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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的岗位上，本人从来没有担任过行政工作
 ，但是，请我对中国当前教育发表意见的人还是
 络绎不绝。今天，我要以一个外行人的身份略抒
 管见，不足之处，先请大家包涵原谅。



高等教育的目标（1）

西方世界对高等教育的看法

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和托勒密等古希腊诸贤，
当然还有基督文化的价值观。



高等教育的目标（2）
从历史上看，差不多所有欧洲大
学都滥觞于成立于十二世纪末的
巴黎大学（稍早的意大利Bologna
大学也有差不多的理念）。当时
教育皆出于教会。大学里讲授的
是神学、法律及医学；文学部则
传授逻辑、物理、数学、天文、
心理、伦理及政治等学问。而英
国的名校，如牛津和剑桥，则直
接由皇家督察，而神学还是重要
的一环。

巴黎大学



高等教育的目标（3）

这些中古大学，它们有世界精神、超国界的性
格，它们用同样的语言（拉丁），相信共同的宗
教（基督教），教师和学生可以自由地云游四
方，论共通的书，谈共同的问题。后来，因为拉
丁语的死亡，宗教的分裂，这种精神才开始解
体。
当时大学的任务，乃是传授一套对上帝及世界的
既定看法。真理早就找到了，教育的目的只不过
是把它传授给下一代。



高等教育的目标（4）

这种看法一直到了十八世纪初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真
理不再被视为既得的了，相反，它变成了被寻求的对象
。而大学里的教员，在讲授古籍精要的同时，也开始教
授学子追求真理的方法。

英国的牛津与剑桥在七八百年的变迁中仍然保持了它们
的古典性格。在十九世纪的牛津学者纽曼，认为大学是
一个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培养绅士的地方
，所谓绅士，乃是指通达而有修养与见识的文化人。

到了十九世纪，德国的大学一支独秀，人才辈出。



高等教育的目标（5）

德国大学的任务，大体而言，有以下几项：
（一）通过严谨的教导，把文化知识中的瑰

宝传给下一代。
（二）为神职人员、法官、律师、医师、中

学教员和高级公职人员提供专职的训练。
（三）开展科学研究。
（四）为独立研究提供训练。



高等教育的目标（6）

德国教授的声誉，端赖于在研究上
的 贡 献 。 Friedrich Paulson 这 样 写
道：

“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
 学家上课时侃侃而谈，仿佛在座者都
 是学者教授。他们对这些听众将来只
 会从事实用性工作即中学教员这一事
 视实而不见，或者他们并非不知情，
 而是他们认为为人师表者，所亟需的
 乃是真正学者的教育。”

Friedrich Paulson



高等教育的目标（7）

德国大学的模式对美国近
代大学的影响很大。德国
许多名教授，其后都移居
美国，在彼邦桃李满门。
虽然爱因斯坦从未在美国
教书，但他的教育观点与
这些德国教授无异。 （Albert Einstein，1879-1955）



高等教育的目标（8）
让我引用他于1952年10月5日发表于纽约时报的这段
话：

“只教授一门专门知识是不足够的。因为如此学者只
 会变成一台有用的机器，而非具备完整的人格。学者必
 须才德兼备，与美善为邻。徒有专门知识，只不过像一
 头训练有素的狗，而非仁人君子。学者必须了解人类的
 渴求、理想以及痛苦，这样才能在群体与社会当中找到
 安身立命之所。

这些宝贵的经验，只能在与老师日夕亲炙时学到，
 并且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过渡强调学术上的竞争，为了立竿见影而过早地专
 门化，两者只会扼杀了整个文化赖以生存的精神，最后
 就连专门知识也不能发展了。”



高等教育的目标（9）

美国的大学吸取了德国与英国大学的所长，佛兰
斯纳在1930年就提出了大学必须是个有机体，应
当探讨物理世界、社群世界及美艺世界的种种知
识。他强调大学应该是时代的表征，他不以为大
学应该跟随世界的风尚，但他也不认为大学应该
是象牙塔，他认为大学应当严肃地批评地把持一
些长远的价值意义。



