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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30年前的告白
■储召生

又逢改版。 自2009年中国教育报
高教周刊更名创建以来， 类似的探索
已有多次。 读者朋友或许会奇怪： 这
么三番五次地改版， 周刊君到底想干
什么呢？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30年前。 1985年
7月， 在蒋南翔同志两次向教育部党组
建议下， 中国教育报“高教园地” 正式
创办 （创刊号见左图）。 按照时下大学
校史的算法， 高教周刊如今已步入而立
之年。

在创刊号的 《致读者》 中， 我们
开宗明义， 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也明
确了自己的责任。

一是要为高教战线提供交流平台。
“在这个园地里， 高等教育的实际工作
者和研究工作者可以就广泛关心的问

题发表主张和建议， 包括历史经验的总
结， 改革试验的分析评价， 人物的介绍，
国外高等教育研究等等。 希望您将读后
的意见告诉我们， 更希望您踊跃来稿，
帮助我们把这个园地办得丰富多采， 切
合实际。” 寥寥数语中， 我们不难看出版
面和栏目的定位， 以及对稿件写作和编
读互动的要求。

二是要在探讨争鸣中统一思想。
“教育阵地上不会天天发生惊人的新闻，
但是有着大量的需要反复探讨的问题，
有着更多的不断出现的新的问题。 本着
实事求是的精神……广泛地、 认真地、
充分地开展讨论， 将会对我们的工作有
所裨益。 经过讨论， 把大家的认识统一
于中央决定， 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教育科学， 统一于我
国高等教育的实践。” 可以说， 从创刊的
那天起， 我们就扛起了“理性、 建设性”

“姚班”十年：一场精英教育

■本报记者 储召生
通讯员 高原 赵姝婧

能考入清华的学生， 应该是人中翘楚
了。 清华的本科教育， 理所当然也应是精英
教育吧？ 如此推论， 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却
并不认同。

2005年， 姚期智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的
终身教职， 与微软亚洲研究院合作在清华开
始了精英教育实验。 这个计算机科学实验
班， 也被外界称为“姚班”。 10年间， 一批
批拔尖创新人才真的从这里迈向世界学术舞
台。

姚期智心目中的精英教育长啥样？

大师上课也要精心策划

“校内二次招生， 全英文授课， 全英文
交流。 没有国界， 没有教材， 没有拘束， 甚
至没有台上台下、 课上课下的分明界限
……”

姚期智此前“走过” 许多赫赫有名的大
学———哈佛大学、 伊利诺伊大学、 麻省理工
学院、 斯坦福大学、 伯克利加州大学、 普林
斯顿大学……当他决定在清华培养世界一流
的本科生时， 心中想的便是那些世界一流大
学课堂的画面。

姚期智主讲的“理论计算机科学”， 是
一门面向本科一年级的专业基础课。 每年开
课， 他都会极为认真地梳理教学思路， 每一
节都精心策划。 这门课他一讲就是8年， 直
至逐渐找到合适的年轻教师才把接力棒传下
去。 其间他还担任“计算机入门”、 “计算
机应用数学”、 “量子信息” 等多门课的任
课教师。 “姚班” 学生大都在低年级聆听过
姚期智的课， 并在短短的一两个学期内， 受
其影响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王君行， 计算机科学实验班2010级本
科生， 本科二年级就发表了第一篇全英文学
术论文。 而论文的灵感， 正源自姚期智课上
的一次“随意发挥”。

当时， 姚期智在课上介绍了著名的“拜
占庭将军问题”， 并将这与计算机系统的可
靠性保障问题相联系， 希望同学们提出解决
方案。 这些本科一年级同学也毫不示弱， 像
往常一样自发组成小组展开讨论。 一小节课
后， 姚期智请几个认为已找到答案的小组进
行演示。 有趣的是， 每当一组演示时， 其他
小组就会直接指出其中的不足和错误。

台上台下的讨论十分热烈， 看到时机成
熟， 姚期智便起身准备宣布标准的解决方
法。 这时， 一直没有说话的王君行站了起
来， 打断他说： “我还有一个方案！”

王君行走上讲台， 起笔写了四五行看起
来非常简单的算法。 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
姚期智后来回忆说， 当王君行写出那几行算
法时， 他思考了几分钟， 突然意识到眼前的
这位一年级学生真的解决了一个困扰学术界
30年的问题。

姚期智建议王君行把自己的想法写下

来。 此后数月， 姚期智及夫人储枫教授
协助他修改论文， 并就投稿期刊提出建
议。 2011年，王君行读大二时，这篇论文发
表在国际期刊《组合最优化学报》（Journal�
of�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上。

