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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学的起源看西方教育的精髓 

刘道玉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在自然界或是社会领域，事物的发展大都经历了由自发到 自觉 的过程。一般说来，事物 自发的变化是 

由事物的内因所引起的，自发成分正是自觉的萌芽状态。同样的，世界最早大学的诞生，是 由于社会 

发展到一定阶段，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出现了对人才的需要，于是大学就应时而生。我们研究 

大学的起源，目的是考察大学产生的背景，探讨早期大学的特征，比较 中西早期大学的差异，并进而 

总结出指导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所必须借鉴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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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世界上第一所大学诞生迄今，已有近千年的 

历史，而中国近代大学的出现比西方国家晚了八个 

多世纪。对于大学起源的研究 ，文献 中已有不少报 

道 ，但多数研 究的重点是 考证早期 大学产生 的背 

景。最早的究竟是哪一所大学，它诞生于哪一年， 

大学应 当怎样界定?等等这些研究是必要的 ，但是 

我认为研究早期大学的特征 ，特别是 比较 中西大学 

起源上的差异，对于我们今天重建大学精神，迅速 

提升我国大学的学术水准，实现我国大学国际化都 

是十分重要 的。 

关于西方大学的起源，在教育史学界，一直有 

着不同的意见。德国哲学家汉娜 ·阿伦特认为： 

“大学的起源不是追溯到中世纪，而是追溯到古希 

腊。回顾这种传统的草创期，我们回想起柏拉图学 

院。”①也有人把大学的起源追溯到古代埃及、罗马 

和中国，但是大多数的教育史学家认 为，大学的起 

源应 当是欧洲中世纪诞生的大学 ，这种观点基本上 

成了世界高等教育界的共识。 

那么，哪所大学是欧洲中世纪诞生的第一所大 

学呢?此后，大学又是如何相继在欧洲传播的呢? 

它们传播的路径又是怎样的呢?比较一致的意见 

是，1088年诞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大学， 

是近现代意义上的世界的第一所大学，是欧洲最古 

老和最有名的大学之一。那么，这所大学又是怎样 

形成的呢?从历史渊源看，中世纪的大学形成，一 

般与某地 的一些最有学问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正 

如美国学者房龙所叙述的：“一个明智之士对 自己 

说 ，我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 ，我必须把我的知识 

传授给别人 。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能找到几个听他 

宣讲的人，他就开始把自己的智慧鼓吹一番⋯⋯久 

而久之，某些年轻人开始按时来听这位伟大导师的 

智慧言词 ，他们还带来 了笔记本 ，一小瓶墨水和鹅 

毛笔，把他们觉得重要的东西记下来。这就是大学 

的起源。在中世纪，大学就是这样的教授和学生的 

联合体，教师就是一切，而校舍则无关紧要。”⑦ 

据说，博洛尼亚有一位叫格雷希恩的僧侣，他 

写了一本教会法律的书，从而吸引了许多来听讲的 

人。他们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地主、房东和旅馆老板 

的欺负，于是就组织 了 “基尔特” (Guild)，也称 

为互助会 ，它就是博洛尼亚大学的雏形 。最初 ，博 

洛尼亚大学设立了神学、法律和医学；到了 12世 

纪，博洛尼亚大学成了法律和宗教法规的中心，吸 

引了欧洲各国的大学生，使得欧洲早期的大学从一 

开始就具有跨国界性。早在近千年之前，在当时大 

学的学术水平并不高的情况下，为什么能够做到跨 

国界呢?主要是两个条件：一是拉丁语，因为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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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拉丁语在欧洲很流行，彼此没有语言的障 