高等教育的目标（10）

在1963年，加州大学校长C. Kerr发表一本书《大
学之功能》，指出当代大学必须提供多元化地课
程与活动、发挥多元化的需求，因此他提出了将
加州的大学分不同的层次，除了现在的加州大学
以外，还有比较注重专业发展的大学。这种新的
操作对整个美国的大学有很大影响。



高等教育的目标（11）

二次大战后，通讯工具的发展一日千里，实在是
非古人所能梦见。电话、飞机、互联网等使世界
大大地缩小了。全球化使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知识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更形重要。在这样的形
势下，大学必须培养学生放眼世界，开放思想，
循多种角度思考。大学也要有雅量去容纳一些知
名学者，虽然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各异，可
是他们会对大学作出卓越的贡献。



高等教育的目标（12）

我们必须分清那一类教育是社会要求的，还是社
会真正需要的。很多大学依从政府、工业界或捐
款者的“市场需求”而办事。我认为大学应该有
自己的独立见解，引领社会，它不应该在政府、
企业或传媒的驱使下迷失方向。



高等教育的目标（13）

哈佛大学校长 Lawrence Summers 2002年
在北大演讲时，指出要花一段非常漫长
的时间，才能估量一所大学对人类知识
的贡献。不仅如此，大学 应该高瞻远
瞩，诱导培育新的发明，发展可能影响
深远的思想，哪怕要等到这些发明和思
想开花结果，要花上十年甚至百年的日
子。这便是美国大学深信不逾的理念。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它是行之卓有功效
的。

Lawrence Summers



中国的大学（1）

在孔子之前，中国的高等教
育概由官办，目的是训练贵
族子弟治理国家。从孔子到
秦始皇这段时期，求学之风
大盛，教育以个别名师为中
心。在名师门下就学者，成
百上千。他们来自社会各阶
层，贫富均具。孔子就说过
只要能付束脩（学费）的，
他都愿意教导。

孔子讲学图



中国的大学（2）

孔子的教诲对东方文化的影响至为
深远。他主张有教无类，在当时可
说是高等教育的革命。六艺之中，
除伦理道德（这些理念以孝悌忠义
来建立社会的秩序）外，所教授的
内容皆以实用为主。他并无刻意揭
示对真和美的寻求，而天人和谐共
处却视为重要。

不同的文化背景对高等教育有不同的看法。

孔子(前551-前479年)



中国的大学（3）

在这五百年间诸学蠭起，百家
争鸣。我国的学术自由，思想
创新，皆臻极致。与古希腊相
比，诚然其精神及重点不同，
但 是 其 丰 硕 的 成 果 ， 与 之 相
比，却不遑多让。 诸子百家



中国的大学（4）

诸子百家的学说，有许多为秦汉所袭用。然而自
始皇统一天下，政府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控制。
始皇焚书坑儒，便是最极端的例子。秦代回复东
周以前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局面。

焚书坑儒

泰誓：「天降下民，作之
 君，作之师。」

韩非子：「民主之国，无书
 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
 之语，以吏为师。」



中国的大学（5）

武帝独尊儒术，设立太学，培养儒生。有汉一
代，太学曾有多达一万多学生，占地广袤。学
生之中，亦不乏来自域外者。

这种教育体系，自汉末衰微，但
复兴于唐宋，其建制经历朝至近
代而不衰。

汉武帝(公元前156-87年)



中国的大学（6）

考试制度则始于汉代。

汉代举贤良方正，举孝廉，有
 射策之法，以品德取士，在魏
 晋改为九品中正。做成上品无
 寒门，下品无贵族。到隋唐以
 后则盛行科举。



中国的大学（7）

这种考试制度有利于政府广纳良材，乡鄙陇畂
有能之士，一朝中举，即登庙堂。这种制度对
维系整个国家的大统一及有效管治，功不可
没。

纵然如此，无论科举或太学，其考核教授内容
皆局限于朝廷认为有利于治国的科目，故此要
追求创新和抽象的思维并不容易。



中国的大学（8）

与此平行共存者，另有一教育系统，由大儒或佛寺道
观所创立，学生门徒也不少。他们自发机杼，创门立
派。但由于人手资源不足，学生知识面并不宽广，但
很多重要的哲学思想，科学成果都由他们得出。