让学生体会“挑战的幸福”

“在这里要上的课内容不多， 但听起
来解渴。” 施天麟大一时选修了姚期智的
课， 这让平时上其他课觉得“吃不饱” 的
他， 毅然决定转到“姚班”。

在解放总学分的同时， “姚班” 提高
了每门课的难度。 有时一次课堂作业， 学
生就需要花二三十个小时， 而且还有可能
找不到理想答案。 这给了许多像施天麟一
样喜欢科研探索的学生充足的“挑战感”，
也激励他们把有限时间投入到对知识深层
的理解中， 进而做出一些创新性的工作。

2013级本科生范浩强也对课上“不
断升级” 的难度记忆犹新。 他们虽然只是
本科低年级学生， 却不像一般计算机系学
生从基础编码学起， 而是被“假设” 已经
掌握了这些基础内容， 课程更加偏重深层
次的理论计算的分析和架构。 这些被学生
们戏称为“虐心” 的课程， 却也让他们欲
罢不能， 听起课来十分“过瘾”。

范浩强把在“姚班” 听课比喻为“盖
大楼”。 “原本预想听完一门课， 自己的
思维会从‘一层’ 升至‘五层’， 这已经
很刺激了， 但没有想到， 老师直接从‘六
层’ 讲起！” 这种高强度的授课方式， 给
课上、 课下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一开始
很多同学不适应， 但渐渐地， 他们发现自
己居然可以做得到！ 这种“重新发现自
我” 的惊喜和肯定， 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
的潜力， 很多同学甚至不满足于课上所
学， 主动联系老师找选题、 做研究。

范浩强还注意到， 大家在意的不再是
纯粹的考试和高分， 羡慕的不是满分“学
霸”， 而是心中怀揣的那个高远的科研梦
想———立志要做出世界最顶尖的科研成
果。 这也正是姚期智创立计算机科学实验
班时的初衷。

“清华有许多很好的学生。 有一些是
中国典型的好学生， 每科都力争第一， 但
也有一些学生希望在大学里做自己真正感
兴趣的事。 我希望清华的环境能让大家没
有那么多压力， 而是能感受到学习、 研究
过程中的挑战与突破， 以及由此带来的幸
福感。 唯有这样， 我们才能培养出世界最
顶尖的年轻人， 不管他们将来是做学问还
是去创业。” 姚期智说。

开放包容的国际视野

许多人认为， 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
中国的差距主要在博士生教育； 换句话
说， 本科生教育中国也是一流的。 姚期智
刚到清华时， 原本也是计划构建一个培养
博士生的良好机制。 随后他改变了计划，
萌生了精英教育要从本科生抓起的想法。

姚期智认为， 在计算机科学领域， 国
内比较重视计算机工程方面的学习， 要想
真正有所突破， 要能与世界一流的本科生
教育媲美， 不仅需要国际化， 而且要富有
挑战性。 姚期智从根处解决问题的想法，
得到清华校方的大力支持。

10年来， 姚期智带领清华同行重构
了计算机本科课程体系， 对教学内容进行
优化重组， 注重理论基础， 全面覆盖计算
机科学前沿领域， 又突出计算机科学与物

理学、 数学、 经济学、 生物学等多学科领域
的交叉。 在姚期智的邀请下， 图灵奖、 奈望
林纳奖、 哥德尔奖获得者等顶尖学者、 大师
相继走进清华的课堂， 他们精辟的见解、 严
密的逻辑、 深湛的哲理， 以及演算和推导过
程中像棋坛高手般走出的奇着、 怪着， 常常
引得同学们屏息关注， 热烈讨论。

施天麟2013年到麻省理工学院交流学
习，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平时上课学习的方
式， 原来可以和世界一流大学“无缝衔接”。
施天麟性格偏内向， 但他在“姚班” 却非常
享受和同学们思想交锋的过程。 清华学堂的
讨论间， 成为施天麟们相约看书、 交流的好
地方。 “国外的学生非常热衷于讨论问题、
发表看法， 很多国内去的同学往往会比较羞
涩， 不过我们班的同学却不存在这个问题。”

不仅如此， 从“姚班” 走出去参与联合
培养、 出席国际会议和出访交流的学生， 截
至2014年年底已近450人次。 此外还有20余
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 伯克利加州大学等学
校的学生来访， 和“姚班” 学生们一起学习
提高。 这种国际化的、 开放包容的学习氛围
在姚期智看来， 是培养学生自信心的重要条
件。

