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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一所普通本科院校，
正处于科研上升期的青年教授张
华（化名），最近正苦恼着要不要
吃“回头草”。

三年前，张华被该校以90 万
元年薪、280平方米住房及数千万
元科研经费的诱人条件，从同在
东北的一所985名校“挖来”。到
了新单位才发现，科研团队、资源
平台都难以支撑自己的研究，干
不出什么成果，他又萌生了返回
原校的念头。

另一边，“痛失”张华的那所
985 高校，也有了“反挖”的打算。
该校一位管理人员向记者坦言，
虽然学校愿意再把张华“挖”回
来，“可是，折腾了两三年，科研时
间耽误了，大量资源搭进去了。
这不就是浪费国家钱吗？”

张华的故事只是一个缩影。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访东、中、西
部多地发现，无论发达地区还是
欠发达地区，重点名校还是普通
院校，几乎都被卷入高校间激烈
的“挖人大战”。

负和博弈：没产生任何增量

“他挖我一个长江学者，我肯
定不甘心，也去挖他一个杰青，最
后两家谁也没得没失，但都扔进
了不菲的年薪、安家费、科研经
费。”东北某985高校的人事工作
者向记者坦言，这样的“挖人大
战”，最后结果是“从左兜装进右
兜，对国家的人才总量没产生任
何增量。”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梅兵告诉记者，每次学
校推荐教师参评长江学者、国家杰青等，总是“有
喜有忧”。喜的是学校的人才计划见到了成效，忧
的是闪亮的头衔无异于释放“信号”：“评出了长江
学者，就等于给人插了一个小旗子——这是最优
秀的人。我们有个拔尖人才，参加一个奖项答辩，
回来不到一年就被挖走了。”

“每个高校都是受害者，哪有赢家呢？”一位受
访的高校领导感叹，“5年前，涨工资是为了挖人，
现在涨工资，是因为不涨人就被挖跑了。”

削峰填谷：谁来建设“双一流”

上海一所名牌高校，曾有一位30岁出头的青
年教授，已被纳入学校的重点人才培养计划。不
久前，沿海省份一所普通院校开出数百万元住房
补贴的“天价”，成功将其引进。“我们这么用心选
苗，集合优势资源育苗，结果在我们这儿开了花就
被移栽，去了另一方土壤，还不知能不能结果。”该
校副校长感叹。

一些受访高校校长和人事部门负责人坦言，
不少普通高校在“挖人大战”中采取“土豪”策略，
将拔尖人才以高薪厚禄吸引过去，却无法提供与
其科研能力相匹配的科研支撑团队、软硬件条件，
导致拔尖人才“水土不服”。

“建设‘双一流’，就是要让优质的人才在优质
的学科汇集，集中力量攻坚高精尖领域。这需要
整体环境支撑，需要有好的研究团队、学科基础
等，不是砸钱就可以的。学术尖子都被‘土豪’砸
晕了，谁来建设‘双一流’？”东北某综合性大学人
才办主任坦言，“挖人大战”最大的危害是在学术
科研领域造成削峰填谷效应，“高峰没有了，低谷
也难填平。”

告别无序：避免“慷国家之慨”

不少高校管理者、人才工作者呼吁破除“你挖
我、我挖你”的恶性循环。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认为，“高校人才的流
动很重要，但流动应该是有序的、科学的，要从完
成国家重大目标、服务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考虑。”

梅兵等人建议，可以在人才竞争中引入“转会
制”，引才单位需要向原单位支付资金，并向国家
交纳税款。这样一方面可以让“被挖”单位有充分
的资源继续培养人才或者引进人才，另一方面也
可以避免引才沦为“慷国家之慨”的数字游戏。

董奇等人建议，国家、地方层面都应“视野向
外”，“引才计划主战场应该在海外，是齐心协力聚
天下英才，而不是自己人抢来抢去。”

另有人才工作者建议，对高校调整考评指挥
棒，指标设置方面可以适量减小某一类人才数量
这样的硬性指标。

缓解“挖人大战”，教育部已经采取措施，一些
地区高校间也开始形成默契。梅兵告诉记者，在院
校云集的上海，各大高校间已经达成了“同城不挖”
的协议。“我们不主动引才，但人才流动的大门敞开，
如果有高层次人才基于自身发展、学科建设的需要，
希望换一个平台，我们也会和对方单位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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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挖人大战”下的“职业跳槽教授”

“东部各高校，请对中西部高校的人才手下留情。”在前不久召开的中

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工作推进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疾呼：“挖走这