中国的大学（9）

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很多是在官方的机构进行的，这是因
为主要的图书典籍都保存在官方。商代的甲骨文就保存在
官方，到了最近才发掘出来。从周朝以来，司马迁写史记
，和二十四史的写作，基本上都是得益于官方的典籍和官
方的系统研究。除了史书以外，还有天文历法（有钦天监
），农田水利（有大司农）等等。中国出名的两个最重要
的古代数学书籍，《九章算数》和《周髀算经》的写作都
是由官方完成的。另外还有贵族和民间藏书引起的重要学
术研究，举例来讲，有吕不韦，淮南王刘安等。著名的著
作如《吕氏春秋》，《淮南子》，《考工记》等。政府对
学术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



中国的大学（10）

到了十九世纪末，中国传统教育不足之处显露无
遗。而中国亦开始采取欧洲的教育体系。

然而，传统政教不分的阴影仍挥之不去。教育未
能独立于政治。中国大学仍然热衷于把政治跟学
术挂钩，很多名校以出了多少个政府部长为荣。



中国的大学（11）

举例来说，某名校创校百年庆典，高潮乃是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其中政府高官云集。它的大学手册有
如下的句子“大学建立之初，不仅是当时中国的最
高学府，而且是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美国顶尖的学府，同样渴望其学生能当上未来政府
的要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与此同时，它们还
有很多不同的重要目标，在科学、文学艺术、工程
和医学上的创造发明，比培养官员更为重要。



中国的大学（12）

时至今天，我国的大学确是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
才。几年前教育部长就曾对我说，在一段很短的
时期，大学毕业生的数目就增加了五倍有余。当
然，“大量制造”大学生对社会的贡献良多，但
教育的素质却有待改善。



中国的大学（13）

当今有名的学府，大多草创于十九世纪末或廿世
纪初。许多政府要员也毕业于这些精英学府。这
些学府大部分是国立的，但也有少量由美国的基
督教团体和庚子赔款基金所资助，如圣约翰大学
和清华大学便是。

清华大学圣约翰大学



中国的大学（14）

和美国的私立大学一样，这些私立大学名声卓越，
学术自由风气颇盛。抗日期间，名校如西南联大
（北大、清华及南开大学）和浙大皆在极度困乏的
环境中，做出一流的研究，培养出最优秀的学生。



中国的大学（15）

究其因由，实在是由于自北往南颠沛流离，师生
历尽艰辛的同时，又得饱览神州大地。是时我国
有为日本侵略者灭族之虞，师生痛惜陆沈，故此
奋进不已，思为我中华文化集薪传火。虽然薪金
低微，但他们努力不懈，诸子争鸣。尤其重要的
是，很多教授正当盛年，刚刚从欧洲或日本学成
归来。他们热心将其所学传授给学生的同时，也
渴望寻求新的研究方向。有如此耽于发现和创新
的师生，还有什么能碍礙他们创造顶级水平的研
究呢？



中国的大学（16）

解放前由于政局不稳，学术气氛浓厚不再。很多
出色的学生教授都离开了中国，到美国去了。

解放初期，事事以苏联为师，高等教育亦不能倖
免，于是局面大变。政府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控制
甚严。比如说，为了把教授学者的地盘连根拔
起，他们被分派到新的专科大学。以科学、文化
和技术超卓的清华和浙大，49年后都转成工科学
院。



中国的大学（17）
庞大的科学院建立起来了。科学院里绝大部分成
员都不用教书。但不久之后，他们也开办了自己
的科学技术大学。这所大学的水平当然很高。
但直至现在，科学院与各所大学的不良竞争，确
是为学术界带来了不少苦果。要解决这矛盾并非
易事。在早期大部分出色的研究人员都调往科学
院，而他们在科学院也培养了不少杰出人才。与
此同时，各所大学亦热切盼望它们能与美国的大
学一样，成为最前沿研究的中心。科学院和大学
相互争夺资源，局面日益严峻。



中国的大学（18）

经过五十年代的几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教
授们的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显然拖慢了很多研究
队伍的发展，本来可以是一流的工作没有了。