团队协作的科研文化

姚期智鼓励学有余力的本科生参与科
研。 在“姚班”， 本科生从不缺乏接触科研
的机会， 首次接触可以从一门课开始， 或是
一个已知的项目。 姚期智把计算机科学实验
班形象地比喻为“超级百货商场”， 老师们
的研究工作是“商品”， 学生们可以根据兴
趣“选购”。

上文提到的王君行， 大二在国际学术期
刊发表科研论文后， 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科
研之路。 3年后， 他成为全球第一个在本科
阶段获得ACM计算经济学国际学术大会最
佳学生论文奖的人。 如今， 被姚期智亲切地
称为“聪明的小鬼” 的他， 已在卡内基梅隆
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在姚期智看来， 发现自己的兴趣点， 对
本科生来说很重要； 融入到一个科研团队，
感受团结协作的科研文化同样很重要。。

而计算机学科未来的远景， 恰恰孕育在
它“初生” 时的自然属性———交叉之中。 如
何在清华建立一个学科交叉、 本科生参与的
研究环境？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姚期智亲眼
见证了中国在世界微电子领域竞争中的“错
过”， 他意识到未来量子信息和量子科技将成
为新的发展点， 中国必须得跟上。 而量子计
算除了需要理论计算机专家外， 同样也需要
懂量子计算的物理学家。 于是， 姚期智想到
了段路明。

段路明本科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
2010年10月， 段路明在密歇根大学正准备给
学生上课， 突然间身边的电话响了， 电话那
头居然是姚期智本人。 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两个星期后， 姚期智专程飞到密歇根大学与
他会面。 两个月后， 段路明加盟清华。 2014
年10月， 段路明研究组首次在常温固态系统
中实现了抗噪的几何量子计算， 该成果是量
子计算研究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 研究论文
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 《自然》 上。 论文第一
作者祖充是交叉信息研究院在读博士生， 共
同完成文章的还有两名本科生。

“清华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 姚先生以他
的威望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资源， 这里的研
究环境比许多国外的研究机构更有弹性和空
间。 我们感受到姚先生的信任， 同时更加敬
佩他对科学研究前瞻的判断和独到眼光。” 段
路明说。

截至2014年12月， “姚班” 学生本科期
间共发表论文110篇， 其中以学生为论文通
讯作者或主要完成人的共84篇。 即使在国外
世界一流大学， 本科生也很少能在国际学术
期刊发表文章， 更少有学生会有完整的科研
经验， 但在“姚班”， 几乎1/3的本科生都有

“科研成就”。
“这里拥有最优秀的本科生和最优秀的本

科教育。” 图灵奖得主、 美国康奈尔大学约
翰·克罗夫特 （John� Hopcroft） 教授说。

捷径
2015年艺考大幕正在拉开， 虽然艺术院校普遍缩招，

但各地考生报考热情不减。 专家建议， 家长和考生对参
加艺考应持理性态度。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秀
高教观察

灭一灭校园“官气”
■秦惠民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发展壮大的同时， 在服
务社会的改革发展过程中， 面临理性丧失的危
险似乎不是危言耸听。 高等教育要更好地服务
社会，就必须更好地坚守大学理性，始终保持独
立的理性立场以及与社会的适当距离； 大学与
社会的关系，犹如太空中运行的天体，既相互吸
引，又彼此排斥，一旦这种平衡关系遭到破坏，
势必是毁灭性的“坍塌”。

当前不少大学在争创世界一流的过程中，
人们更多看到的是“失去灵魂的卓越”，大学之
道正在偏离， 大学的公共性正在受到严峻的挑
战。 大学已不再是清心寡欲之场， 视知识为工
具，视利益为父母，以改革的名义把大学变成官
场和市场，媚俗和趋炎附势，原则和尊严丧失，
这正是今天人们一再探讨大学的本质， 呼唤大
学理性、大学精神的现实背景。

近些年来， 大学内外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
批评，特别是对于高等学校行政化的广泛诟病，
可归结为对于大学自身的某些变化偏离高等教
育价值要求的批评， 主要是指责近些年来公立
大学违背了高等教育价值对其基本形式的逻辑
要求。在批评大学行政化的声浪中，大学的领导
者们往往热衷于批评大学行政化的外部关系表
现， 即政府对大学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和资源配
置方式， 而有意无意地回避渗透在大学内部的
行政化思维和行为方式所导致的问题、 危害及
其深刻影响。 其表现方式很多，突出的有几种：