碍；二是当时基督教是占主导地位的，共同的信仰 

也成了教育跨国界的基础。 

在 1222年，博洛尼亚大学发生分裂，对该校 

不满的教师和学生迁移至帕多瓦 (Padua)办学， 

于是又出现了帕多瓦大学。在中世纪，西班牙、法 

国、德国和波兰等国的许多大学，都是这样自发创 

办起来的。 

在 9世纪，意大利的萨莱诺有很多医生，吸引 

了许多人来这里学医，于是 10世纪就出现了萨莱 

诺大学，它与博洛尼亚大学同是意大利最古老的两 

所大学。该校以培养医生而闻名，甚至国王腓特烈 

二世下令，意大利王国里的医生必须获得该校的毕 

业证书，否则不得行医。到了 11世纪，它吸引了 

来 自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学生，再次体现了早期 

欧洲大学的世界精神。 

中世纪的大学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 

么是依附于寺院或教堂，要么本身就是神父或是神 

职人员创办的。巴黎大学是于 1150年成立的，由 

巴黎圣母 院大教堂学校演变而来。起初，法国布列 

塔尼半岛一个叫阿培拉德的年轻神父，他来到巴黎 

在圣母院讲授神学和逻辑学，吸引了数以千计渴求 

知识的青年人来听他的演讲。一些不同意他的观点 

的神父，也前来解释他们的各自的学术观点。这种 

自由讲学的风气，很快就吸引了来 自英国、意大 

利、德国、瑞典、匈牙利等国的学生和听讲者。于 

是，在巴黎塞纳河畔的一个小岛上，在古老的巴黎 

圣母院附近就诞生了巴黎大学。 

至于英国牛津大学的诞生，似乎有点偶然性的 

色彩。1167年 ，英 国国王亨利二世与法 国国王菲 

利普三世发生争吵，在盛怒之下亨利二世国王下令 

召回了在法国的英国学者和学生，禁止他们到法国 

讲学和从事研究工作。这批回国的学者来到牛津， 

从事经院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使它成为继博洛尼亚 

和巴黎之后第三个学术研究中心。1168年，也就 

是他们从法国回国后的第二年，英国牛津大学就正 

式诞生了。1209年，牛津大学的部分学者与当地 

居民发生冲突，于是逃到了剑桥，遂创办了剑桥大 

学，从而造就了英国最负盛名的两所大学。 

继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之后，新建大学的浪潮 

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在 14世纪，德国建立了 

海德堡大学，捷克建立了布拉格大学，波兰建立了 

克拉科夫大学。到 1500年，全欧洲已有 8O所大 

学 ，1600年发展到 108所 。中世 纪欧洲大学 的陆 

续出现，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作了准 

备，直接推动了各国科学和文化事业，促进了这些 

国家的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 

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教育的发展模式深受 

其宗主国的影响。在 1776年美国独立以前，共有 

1O所大学，它们都是仿照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 

学而建立起来的。这些大学是：哈佛学院 (1636 

年)、耶鲁 学 院 (1701年)、威 廉 和玛 丽 学 院 

(1693年)、国王学 院 (1756年 ，哥伦 比亚大学的 

前身)、皇后学院 (1776年，罗格斯大学的前身)、 

新泽西学院 (1746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前身)、费 

城学院 (1755年，宾西法尼亚大学的前身)、罗德 

岛学院 (1754年，布朗大学的前身)、达拉茅斯学 

院 (1769年)等。 

虽然美国最早的大学比欧洲中世纪大学晚了 

500多年，但是后来居上，美国现在不仅拥有全世 

界三分之一数量的大学，而且世界顶尖的前十名研 

究型的大学也都在美国。目前，美国是世界唯一的 

超级大国，是世界经济大国、科技大国和军事大 

国，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它首先是一个教育大国，早 

在 20世纪 7O年代初，美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适龄青年人大学的毛入学率达 

70 以上 )。 

日本科学史学家汤浅光朝，在统计了自文艺复 

兴以后科技文献分布的基础上，于 1962年证实了 

英国学者贝尔纳关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观点。在 

近 400年间，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路径是：意大利 
— — 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其实，自中 

世纪大学诞生以后，高等教育的中心也经历了世界 

范围的转移，其转移大体与科学中心的转移基本相 

同。这说明，教育与科学是一对孪生的兄弟，它们 

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是建设研究型大学两项 

最 主要 的任务。 

李约瑟是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 

学家，1975年他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出 

版。他在书中提出，为什么古代科学技术领先于世 

界的中国，却没有诞生近代科学，工业革命也没有 

发生在中国?这就是众所周知的 “李约瑟之谜”或 

称为 “李约瑟难题”。近半个世纪以来，不仅中国 

的研究者而且也包括不少的西方学者，都致力揭开 

这个谜底。尽管他们列举了不少的原因，如文化因 

素、专制制度、闭关锁国、思维习惯和地理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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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但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同样 的，在高等 教育上也存 在着 “李 约瑟难 

