，但截至去年底，大多
数独立学院仍未完成转设。

“独立学院与高职院校合并这一创新举措，
能加速独立学院转设，也为苦苦寻求‘升本’机
会的高职院校注入动力，将盘活高职院校的沉
淀资源。”省民办教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扬
州大学高教研究中心主任魏训鹏表示。

“高职院校发展长期面临‘断头路’问题，教
育主管部门对于高职升本‘卡’得很死，近两年
随着职业大学的概念提出，才有所松动。”南京
一所高职院校校长告诉记者，包括他们学校在
内，不少高职院校在其“十二五”“十三五”规划
中都提出了“升本”的目标，但仅仅依靠高职院
校的办学实力直接升格为职业大学，可能在硬
件等方面有欠缺。

“最近两年大概有22所高职院校升格为本
科职业技术大学，相对于全国1400多所高职院
校而言，还是太少了。”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研究
分会副理事长阙明坤说，独立学院是本科层次
的学校，只有“壳子”而没有自己的土地和校舍，
而高职则相反，有土地有校舍，亟需搭上“升本”
的顺风车，“对双方来说，都是提升自己的难得
契机，强强联合，更有利于促进我国应用型、技
术技能型人才培养。”

阙明坤表示，这种“嫁接组合”的方式，最重
要的是，将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重组，促进
高等教育布局优化和本科优质教育资源提升。

去年 9 月发布的《教育部江苏省人民政府
关于整体推进苏锡常都市圈职业教育改革创新
打造高质量发展样板的实施意见》，已经明确提
出支持在苏锡常都市圈办学的独立学院与高职
合并转设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

“江苏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阙
明坤告诉记者，在全国多地政府已经积极行动，
推动属地本科教育资源扩张。记者注意到，河
北省教育厅已经公示了3所独立学院的转设方
案，均为独立学院和高职高专合并的方式。山
西大学商务学院合并了山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等省内 3 所中专高职院校，整合之后转设为省
属公办的理工类职业本科高校。广西大学行健
文理学院拟与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合并成广
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合并转设后，学校办学自主权更大，办
学规模更大，能够集中精力培养本科层次应
用型和技术技能型人才，适应经济社会需求，
满 足 产 教 融 合 需 要 ，促 进 地 方 产 业 转 型 升
级。”阙明坤说。

“联姻”也有谈崩的，还有不少门槛要跨

虽然对双方利好，要想携手“联姻”，并非都是“一拍即合”，还有很多门槛需要
跨越。

根据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官网公布的信息，院校曾先后与江苏护理职业学
院、南京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就合作办学事项进行
洽谈。与该校一样，很多高校都在反复洽谈中而没有确定“联姻对象”。不少在合
并组建进程中的高校负责人表示，合并事宜还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

“其实中途谈崩的不在少数。”一所正在商谈合并转设事宜的高职院校负责人
说，最大的问题还是钱，涉及有关费用，由于没有指导性意见，双方谈的时候都会有
怕“吃亏”而被教职工埋怨的顾虑。

阙明坤表示，双方的合并转设首先要与现行法律法规衔接。“无论是独立学院
‘吸收’高职院校，还是双方原主体资格均予以注销，合并设立成一个新的学校主
体，都需要满足申报条件，牵涉到管理模式、合并转设后的性质等问题。”

而寻求与独立学院合并的高职院校既有公办也有少数民办；既有省属也有市
属；既有教育行政部门主管的高职院校，也有其他部门主管的职业院校，二者合并
后的体制机制问题需要理顺。转设后的领导体制、管理机制、干部任免、教师编制、
机构设置、经费拨款、收费标准等问题都有待处理。“比如高职院校的教师职称评
定、专业发展与本科层次的独立学院教师有着不同的资质要求、评聘要求。在合并
转设的过程中应该如何核算独立学院与高职院校的师资，高职院校的教授能否等
同于独立学院的教授，这存在争议。”阙明坤表示，合并转设需要建立由省级政府统
筹协调、多部门协同参与的工作体制，形成资源整合、快速联动。

升本需“不忘本”，取名争议折射深层问题

尽管江苏目前还没有高职高专和独立学院成功合并转设，但记者注意到，关于
“取名”的争议已经沸沸扬扬，不少网友对“职业技术大学”的字样接受度较低。

“职业技术大学办学时间在我国还比较短，缺乏成熟的经验，而独立学院在失
去原先所从属的名校光环的同时，增加‘职业’字样，学生及家长可能短时间内难以
接受。”魏训鹏表示。

