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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深
切地影响着
现 在 和 未
来 ，不 仅 表
达着一个时
代 的 心 音 ，
还书写着人
类文明进步
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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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永远在选择，永远在向好里
选择。人永远在创造，创造自己的价
值。生命的意义是由自己选择而来
的，是自己赋予的。”这是法国哲学家
萨特的一段经典之语。借用于此，我
是想说，进入大学不啻为人生的一次
重要选择，而且必然是一次“向好”的
选择。

大学是解读不平凡世界和不平
淡生活的别样注脚。那么，大学应该
担当怎样的社会角色，又应该如何让
这一角色落地生根？大学要在大的
维度上，宏阔构架，不息求真求新的
思想之火；在小的落脚处，萃取不可
穷尽的人生光华。

大学之“大”

大学之“大”，是大学之特质所
在，也是大学之尊严和荣耀的象征。

大学之大史。大学深切地影响
着现在和未来，不仅表达着一个时代
的心音，还书写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历
史。大学的产生、传承，清宁、繁盛应
始终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同向而行、
相得益彰。大学的大历史体现在不
断传承衣钵的一代代学人，不断展现
思想光华的年轻学子，不断产出的新
思想、新知识和新技术，使得大学保
持着永久的活力与魅力。

有学者统计，从 1530 年至今，整
个西方世界存活下来的机构一共 85
个，其中70个是大学。鲁迅先生也曾
讲：“北大是常新的。”其实，每一所有
理想、有追求的大学都是历久弥新的。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光绪皇帝
和慈禧太后仓皇西逃西安。民族危
难之际，为拯救国运，培育人才，陕西
巡抚奏请设立陕西大学堂，这就是西
北大学的前身。从这时起，西北大学
便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延续的火种与
新苗，是中国西北地区最早的现代高
等学府，是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
两大堡垒之一。

大家可能对抗战期间的西南联
合大学耳熟能详。与之遥相呼应的，
在陕西还有一批平津院校迁来组成
的西北联合大学。这所大学，不但聚
集了大批的学术大家，培养了大批的

国之英才，而且为西北地区形成完整
的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根基。

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弥足珍
贵、令人难忘的永远是一个个鲜活、
生动的场景和瞬间。中国科学院院
士高景德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师昌绪
当时就在西北联合大学就读，同班同
宿舍的两个人，却很少在宿舍见面，
一个人选择白天伏案，另一个人选择
夜间苦读。当时课程很紧，图书馆座
位又有限，为了岔开时间，许多人挑
灯夜读，秦巴山间那一抹熹微而坚毅
的灯火，点亮了无数青年学子求学报
国的梦想。

大学之大道。“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句古代经
典之语，体现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实质，
也是现代大学应遵循的方向。大学要
使人内心光明，弃旧图新，明理向善，
使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朴
实无华、淡泊名利的品质、包容大爱的
精神，是大学之道的生动体现。

侯伯宇教授创立了著名的“侯氏
理论”，是世界上以中国人姓氏命名
的现代科技成果之一，被誉为“中国
的骄傲”。在申报院士材料中，他居
然舍弃了一些影响因子很高的论文，
收录了一些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论
文。他说：“要选就选那些更具生命
力的文章。”

大学之大爱。有大德，必有大

爱。西北大学终身教授、中华全国体
育总会原副主席王耀东年逾百岁后
还在指导学生进行体育运动。90 多
岁的历史学家张岂之坚持写作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文章，坚持给学生
作学术报告，坚持去参加学生论文答
辩等。

大学之大学者。无论古老的大
学还是年轻的大学、综合的大学还是
单科的大学，为其撑起一片天空的、
赢得普遍尊重的，是人师、是大学
者。大学的学者，要为学术价值、社
会价值、历史价值的发扬光大而坚
守。学术价值要体现在传播、创造知
识方面有所建树，在本学科、本领域
有一席之地，追求具有学术水准的荣
誉和成功；社会价值要体现出关注和
参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觉性和自信
心，追求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关键
问题，为社会进步和区域发展作出贡
献；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经过时间的
洗礼，人才培养的效果、产出的成果、
作出的贡献被载入历史，被后人铭记
和传颂。