些人才，就是在掘人家的‘命根’。”教育部也下发相关通知，要求坚持正确

的人才流动导向，不鼓励东部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

历数各地高校人才引进计划，“挖人才”的决心可谓不惜血本，其中尤

以“资金实力雄厚的东部理工类高校”为最。人才招聘引进工作“席卷”全

国，有人将之称为新一轮的“挖人大战”和“双一流”的“速成法”，而这其

中，西部高校成为人才被挖的“重灾区”。

合理的人才流动，本应是国家和社会活力的体现。但是，各种“土豪”

式“挖人大战”，势必会对国家整体科研和高等教育发展造成冲击。本期

聚焦高校“挖人大战”，尝试分析“挖人大战”的原因及影响，为构建合理有

序的人才流动机制支招。

“高校教师跳槽，这事儿有点像某些人离婚，
越离越不珍惜，越来越没感情。”西部一所高校的
一位博士生导师，无奈地如此比喻身边一些大学
教师的频繁跳槽。

在数千公里外，东北一所高校的长江学者张
龙（化名），正在上演“离婚再婚秀”。每隔三五

年，他就换一所院校，最近一次跳槽，校方支付给
他6000万元科研经费，上一位东家投入的2000万
元科研经费就此闲置，围绕他组建的科研团队也
被迫解散。

这位教授在40多岁时评上长江学者，如今已
是第三次跳槽。

毋庸置疑，高校间人才的合理、有序流动，整
体上确能促进人才成长、有利于智力资源的优化
组合、充分发挥作用。但与此同时，一些高校间
出现的人才非正常流动，打起“挖人大战”，消极
作用也越来越不可忽视。像张龙这样的“职业跳
槽教授”，正是高校“挖人大战”消极作用的缩影。

“这样的人就是钻制度空子，让国家资源流
入自己腰包。”东北一所985高校的人事处处长告
诉记者，“职业跳槽教授”大致分两类：“蜻蜓点
水”型和“狡兔三窟”型。

蜻蜓点水：一个聘期换一个单位，每所学校
待三五年。“聘期一结束，立马大抬身价，如果学
校不给钱，就跳走了。你要说他违法违规，从法
律上他没问题。可你要说他没造成伤害，怎么可
能呢？”湖南一所地方院校的人事处处长向记者
坦言，“蜻蜓点水”型的教授最让人头疼。此类教
授往往资历较深、学术水平不错，有广泛的社会
关系，会趁着五年聘期期满、商量续约时开出天
价条件，不满足就跳槽。

“这些人很聪明，跳到一个单位可以迅速适
应，拿项目、出论文。但是我们发现，他们的科
研成果往往是重复性、短期性的，自己履历漂亮
了，学校的学科建设、人才梯队培养似乎都和他
们无关。”上述人事处处长说，学校如今已经被

“跳怕了”，甚至不敢对某一位教师进行长期的
大量投资，“钱花下去，聘期一到人跑了，怎么
办？”

狡兔三窟：兼职东家一大堆，科研成果没几
件。一所高校的青年学者王晓（化名）成功申请
到一个国家社科项目，并成为项目主持人。靠着
国家社科项目主持人的身份，他先后到好几所普
通院校任教。“先到一个地方，拿了安家费，弄到

了房子，然后又到另一所学校再来一次。”
王晓原来所在高校的人事处处长说，后来学

校收到一所省属院校的信，质问这位老师的行
为，“但当时人已经不在我们学校了，对方院校为
了引进人才，本身很多人事手续就不规范，最后
只能吃个暗亏。就连分给他的房子，产权都拿
了，顶多是过几年再出手呗。”

不少受访者称，一些高校教师在多个单位任
职或兼职，拥有光鲜头衔的更是“多头聘用”，获
取多方的巨量投资，兼职身份一大堆，科研成果
却少得可怜。

一位受访专家告诉记者，无论是“蜻蜓点水”
型还是“狡兔三窟”型，目的无外乎两种：逐利和
谋官。“40岁开始跳，65岁退休，聘期一次五年，至
少可以跳个三四轮，每一轮都赚一笔安家费，几
次倒手收入可不少。”还有一些人，在原有部属高
校无法谋得一官半职，两三年间便通过工作调动
的方式，跳往省属高校担任系副主任，不久再跳
往市属高校担任系主任。

蜻蜓点水、狡兔三窟

“职业跳槽教授”逐利、谋官而动

“今年，有200多个学位点要启动评估。所以
各大高校都开始‘挖人’了，不少‘跳槽型’教授蠢
蠢欲动。”受访的多位高校人事工作者坦言，每当
有涉及高水平师资数量的考评启动，就会让许多
高校进入“人才动荡期”。

