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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教育家

高毅哲
清华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共产党
校长，执掌学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
在全国执行中央指示进行院系大调整
的背景下，制止清华图书馆被分拆。
那是 1952 年底，蒋南翔授清华大
学“帅印”。此时的清华，正处于风雨
飘摇之中。自梅贻琦 1948 年 12 月离开
之后，清华校长一职空缺 4 年，不期而
至的院系大调整，更是令清华元气大
伤。清华的文、理、法学院均被调
走，唯一剩下的工学院，被要求按照
苏联的模式划分专业，以适应高速培
养工业和科技人才的需要。
多年后，很多清华校友对此的评
价是，那时的清华，真正面临从享有
世界名校声誉的巅峰上跌落、继而办
成一般性技术大学的危局。
对于母校被“肢解”，蒋南翔一度流
下眼泪。他曾表示：清华怎么会同意把
理学院分出去呢？这对清华来说，无异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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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泻肚子”，
“ 伤筋动骨”办工学院，
理学院是绝对不少的。如果自己早到
半年，
就决不同意这个方案。
因此，当有人提出，作为一所工
科学校，清华图书馆已没有必要再保
存文法图书和古籍，应该把这部分收
藏分给北大时，蒋南翔坚决制止。
他说：
“大学是文化中心，它的图书
馆藏书可以也应该为社会各界服务并
对外开放，
拆散馆藏，
会损伤文化。
”
因为蒋南翔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的“又红又专”，大概从这句话起，就
显露端倪。
身为一名职业革命家，蒋南翔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
中共地下党，写出传世名句“华北之
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
了”。多年辗转白区和延安的经历，蒋
南翔怀有对党的绝对忠诚，“坚决贯彻
党的方针”，要把清华改造成一所多科

性的工业院校，使之成为新中国“红
色工程师”的摇篮。
但是，对教育，这位老革命，又
真的懂行——否则，他怎能一语道出
高校图书馆的文化之义？
为了把“旧清华”改造成“新清
华”，蒋南翔创立了影响深远的高校
“政治辅导员”制度。为了达到“又红
又专”的目标，蒋南翔形象地比喻学
校要建立四个“代表队”：政治辅导员
是政治代表队；业务学习尖子是攀登
科学高峰的登山队；运动员是体育代
表队；文艺社团是文艺代表队。
围绕这个目标，他在清华开展系
统性的工作。他主张“两种人会师”。
哪两种人？掌握较多业务知识但思想
觉悟有待提高的老教师，向往革命但
业务水平有待提高的年轻党团员教
师。这两种人，都要成为“又红又
专”的教师。为此，蒋南翔亲自介绍

老教师代表刘仙洲入党，还专门写了
文章 《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
宿》。此后，张光斗、张维、梁思成等
教授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而蒋南翔
另一项塑造清华独特风貌的举措，就
是由他提出并大力推行的“为祖国健
康工作五十年”。
他始终强调“又红又专”，他说
“只红不专”或“只专不红”都不行，
“原子弹，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搞的嘛，
没有这样的志气怎么能行呢！而如果
只专，他不愿意为祖国服务，而到国
外去享受豪华的生活怎么能行呢？”
他讲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
向，“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光想自己不想
国家，学习再好，技术水平再高，正
当中华民族处在被人凌辱的时候，袖
手旁观跑了，要这样的人干什么？”
他的“又红又专”，为清华留下了
历史的印记。从蒋南翔始，一批批清

华学生，带着鲜明的“又红又专”烙
印，走向国家建设事业的四面八方。
尽管蒋南翔从 1966 年就离开清华大学
的领导岗位，而且去世已近 30 年，但
不少人都认为，今日之清华大学，仍
然是蒋南翔的清华。如今的人们，也
可用淡然的心态回答当时清华人的惆
怅：
“清华，还是一流的。
”
1985 年，蒋南翔在最后一篇关于
教育的论著 《高等教育要认真解决两
个根本问题》 中说，中国长期的教育
实践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办
高等教育，必须优先考虑和解决两个
根本性的问题，一个是方向问题，一
个是质量问题。
人这一生，总要走向终点，总会
有最后一篇论著，最后一个问题，最
后一个解答。
而有的人，他的问题，他的解答，十
年，
几十年，
乃至百年，
都不会过时。

