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展台
电话：010－82296896� 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1478209202014 年 10 月 20 日 星期一／ 08AD

总书记最近在讲话中指出，“大学

是一个研究学问、探索真理的地方。”而

只有崇尚独立、自主、创新、宽容的大

学文化，才可能完成研究真理和探索学

问的使命。大学文化是大学的核心竞争

力之所在，也是大学赖以生存、发展和

完成社会责任的根本保证。大学文化作

为人类文化中的一种高层次文化，不仅

服务于社会，而且可以引领社会。因此，

聚焦大学文化，研讨大学文化，对于建

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2014年9月23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举
办，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承办的首

都师范大学6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大
学文化论坛”成功举行。清华大学副校

长谢维和、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曹卫东，

著名学者朱青生教授、杨东平教授、陈

嘉映教授、陶东风教授，著名画家陈丹

青、知名作家张悦然和蒋方舟，以及三

位学生代表分别发表主题演讲，结合大

学传统、时代精神、社会热点，以及与

高校自身建设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

入讨论。涉及“全球化时代下传统大学

精神的传承”、“中外大学精神的比较与

对话”、“现代科技与大学人文精神的融

合”、“大学的学术研究与公共关怀的关

系”、“拥有专家与公共知识分子双重角

色的大学知识人”、“大学生的理想情怀

与求实精神”、“中外大学生的自我定位

与社会责任”等七大主题。

围绕如何构建当代大学文化，与会

者指出，大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办学实

践的基础上,经由历史积淀、自身努力和
外部环境的影响逐步形成的，并渗透在

大学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

和环境文化之中。大学文化在于人文精

神、在于大学自治、在于一种批判主义

的思维，大学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文化，

应避免功利化和行政化对大学文化的过

度侵蚀。

大学校长论坛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认为，衡量

一所大学不应仅仅看一些可以被量化的

数据，而应该看它树立起了什么样的价

值观与大学精神。一所大学的精神是不

会因为时代的变化或者一时的困难和挫

折而发生变化的，是对学生的根本性支

撑，也是大学的竞争力之所在，可以说

是它最重要的办学资源之一。我国在

1995年就提出了学校文化建设要重视的
三个问题，第一要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