“我们有一个学院院长，是青年长江学者，年
薪大概40万。前两天，广东一所学校开出130万
的年薪来挖他。因为博士点要开评了，想挖个

‘金帽子’去增加筹码。”一所985高校的人事处处
长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记
者，“跳槽型”教授的出现有一个背景，那就是学
校“挖人”存在一种短视行为，“引进就可以了，至
于以后他要为学校发挥什么作用，并不考虑，主

要是为了满足人才考评指标。”
与名校相比，一些普通院校受“金帽子”思维

影响更甚。
中部一所普通院校的人事干部告诉记者，省

属高校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省级财政拨款，与部属
高校相比“人才少，钱更少”。在这样的背景下，
一个有着“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千人计划专家”
等头衔的教授，可能会给学校某个学科带来质的
转变。

“我们不是从9变10，而是从0变1。所以我
们特别愿意付出大量成本。但是，当我们把有限
的经费集中花在某一两个人才上，引回来的却又
是跳槽型的人，就会对整个教师队伍的心态造成
很大的冲击。”这位人事干部忧心忡忡。

这样的担忧并非多余。记者了解到，西部一
些省属高校，在人才数量考评指标的压力下，一
方面无法拿出大量经费提高教师队伍待遇，另一
方面又不得不花有限的经费吸引拔尖人才“冲指
标”，导致教师薪酬天平严重倾斜，教师队伍心态
受到冲击。

一位高校人事处处长将这样的情况比喻成
“等红灯现象”：“本来大家都在过马路，一群人老
老实实等红灯。突然有个人从天而降，直接就杀
到了马路对面，也没人抓他。其他等红灯的人就
会蠢蠢欲动，觉得傻等不公平。这就对整个人才
市场的公平造成了破坏。”

最令人忧心的还在于，一些地方院校在遭遇
“几连跳”后，却无法追回损失。“就算有些人在合
同没到期的时候就跳槽了，该赔偿、退回的部分
有时拖一拖，也就赖掉了，多大的资源浪费！”

受访的高校人事工作者透露，面对不合理的
“挖人大战”，目前基本还是靠道德层面的契约精
神进行约束，真正能诉诸法律的少之又少，“这是
最后一招，基本不会用。”

“金帽子”思维之害

一些地方院校成“几连跳”重灾区

受访专家、高校管理者及一线教师认为，“职
业跳槽教授”的出现，是高校人才机制不够完善、
教师信息平台建设不健全、考核政策有调整空间
的一个表征。要治“跳槽病”，需多管齐下开药方
——

首先，应为部分“人才工程”加上空间限定，
避免出现“跳槽型镀金”现象。受访高校管理者
坦言，目前诸如长江学者等人才工程都对西部有
所倾斜。一些“跳槽型”教授钻了制度的空子，以
此镀金，在东部激烈竞争中难以获取头衔，就跳
到西部参评，再“衣锦还乡”。

“能不能在人才工程中加以空间限定？比
如，如果是因区域照顾政策从东部跳到西部评出
的长江学者，应走单独序列，如再跳回东部，要重
新进行评定。享受了区域照顾的学者，如果跳

槽，头衔就应该有空间限制。”一位受访高校人事
处长建议。

其次，搭建高校教师信息共享平台，让职业
诚信有迹可循。“我们学校在引进人才的时候，有
两种人是坚决不要的。一是看过去的简历，超过
两次跳槽的，不要。二是看兼职数量，兼职过多，
不要。”一所985高校人事处处长透露。

然而，这样的标准执行起来仍有难度。“现在
哪个教师在哪些学校有职务，我们都是‘两眼一
抹黑’，没有一个信息共享的平台，只能靠自己上
百度去查。”受访专家建议国家相关部门搭建高
校人才交流信息共享平台，人才跳槽履历、兼职
信息等都可进行查询。这样一来，聘用单位就能
对人才的职业诚信进行评估预判，同时，也倒逼
人才自我约束。

第三第三，，调整考核指挥棒调整考核指挥棒，，避免避免““金帽子金帽子””催生催生
人才异化流动人才异化流动。。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张少雄认为张少雄认为，，像像““职业跳槽教授职业跳槽教授””这样的人才异化这样的人才异化
流动流动，，根源是考核指挥棒下的投机行为。“一些高
校寄希望于找到‘雇佣军式’的科研团队，一是

‘金帽子’多了指标好看，二是论文和项目多了业
绩好看。殊不知，学科能力、学校建设，
都是慢慢沉淀出来的，不能急
功近利。”

受访的高校管理
者们呼吁，对于学
校、学科的拨款机
制和考核指标，应
弱化对某一类人
才 的 数 量 指 标 要
求，更注重长效积
累。“强不强，不能单
看有多少个‘金帽子’，
否则，‘职业跳槽教授’野火
烧不尽。”

多管齐下治理“跳槽病”

完善机制·搭建平台·调整指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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