事实上，在六十年代初，中国的研究水平与西方
比较，在某些方面已愈拉愈近。可悲的是，文革
使这些进展付之一炬。



中国的大学（19）

文革结束后，教授已感到韶华不再，他们胆颤心
惊，不愿意从事具创造性的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长的一代，并无机会受到良
好的教育。在文革时，学生专注于人际关系多于
学术成就。文革遗留下来的风气手法，至今余风
仍在，尚未完全消失。



中国的大学（20）

另外的困难是对大学的资助不足和对西方教育
的理念认识不深。文革后遗的不安全感在大学
中影响很大。现在父母都要把孩子送出国。大
量优秀的年轻男女跑到美国学习，盛况空前。



中国的大学（21）

当下国内年轻的教授，都以得到海外来访教授的
赏识为荣。研究的方向模糊不清，又或者刻意剪
裁，以讨好这些来访的教授。创新已经不是做研
究的首要目标。

我想，无论是教授或学生，都要按他们的兴趣去
从事创造性的工作，这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的大学（22）

教授入息菲薄的情况，直到本世纪初尚是如此。
过去十年经济环境的改善无疑是最大的变化。年
轻教授的自信增加了，而海外毕业生也较愿意考
虑回国服务。但缺失还是不少。



中国的大学（23）

1.人才凋零学风浅薄

尤其缺少富有创造力的年轻学术领袖，他们可以
激励其他年轻教授和学生奋力向前。

由于人才不够，中国大量重用院士和一批海外
 兼职的留学生和教授，科学院院士平均年龄七十
 岁以上，往往身兼数职，收取大量的薪金和房屋
 津贴。为了保存他们的利益又联群结党，公然地
 求财问舍。

中国教育体系亟待解决的，有下列几个问题。



中国的大学（24）
学校的领导为了得到政绩，亦鼓励这种作风，

 甚至聘请他们占据院长或系主任这种位置。尽管
 他们每年只能在校一到三个月（一般来说，美国
 大学要求他们的教授在校九个月，至少不应当在
 这九个月内接受其他大学的报酬）。在这种以权
 利为主的领导下，学风荡然无存，年轻人成为他
 们的工具，崇高的学问很难受到重视。

2.资助不足

中国对精英大学拨款的数目，比美国主要大学资
金的十分之一还不及。



中国的大学（25）

3.评审制度不健全

当人才或资助不足时，同行评审制度便漏洞丛
生。对从事研究为主的教授而言，研究基金绝对
是不可或缺的。从研究基金取得的资助，往往比
薪金收入高出很多。失去了基金的资助，其结果
不堪设想。由于这些基金掌握在国家，或更确切
地，在一小部分院士和政府或大学行政人员手
上，因此要研究基金年年不绝，便形成错综复杂
的学术界政治。



中国的大学（26）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尝试用公正的准则来评比教授。
为了公平行事，它倾向于利用某些定量的方法，如
按论文的数量，SCI 引用的频数等去为研究打分。
最近，它甚至要求每所大学的教授填表去评核其它
大学。这种做法既涉及大量文字工作，又使原本已
够复杂的政治关系更复杂。对要创造良好的研究环
境而言，这种做法并不是健康的。



中国的大学（27）
上述以数量为标准的评审制度，虽貌似为客观，
但却与孔子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驰。除了“有教无
类”外，孔子还以为要“因材施教”，即是因每
个人的出身天赋气质等进行个别教育。

在现在的中国学术环境下，很多重要的学科
 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亦不足够。在这种情形
 下，如何评审而引进这些新学科的人才，又如何
 去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中国的大学（28）

举个例子，三十多年前我的朋友和我开创了一
 个学科叫做几何分析，很多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做
 得很出色，其中以广州的朱熹平和复旦的傅吉祥
 最为出类拔萃。但是有些做这方面工作的院士，
 能力和眼光比不上他们，不想让他们受到赞赏，
 而他们自己的工作却每况愈下。长此以往，比较
 有能力的学科也难以为继了。