大学之大追求。大学的追求之
大，在于高瞻远瞩的视野和胸怀，在
于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文化传承和创新、国际合作与交流融
于高度的自觉行动中。近年来，“一
带一路”的壮美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执起画笔，书写传奇，对大学来讲是

高远的追求。
谈到丝绸之路的历史，绕不过

西 汉 时 期 的 张 骞 和 他 的“ 凿 空 之
旅”。上个世纪 30 年代，西北联合
大学师生对张骞墓进行了唯一一次
正式科学发掘，对中国外交史、文化
交流史和丝绸之路研究作出了开拓
性的贡献。谈到丝绸之路的文明，
我们会想到彭树智先生提出的“文
明交往理论”。文明交往是对自身
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尊重、理解、宽容
乃至欣赏。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方
向是文明自觉，这也是对丝路精神的
一种有力阐释。

大学之大天地。大学是海纳百
川之所，是包罗万象之地，是梦想汇
聚之乡。这里有五湖四海的学子，有
百家争鸣的思想，有浩如烟海的藏
书，有绚烂多彩的生活。这里的天地
可以让一名懵懂少年破茧成蝶，可以
让一名孜孜学者百尺竿头，可以让一
段佳话传世不朽。这里的天地，既充
满机遇，又面临挑战；既充满欢笑，又
不乏泪水；既骄阳似火，又略带落寞。

每一所大学都有独特的精神特
质，这些精神特质最终将汇聚成人类
文明进步探索的灯塔。学者蒋梦麟
先生曾以学术自由、宽宏大度、安贫乐
道、科学求真来评价北京大学老校长
蔡元培的精神。回顾一百余年的中国
现代大学史，此番评价可谓真切洞明、
深入客观。既能勇以入世，有与国家
民族命运休戚与共的责任和担当，又
能清而出世，有不被社会洪流裹挟而
行的独立与清醒，大学必有其宏大境
界，又不乏其典雅入微。

大学之“小”

大学不但要着眼于“大”，还要落
脚于“小”。

燃烧自己的小“宇宙”。大学阶
段的求学不同于中小学，大家要逐渐
形成自己的思维。上世纪著名思想
家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我理解其核心应是有
原则、讲科学、勇探索、重实际操作。
大学里的每个人都要让自我思维和
价值实现的“小宇宙”燃烧起来。

进行自己的小尝试。进入大学
求学、求实、求知遇到的大多是新鲜
事物，必须有大胆尝试的勇气、开拓
创新的睿智和一往无前的创造。

敢有自己的小坚持。大学绝非
风平浪静的休憩港湾。大学生涯规
划、通专结合能力培养、未来人生道
路的抉择等，不仅需要辨识，更需要
始终不渝的坚持。古生物学家舒德
干院士有一次谈及自己的科研心得
时说：“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才智，只
有一颗坚持的心，一颗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心。”

承担自己的小责任。一个时代
有一个时代的使命和责任。珍惜韶
华、刻苦学习、勇于实践，是大学生的
基本责任，责任虽小，但责无旁贷。
每个人都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走向
辉煌的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从这个意
义讲，大家都肩负着舍我其谁的“小
责任”。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服务西
部、投身边疆、献身基层的优秀毕业
生典型。一位叫吕丹阳的毕业生，有
人问他：“到边疆服务少数民族群众，
父母亲有没有意见？”他没有直接回
答，而是讲到，每次他从边疆休假回
家再去边疆工作时，母亲都是“把我
送得不能再送了才回去”。

