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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共论
HUATI GONGLUN

●

大学没有“精神围墙”， 就无法满足大众对大学的高尚性和纯洁性的
期盼， 从而也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

●

正因为大学不客观地把自己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 认为大学就是社
会的中枢， 因此就承担了“无限责任”， 从而遭受到社会各方面对她的诟
病， 无意间把社会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归咎于大学出了问题。

高端视点
GAODUAN SHIDIAN

大学不能没有“精神围墙”

复旦大学校长 杨玉良
对当今大学来讲， “改革” 固然重要，

但是对大学精神的 “回归” 或许更加重要。

大学除了在 “坚守” 与 “创造” 之间存在着
张力， 在 “改革” 与 “回归” 之间或许存在
着更大的张力。 这些都是必要的张力， 大学
在这两个张力中前行。 为此， 认清大学的使
命并以此为方向， 显得尤为重要。

大学的使命在于传承
大学担负着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积淀

与传承的任务， 这个似乎是大家比较有共识
的。 大学的这个任务决定了大学是世界上非
常特殊的组织机构， 和政府或企业都不一
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美国有这样一股思
潮，说大学校长要“经营”大学。但是很快就遭
到了一大批人的反对。 因为强调“经营”就有
把大学当作一个大型的公司来进行商业运作
之嫌。如果把大学看成是一个大型的公司，那
么就忽视了她在知识的积淀与传承方面的重
要功能。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即使是世界五
百强的企业， 也绝对办不出像美国加州理工
学院这样一所规模很小的名校， 根本原因在
于大学文化功能构建的独特性。

同时我要强调， 大学是一个民族性极其
强的教育和学术型机构。 国内曾经有这样一
种思潮， 认为我们应该把国外一流大学当作
我们办大学的一个参照物。 这在总体上是正
确的，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国外的一流大学
简单地当作我们办学的模板， 因为这样就忽
视了大学的民族性特征。

大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她有学生， 她承担
着培养人才的任务。 学生， 尤其是大学生，

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 因此我们的大学所
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思想和文化系统化、 规
范化， 将其转变为课程， 并且把它们传授给
学生， 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所有的文明、

精神进行传递， 这种传递是学者们先进行研
究后才能传递的。

大学培养的学生承担着将人类文明和文
化传承与发扬的任务。 任何学科专业， 不仅
仅是人文社会学科， 还包括自然科学和医学
等， 都在起着这个作用， 因为说到底科学也
是一种文化。 因此， 我们复旦大学在前些年

开始了通识教育。 虽然它在很多方面还
需要完善， 但是我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
道路。 因为大学， 尤其像复旦这样的大
学， 传授专业知识固然重要， 但培养一
个人的精神是我们最最重要的任务。 美
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 （

Dwight Allen

）

说过： “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
使他们具备道德性的话， 那么我们就在
为社会创造危害。”

英国著名教育家阿什比 （

Eric Ash鄄

by

） 曾经指出， 任何大学都是遗传环境的
产物。 “环境” 是促进大学改变的外部
力量， 而 “遗传” 则是大学对自己应有
的道德与文化的传承。 从这个意义上说，

大学是 “保守” 的。 这里 “保守” 不完
全是一个贬义词 ， “保守 ” 有 “坚守 ”

的意思， 指的是要坚守道德， 坚守学术。

大学的这个 “保守” 的文化品格， 使得
大学非常稳定而且有力量。

当然， 大学也不能脱离现实 。 但是
从她的 “保守性” 来说， 又必须要与世
风俗流保持一定的距离。 所以， 我们经
常讲大学要远离尘嚣， 要保持宁静和清
醒。 前些年有个说法， 要把大学的围墙
拆掉。 如果它只是指物理的围墙， 我觉
得可以拆掉， 但是大学的 “精神围墙”，

绝对不能拆。 大学没有 “精神围墙”， 就
无法满足大众对大学的高尚性和纯洁性
的期盼， 从而也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
值。 大学不仅不可以随波逐流， 更不能
对世风恶俗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学
应是社会的清洁剂、 清醒剂。