张静如：一生最迷是党史
通讯员 祁雪晶 王力可 本报记者 高毅哲

每一个投入张静如门下的学生，被
老先生要求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读《新
青年》。
不是光读正文，
而是每一篇都要读，
每一个字都要读，
连广告都不能放过。
没有学生去抱怨，因为他们知道，
这位突破中共党史研究的藩篱，把中共
党史研究提升到科学境界的老先生，当
年就是这么一篇篇读出来的。
那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张静如在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工作
期间，把《新青年》月刊一至九卷、四期
季刊，外带五本不定期刊，一字不漏，全
部读完。有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连广告
都看，张静如说，看广告可以知道很多
事，比如看杂志广告，就能够知道哪种
杂志上有什么人发表了什么文章。
他要的，始终是一手资料。而大量
占有一手资料，正是科学进行历史研究
的第一项工作。
或许从这里，人们可以理解，为什
么张静如可以被学界称为“明确提出中
共历史的学科性质是历史学科的第一
人”，为什么他可以突破长期以来人们
把中共历史研究当作政治理论学科的
局限，把中共党史研究带上了新的更高
的境界。
8 月 29 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
名党史研究专家张静如逝世。
学子们在网上留言：
“ 还想开学能
听到先生讲课，以后不可能了。
”

“歪打正着”的学术路
蜚声海内外的张静如，他的学术道
路却是从
“歪打正着”
开始。
1954 年，张静如受北师大马列主义
教研室派遣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
师从敬业而有点“教条”的苏联专家萨
波什尼科夫。张静如原准备把论文题
定为“梁启超改良主义研究”，结果苏联
专家大发脾气：
“你是共产党员，怎么能
研究改良主义？”
于是，他只好将论文题目改为李
大钊研究。这次，萨波什尼科夫伸出
大拇指，连声说“好”。
张静如后来略带调侃的回忆：“多
亏他，歪打正着，否则，我也许一事
无成。”
确定题目后，张静如首先集中精力
搜集李大钊的著作。当时，能够参考的
李大钊的著作目录，一个是 1951 年 2 月
3 日刘弄潮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李
大钊著述目录试编》，共一百多篇；一个
是同年 5 月 24 日上海《大公报》上发表
的蔡尚思的李大钊著述的分类编目，共
二百多篇。
张静如多方求问，最终在中共北京
市委档案室借来李大钊著作的抄件三
百多篇，全部抄下，并用能够找到的原
件校对。在此基础上，他又从报刊上发
现一些李大钊文章。随后，他结合五四
运动前后到整个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认
真研读李大钊的著作，列出写作大纲。
经过半年的时间，他写出了毕业论文
《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
扎实的资料基础，让这篇论文一问
世就风华正茂。1957 年，
《李大钊同志
革命思想的发展》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
版，成为国内外研究李大钊革命思想的
第一本书，填补了一项历史研究空白。
1978 年，他又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在《光
明日报》上发表《李大钊同志的历史功
绩——驳“四人帮”对李大钊的诬蔑》，
为李大钊平反。作为李大钊研究会的
元老，他东奔西走，推动中国李大钊研

究 高 潮 的 到 来 …… 这 一 个 又 一 个“ 第
一”，让张静如成为“国内李大钊研究的
第一人”
。
年仅 24 岁就出版了人生中第一部
学术专著，恐怕张静如自己都没想到这
一点。因为在中学时期，他是个不折不
扣的顽童。
早在上初一的时候，张静如就抽了
人生的第一口烟。那年他 11 岁，看邻居
家的大孩子抽烟，觉得好玩，问：
“ 抽烟
是什么味儿？”大孩子说，你试试。张静
如拿过来一口吸进去，头立刻就晕了，
待吸了第二口，便已不再发晕。从此，
张静如开始偷着抽烟，为此，还把家里
给他买早点的钱都拿去买烟。
不仅如此，他还逃学，打球，就是不
学 习 。 老 同 学 魏 华 聪 问 他, 不 好 好 念
书,将来怎么活着？张静如说不要紧，
我爸养活我。
魏华聪说，你爸爸要比你先死，到
时谁来养活你？
一语惊醒梦中人。张静如从此下
决心好好读书。也因为这句话，魏华聪
成了他一生感谢的对象，
“他的一句话，
改变了我的一生”。
此后几年，张静如刻苦读书，成绩
突飞猛进，也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高三毕业前，因为特别向往当著名
历史学家陈垣的学生，他决定考辅仁大
学历史系。当时报考大学要填五个志
愿，张静如全填了辅仁大学。
后来，张静如回忆说：
“做事不能姓
‘碰’，而要‘想’，考不上，就去工作。我
要当陈垣先生的学生，我要成为历史学
家，当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这就是我那
时的决心。现在，许多考大学的高中毕
业生没有自己的志愿，完全姓‘碰’，碰
上什么学校、专业就上，也不管自己喜
欢不喜欢。其实，兴趣很重要，要做的
事没有兴趣，肯定做不好。
”
那个夏天，张静如如愿以偿，进入
辅仁。短短几年后，以李大钊研究为起
点，他崭露头角，连冯友兰都两次出面，
把他邀请到家中，希望他留在北大。