绽放自己的小精彩。大学阶段
是人一生中精力最为旺盛、视野最为
开阔、思想最为活跃、求知欲最为强
烈的一个时期。大学阶段，有人领
衔，有人客串，方法不同，形式各异，
但都算是大学阶段实现自我阶段性
价值的“小精彩”。西北大学有一个
至今已风雨三十余载的“黑美人”文
化艺术节。不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
生，在专业老师和辅导员的指引下，
着眼家国情怀、着眼人生百味、着眼
青葱岁月，自编、自导、自演属于时代
的人生传奇。在学校的咫尺小舞台
上，可以大声地说、放声地哭、纵情地
笑、潇洒地走。不分主配角、不分前
后幕、不分上下场，每个人的“精彩”
都定格和浓缩在这座国家危难时期
见证中国高等教育弦歌不辍的大礼
堂里。

（作者系西北大学校长、经济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大学，在大小之间
郭立宏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已
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
人类学研究范式与高等教育研究有着一些耦
合之处，可有效弥补高等教育研究之不足。

在本体论上，人类学关注的“人”是自然
的、真实的、整体的“人”，注重人的信仰、价
值、情感、思想、文化等方面，是思想丰富、充
满生机与活力的个性化的人；高等教育学关
注的“人”更多侧重于学以致用的工具人和知
识传承的文化人。人类学研究的“多样性”有
利于揭示高等教育对象的“复杂性”，对个体
多样性的诠释有利于推动高等教育创新。

在认识论上，人类学坚持多元的立场。每
一个人、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的特点，只有在充
分尊重研究对象、与研究对象长期生活的基础
上进行的平等关系建构，才能获得真实的资
料。多元认识论可有效化解高等教育一元论的
危机，人类学“平等关系”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
公平的研究。

在方法论上，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指在长
期的现场研究中，通过参与某个社会的集体
生活，收集关于其传统思想、价值观和习俗
的深入而详尽的信息。这与高等教育研究
的“宏大理论、书斋范式”是不同的，可有效
弥补高等教育研究重“理论”轻“实证”的研
究缺陷。

［辑自《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8 年第 1 期顾拓宇《高等教育研究
的人类学理路探寻》］

人类学启发高教新理路

近年来，“身体”成为哲学、人类学等多种
学科的研究对象。在这一背景下，教育中“身
体问题”日益凸显。就研究主题来看，主要分
为身体的内涵和分类、研究的理论基础、身体
与规训、身体与教育时空、身体感官与修饰、身
体与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几个方面。研究者对
身体与德育、课程教学、教育史等方面进行了
探讨。今后仍须加强教育学视域下的身体研
究，注重对身体的内涵和分类的界定和划分，
借鉴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对身体的研究成
果，拓展研究方法，进而改变以往研究中过于
关注“意识”而忽略“身体”的局面，凸显对教育
主体生命关怀的目标。

［辑自《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7 年第 4 期魏珂、李艳莉《教育学视域下
身体研究的进展及启示》］

（杨桂青）

身体研究的教育价值

实施过程

1．依托重点学科平台，提升导师
队伍整体实力

高水平的学科平台是培养出高质
量创新人才的关键。作为体育学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学校体育学
研究生培养依托重点学科平台，结合
传统优势和区域优势，凝练了 5 个特
色学科方向，建立了体育学人才培养
与理论建设、运动康复与健康促进、
残疾人体育研究、闽台体育文化研
究、区域体育与体育产业研究等创新
团队。目前，该学科拥有博士生导师
9 人、硕士生导师 37 人，其中有国家
百千万人才、青年长江学者、教育部
门新世纪优秀人才、福建省高校领军
人才等 15 人次。研究生导师队伍呈年
轻 化 趋 势 ， 其 中 45 岁 以 下 导 师 占
62.5%，以学科专业为基础，组建了
老 中 青 结 合 的 指 导 小 组 ， 在 “ 传 、
帮、带”中提升导师队伍整体实力。

2．强化教学基础平台，探索研究
生优质生源路径

教学基础平台建设是加强研究生
教育实践的重要保证。近年来，学校
体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强化教学基础
平台，先后获得了“国家体育与艺术
师资培训基地”“国家级别体育学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实验区”“国家级
别体育学类特色专业”等 10 项省部级
教学质量工程项目，产生了具有重要
影响的教学成果。《全国普通高校体育
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改革、创新与实
践》 和 《体育教育 （国家人才培养基
地）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
创新》 分别获得高等教育国家级别教
学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在全国具有
示范和辐射效应。