阙明坤表示，取名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关系着新设学校的办学定位和长远发
展。独立学院属于我国应用型本科高等教育范畴，而高职院校属于职业技术教育
范畴，职业教育属于类型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在理念、育人方式、生源上均有差
异，“合并转设后有两条路，到底是转为本科层次的职业技术大学，还是普通应用型
本科高校，目前还缺乏明晰规定。”

过去有关部门之所以“一刀切”不让高职升本，正是因为担心职业院校不安心
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专业和课程出现严重的“本科化”现象。“高职院校设立的绝大
部分都是专科类专业，专业建设标准、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实验仪
器设备均与独立学院存在区别。新合并转设之后仍然继续保留原先专业，还是进
行调整？两类人才培养方案如何融合？”阙明坤认为，基于这样的考虑，合并的双方
最好是专业一致或者接近，有共同的文化和基因、共同的基础和目标。

魏训鹏认为，高职院校与独立学院合并成的新大学，需要重新确定办学理
念、机制及人才培养方案，“双师”型、“双栖”型教师队伍不是一下子就能培养起
来的；其次，资源的重组和战略的调整，可能影响原有学校的办学特色，甚至会对
区域高等教育资源生态结构及其发展体系带来不利影响。独立学院与高职院校
合并转设要因地制宜，对转设的可行性、科学性进行详细论证，转设和转型一体
化推进，不可盲目跟进。

省教科院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研究所所长方健华说，独立学院和高职院校
合并，有助于构建多层次、一体化、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新体系，盘活江苏优质职
业教育资源的存量，寻找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增量。“合并后如何更好保持
职业教育的特色，关键在于把握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特征和规律：坚持从
以独立学院过去的学科导向和高职院校过去的以专业为导向，转向以今后职
业教育本科的‘以专业（专业群）建设为导向、为龙头，适当发展学科，适当搞些
学科建设’，这样才能保持职教本科的类型教育特色，培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记者注意到，目前我省 26 所独立学院只转设了 4 所。无论是站在转设“快车
道”上有些焦虑的独立学院，还是亟待搭上“升本”顺风车的高职院校，面对机遇还
要仔细思量，毕竟，合并转设不仅要实现独立学院和高职院校之间的双赢，还要实
现学生、用人单位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多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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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两个孩子确实不容易，但我总安慰自己苦一苦就过去了。两个孩子的生活还是幸福

大过烦恼，尤其等我们自己老了、去世了，如果只有一个孩子，他在这世上就没有至亲了。”二

胎妈妈薛青说起家里的两个宝贝虽有“吐槽”，而脸上却洋溢着掩饰不住的爱与满足。

2+2模式，正悄然改变中国家庭的生活方式。全面二孩政策实施5年来，许多家庭开启

“二孩时代”，但其中滋味也是喜忧参半。 □ 本报记者 白雪 仲崇山 王拓

早上 7 点半出门上班、下午 5 点
多下班，每两周还有至少两天夜班不
能回家⋯⋯尽管工作忙碌，但对从事
护士工作13年的余荣玲来说，生二胎
是未曾犹豫、早在计划中的事。

因深感自身成长过程中手足相伴
的重要与幸福，余荣玲很早便想生二孩
了。2015 年，29 岁的她生下大女儿。
一年后，得知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余荣
玲和丈夫在对工作、年龄、身体等因素
综合考虑后，决定尽早要二孩。三年
后，余荣玲顺利生下二女儿。“我们希望
孩子有个伴，可以相互陪伴、分享、鼓
励，遇到问题也能共同面对、解决。”余
荣玲说，两边家人也都很支持他们生二

孩的决定。不过，为生养二孩而做了全
职妈妈的姐姐提前给余荣玲打“预防
针”：“你工作忙，对可能面临的问题要
做好心理准备。”

90 后二孩妈妈曹小燕说，每天
清晨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看到未满 4
岁的大女儿从睡梦中醒来，凑到弟弟
面前，学着妈妈的模样，在弟弟额角
轻轻地印下一个吻。这样的场景让
曹小燕的心都像是浸在蜜罐里，说不
出的甜，“我们都喜欢小孩，结婚前就
约好生两个宝宝。”

和余荣玲、曹小燕提早做好计划不
同，在南京从事媒体工作的马静原本不
打算要二孩，但意外怀孕后，她犹豫一

番还是决定走上生养二孩之路。“我和
老公都是独生子女，从外地来到南京，
在这边没有亲戚。在老家我们还有一
起长大的表兄弟、表姐妹，但孩子不怎
么回去，和老家亲戚不熟。有个兄弟或
姐妹对小孩肯定是好事，我们也幸福，
所以考虑一番还是决定生下来。”