坚决不人云亦云
张静如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内完
成蜕变，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接受了科
学的学术训练。
那时的张静如，上课时听的是各位
大师的亲自传授，课余时便在图书馆里
刻苦攻读。为了研究问题，他除了在辅
仁大学图书馆看书和向老师借书之外，
还常去北京图书馆。手里没有坐车的
钱，他只能走着去，虽然很累，但却不在
乎，来回劲头十足。每去一趟，他就待
够一天，中午只吃个烧饼。他没钱买
书，便把自认为重要的原始材料用手抄
下来。每抄完一个材料，他都像完成一
件大事，
“心里美滋滋的”
。
在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工
作时，他曾多次聆听陈垣等名师的教
诲；在北京大学进修哲学期间，他又接
触了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等名师，由
此在史学与哲学两个领域都受到良好
训练。在这一阶段，他总结出进行历史
研究必备的两个条件：一是要掌握大量
的原始材料。就是说，一定要从大量原
始材料中分析出结论，不能靠二手材料
做文章。对于以往研究者的成果，可以
而且应该参考，但不要被其左右。二是
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 不管研究者以
什么理论为指导，这是个人的选择，但
没有理论指导不行”
。
这个总结，成为影响他一生的研究

流。今年，他任总主编的《中国当代社
会史》获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这个奖项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仅有两个。直到 6
月份，他已经重病缠身，仍然没有停下
思考，还向党中央建议加强中共党史学
科建设……

“每十个党史博士就有一
个是他的弟子”

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静如。
思路。他在研究过程中一定要准确掌
握确凿的“一手材料”，坚决避免不求甚
解地照抄
“二手材料”
及人云亦云。
这个坚决不“人云亦云”，还给他带
来一场小麻烦。
1959 年上半年，张静如担任党史课
教员。他看到《中国青年》记者采访当
时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的一篇报
道，董老在里面说毛泽东在中共一大时
当选为中央委员。原来，董老把中共三
大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局秘书的事给
记错了。在课堂上，张静如就对学生们
说了董老出错的事。
后来这事被反映到学校，一位领导
找到张静如，把他批评了一顿。董老是
一大的出席代表，领导说：
“ 是你知道
‘一大’，还是董老知道‘一大’？”弄得张
静如啼笑皆非。
这场小风波当然没有动摇张静如实
事求是的决心。张静如对自己的学术活
动特点描述为“有开创性、实事求是、深
入浅出”
，
可以说，
“思想解放，
实事求是”
正是对他一生学术精神的高度概括。
这与张静如给别人留下的第一印
象恰恰相反。
人们初见张静如，常常会觉得他是
个老派守旧的人，因为他脚上总是穿一
双老式布鞋，绝大多数时候一身便装，
极少着西装、打领带、穿皮鞋。
然而，
他的观念却非常现代，
时刻从
飞速发展的社会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
中汲取营养，
不断寻找新的研究角度、开
创新的研究领域。他在充分掌握材料的
基础上，还要深入研究，提出建设性意
见。
他常常批评学生：
“有的同志写的文

章，
堆积不少材料，
却缺乏提神之笔”
。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可以冲
破窠臼，
为党史研究打开一片新天地。
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说，理想的
人生应“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追
求“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保持一个
“活泼泼地之我，
无尽青春之我”
。
对李大钊的研究者张静如来说，用
这话形容他的学术人生，
再恰当不过。