质，第二要提高大学教师的文化素养，

第三要提升大学的文化品位，这三点至

今都是适用的。从社会的角度评价一个

大学的时候，也应该将文化品位作为一

种标准。在国际上有很多种大学排名，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所占权重非常大

的指标，就是声誉。而对于声誉的评价

并不是由学术权威来做出的，而是社会

上不同层次的人参与得出的结论，也就

是通俗说的“口碑”。而大学文化与精神

的建设决定了其社会声誉，也是普通人

选择和评价大学最基本的标准之一。

谢维和校长认为，大学文化和大学

精神的内核就在大学的“大”字上，

“大”意味着拥有一种更高的眼界、责

任，有一种更加宽厚的学术的、文化的、

工作和学习的基础。以责任和视野而言，

这样的“大”意味着从一个更恢宏的角

度看问题。对大学精神文化的建设有两

点，首先应该体现在制定人才培养战略

上，让学生在学习上拓展自己的视野，

能在更恢宏的空间中考虑什么东西更重

要，什么东西值得花更多的精力去学习。

第二点是大学要对自身价值有正确充分

的认识。对于一个学校来说，能够把自

己独特的价值和贡献用语言表达出来，

其实就是非常具体和直接的一种文化建

设。它体现了学校的一种精神，体现了

学校的一种办学理念。同时我们要意识

到，大学的文化不是死的东西，是一个

活的东西。它既是过去的历史传统，也

汇集了今天大家为它所做的一切，它更

像是一篇故事。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曹卫东用两个

词概括了大学的核心价值———自由，寂

寞。他认为在现代相对“热闹”的大学

环境里，耐不住寂寞，就会让我们痛感

大学的价值出了问题，而抵抗外界诱惑

的关键是要在寂寞中坚守人文精神的传

统。曹卫东校长以现代大学传统的开创

者柏林大学为例说明，大学要允许精神

在其中的全面展开，从主观精神到客观

精神到绝对精神，这基于柏林大学执掌

者黑格尔的思想。同时他借柏林大学的

狄尔泰的 《精神科学导论》 论述现代大

学在发展中如何面对种种挑战，关键要

认识到人不能被简单地物化，而是一种

精神存在，而大学应该是精神科学研究

的场所。

曹卫东校长还回答了“大学到底要

提供什么”这一问题，他认为是知识与

思想。“孩子们走进大学是因为他们有

向前的动力，求知的欲望。而我们的社

会靠知识引导向前，靠思想的魅力和力

量引导我们向上。”曹卫东校长尤其指

出，大学提供的知识和思想必须是真的

和良好的。因为知识可以导致好的一面，

也可以导致坏的一面。在历史上看，德

国在极富有知识和思想的同时，也作出

了最荒唐的事情，所以知识和思想的引

导不一定保证我们求真、求善、求美。

大学有责任提供真的知识和好的思想。

而要这样做，就必须批判学术资本主义，

学生和老师不要简单地用学费或者课时

费来计算自己的付出和收获。曹卫东校

长也肯定了批判性思维的可贵。即要

“敢于和自己、敢于和他人、敢于和社会

保持距离，并且用一种非旁观者的立场

审视他。如果我们有了好的思想，真的

知识，又有了批判性的思维，且不掉到

学术资本主义的怪圈当中，大家能够健

康地成长，这就是我们大学文化和大学

精神所在，那么这种精神引领下成长起

来的学生是我们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之

一。”

学生论坛
北京大学博士生林品从“宅”谈起，

剖析了在当代社会转型期，大学生是如

何进行去社会化与再社会化的。他发言

中出现的“高贵冷艳”、“二次元宅”、

“卖萌”、“中二病”等流行用语充分展

示了当代年轻人所处的真实语境。而作

为一名年轻优秀的青年亚文化研究者，

林品又保持着适度的审视距离，他指出，

与长辈们对“宅”一族的刻板印象相反，

“宅”在年轻人看来是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和对个人生活方式的确认，很多时候是

正面和积极的。“宅”现象出现的背后

原因是年轻人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变化，

从所谓“十年寒窗苦读、只为高考一搏”

的应试教育制度到“想唱就唱、我最闪

亮”的选秀节目，集体主义宏大叙事被

个人主义话语所取代，而市场经济的物

质环境与个人主义的精神氛围，使得年

轻一代格外看重个人权利，格外强调私

人空间。与此同时，独生子女一代生活

在没有了伯伯叔叔舅舅姨妈的小家庭中，

而人口流动又造成了整个社会人际关系

的相对陌生，因此个人难免处于孤独与

疏离状态中。林品又乐观地指出，数码

世界一方面让人们足不出户成为可能，

客观上支持了“宅男宅女”们，但同时

也建立了社交网络，让大学生们在网上

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分享更多资源，也

结交更多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

北京语言大学硕士生，来自葡萄牙

的裴嘉骏则展示了充满异国风情的葡萄

牙校园文化：大一新生为什么自愿被捉

弄，合唱团如何运行，校服背后的文化

含义，通过对不同教育制度的解说，展

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观念和大学

生的价值追求。他还通过解读中葡两国

著名大学的校训，对比了虽有差异但相

通的中西大学精神。

首都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北大历史

系硕士一年级学生卿倩文则从自身经验

出发，总结出大学教会了她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认识自己。大学对每位学生而

言，是从学生时代进入社会的缓冲地带

和修炼之所，要在此适应人生角色的转

变，才能更好地获得社会的承认。而在

认识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努力坚

持和培养面对挫折时能坦然处之的能力。

在大学中学会的第二点则是做一个有责

任感的社会化的人，传播正能量，在面

对社会阴暗面的时候也能保持赤子之心。

学者论坛
理工大学教授，教育专家杨东平教

授认为，与现代大学走向现代社会中心

地位的过程相伴的，是大学精神的式微

或者衰弱。他分析了四点原因，第一个就是

半个世纪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形成，今天

我们中国高考平均入学率达到76%，高等教
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30%，也就是说中
国的适龄青年当中有30%的人正在大学校园
里学习。依据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分段的标

准，15%以下是高等教育精英化的时期，
15%到40%是大众化阶段，40%以上达到高
等教育普及化，所以国外的发达国家都已经

进入了普及化的阶段，中国还在大众化的阶

段。由此大学教育的内在功能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从象牙塔变成了大批量培养学生的教