基于国家级别教学基础平台，积
极探索研究生优质生源路径。以精英
教育培养目标，探索体育教育国家基
地人才培养新模式，采取“1+3”“准
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滚动选拔品学
兼优的学生，为体育学研究生优质生
源探索一条新路径，取得显著成效。
体 育 教 育 国 家 基 地 班 毕 业 学 生 166
人，大学英语四级通过率 64.3%，共
发表学术论文 110 篇，进入研究生阶
段学习 97 人，占 58.4%，其中 2 人已

获得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和新加坡国
立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学位。

3．基于科研基础平台，提升研究
生科研创新水平

科研基础平台建设是加强研究生
创新能力培养的关键。学校依托学科
建设优势，在科研上取得突破，十年
来承担了国家重大项目“体育学基本
理论与学科体系构建研究”、重点项目

“国际体育科学研究进展与我国体育科
学理论创新”“中国高等院校体育专业
人才培养研究”“闽台民间体育融合发
展的参与式治理研究”等国家基金 25
项，2014 年获得国家体育部门“运动
机能评定”重点实验室，在体育学人
才培养、残疾人体育、闽台体育等多
个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基于科研基础平台建设，结合高
水平的科学研究，注重科研成果转化
教材，积极探索体育学研究生科研能
力发展路径。学校出版方法类、工具
类、知识类教材 21 部，为研究生培
养提供重要的前沿理论资源，尤其是
自主开发体育方法类教材，作为研究
生基础课程，强化研究生科研方法运
用能力提升，被列入全国体育专业研
究生通识用书，全国数十所院校选用
该教材。学校结合研究平台和项目优
势，将导师高水平科研项目结合研
究生科研能力培养，让研究生参与课
题实践，全面提高研究生科研水平，
为完成高质量学位论文打下坚实基
础。

4．建设社会服务平台，提升研究
生创新创业能力

（1） 服务基础教育的高考标准化
平台。学校十多年服务基础教育的高
考标准化基地平台建设，发挥研究生
专业优势，实施运动项目测试，研发
体育高考管理系统，在全国体育高考
中更早探索校企融合研发测距的手段
与方法、更早采用指纹识别和无死角
录像监控设施的考点，以零投诉的优
质服务，每年完成全省数千考生的体
育高考测试任务，得到社会的高度认

同，同时也为研究生专业发展提供重
要实践场所。成都体育学院、湖南师
范大学、湖南教育考试院、江西省教
育考试院等单位莅临学校考察体育考
点，10 余家新闻媒体对学校考点作了
报道。

（2） 服务残疾人特殊体育需要的
教学科研实践平台。在国内高校首次
开设研究生适应体育专业方向，结合
研究生教育，建立了服务残疾人特殊
体育需要的教学科研实践平台。平台
着力打造“科研—实践—服务”三位
一体的高校专业化体育助残服务模
式，积极开展跨境跨校学术交流与合
作，努力探索本硕博衔接的实践课
程。适应体育方向研究生团队巡回指
导全国各类学校开展融合活动，形成
独特的志愿服务品牌。该平台牵头组
织的 Bridge 助残志愿服务团队在 2014
年首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中
荣获银奖。

（3） 服务大众健康的运动康复科
技平台。该平台建立“步态检测与评
定”实验室，以运动康复方向的研究
生为主体，致力于运动人体科学步态
理论与技术的探索，通过对鞋类产品
进行“云数据”分析，为鞋类产品的
研发注入活力。此外，运动康复研究
生团队运用先进的仪器设备，对学校
国家级别高水平女子三级跳远运动员
傅鹭娜同学进行常态化的检测与评
定，有效提高该生教学训练的科学化
水平，并获得 2017 年世界大学生运动
会女子三级跳远银牌。

5．构建联合培养平台，推进多样
协同培养创新

（1） 博士院校联合培养模式。自
2004 年以来，学校与首都体育学院联
合培养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充分发挥
省外高校资源，制定联合培养计划，
在完善培养制度、加强过程管理、推
进课程改革以及强化创新能力等方面
进行积极探索，创造了博士成长成才
的新机制、新模式。首都体育学院校
长钟秉枢教授认为，“两校联合培养博