中国的大学（29）

如何鉴定“质”而非“量”，恐怕是现今中国教
育的最大的难题。

我相信当政者都了解到现行的评审制度要加以改
进。光是以量为判别标准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方
案。但是，如何去落实一种以质为基础的评审方
法非常困难。国内世界级的专家寥寥可数，更使
这种评审方法无法服众。



中国的大学（30）

国内一些评审机构往往以外人不了解中国国情为
理由，拒绝让他们参与同行评审制度。这种看
法，是完全无视科学不分国籍和种族的事实的。
不在前沿工作的科学家往往拿出评审制度乃是中
国的事情，外人不得参与的口号作为挡箭牌。讲
到底，坚持这种说法的人，不外或是惧怕他们研
究的细节为人所知，或是希望保持他们对基金或
学术事务上的影响力。



中国的大学（31）
4.人文培养的缺失

1951年在纽约伦理文化学会成立七十五年时，爱因
 斯坦写信致贺。他在信里说：

“
 

艺术的终极目标，乃是达善臻美，而科学的目标则
 稍为不同。诚然，了解人类极为重要，但是如果在这
 种了解中并没包含与人共忧同喜的怜惜之心，它只是
 徒讬空言。……当今政治局面令人畏惧的争端，正正
 是由于我们的文明忽略了这一点。没有“伦理文
 化”，人类永远没有救赎。”

借鉴历史，我们该当知道成功之道，并且避免由社
会和研究的种种劣行而导致的挫败。



中国的大学（32）

关于古典文学的重要性，爱因斯坦在1952年时这样
说：

“那些只读报章和当代作家的代表作的人，依我
 看来，就像是自己是大近视却又厌恶眼镜。因为他
 从不看远一点，听多一点，故此他全为偏见和当下
 流行的事物所蒙蔽。一个人无论是多聪明，如果他
 从不放弃融汇其他人的思想和经验，他只会是枯燥
 无味。

百年之间，只有少数人天纵英明、思想超卓、品
 味独特。他们的作品流传下来，委实是人类最可贵
 的宝藏。”



中国的大学（33）

中国历史上文学作品浩如烟
海，年轻的一代必须学习品
尝。我们要建立一套道德标
准，要培养一套为人类服务的
情操，还要具有尊重理性，为
寻求真理纯美而探索东西哲学
文学历史的激情。学者的责
任，乃是提供及带领社会去赏
识艺术及人文。



中国的大学（34）

5.开放性，普识性不够

古时大学又称“大讲堂”，意指一个接待世界各
地学者及学生的地方。美国的大学自上世纪起就
采用了一种开放政策，全球各地精英学者，都欢
迎来此交流学习。
文革结束后，中国也实施了开放政策，导致经济
上的飞跃进步。可惜这种开放政策在学术界并没
有得着，毕竟在学术界管事的，都是上一辈的
人，他们要看见四周都是国内学者，或者是自己
的门人弟子，心里才会踏实。



中国的大学（35）

访问中国大学的学者一年比一年多，但是进入大
学的常规学生与美国相比数目还很低，对研读理
工科的学生而言尤其如此。
在当今大学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教授，
其互动往往擦出火花，但在中国这种作用并不多
见。
大部分学生对阅读英文书籍仍然觉得别扭，而西
方的经典，无论是关于文学、哲学、科学还是工
程的书籍，已被翻译为中文的，数量并不足够。



中国的大学（36）

现今时代通讯快捷，很大程度减轻了中国学者孤
立的局面。举例来说，现在要寻找咨询或参考材
料，就比过去容易多了。但过去廿年间形成了这
样的潮流：在网络上刊载的评论和文章以快为
主，它们往往缺乏深度。人们没有深思熟虑，就
快快下了结论；思想还没有酝酿成熟，便赶忙把
文章上载。网上的研究论文错误频繁，正因为它
们没有经过审阅。
中国学者在有效地利用互联网的同时，应该留意
到它的缺失。



中国的大学（37）

6.研究与教学脱节

在一段长时间，在中国做研究的教授都认为他们
唯一的任务乃是从事研究，对教学不屑一顾。其
实教学相长，我觉得大学没有要求每个教授必须
教课，是愚不可及的。我认为适量的教学乃是研
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教学不只可以支援研究
，而与年轻人相处的过程中，往往亦能迸发出
新鲜的想法。