育工程，从学术殿堂变成了一个职业培训

所，在西方有人把大学称之为现代学术的超

市。第二个原因是科学和文化范式的分解，

人文主义社会学科越来越边缘化，具有强大

商业价值的学科，成为发展快、学生多、待

遇高的学科，科技主义、功利主义逐渐成为

学校教育的主流。第三个原因是学校、学

科、学院的研究由市场利益和跨国公司驱

动，极大改变了学术研究的动机和方式。第

四个原因是整个社会文化的范式转变，从读

写的文化进入视听文化、大众娱乐文化、读

图文化、网络文化时代，那么大学传统教化

环境在新的文化环境当中该如何来应对，也

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课题。

他认为，如果要重建大学精神，就必须

要重新建立几种关系：大学和政府的关系，

大学和市场社会的关系，大学和大众文化的

关系。面对当前大学中存在的问题，如果由

于担心腐败不愿意给大学放权，大学永远只

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这就是一个怪圈。打

破这种怪圈的方法是以改革促进改革，以大

学的制度建设，大学的诚信公开公正的招生

制度的建设来换取高校自主权，最终使其慢

慢地生长起来，大学制度、大学精神的复苏

和呈现也还是具有某种可能性的。

北京大学朱青生教授从北大元培试验班

的例子讲起，首先谈论了教育的目的是什

么。他认为教育是使人成为人，使人成为完

美的人、自由的人、全面的人。教育不是让

一个人掌握人类历史上所有优秀的东西，而

是让一个人能够自由地生长和发展，更有创

造力，成为自己可以成为的样子，这才是一

个完美的人。朱青生教授讲道，正是为了让

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充分地展示自己的愿望和

希望，元培计划开始在北大实施，学生进来

以后不分专业，可以在学校里任何课堂里面

听课，自己选择专业，在导师的指导之下完

成学业，然后毕业。然而元培计划并没有达

到设想的效果，因为社会的影响力太强大

了，强大到学生已经无法决定自己喜欢什

么，而是根据就业的压力，在家长和教师的

诱导和推进之下选择专业，甚至将元培当作

从冷门向热门专业转换的跳板。

朱青生教授还以自己开设艺术课程的例

子说明，如何在教学课堂实践中完成自己的

教育理想。其关键是教师必须培养学生的原

创性，包含两点内容：第一点是教师要给学

生做一个榜样，在自己的研究和态度上展开

多种新的可能性。第二点就是让艺术使人成

为人。当代艺术或者现代艺术的精神就是要

让人能够把自己内在的创造性调动出来，创

造性地进行思维而不是依赖于已有的思想和

已经成为系统的知识。艺术正是让人在这个

意义上既脱离传统对自我的限制，又脱离自

己对自我的限制。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陈嘉映指出，我们通

常会把大学看作是一个自由探索，自由讨论

的领地或者园地，而这种自由教育，不同于

对知识和观念的灌输。但在很多情况下，教

育和灌输并不那么容易区分。如果我们说灌

输是自上而下的，而教育是平等的。那么理

想的教育过程中，老师和学生的地位本该是

平等的，师生交流也应该是平等而自由的。

但事实上，教师和学生不可能是平等的，学

生学习的内容也必定是经过选择的，而考试

的存在也证明了学习的强制性。从小学、中

学到大学，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教育中强

制的因素越来越少，但即使在大学里，也没

有完全的师生平等。正如布迪厄等人早就注

意到的，无论老师采取什么态度，课堂上，

他总是处在注意力的中心。教育与灌输的区

别不能完全从当下所采取的措施来判断，而

是要从未来的发展回过头来看。小时候不愿

意苦苦练琴，但长大后弹得一手好钢琴使你

会理解和感谢父母，小时候家长把礼物说成

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即使你长大以后不再

相信，你也会当作善意的童话。但被灌输的

人一旦能够判断真伪，就会感到自己当年受