“怀孕后我问过有二孩的同学，她
说满足三个条件可以生：第一要有经济
条件，第二夫妻关系要好，第三要有老
人帮带。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我觉得
她概括得挺对。”马静说，他们居住的小
区是学区房，有孩子的家庭绝大部分是
老人帮带孩子，全职妈妈少，也没听说
哪家没有老人帮、直接由育儿嫂或保姆

带孩，“老人帮助是很重要的”。
为生二孩，45 岁的田静付出了极

大的努力。由于是高龄产妇，整个孕
期田静的血糖一直超标，进食后必须
散步1小时才能勉强平稳血糖。“我怀
孕快9个月时，已经是隆冬，我每天晚
上睡前 10 点多还挺着大肚子在院子
里散步。由于肚子太大，顶得耻骨一
直疼，但也必须咬牙坚持。”

在月子中心，兄妹俩第一次见面
的场景牢牢刻在田静心里。“儿子第一
次来看妹妹，当时育儿嫂正好抱着妹
妹，哥哥走过去牵起妹妹的小手，哥哥
笑了，妹妹也笑了。”田静说，那一刻她
只有一个感觉，真的很幸福。

对于二孩，很多家庭有一个共同
的心声：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刻，就是
带着两个孩子出去玩的时候，看着他
俩撒欢儿、傻笑。

要二孩，是希望两个孩子能相互陪伴

养育二孩对于一个家庭而言，远
不是“加一双筷子”这样简单。

老大处于幼小衔接的学习关键
期，要做好学习辅导；老二白天要抱着
睡，像“长”在身上一样⋯⋯尽管生第
一个孩子后，马静便将浙江老家的父
母接来南京帮忙。但如今，年过花甲
的父母要帮着接送老大上学、去各种
培训班，还要照看老二，精力也很难跟
上。于是，月嫂结束工作后，马静决定
再请个阿姨，分担照看孩子的压力。
但 找 一 个 合 适 阿 姨 并 非 易 事 。 从
2020 年 10 月底开始找，直到 12 月 14
日第六个阿姨到家，才“双选”成功。

“请一个满意阿姨太难了，和我们同事
聊天，有的请到第九个、甚至第十几
个，才遇到满意的。”马静略显无奈地
说。

赵强和妻子都在南京一家事业单

位工作。近几年，夫妻收入的三分之
二都用于请保姆了。“教育成本更是个
无底洞。”他说，老大 3 个月就接受早
教了，老二现在快2岁了，但因为家里
财力吃紧什么早教班也没报。“价格都
太贵了，什么亲子阅读、亲子游泳，随
便一节课都是 300 元起。我也很纠
结，要不要全家再紧紧，让老二也上早
教课呢？”

第一批二孩家庭，夫妻大多是 70
后或80后，正是年富力强干事创业的
年纪，可是来了二孩，上有四老下有俩
小，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或多或少受到
影响。在孩子呱呱坠地、一天天长大
的过程中，余荣玲发现问题远比自己
想象的更多。比如，与老人在教育小
孩方面的分歧、两个小孩之间的差异
如何妥善对待等。一旦遇上老人或孩
子生病，生活节奏更是很容易被打

乱。“我定期会带公公婆婆体检，老人
和孩子身体都很重要。”余荣玲回忆，
有段时间，孩子爷爷生病做了手术，孩
子奶奶去照顾，自己只能专门休息了
一段时间，在家带孩子。

如何挤出时间照顾好、陪伴好两
个孩子，是余荣玲很担忧的问题。“老
人年龄大了，基本每天晚上 8 点他们
就休息了。有一次下班回家，帮小女
儿洗完澡，我因为太累不小心睡着了，
那时孩子爸爸加班还未到家，爷爷奶
奶也睡了。因为水龙头热水没打开，
大女儿只好自己洗了个冷水澡、爬上
床去睡觉，事后还发烧了。孩子懂事
得让人心疼，总感觉陪伴他们的时间
不够。”余荣玲难掩愧疚地说。

怎样平衡好两娃之间的关系，是
不少二孩家庭会面对的问题。洪桢的
大儿子 12 岁，小儿子即将满 4 岁。为

了能给孩子良好的成长环境，洪桢和
丈夫买了学区房，平时夫妻二人和大
儿子一起，小儿子则暂时和爷爷奶奶
住在邻近小区，等到上小学再接回一
起住。让洪桢没想到的是，只有周末
才能相聚的兄弟俩，一见面就是“脸红
脖子粗”。不过，在洪桢看来，这只是
孩子间的小打小闹，眼前的矛盾会随
着兄弟俩的成长消解。真正让她感到
心力交瘁的，是小儿子同自己的生疏。