中国的大学（38）

7.资深学者行政任务繁重

由于官本位的思想作崇，当某学者完成出色的工
作后，最常见的奖励便是将他提升为系主任或所
长，不久之后更升迁为政府高层。这些出色的学
者肩负行政重担。

这些职责对大多数人来说无疑是十分吸引的，因
为行政人员能从政府处得到不少好处，同时他们
也拥有影响其他学者的能力。



中国的大学（39）

但是，行政上的文山会海，上下级的送往迎来，
都繁重得令人透不过气。再者，政府还会定期听
取他们的意见，这实在花去了不少时间。

由于这些学者往往是一个科研组的领导，为了获得
拨款资助，他们很难去拒绝这类任命。

在这样紧张繁重的工作环境，很难想象这些学者仍
能坚持其研究，发表具原创性的工作。



中国的大学（40）

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大学都与
前面提到的巴黎大学相似，所
不同者，是某些官员和某些院
士取代了教会的角色而已。纵
然如此，中国的领导人还是热
切期望再花十年光景，中国学
者就能获得诺贝尔奖。领导人
倒是真心真意冀盼在中国建立
世界上最好的大学。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



中国的大学（41）

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必须看到获颁诺贝尔奖的发
现来自政府管理的研究极少。大部分发现都是科学
家在无意中得之。要培养这样的研究环境，就要科
学家有充分的自由去选择研究项目，就算他的研究
理念和方向与众人相异，也不横加干涉。

可惜在今天中国的科研体系中，如果有如此特立独
行的教授，那他就连普通过日子都有困难。

可是中国确实有能力办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在抗
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就是主要的例子。



中国的大学（42）

除了培养人才外，高等教育也须以独立客观的方
法树立道德的典范，寻求人类互惠并存的原则，
揭开大自然的奥秘和抒发人类内心的感情。故西
南联大结束时，冯友兰教授指出「联合大学以其
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
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
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宋儒说：「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不亦宜乎。



个人建议（1）

1．建立一套基于东西文化为基础的世界文明

今日的西方文化发源于古代希腊、埃及、基督教
及巴比伦等文化。而东方文化如印度、穆斯林、
中国等文化亦同样深厚，影响至钜。它们历史悠
久，曾经风光一时。



个人建议（2）

这些文化的共存或融合，除了在经济和政治上具
有深远影响外，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难以估量
。怎样去透过相互的了解和从本身的价值出发，
消弭当今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乃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崇高任务。



个人建议（3）

佛教于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土，到了宋明学者始能
奠定儒教共存的基础，期间花了上千年时间。中
国文化具有容纳其它文化的独特性质。要建立一
套放诸四海文化皆通的伦常体系非常重要。这个
理想不单要靠哲学家，也须依靠各门学问的专家
，比如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意见。

朱
熹



个人建议（4）

2.透过科学和艺术使学生懂得欣赏自然的真与美。

年轻学子要培养出对科学艺术中的基本问题的
 浓厚兴趣。学术大师要被介绍到国内，而本土亦
 要培育出学术大师。这些学术界的领袖会指出正
 确的研究方向，找寻需要解决的适当问题。



个人建议（5）

不这样做，大学便会沦
 为政府、军方、工业界
 或捐款人的工具。

3．与社会互动

大学固然要为整个社会服务。但是，应该由
 大学本身去决定社会需要什么，而非盲目地
 满足社会的要求。



个人建议（6）
大学在支援技术开发当中，不应该从事具体的管理或成品
的开发。在1990前后很多中国的大学曾尝试这样做，但都
没有成功。
崭新的技术对基础科学的帮助甚大，它一方面提供了新的
工具，另一方面又给基础科学提出新的课题。
反过来说，绝大部分技术方面的突破都来自基础科学，中
国的大学应该专注于发展跨越基本科学，工程技术，人文
艺术等学科的综合领域。
近代教育家往往因为大学太过偏重理论教学，实务教学不
足，以为大学应当对产业界负责任，替产业界全面培养人
才。下面是一个近代教育家对传统和近代教育的一个比较
。