这些年， 大学有不少有失规范的地
方 ， 国外的大学有 ， 国内的大学也有 。

其根本原因在于丧失了 “精神围墙”。 大学
应该是社会思想的中流砥柱， 尤其在民族危
难和社会失范的时候， 大学对精神的坚守显
得尤为重要。

大学的使命在于创造
上面讲的是大学的 “保守性” 的一面，

但大学同时也具有她 “创造性” 的一面。 大
学必须进行思想、 文化和学术的创造， 对已
有的社会发展形态、 文化和知识体系以及人
类本身， 要不时地作出深刻的反省和批判。

因为人类的社会远不是完美的， 所以总应该
有一批人来非常认真地研究和批判我们现在
的社会、 文化当中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这样
做的话， 就放弃了大学应该担负的文化建设
方面的责任。 反省不仅仅是批判， 而更应是
创造。 大学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
面临的诸多问题， 比如说当今的金融风暴和
社会的道德问题， 等等， 而且更为重要的
是， 要为讨论提供思想和理论武器。 这种讨
论不应是泛泛而谈， 发发牢骚， 而应是深入
的分析， 并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

大学教师不应是一个流行节目的主持
人， 他不应该仅仅煽情， 而应该为学生提供
分析这些问题的思想和理论方法。 我们要关
注未来中国和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 并对此
进行研究和讨论， 给出我们的回答， 就如温
家宝总理提到的 “大学要仰望星空”。 有些
问题看起来可能是非常纯的理论问题， 跟现
实问题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但是这些研究
恰恰是为国家、 民族、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
革提供了新的精神资源。 我们创造了新的精
神资源、 新的思维方法， 丰富了想象力和创
造力， 这是大学极具 “创造性” 的一面。

大学在 “坚守” 和 “创造” 之间维持一
种张力。 如果大学一味 “保守” 甚至复古，

大学就丧失了她的责任； 但如果大学忘记了
传统， 完全流俗， 那么也是丧失了大学的责
任。 因此， 许多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都认为，

大学的这种 “坚守性 ”， 以及她的 “创造
性”， 实际上构成了 “大学之魂”。

大学的使命在于服务
除了以上两个功能之外， 大学还有第三

个功能———服务社会。 从大学的发展历史来
看， 这是时代新赋予的功能。

大学服务国家和社会这个特征起始于第
二次世界大战。 那个时候， 全世界为了反对
法西斯， 在很多国家， 尤其在美国， 政府给
了大学很多资源的投入， 希望她为这场反法
西斯战争服务。 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是在
这场世界性的战争当中崛起的， 因为她发明
了雷达， 并发明了破译密码的方法等， 为赢
得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
的作用。 自从政府介入大学事务以后， 大学
就带有了更多的国家意识。 到了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以后， 大学跟工业界、 实业界有了非
常密切的联系。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克拉克·克
尔 （

Clark Kerr

） 在 《大学之用》 一书中指
出： “今日之大学主要的功能不止于教学与
研究， 并且已经扩展到服务。” 他认为， 大
学与其所处的社会的关系， 就是一种服务的
关系。 因此大学总是希望及时地对社会的需
求作出反应， 以满足这些不断变化的需求，

并以各种方式对自身进行功能调整 。 我认
为， 这种调整是应该的， 也是必需的。

然而，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美国的

大学开始反省， 他们认为在这一头走得太远
了。 我们必须注意到， 大学在服务社会的同
时也产生了两个倾向性的问题。

一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大学与
政府、 工业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结合十分紧
密， 这使得某些大学有些自大， 认为大学已
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 这是一个不太客
观的倾向性表述。 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学不是
一个万能者， 她不可能承担社会上所有的责
任。 正因为大学不客观地把自己放到如此重
要的地位， 认为大学就是社会的中枢， 因此
就承担了 “无限责任”， 从而遭受到社会各
方面对她的诟病， 无意间把社会出现的任何
问题都归咎于大学出了问题。

另一方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美国学
者认为自己的大学已经堕落成为 “服务站”。

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先生认为， “服
务站” 就是社会需要什么， 大学就给什么；

政府需要什么， 大学就给什么； 市场需要什
么， 大学也就给什么。 这样的话， 大学为社
会提供的是即兴式的服务， 不仅服务质量不
高， 而且使大学过度地社会化、 政治化、 市
场化， 大学和社会之间必须保持的精神距离
就丧失了， 这样必定导致道德与学术精神的
消解。