题”。中国的书院已有 1200年的历史 ，如果追溯到 

长安太学，已经有 2132年的历史，它们都早于欧 

洲中世纪的大学。尽管在草创之初它们具有很多的 

相似性，但是在中国却没有诞生最早的近代大学。 

历史的教训是值得吸取的，现在是揭开 “李约瑟之 

谜”谜底的时候了。 

中国近代大学起源比西方国家晚了800多年， 

即使追溯到 1594年创办的澳门圣保罗学院，那也 

比西方大学晚了 500多年。可惜，该校在沿袭了 

168年后于 1762年关闭。与西方中世纪的大学一 

样，中国早期的大学也都是教会 创办的，如于 

1845年创办的之江大学，于 1879年创办的圣约翰 

大学，于 1888年创办的私立岭南大学，它们在 

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都被撤销而合并到公立大 

学 。从此 ，私立大学在 中国绝迹了 ，它们既没有沿 

袭成为中国近代大学，也没有传承下来由它们移植 

的西方大学的优良办学传统。 

中国大学究竟起源于何时?一般认为，中国近 

代大学是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影响下诞生的。 

在洋务运动中提出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和 “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于是，洋务派于 1862 

年创办了京师同文馆，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 

此后，大批新式学堂像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例 

如上海电报学堂 (1866)、武 昌 自强学堂 (1893)、 

天津北洋西学堂 (1895)、上海南洋公学 (1896)、 

长沙 时务学堂 (1897)、京师 大学 堂 (1898)等。 

在洋务运动期间 ，共创办新式学堂 100多所 ，向西 

方国家派出 i00多名留学生 ，这些举措对我国近代 

的科学、教育和工业发展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这批学堂当中，只有少数几所演变成为近代 

的大学，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天津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等。在这些学校中，究竟谁是中国近代建 

立的第一所大学 呢?在 2O世纪 90年代 ，随着 中国 

近代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围绕着谁坐第一 

把金交椅，展开了激烈的争抢。在商潮涌动和学风 

浮躁的情况下，有的大学为了使 “第一”既成事 

实 ，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例如 ，花巨资举办隆重 

的百年校庆活动，邀请国家领导人题词、发贺电； 

请名家学者与会捧场；出版校史、发表文章、刊登 

广告、制作电视专题新闻；请专家论证，言之确 

凿，先声夺人⋯⋯其结果是，导致几所大学都声称 

自己是中国大学的 “第一”，这不仅造成了中国高 

等教育史的混乱，而且破坏了 “实事求是”的严谨 

学风 。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传统的 “名 

分等级”观念的反映，是老大法统思想的表现。可 

悲的是，当这种歪风袭来之时，很少有人抵制，而 

是纷纷跟风跑 ，有的大学要把校史追溯到千年前的 

书院 ，还有个中学把校史追溯到公元前 124年前汉 

朝的乡塾，真是难于置信。 

回顾我国近代大学诞生的历史，我们可以分析 

它们形成的特点，并能够从中窥见我国大学的先天 

不足。那么，在 19世纪末我国诞生的大学有哪些 

特点呢?根据我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公办大学是唯一的形式，这就导致了教 

会大学或是私立大学在中国没有生存的空间。本 

来，我国最早的几所大学都是教会创办的，从财政 

体制上是属 于私立 大学。例 如，苏州 东吴大学 

(1902)，上海震旦大学 (1903)，上海圣约翰大学 

(1905)，杭州之江大学 (1910)，成都华西大学 

(1910)，武汉华中大学 (1910)，南京金陵大学 

(1911)，福州华南文理女子学院 (1914)，长沙湘 

雅医 学 院 (1914)，南 京 金 陵 女 子 文 理 学 院 

(1915)，上海沪江大学 (1915)，广州岭南大学 

(1916)，北 京燕 京 大 学 (1916)，山东 齐鲁 大学 

(1917)，福 州协 和 大 学 (1918)，北 京 辅仁 大 学 

(1927)等。据统计，1949年解放以前，公办大学 

是 39所 ，而教会和私立大学 27所 ，基本上是各占 

半壁河山。这本来是一个合理的格局，可以相互协 

作 ，携手并进⑦。但在新 中国成立后 ，受当时意识 

形态的影响 ，1952年 院系调整 时 ，教会 大学和私 

立大学统统被撤销了，仅仅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保 

留了校名，辅仁大学合并到北京师范大学，但都变 

成了公办大学。至于其他的教会和私立大学，连校 

名和建制一律注销，它们的有关院系也被并人相关 

的公办大学。至此，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教会和私 

立大学在 中国完全消失了。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 ，我 

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8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一批民办大学。但是，这 