了欺骗，甚至无法原谅当年的教师。

陈嘉映教授认为，教育中的确总有灌输

和强制的成分。我们不必把自由教育理想

化。自由教育的内容不只是教育过程中应当

有自由探索和自由讨论，更重要的也许是，

教育过程中的强制性的措施都是为了最终培

养一个自由的心灵。为了能够培养自由的心

灵，首先，教师要努力做到把最好的、最真

实的内容教给学生。这说起来最基础不过最

简单不过，但真正做到也不那么容易。其

次，教师要尽可能从学生受益的角度来考虑

教育。规范、规训甚至惩罚的确是教育的一

部分，但我们希望学生更加成熟之后，能够

理解这些负面的措施。再其次，教师要尽可

能与学生建立平等的关系，鼓励自由讨论。

教育者不仅不要去禁止学生接触其他的观念

和道理，而是要尽可能鼓励他们去这样做。

尤其到了大学阶段，教育越来越多地依赖学

生自己的学习愿望和学习选择，实际上，我

们都知道，向大学生灌输这个那个，效果通

常适得其反。

陶东风教授在演讲中集中论述了大学文

化的普遍主义维度。为了实现大学的这种普

遍主义情怀，大学必须崇尚“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不能在思想的领域画出一个

圈子，写上“只允许在此地思考”；也不能

让权力和金钱剥夺大学的自主性。在真正的

大学，你能感受到学术的高贵、学者的尊

严，感受到这是具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与外

面世界保持距离的自主世界———正是因为有

了这个距离，大学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陶东风同时强调，大学的普遍主义立场与它

服务社会、服务公众、造福国家的功能并不

矛盾。大学文化拒绝狭隘的功利主义，但大

学因其无用而有大用。比如，用狭隘的功利

眼光看，想象力似乎是无用的，但是想象力

是一切有用之物的灵魂。大学里的生活应该

是优雅的，应该有很多人在那里发呆：发呆

不是什么都不想，而是在想一些永恒的根本

问题。大学生应该经常眺望风景，仰望天

空，观察云彩，驰骋想象。只有高远的想象

力才能让“中国梦”真正飞翔起来。陶东风

最后指出，大学的普遍主义文化还是维持世

界和平和人类团结的重要力量。目睹了20世
纪人类的相互仇恨的暴力历史，目睹了高科

技被用于屠杀同胞的残酷事实，强调这点尤

其重要。二战时期德国大学的悲剧充分说

明，一旦背叛普遍主义的人文精神，一旦大

学被党派利益和党派意识形态绑架，后果会

是多么可怕。那时德国的大学变成了“政治

性的大学”，甚至成为军营，学生和教师被

灌输纳粹的极权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

鼓吹暴力和仇恨。结果是大量的优秀学者流

亡美国，也有一些堕落为纳粹分子，教训极

为深刻。

作家艺术家圆桌会议
张悦然 （中国人民大学讲师， 知名作

家）： 说起来我跟大学有很深渊源，但又一
直是一个局外人。我父亲在大学里面教书，

我是在大学校园里面长大的。大家都说大学

精神最重要的是自由，我当时觉得他们真的

是非常的自由。到了每年夏天的时候，都有

一些大学生离开这个校园，在我们家住的楼

外面就有路边摊，总能听到有人摔酒瓶，有

人哭，我每次都会替他们难过，好像他们的

离别和我自己也有关系一样。在我的记忆里

面那应该是大学的生活，很遗憾的是我没有

在国内读大学，没有感受到那种气氛。对我

来说，在新加坡的四年里面其实是一个游离

的状态，因为计算机专业可能不是我所喜欢

的。因为这种遗憾所以现在我就去了人民大

学教书。但是我在很多时候可能还是不知道

自己的学生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们真正的理

想或者说他们真正想要的自由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永远都是一个遗憾。

蒋方舟 （新周刊副主编， 知名作家）：
我在清华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因为学校太