为什么 “服务站” 思想会使得美国的大
学沿着这条路走得很远呢？ 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是充当 “服务站” 能够为大学带来财富和
各方面的支持。 实际上， “服务站” 思想使
大学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 “媚俗 ”、 “媚
众”、 “媚上” 的种种陋习， 大学本身独立
的精神未得到应有的坚持。 因此， 这样的大
学受到了很多学者， 乃至大众的批评。 芝加
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 （

Hutchins

） 在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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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时， 对大学 “服务站” 的做法和思想
提出了非常严肃的批评。 他甚至说： “如果
大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 那么改革
她的唯一方式就是使她回到传统意义上的大
学。”

因此， 为了维护大学的精神品格， 在努
力为社会提供各种高水平、 有深度的服务的
同时， 我们的大学一定要克服上面提到的两
个倾向， 要保持大学本身应该有的稳定和宁
静。

频频曝光的学术不端行为警示了什么
渤海大学冯冠：

学术与利益结合滋生腐败
频频曝光的学术不端行为与现行的学术

考核评价机制不无关系， 体现出当前我国学
术界急功近利、 人心浮躁的现状， 更隐藏着
利益驱动的影子。

在学术界， 很多投机者通过挂靠 “学术
名流”， 可以迅速提高自己发表论文的速度，

加快职称、 职务的评定……这是不必耐得住

寂寞、 坐得住冷板凳就能攀登学术高峰
的捷径。 当然， 很多“学术名流”对此也是
默认的，也愿意顺水推舟做个人情。 因为
这可以增加他们的“工作量”，使他们有更
多精力“走穴”，申请大的课题、基金项目，

进而为他们制造更多的光环……学术与
利益的结合， 就滋生了腐败， 这对我国
学术环境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应该
严惩学术腐败行为， 让学术腐败者付出
代价。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顾春军：

遏制论文抄袭关键在于执行
为遏制学术不端， 无论是从技术上引

进、 启用 “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
统”，还是出台严厉的制裁措施，如果没有好
的执行，现实中的制度都会成为一纸空文。

其实， 为杜绝论文抄袭 ， 在制度的
设计上早就有过考量。 但是， 开题、 盲
审和答辩三道关， 往往被抄袭者一路闯
过， 除了教授们的不负责任外， 还和制

度执行中的走样有关系。 盲审是一道屏障，

但一般来说， 送往盲审的学校都是与自己学
校有业务往来的友好单位，所以，即使论文发
现问题， 评审者往往本着 “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的心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过关。而
在论文答辩环节上， 参加评审的不是导师的
师兄弟，就是导师的好朋友，所以学生也大可
带着好心情赤膊上阵。 因此，有人说，什么好
制度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都会走样， 而现在
又喊着要加强制度建设云云。制度不是没有，

而是执行中走了样， 与其再呼唤什么制度，

还不如把眼前的制度料理好再说。

江西师范大学陶家柳：

教育和惩罚并举治理学术不端
最近一段时间， 我国学术界不断爆出学

术不端丑闻， 事件的主角牵涉到研究生、 教
授， 甚至作为学术权威的院士也在所难免。

笔者认为， 要治理学术不端行为， 必须两手
抓： 教育与惩罚。

教育主要是针对年轻的学生来说的。 学

生抄袭、 剽窃别人的文章， 有些是因为偷
懒， 不想付出辛勤劳动， 或者没有做学问的
基本素质， 但又想通过做学问而走上仕途，

有些则是因为不懂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则。 解
决这个问题， 需要老师提高对规范学术研究
的认识， 在日常的授课中， 揉进学术规范的
内容， 向学生灌输学术研究的基本知识， 久
而久之， 学生就能掌握学术研究的一些规
则， 可以减少学术不端事件的发生。

对于正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来说， 如
果发生学术不端事件， 就应该着重惩罚， 因
为他们懂得学术研究的规则， 只是因为沽名
钓誉而抄袭、 剽窃别人的文章， 对于这样明
知故犯的人， 就要加以惩处， 以便杀一儆
百， 净化学术研究氛围。 现在的情况是， 对
于这些学术不端行为， 惩处的力度还小了
些， 让那些有学术不端行为的人从中得到了
不该得到的好处， 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