其一是折腾。 即有的大学领导者按照自己
的主观意愿，违背高等教育价值及其实现规律，
以行政首长说了算的方式进行所谓的“改革”，
不断折腾学校、学院、教师和学生，导致学校难
以安宁，学院、教师都不胜其烦，难以获得秩序
稳定的教学科研环境。

其二是量化管理。不是根据科学规律、学科
特点、 学术要求和学者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实事
求是的考核和管理， 而是行政化地进行量化管
理，划定刊物级别，追求国外发表和课题数目，
定时定量，以数量和排名为指标，使复杂的学术
管理活动变成只要会操作电脑的行政人员即能
评价出学术和学者的优劣，技术性地追求“没有
灵魂的卓越”。

其三是学科化模式。 学科这一具有中国特
色的概念， 在国外似乎并不受到如此重视甚至
不被认知。 学科是中国高校外部和内部管理长
期行政化模式的产物， 以学科为归类标准进行
人才培养，进而以学科来进行科学研究分类，以
学科来进行管理、 考核特别是进行各种各样的
资源配置。 学科制度实现了学术管理与行政管
理的制度同构。 有了学科， 就有了学科建制和
“学科建设”，就分出了所谓的“学科主流”，学者
的科学研究就会以学科为框架被“主流化”或者
被边缘化，学科在大学里成为神圣之物，一切都
与此有关。 以学科为名的各种名目的管理和学
科配套性资源分配， 深刻影响着大学教学科研
的状态、发展和水平。因为没有学科的科学研究
在大学里几乎难以得到身份认同， 没有学科就
无法进行人才培养， 没有学科就得不到任何资
源。因此，人们为了学科而十八般武艺无所不用
其极。对科学和真理的追求，被限制和固定在一
个个以行政方式确立和掌控的僵化的学科框架
内， 时时被顶礼膜拜。 学科大大方便了行政管
理， 学科大大提高了行政权威及其深入影响教
学科研的程度， 学科也大大拓展了行政权力的
寻租空间。

其四是“衙门”作风。 大学里的文牍之风盛
行，繁文缛节充斥，本来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学
校机关演变成一个个衙门， 趾高气扬、 盛气凌
人，学校领导秘书成群、前呼后拥、车队成行、官
气十足，校领导出现时有如“首长”驾临。

显然， 大学内部的行政化不符合大学知识
生产和科研创新的要求， 亦不符合高等教育的
价值逻辑以及价值实现的基本形式要求， 更不
符合培养创新型现代社会合格公民对于育人环
境的基本要求。 此风当刹。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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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有许多很好的学生。 有一些是中国典
型的好学生， 每科都力争第一， 但也有一些学
生希望在大学里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 我希
望清华的环境能让大家没有那么多压力， 而是
能感受到学习、 研究过程中的挑战与突破， 以
及由此带来的幸福感。 唯有这样， 我们才能培
养出世界最顶尖的年轻人， 不管他们将来是做
学问还是去创业。”

特别报道

的大旗。
坦白地说， 30年前创刊时短短数

百字的告白， 已将今天高教周刊的宗
旨和任务高度概括。 有所不同的是，
30年前我们面对的是学习和贯彻 《中
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30年后的今天， 我们的教育改革已步
入深水区， 面对的是改革和发展的新
常态。

当然， 30年后的今天， 我国的大
学教育已经告别“短缺时代”， 我们
面对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根本的改
变。 特别是在社会舆论高度关注教育
发展、 平面媒体面临激烈竞争的新形
势下， 我们必须应势而动。 三番五次
地改版， 正是我们不甘落后的努力。

我们将努力改变文风。 文风问题
也即作风问题。 我们将努力做到“三
贴近”， 尽力满足读者对内容求变求

新的要求。 即使是再高深的理论， 我们
也尽量做到通俗的表达。

我们将努力优化流程。 流程问题也
即时效问题。 我们将缩短作者与编辑之
间的距离， 加强周刊作品的新闻性。 在
某些版面和栏目， 我们将延请高校贤人
客串主编 （比如今日11版）。

我们将努力开通言路。 言路问题也
即态度问题。 我们将增加观点交锋的频
度， 提高评论的锐度， 最大限度发挥教
育主流媒体的引领和服务功能。 在这个
“人人都是教育家” 的时代， 我们更不
能沉默。

“希望您读后点评， 更希望您踊跃
来稿”， 是我们30年来不变的请求。 文
慧园北路 10号， gaojiao6@aliyun.com，
我们在这里等着您。

（题图为1985年7月30日 《高教园
地》 创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