大，让你感觉世界就这么小。我在大学里面

遇到的第一个困境就是我发现我无法施展自

己在小说当中的才华，因为我选的是新闻

系。我第二个面对的是人际交往的困难，我

从来都是独来独往。结果上了大学之后非常

不适应，因为我面对着非常密集的集体生

活，宿舍有4个人，当他们各自交了男朋友
之后就变成了7个人，我永远都处在人来人
往的状态。最后我就格外排斥外面的世界，

不愿意与人沟通。我后来想如果我能再重来

一遍大学生活的话，我会更愿意和人交流，

不是对别人都抱有一个警惕的态度。第三

点，我觉得大学极重要的是给了我自我怀疑

的机会，教会了我反思的能力。大学教给学

生的应该是一种觉知能力，就是让每个人知

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而坚持其实意味着不

断的调整，可能经历无数次的试验，然后去

体察，去触壁，包括经历低落。我经过这

些，终于找到自己想做什么，真正喜欢什

么，我觉得这是大学教给我最重要的东西之

一。

陈丹青 （著名画家、 作家、 学者）： 刚
才你们都说自己大学时候很忧郁，其实我在

美国看到美国的同学也很忧郁，我回想我自

己年轻的时候虽然没有上大学，但后来发现

其实青春期的人都是忧郁的，不管是在动乱

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和平年代，或者在自

由国家，青春期就是一个忧郁的年纪。我回

想在你们那个年龄，我休想写出像你们那样

的看人生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进步。但是

有一件事无所谓进步退步，就是所有少年都

在忧郁的年龄，男孩在愤怒的年龄。

蒋方舟： 我对于我的大学印象很深的一
点是，我的同学们都非常的忙，特别成功，

特别优秀，但我自己总是无所事事，让我自

我感觉特别失败。但现在回想，我发现那是

自己人生中最长的一段时间可以名正言顺的

无所事事，如果有机会跟那个时候的我说一

句话，我可能会说你这时候虽然每天很悠

闲，不像别人时间抓得很紧，你也是对的，

你不用因此感觉到羞耻，这是我特别想对那

时候的我说的一句话。

张悦然： 我那时候学了一个不适合的专
业，在刚开始变成一个差生以后，觉得成绩

差不能接受。但现在觉得大学成绩差是一件

蛮骄傲的事情，这意味着你有自己的事情

做，不管你是去谈恋爱了，还是做其它你想

做的事情了，都意味着你在这段时间有其他

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同学们有时候也可以把

成绩的事情放下，真正想清楚自己要的是什

么。

陈丹青： 我相信人分几种，一种就是很
主流的青年，从小就乖，听话懂事，成绩

好，无论在中国和美国都有很多这样的人。

还有一种人就是天才，像比尔盖茨这样的

人，哈佛耶鲁有，北大清华也有，在学校你

不会注意到他，忽然他已经车房公司弄起来

了，已经什么都知道了，记忆力吓死你，这

两种都是天生的，没办法。还有一种是从小

到大永远打人，永远闯祸，但最后出人意料

的一种人。这类人有的可能一辈子很失落，

很潦倒，但有的却变成公司老板，动不动要

给我投资。我小学同学有一个叫朱志明的，

他在学校所向披靡，我们见到他在走廊那边

出现立刻就逃，谁都打不过他。可是有一次

我在无锡演讲，讲完后有一个中年男人默默

地走过来，他说陈丹青我是朱志明，我感慨

万千马上和他握手，结果他是霍普金斯大学

毕业，现在在开一个很大的公司，你完全想

不到当年这么能打架的人能够开这么大的公

司。最后一种人就是绝大部分相对普通的

人，没有太多自己的主张，我相信比例在百

分之六七十以上。

蒋方舟： 我看到有一个蓝翔技校的校长
开学的时候对学生说，你们如果不好好学习

的话，那和北大清华的学生有什么区别，我

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我同意陈丹青老师

说的，好多大学生他是对外界没有好奇的，

我们很多同学无论上什么课，永远都低着

头，他对外界没有好奇，我觉得一个能让学

生对他人依然好奇的学校就是一个好学校。

张悦然： 我的标准非常简单：我希望一
所大学多一点文艺青年，我觉得大学的时候

能做一个文艺青年是一件幸福的事。

陈丹青： 今天的听众是来自北京各大高
校的同学，但我发现他们问所有的问题都有

一个主旋律，就是我该怎么办，我这样做对

吗，我下一步怎么办，所有的潜台词都是这

样，你要是问你自己想什么他就呆掉了，显

然他从来没有自己想过，他永远觉得自己在

等一个指教，这是非常典型的。

（郑以然）

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
———记首都师范大学6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大学文化论坛”

大学文化论坛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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