是教授的照样做教授， 做领导的仍然当领
导， 而不是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 学者一旦
陷于学术丑闻， 学术生命就基本上完结了。

下期话题欢迎参与
清华大学招办日前宣布，今年将打

破文理分科界限，学生可依据自己的兴
趣选择专业。 上线考生通过面试后，文
科生可就读理工专业，理科考生也可就
读人文社会科学专业。 对此您怎么看？

请登录高教周刊博客 （

http://gaojiao.

blog.jyb.cn

），谈观点、提建议。

请登录
http://gaojiao.blog.jyb.cn

中国人民大学校训石
有人说， 人大校园之美， 在于石

的厚重。 倘若把人大比作一本翻开的
大书， 石头便是书中的章节， 抑扬顿
挫、 起承转合， 全靠石头的点缀提挈。

在大部分人大人看来， 印象尤为深刻
的， 是学校东门那块镌刻着“实事求
是” 四个大字的巨石， 字体朴素、 深
沉， 与浑厚的石头组合在一起， 让人
强烈地感受到这所学府务实求真的学
风， 仿佛一代代人大人追求真理的岁
月已经在石头的褶皱中一一沉淀下来。

人大前身为
1937

年诞生于抗日战
争烽火中的陕北公学，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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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
岁月中， 人大师生一直继承、 保持并
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并不断赋
予其新的内涵。 在改革开放的重要关

口， 人大的毕业生曾写出了《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东方风来满眼
春》 等划时代的文章。

1992

年， 人大
55

周年校庆前夕， 学校
从太湖运来一块汉白玉巨石， 并将“实
事求是” 正式确定为学校校训刻于其上，

要求人大的学子始终以大地为基石， 踏
踏实实做人、 认认真真做事。

从此， 这块刻着“实事求是” 的校
训石开始影响一届又一届人大人： 初来
时看到她， 会抛去杂念， 静下心来， 虔
诚求知； 在校时看到她， 会时刻提醒自
己， 要严谨治学， 不沽名钓誉； 离校后
想起她， 会把她当作心中的一方净土，

引导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不骄不躁， 脚
踏实地。 （南山）

高校地标
GAOXIAO DIBIAO

重新认识体育的作用

暑假来临， 师生和家长们总算可以
松一口气了。 与此同时， 好像很少有人
组织并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 这不
但与电视转播中国外火爆的体育比赛形
成鲜明对照， 也让我想起几年前在香港
的一点经历。 那是刚到香港的一个晚上，

我在寸土寸金的湾仔地铁站附近， 看到
一个大门敞开的体育场。 进去一看， 里
面灯火辉煌， 正在举行一场居民自发组
织的足球比赛。

北京奥运会曾经是举国欢腾的事情。

奥运过后，诸如“鸟巢”、“水立方”等体育
场馆，却成了旅游景点———其实是一种供

大家观赏的摆设。 多少年来，我们只知道
高呼“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
号， 却不晓得体育也是一种公民教育，是
现代社会形成的一个要件！

这一点， 从当年大学校长们对体育
的认知中可以得到印证。

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非常重视体
育。 他曾经促成第一届远东运动会的召
开， 并担任第二届远东运动会总裁判、

华北体育运动会会长、 中华全国体育协
进会名誉会长等职务。 他认为： 提倡体
育运动的目的， 不仅是为了学生， 更是
为了整个社会。 学生在校， 固然应该有
良好的运动习惯； 学生出校， 亦应能促
进社会运动风气的形成。 为此， 学校的
体育课不仅要传授技术专长， 更要使学
生“体德兼进”。 在张伯苓的倡导下， 当
年南开的体育活动搞得热火朝天， 堪称
时代的表率。

与南开相比， 清华大学也不逊色。

该校老校长梅贻琦认为， 体育的目标除
了造就几个跑得快、 跳得高的选手并夺
取若干金牌、 银牌之外， 还应该有另外
一个更大的目标， 那就是“发展健全的
人格”。 因此他对学生们说： 今天我们提
倡体育， 不仅是为了锻炼个人的身体，

更是为了养成团结合作的精神。 我们要

借团体项目， 去练习“舍己从人， 因公忘
私” 的习惯。 他还说： “体育比赛的目的不
在于能不能取胜， 而在于是不是各尽其能，

使本队团结合作的精神得到有效表现。 在体
育比赛中， 胜固大佳， 败亦无愧。” 假如在
比赛之前， 有人因为没有取胜的可能就放弃
比赛， 那就是完全违背了体育精神。

