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周刊 教师书房

主编：王珺 编辑：郭铭 实习生：孙乾博 设计：王萌萌 校对：冯华

电话：

010－82296622

邮箱

押gm8716＠163.com QQ

群：

226839819

2013年 4月 15日 星期一

‘

‘

‘

‘

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

纪大学中大师级人物较多，

他们的魅力吸引了大批学

生； 在教学中注重实践，

注重启发学生的思维和主

动学习的精神， 而且把教

学与学术科研较好地结合

在了一起。 宋代书院与欧

洲中世纪大学的经费来源

渠道都较多， 都得到了当

时权力中心的支持及一些

私人捐赠。 这是宋代书院

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重大

特色。

宋代书院和欧洲中世纪大学的轨迹

■郭铭

宋代书院和欧洲中世纪大学是古

代高等教育两种颇具特色的教育制

度。 这两颗东西方教育发展史上璀璨

的明珠， 对近现代高等教育乃至整个

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二者虽如此重要， 但研究界对宋

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横向比较研

究却异常薄弱， 加之高等教育的发展

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 若不去追溯高

等教育的渐进性演化过程， 就很难

理解当今高等教育的选择。 因此对

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尤为重要。 《宋

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研

究》 是近年来高等教育史比较研究

中的一部力作， 该书以宋代书院和

欧洲中世纪大学为研究对象， 运用

文献研究法与历史比较研究法， 重

点探讨、 比较二者的异同， 提取中

外高等教育的历史经验、 提炼高等教

育发展变迁的规律认识， 以便对今天

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可资借鉴

的宝贵财富。

在宏大历史背景下分析

古代“大学” 的发展规律

时代背景是事物发生发展的重要

“基础”。

宋代书院和欧洲中世纪大学都

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特定社会

背景下的产物。 探究与比较宋代书

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产生的背景，

从中提炼出宋代书院和欧洲中世纪

大学发生和发展的原由对今天来讲

不无裨益。

欧洲中世纪大学是伴随着欧洲

经济复兴、 政治变化和文化发展而

产生的。 即是农业、 手工业、 商业

的发展， 城市的复兴及城市市民的

兴起， 翻译运动的展开， 教皇及国

王地位的巩固， 扩充自己实力的欲

望等因素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合力，

最终促成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出现。

宋代书院产生主要有赖于农业、 手

工业及商业的发展、 当时官学不兴

的契机、 儒学的发展及统治者的支

持。 从某种程度来说， 二者产生

的背景不同也为后来二者的不同

历史命运埋下了伏笔。

由大师主持“大学”，

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精神

作者梳理与比较了宋代书院和

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兴起过程， 通过

对二者概念、 类型、 兴起的一般情

况的介绍与分析， 厘清了二者兴起

的脉络及二者的共性与差异。 中欧

两地在兴起阶段都产生了大量的书

院和大学， 都得到了权威中心的支

持。 显著的差异是宋代书院兴起于

名山大川， 而欧洲中世纪大学产生

于繁华的城市。 宋代书院一直有属

于自己的建筑， 而欧洲中世纪大学

初期没有、 后来才逐渐有了属于自

己的建筑。

该书对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

大学的师生生活状况和课程内容进

行了描述与比较。 宋代书院的教师

主要由理学家组成， 且多由名儒大家

主持书院，师生生活有一定保障，学生

行为习惯较好。 而欧洲中世纪大学教师

多由教士组成，师生生活较为窘迫，学生

有诸多不良行为。 但两者的共同点是学

生来源广，较好地践行了“有教无类”的

思想。另外，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

中大师级人物较多， 他们的魅力吸引了

大批学生，这一状况进一步推动了宋代

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发展。

宋代书院受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

影响较大， 课程以经史为主， 与自然

科学知识较为疏离； 欧洲中世纪大学

的课程内容则较为理性。 二者课程内

容差异虽较大， 但都体现了一定的人

文性、 都受到宗教思想的浸润。

教学和学习方式决定了高等教育

培养人才的模式与人才成长的特征。

宋代书院主要的教学方法是升堂讲

说、 会讲、 自学以及质疑问难等。 欧

洲中世纪大学以讲授和辩论为主要教

学方法， 考试一般与学位相联系。 二

者较大程度上在教学中都注重实践，

注重启发学生的思维和主动学习的精

神， 而且把教学与学术科研较好地结

合在一起。 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

学的经费来源渠道都较多， 都得到了

当时权力中心的支持及一些私人捐

赠。 二者在经费收支方面最显著的差

异是针对学生来说的， 养士是宋代书

院经费的主要支出， 而欧洲中世纪大

学的学生所交各种费用是大学重要的

经费来源之一。

研究中的创新与现实改

革发展的借鉴

从宏大历史背景的角度审视而非

从高等教育本身一隅的变迁为视角，

将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作为社

会历史环境中的机构来研究， 这使得

该书的研究得以“鸟瞰” 整个大局和

社会状态。 高屋建瓴地着笔， 使得该

书具有综合性研究的视野和思维。 联系

地、 广泛地观察对象， 能够最接近事情

的本源。

在厘清宋代书院和欧洲中世纪大

学发展过程的同时， 该书通过比较，

找到可以为当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

供借鉴与启示的地方， “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不虚矣。

目前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道路的

探讨， 更多的是在宏观层面上的叙事

研究， 缺少基于历史角度进行微观冷

静的思考以及追根溯源式的探究。有

关高等教育历史， 特别是中西方高等

教育比较史研究的成果是构成高等教

育比较史学科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

《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

研究》一书的意义在于既能够丰富和发

展高等教育比较史学科的理论，也为中

西方比较史学科丰富了内容。 同时，以

史为鉴，将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

做一系统的比较研究，为当今改革提供

了借鉴。在我国大面积普及高等教育之

后， 高等教育改革又要开辟新时代之

际，从历史根源以及早期发展中汲取历

史的养分是必要的。对于改革的评价并

不仅仅取决于改革者的勇气和胆识，也

不取决于改革的速度和幅度，而在于它

所造成的整体和长远的结果与影响。对

于明智的改革者来说，为了避免改革的

重大失误， 对历史的审视无疑是一种

最为“经济”的选择。

历史比较的现实意义在于求用，

不仅仅要在观念的层面建设体系化

的理论， 更关键的是要以理论指导

实践， 并在实践中修正和完善理论。

《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

研究》 一书会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历

史判断。

《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

比较研究》 刘河燕著 人民出版社

重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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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教师五项修炼———禅里的教育》

谢云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该书是作者对教育的悟道之作， 每篇文

章均起笔于禅门公案或故事， 最终落脚在教

育和教师身上。 作者借公案和故事阐述他所

理解的教育， 妙解禅宗与教育之间幽深而美

妙的关联。

《自然与自由———卢梭与现代性教育困境》

曹永国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该书重点分析了卢梭重要文本《论人类不

平等的起源与基础》、 《社会契约论》 与《爱弥

儿》 中所包含的教育意蕴， 批判了现代性教育

危机中人精神的异化， 提出美好教育在于培养

人良好的判断力。

《九歌： 诸神复活》

蒋勋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台湾学者蒋勋用林怀民“云门舞集” 的

《九歌》 透视屈原 《楚辞》 的 《九歌》， 在神

话九歌、 造型九歌和舞动九歌中， 分别从神

话、 图像与舞蹈三方面立体而质感地呈现

《九歌》 素朴而旺盛的生命力， 借此寻找中国

人的原始精神图腾和思想骨骼。

禹天建 绘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