传统和当代大学知识特质比较
Barnett在1994年发表的文章《The Limit of competence》中对传

 统和当代大学知识特质进行了比较。

传统大学知识 当代大学知识

知所以然 知其然

书面沟通 口头沟通

个人的 人际的

内在的 外在的

能力本身 能力的可转换性

知性的 实质的

思想 行动

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

理解 知讯



表（续）

传统大学知识 当代大学知识

知识之过程 知识之成果

带有价值 价值中立

以学科为基础 以议题为基础

概念导向 工作导向

纯粹的 应用的

以命题为基础的学习 经验性的学习

个别化的学习 团队式的学习

整体性的 单元化的

没有特定利益 实用的

内在导向 工具性导向

我认为传统大学有很多好的地方值得学习。



个人建议（7）

我认为在现在中国的研究型大学里，传统比现代大学的理
念更为重要。我个人反对在研究型的大学里，将知识商业
化，将知识商业化的后果对创新是不利的，社会不可能有
大进步。
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在一九二一年开学时说，

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
 ，以 达于学术独立境界；

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
 生岁月；

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
叶校长这个演讲值得工科大学借镜。



个人建议（8）

4.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乃是上述建议的前提，没有学术自由，什么都
办不了。

要有学术自由，就必须有院校自主。

完全开放的、形态调控的大学在当前中国并不能一蹴而
就，过于急躁没有意识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的不安。

学术自由每每与其它形式的自由混淆。我们必须讲清楚
，这里所说的是：建立一个环境，使创造性的思维变得
可能。



个人建议（9）

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校长
时，他礼贤下士，在校园里容
纳不同的声音、相反的意见。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二战时期
的西南联大。这是中国大学的
黄金时期。

蔡元培(1868-1940)



个人建议（10）

只有容许学术自由，学者的知性品格(intellectual 
integrity)才能受到尊重及保护。学者应当坦诚地追
求知识，发掘新意，甚至牺牲个人的利益。当前
，中国学者的知性品格仍有不少待改善的地方。



个人建议（11）

美国社会学者 Robert Merton 在
《十七世纪英伦的科学、技术及
社会》一书中讨论到清教徒的价
值观对十七世纪英国科技发展的
影响。他指出一个有意思的事
实，那就是在当时68位皇家学会
会员中，竟有48位清教徒。Robert Merton



个人建议（12）

我相信只要一位学者心无欲求，品格高尚，那他
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往往得到成就。就如本人在
哈佛的同事中，具清教徒精神的也大有人在。



个人建议（13）

5.建立一个公平和合理的评审制度

在二十世纪，全世界大量的人才涌入美国，其中
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社会和美国大学提供了比其
他国家更优厚的机会，使这些人才能够发挥他们
的所长。这个制度的奠基石乃是完整的评审制度
。这个制度在中国是有机会达到的。这三十多年
中国体育的长足发展就是一个例子，毕竟体育的
成就是比较少争议性。但学术的成就却影响整个
民族前途，不可轻视。



个人建议（14）

6.鼓励激情和梦想

惟有激情的奋发，青年学者始能够在追求真和美
的大道上迈进。我们要教育下一代确立崇高的志
向。学懂技术以谋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
有抱负和梦想。
记得在五十年代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比美国早了一
步，对美国科学界和政界引起了极大的刺激。很
多学者抱着极大决心要迎头赶上，他们很快就达
到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类梦想。在这点上也可以
看到政府鼓励的重要性。



在上个世纪，由清华大学正式成立，由蔡元培出
任北大校长，及由南开正式成为大学，到西南联
大极盛时期，也不过是四十年不到的光景，改革
开放到今天也有三十年了，我渴望在短期内我们
能够重见当年西南联大的风采，不单是一个西南
联大，也应该见到十个二十个西南联大这样的大
学。



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金耀基在他的名著《大学之
理念》中谈到：“如果华人社会没有一百间以上
的第一流的大学，就很难想象21世纪会是华人的
世纪。现代化最终的动力与实力是知识，也即是
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



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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