些民办大学大多数专科层次，只能承担职业教育， 

要想达到西方私立大学那样的水准，如果不彻底放 

弃僵化的大一统的教育体制，恐怕永无希望。 

第二，集权制是其主要的特征，大学是政府的 

附属机构。西方中世纪的大学都是 自发产生的，而 

中国早期的大学都是皇帝下诏书御批的。例如，成 

立于 1893年的武昌自强学堂，它是湖广总督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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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893年 11月 29日奏请光绪皇帝御准的。盛怀宣 

任天津海关道时，由他奏设天津中西学堂，1903年 

改名为北洋大学堂，1912年更名为北洋大学。 

京师大学堂 自 1896年起，经李端、孙家鼐、 

姚文栋、熊亦奇进奏，直到 1898年初王鹏运再次 

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同年 2月 15日光绪皇帝下 

旨 “准其建立”。同年 6月 11日和 26日，又两次 

下旨催促总理衙门 “克期议复”，并声言：“若再仍 

前玩，并不依限复奏，定即严惩不贷。，，④ 

如果追溯得更远一些，早在公元前 124年创办的 

长安太学，是在公孙弘、董仲舒的建议下，由汉武帝 

下诏书设立的。由此可见，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 

会里，办学权始终是掌握在皇帝的手中。中国大一统 

的教育领导体制，有着深远的历史和思想根源，如果 

不解放思想，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第三，实用主义的办学指导思想，抛弃了大学 

从事高深学术研究的传统。上面已经提到，我国近 

代大学是在 “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从西方国 

家舶来的。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强调我国的主权观 

念，但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和短期行为。 

其结果是，我们只引进了某些适用技术，而忽略了 

西方大学的先进思想和科学理论。例如，在兴办西 

式学 堂 时，只办 了语言 、船政 、电报、商 务、矿 

物、铁路等之类的学校，而没有兴建一所研究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学，致使我国科学理论长期处 

于落后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实用主义的办学思想，现 

在仍有一定的市场。一所高水平的大学，特别是准 

备向世界一流水平大学挺进的少数几所大学，如果 

要想真正地从事高深学问的研究，就必须放弃实用 

主义。我国有 2 000多所大学，应该允许各种风格 

的大学存在，试办两三所以研究高深学问为目的的 

“象牙之塔”式的大学又有何妨呢? 