“精力有限，两个孩子的事只能哪
个要紧先顾哪个。”大儿子马上就要小
升初，洪桢夫妻把精力都投在了他的
学习上。“我工作忙，晚上九、十点回家
是常态，平时都是爸爸接送老大上下
学，我晚上回去再盯一下。”因此，尽管
和 小 儿 子 住 的 小 区 直 线 距 离 不 到
1000 米，但洪桢最长有近 2 个月没和
他见面。直到有次小儿子住院，她第
二天赶到医院，不论怎么逗儿子只换
来沉默时，她才后知后觉缺少陪伴对
孩子的影响。“他的头就一直背过去，
不想交流，小孩子真的很敏感。”

幸福中的烦恼，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虽然我国仍然处于人口增加期，
但人口结构失衡压力大于人口总量压
力。”南京邮电大学人口研究院副院长
周建芳表示。

来自权威部门数据显示，近年来
我省新出生人口数量呈逐年下降趋
势，2017 年江苏新出生人口 86 万，
2018 年降为 75 万，2019 年只有 68
万。“2020 年全年新出生人口数量还
没有完全统计出来，但从去年上半年
的数据来看，2020年出生人口数量比
上一年减少 15%以上，全年出生总人
口可能不足 60 万。”相关人士告诉新
华日报·交汇点记者。但与此同时，二
孩及以上人口占比在逐年增长：全省

“小二子”“小三子”占新出生人口比
例，2016 年是 44.5%，2017 年上升至
51.6%，2019 年是 52.6%，2020 年的
比例可能要达到53%。

但这些数字，远没有达到政策设
计之初时的预想。全面二孩政策刚出

台时，不少专家认为二孩家庭可能会
出现“井喷”现象，许多地方妇保院也
都未雨绸缪，纷纷扩大产科门诊和病
房的规模。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当年还
专门成立了“二孩咨询门诊”，应对可
能出现的二孩生育高潮。“目前看来，
还用不着到这一步，近几年出生的孩
子并不比全面二孩政策出台时多。”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相关负责人告诉新
华日报·交汇点记者说，2019年全年该
院只接生了2.3万个宝宝，与高峰年头
接生3万个宝宝相比，相差好几千人。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人口学
专家陈友华表示，2016-2017 年全省
生育出现了一个小高峰，那是因为全面
二孩刚刚放开，过去想生而政策不允许
生的夫妇出现“政策补偿性生育”，而最
近两年开始回归正常生育规律，总生育
率还在下降，不想生、不敢生将成为较
长时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率

并没有预期那么高，背后的原因是什
么？周建芳认为，一方面是因为育龄
人群的生育意愿不高，另一方面是就
业压力大、教育成本高、家庭养育人力
资本不足、养老压力大等使育龄人群
面临高养育压力，所以有生育意愿却
不能实现。另外，我国当前处于生育
年龄旺盛期的人数减少、一孩生育年
龄推迟等也是重要原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 年
我国出生人口就达到高峰1786万人，
接着持续走低。”长期关注人口问题的
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表示，这背后的
原因包括 3 个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养老保障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念
的改变在全球范围内成为普遍现象；
显性压力包括教育、医疗等支付能力，
甚至还有孩子未来的就业压力等；生
育所带来隐性负面影响，包括未婚未
育女性的就业不平等情况依然存在。

“生个孩子不仅仅是小家庭的事，

更是涉及到社会大家庭的事。要让百
姓敢生、愿意生、生得出、生得好，需要
社会多方支持。”江苏省妇幼保健研究
会秘书长林朝镇认为，卫生保健部门
要为高龄孕妇提供好的服务措施，让
她们放心生、实现优生优育；国家也要
出台相关政策，解决育龄人群抚养、教
育孩子的后顾之忧。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张国
英说，完善家庭福利政策体系是国家
和地方政府一直在努力的方向。近年
来，不少相关福利政策接连出台，相关
社会服务也不断拓面提质，但是这些
政策及所对应的各类福利，更多起到
的是营造生育友好生育支持的社会环
境作用，但还很难真正影响到家庭的
生育决策，“今后还要在教育、就业、住
房、税收等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家庭的
支持，在提升社会托幼托育服务能力
上也需要更多努力。”

不只是小家庭的事，更是社会的事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