另外， 胡适对体育的认识也颇有趣。 胡
适从小体弱多病， 不大喜欢运动。 到美国留
学时第一次观看橄榄球比赛， 对场上的厮杀
和场下的拉拉队很不习惯。 他说： “我第一
次到现场， 看见那野蛮的奋斗， 听着那震耳
的‘呼声’， 实在不（习） 惯， 心里常想：

这真是罗马时代的角抵和斗兽的遗风， 很不
人道……” 随着对西方文明的深入了解， 他
认识到体育不仅可以锻炼身体， 对人格的养
成也具有重要作用。

1930

年春季， 位于上海
吴淞的中国公学要召开运动会。 当时正在该
校担任校长的胡适亲自撰写运动会会歌。 会
歌的歌词如下：

健儿们大家向前，

只一人第一， 要个个争先。

胜固然可喜， 败亦欣然，

健儿们大家上前。

健儿们大家齐来。

全体的光荣， 要我们担戴。

要光荣的胜， 光荣的败，

健儿们大家齐来……

在运动会开幕式上， 他还致词说：

“运动会是一种教育， 是一种训练。 大家
都在跑， 得奖的只有一人。 假如按照平
时的成绩， 已经知道某人一定会夺得锦
标， 难道我们就不参加了吗？ 不， 大家
还应该参加。 有了我们的加入， 他才会
有第一； 没有我们的陪衬， 他一个人算
不得第一。 因此， 正确的态度是： 他得
他的第一， 我们搞我们的训练； 他的光
荣， 也是我们的光荣。” 这才是真正的体
育精神。 拿这个标准来衡量， 可以看出
体育比赛不仅仅是一种对抗， 更是一种
合作。 如今所谓“重在参与”， 就是体育
精神的具体体现。

这种体育精神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
成部分， 它不仅适用于体育比赛， 也适
用于其他领域。

1948

年年初， 胡适得知李
宗仁准备参加总统竞选， 认为这是实行
宪政后的第一次大选， 要多些人参加，

才能充分体现民主精神。 因此他给李宗
仁写了一封信， 信中抄录了一段《中国
公学运动会会歌》， 并且说： “第一虽只
有一个， 还要大家加入赛跑， 那个第一
才是第一。” 可见， 无论是体育还是其他
领域， 都要提倡重在参与的精神， 而不
应该唱独角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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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考试承载过多
荩荩

回应《“跳龙门” 的孩子为何
不快乐》 （

6

月
15

日第
5

版）

用频繁的考试来甄别优劣、 评价
师生， 是造成“跳龙门” 的孩子不快
乐的主要原因。 教育离不开考试，但考
试不能背离它的本来意义，不能承载了
过多的东西。 我们现在的考试，不但要
用来给学生排列名次、评定优劣，还要
用来评价老师、评价学校。 学生的考试
成绩既要和老师的评优晋级、奖金福利
挂钩，也是测评学校领导政绩、衡量学
校办学水平的重要依据。 考试承载了众
多不该承载的东西， 变成了甄别的手
段，如此一来，学生学业负担重、心理压
力大，怎么能快乐起来？ 因此，让考试回
归记录学生成长过程的本来意义，少一
些优劣甄别，多一些成长引导，才是让
学生快乐起来的关键。

（山东省临朐县 王学娟）

对“蹭课族”可否宽容些
荩荩

回应《如何管理“蹭课族”》

（

6

月
22

日第
5

版）

《如何管理“蹭课族”》一文指出，高
校应对“蹭课”的社会人士“闭门谢客”，

笔者认为不妥。 凡事宜疏不宜堵。 据
我调查， 大多数高校都有接纳社会人
员旁听的制度， 也有个别高校没有这
方面的制度。 即使有旁听制度的学校，

其程序也相当繁琐。 制度缺乏人性化，

难免会使本想正大光明旁听的人沦为
“蹭课族”。 在终身教育、 学习化社会
等理念日益普及的今天，负有社会教化
之责的大学， 主动向社会公众敞开胸
怀，乃其本分也！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
务处副处长 李红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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