“党史就是中共领导人民
过上好日子的历史”
“有人说，学问有两种，一种是把谁
都不懂的东西讲得谁都懂，另一种是把
谁都懂的东西讲得谁都不懂。先生当
然属于前者，他的教学非常口语化、通
俗化，深入浅出。比如说，如果用一句
话总结中共历史，有人说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历史，但先生总结为‘中共领
导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历史’。”北京师范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树荫说。
不要小看党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还是“中共领导人民过上好
日子的历史”这样的表述差异。这恰恰
点出了新时期以来，困扰中共党史研究
的根本性问题：党史学的学科性质和研
究对象应该如何界定？是政治理论课，
还是历史科学？
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明确提出
质疑的，
正是张静如。
长期的实践中，党史学在高校一直
被列为政治理论课范畴，使人们逐渐忘
了它作为历史学科的性质。张静如敏
锐地意识到，这种错误的认识和定位，
对党史学科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赵朝峰

摄

张静如认为：
“学科性质问题，是研
究一切问题的前提。只有承认党史学
是历史科学，才能使党史学的研究按照
自身规律发展。摆错了位置，难于避免
走上歧路。
”
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之后，张静如
在《党史研究》上发表了《党史学科建设
断想》一文，从学科建设的高度，第一次
明确指出“党史学是历史学”，并系统地
论述了中共党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
象、理论方法等问题。学科的性质一旦
明确，就为中共历史学科的建设奠定了
基础，这一点对于中共历史研究来说至
关重要。
此后，张静如又率先提出要从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角度
研究中共历史。
长期以来，党史研究并不重视这个
问题。张静如提出，不要老是研究阶级
斗争、路线斗争，应该重视生产力的研
究。1993 年，他发表《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与党史研究》一文，
提出党史研究的对
象是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
奋斗的历史发展全过程。中共历史学主
体部分的研究体系和研究重点，要体现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核心内容。在党
史研究中,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
准衡量政党、集团和个人的历史作用，
评
判历史事件的性质、作用和意义。
作为学科带头人，张静如不断在党
史研究领域中开拓疆域，为党史学科开
辟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2001 年，他突破传统研究模式，在
北师大党史学位点开设了中国共产党
与社会现代化研究方向，从现代化角度
观察党史，引领了中共历史研究的新潮

从改革开放至今，张静如培养了一
百多名硕士、博士、博士后和国内外访
问学者。同时，他还团结了大批青年党
史研究工作者。
提携后进，为党史研究学科培养一
批又一批新生力量，是张静如埋头学术
外另一个愿望。
在纪念张静如从教五十周年时，时
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
感慨地说：
“在党史界，张静如先生指导
培养的研究生最多，平均每十个党史博
士生中就有一个是他的弟子。”
对待学术，张静如一生严谨苛刻，
而在对青年人的成长上，他却始终宽容
鼓舞。
“对青年人要包容，要支持。”这是
他长期坚持的对待成长中的青年人的
态度。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年轻人发言还
没结束，就被一位老同志反驳。张静如
不仅支持年轻人大胆把话说完，还批评
了老同志不尊重年轻人的做法。
从 1986 年开始，张静如发起组织
全国党史学位点年会，构筑青年人相互
学习、交流思想的学术平台，三十年来
从未间断。2002 年，他又自筹钱款设立
了我国党史学领域唯一的一个学术论
文奖励基金——
“张静如中共党史党建
优秀论文奖励基金”，来调动年轻人的
积极性。
张静如带研究生有一套独特的方
法，他自称为“师傅带徒弟”。在与学
生探讨学术问题时，他常常将对某一
论点的阐述融于和弟子娓娓动听的叙
谈之中，他习惯点起香烟，让枯燥的
思辨与恰如其分的构想也如烟雾般散
开，令学生茅塞顿开。
许多学生在张静如的指导下，做
出了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其中王炳
林的 《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 荣
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这是全
国中共党史专业第一篇论文获此荣誉。
无论是奠基学术，还是教书育人，
张静如尽皆念兹在兹，如痴如醉。
“务实
求真开新经，情满杏坛英才出”，这是他
对自己学术人生的真实写照。

【链接】
张静如，我国当代著名马克思
主义理论专家、中共党史学家。
主要从事李大钊、中共党史党
建、高校党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研究，首倡中共党史学研究、以中
国社会史研究深化中共党史研究，
提出并论证了中共党史是历史科学
及其重要意义。
总计发表学术论文 300 多篇，
出版 《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
展》、《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社
会》、《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社
会》、《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毛泽
东思想概论》、《中共党史学》、《唯
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中国共产
党通史》 等 40 余部专著和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