我国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已深受实用主义之 

害，明显地表现在我们至今在诺贝尔奖和各基础学 

科世界奖领域里仍然是空白。一般认为，新兴国家 

在独立后 30～4O年内，一定会获得诺贝尔奖，前 

苏联、波兰、捷克、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 

西、南非等国都证明了这一点。可是，新中国成立 

快 60年了，至今仍然没有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实用主义的办学方针和科学研 

究指导思想痛切的反思。 

欧洲中世纪大学是 自发诞生的，自发行为便带 

了思想自由。而思想者总是站在时代变革潮流的前 

头，他们所想到的，便是社会所需要的，反映出了 

教育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研究早期大学的特征， 

最能够反映出大学本来的面貌，借以还原真正的大 

学精神。这正如新诞生的婴儿一样 ，在没有受到世 

俗社会的侵蚀下，他们是纯真的、善良的自然人。 

西方大学经历了近千年的历史，在其传播、交 

流、批判、继承和不断创造的过程中，不仅形成了 

当代一批著名的研究型大学，而且还锤炼出了西方 

大学教育的精髓。这些经验具有超越地域、超越民 

族和超越意识形态的普遍价值。 

那么，什么是西方大学教育的精髓呢?在学习 

和思考的基础上，我认为西方大学教育的精髓是： 

独立、自由、民主、质疑和批判的精神，这些是一 

个大学的灵魂 ，失去了这些精神 ，就是一具没有灵 

魂的躯壳。下面我愿意谈谈 自己学习的体会，以就 

教于高等教育界的同仁们。 

1．独立自治是大学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大学 

一 语源于拉丁语 universitas，原意是 “行会”、“公 

会”、“社团”之意，起初并没有学术或教育的含 

义。后来，专指 12世纪末形成的高等教育机构， 

也称为教者与学者的共同体。这一组织的性质，决 

定了大学从一开始就拥有相对于教会和政府的独立 

管理权。公元 1158年，罗马皇帝费迪南德一世颁 

布法令，规定大学是一个不受任何权力影响，可以 

进行独立研究的地方。巴黎大学被称为 “世界大学 

之母”，她成立后，1174年教皇塞勒士丁三世赐给 

了巴黎大学许多特权，肯定了大学的自决权。 

为什么大学必须享有独立 自决权呢?这是因 

为，大学应当是无条件追求真理的地方，对大学独 

立的限制就是对创造精神的限制，是对独立地提出 

新思想 、新理论 、新学说的限制。除此之外 ，大学 

还应当远离新闻媒体 ，因为宁静才是大学校园的本 

质，既不受媒体的捧杀，也不被它们所误导。 

提起大学的独立自治，使我想起了蔡元培先生 

的 《“教育独立议”》一文，它发表于 1922年 《新 

教育》第 3期上。他在文中说：“教育事业当完全 

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 

各派教会的影响。”⑤ 

众所周知，今 日之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 

同于旧中国，离开了国情谈 “独立自治”也是不现 

实的。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规 

定的 “依法自主办学”在现实中并未得到很好的落 

实，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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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思想 自由是世 界大学的通例 。为什么 自由 

对于大学是如此重要呢?对此，古希腊的三大哲圣 

之一的亚里士多德曾深刻地论述道：“哲学和科学 

的诞生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求人们有好奇 

心和求知欲。第二个条件是 ‘闲暇’。知识阶层不 

用为着生活而奔波劳碌，因为整天从事繁重的体力 

劳动而没有闲暇的人，是无法从事求知这种复杂的 

脑力劳动的。第三个条件是 ‘自由’。哲学是 自由 

的 ，它不 以别 的什么 目的而存在 ，而纯粹是为了自 

身而存在，它是一门自由的学问，它要求自由地思 

考、自由地发表意见，不受他种 目的和利益的支 

配。”⑥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值得我们深思。 

3．民主是教育的最高原则。早期中世纪的大 

学是十分民主的，学生或教师都可以担任校长，教 

师来去自由，大学的建立与分离也是 自由的，学术 

问题更是平等、自由地进行争鸣。这种民主的教育 

原则，先后由欧洲和美国的大学继承了下来，成为 

西方大学教育的精髓之一。 

为什么学术是教育的最高原则呢?2O世纪的 

民主哲学家杜威认为：“民主不仅是教育的一个理 

想的标准 ，而且是一个教育 的原则 、方针和政策 ， 

教育是实行民主重要的工具 、第一的工具 ，两者互 

相影响，相辅相成。”⑦美 国著名哲 学家普特南对 民 

主教育也有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民主是教育的灵 

魂，民主的探索精神是培养未来新人创造力的不可 

缺少的武器，是未来公民理性思考的核心，科学的 

发展离不开以民主为基础的理性引导。 

民主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则，贯穿于大学的 
一

切工作中，如教学民主，学术民主，领导民主决 

策，学生自治，民主管理等。可以肯定地说，没有 

民主就没有成功的教育，也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4．质疑精神是通向科学宫殿的大门。从古希 