士生创造了国内院校合作的成功案
例，双方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培
养了数十名的优秀博士，积累了丰富
的培养经验。”

（2） 闽台区域联合培养模式。学
校发挥区域优势，通过构建两岸交流
合作平台，在体育学研究生教育研
究、教育教学双向交流等方面先行先
试。针对台湾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
生实际，设置了专门的培养计划，采
取集中授课与分散学习的灵活教学模
式。近年来学校选派研究生导师 30 多
人次到台湾进行教育与学术交流，主
办了三届海峡两岸体育学研究生论
坛，邀请了 60 多位研究生导师和学生
参加，促进两岸体育人才培养交流与
合作深入开展。

主要成效

学校体育学研究生教育较好地解
决了导师队伍建设、科研能力提升、
培养方式创新、创新创业能力发展等
问题，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并将
这些创新经验融入到体育学研究生教
育实践中进行推广应用，取得显著建
设成效。

1．引领体育学研究生教育发展导
向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学校黄汉升
教授领衔的体育学团队开始系统研究
高等体育教育领域的相关问题，研制
了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本科
专业课程方案》 和 《高等学校体育学
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从
国家决策层面为高等体育教育发展提
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引领体育学研
究生教育发展导向。近年来，在研究
生教育领域，体育学团队牵头研制
了 《体育学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
级学科简介》《体育学博士、硕士学
位基本要求》 和 《体育学博士、硕士
学位授予点申请基本条件》，这些文件
对保证体育学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

基本质量、加强学位点建设具有重要
作用。

2．推动体育学研究生教育理论创
新

十年来，学校体育学团队承担了
体育学研究生教育领域的教改课题 6
项，在研究生教育领域产生系列标志
性教改成果，包括省部级科研成果一
等奖 2 项、专著 2 部、论文 25 篇、教
材 21 部，深入探索体育学研究生教育
发展的内在规律，揭示其改革路径，
把握其未来走向，为推进体育学研究
生教育理论建设具有重要贡献。尤其
是 《体育科学研究的方法学探索——
基于中国体育学 300 篇博士学位论文
的调查与分析》 获 2013 年第六届高等
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是
全国体育学领域首次获得一等奖的研
究成果。

3．指导体育学研究生教育实践改
革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是体育
学研究生教育发展很重要的一条规
律。学校体育学团队不仅创造有价值
的体育学研究生教育理论研究成果，
而且运用学术理论化成果的思想去指
导研究生教育实践，大力实施“研究
生优秀论文培育计划”“研究生科研能
力提升计划”“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探
索”等，取得显著成效。十年来，获
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 篇、提名
奖论文 2 篇，福建省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 6 篇。

经过十年的改革与探索，学校体
育学研究生教育充分发挥重点学科平
台、教学基础平台、科研基础平台、
社会服务平台、联合培养平台等优
势，以五大平台促进研究生培养核心
要素优化，形成了鲜明的人才培养特
色，在全国体育学领域具有一定的先
进性和典型性。随着研究生教育改革
的深入，学校这一改革还将在具体实
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方千华 张涵劲 陈海春 范毅
方 吴燕丹 魏德样）

建设五大基础平台 推进培养模式创新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学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实践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具有 77 年办学历史，是福建
省历史悠久的体育院系。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提升育人质量
为重点，深入推进综合改革，体育学学科建设取得跨越式发
展，现已发展成为国内实力较强、声誉较好、影响力较大的
学科。2017 年国家教育部门第四轮学科评估进入 A 档，位列
全国第四位，并进入福建省高峰学科行列。

长期以来，学校依托基础平台建设优势，重视高等体育
教育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创新，在人才培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
经验，本科教育领域已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和二等
奖。从 2007 年开始，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国教育
科学基金项目等 6 项教学改革课题，以提升培养质量为目
标，积极探索体育学研究生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成
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