腊的柏拉图学园到中世纪的大学，都有一个好的传 

统 ，就是提倡质疑，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在中世 

纪以前 ，人们 的许多知 识大 多是来 自于 《圣 经》， 

真理的权威毫无疑问也是属于 《圣经》的。可是 ， 

后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不满足 《圣经》对 自然现 

象的解释，于是就开始了对基督教说教的质疑，对 

自然现象的质疑。 

哥白尼本是神学经院的神甫，好奇心使他走出 

了圣经的光环，第一个质疑 “地心说”。他整整等 

待了十年才发表了 “日心说”。质疑的精神使他成 

为伟大的学者。17世纪被称为 “天才的世纪”，而 

毕业于法律系的笛卡尔却成了杰出的哲学家和数学 

家 ，他是当之无愧的天才。他最大的贡献是质疑了 

知识的系统，回答 了什么是知识 (真理)，提 出了 

自己的伟大学说：“质疑说”(Skepticism)。④ 

后来，这一精神被西方大学继承了下来，几乎 

成为他们在教学中的核心理念。美国芝加哥大学被 

称为既有思想又有学派的地方 ，他们认为 ，大学应 

该培育学生提出最难回答问题的能力。一位华裔美 

国学者在与钱学森先生谈话时说：“在中国父母总 

是关心孩子考得如何，而在美国，父母却总是问： 

‘你在班了有没有提出什么冒尖的问题’，后者就是 

鼓励创造性思维，注重智能的培养。”⑦近年来，钱 

学森先生有个最大的忧虑，那就是，中国至今没有 

一 所大学按照科学技术创新的模式办学 ，中国学生 

没有质疑的能力，也就是缺乏创造性的能力。 

5．没有批判精神就没有创造。所谓批判精神， 

从狭义上说是指在学术活动中所体现的反思意识、 

怀疑意识和否定意识，是对权威的反抗，对错误思 

想和学说的揭露。从广义上说，批判与批评同义， 

也泛指在质疑的基础上的辩论、讨论和切磋等。显 

而易见，批判精神是一种重要的素质，它包括独立 

人格、怀疑意识、批判意识 、思维能力、辨别是 非 

和批判能力所构成的综合素质。这些无论是对于科 

学研究或是对人才的培养 ，都是十分重要的。 

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正是在批判和 

继承了前人思想基础上 ，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马 

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 

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邶 

纵观人类的历史 ，一切政治家、科学家、文学 

家和具有创造性的杰出人才，都具有批判精神，这 

是他们导致发明创造的主要原因。例如 ，哥 白尼在 

质疑和批判了托勒密的 “地心说”的基础上，创立 

了 “日心说”，从而结束了一千多年的神权统治； 

哈维在批判 了盖伦 的错误理论 的基础上 ，创立 了 

“血液循环学说”，纠正了流行几十个世纪的错误观 

念 ；达尔文在批判 了 “物种 固定 不变 论”的基础 

上 ，创立 了 “生物进化论学说”，被恩格斯誉为 19 

世纪三大发现之 一；魏 格纳在批 判 了 “大 陆 固定 

论”的基础上，创立了 “大陆漂移学说”，他为了 

寻找科学证据到北极考察，结果年仅 50岁的他被 

冻死在北极；爱因斯坦是在批判和修正了牛顿的经 

典力学的基础上，创立了相对论⋯⋯这种例子实在 

是不胜枚举，它们揭示了批判精神与科学发现、发 

明之间的密切联系。 

然而，我国缺失批判精神已是不争的事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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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窒息了人们的创造精神。由于没有营造批判的 

氛围，教师没有批判精神，所以就不能培养出具有 

批判精神的学生。对此，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 

授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虽然出生于中国大陆，但由 

于他接受了完整的西方教育，是哈佛大学的高才 

生，所以他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他说：“我的价 

值观念都是通过自己的阅读，然后选择和判断，而 

不是人云亦云。对很多流行的观点，我更多的是反 

思和批判。 

总之，独立、自由、民主、质疑和批判精神， 

是西方大学沿袭了近千年的精髓，它们是相互包 

容、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当然，首要的是大学 

独立，只要大学拥有了独立精神，其他几种精神也 

就会随之而形成。这五种精神就像人的七情六欲一 

样，有了这些精神，大学才会生机勃勃，才会富有 

创造力。那么，我国大学为什么缺失了这些精神 

呢?这也要从我国大学的起源来考察，因为我国近 

代大学是 “舶来品”，由于受 “中体西用”实用主 

义思想的指导，所以我们只是移植了西方大学的 

“躯壳”，而舍弃了它的 “灵魂”——独立、自由、 

民主、质疑和批判精神。 

我国大学走过了百多年的曲折的道路，痛定思 

痛，现在我们是否应该换一个思考的角度来认识西 

方大学。我认为，至少在科学和教育上，应当是 

“西体中用”，只有转变了这个观念，我们才能真正 

地吸取西方大学精神的合理内核，否则要想建设我 

国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是极其困难的。也许有人会 

说，即使没有这些精神，我国大学不也实现了历史 

性的跨越，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数量都居世界第一 

吗?这仅仅只是就数量而言，质量和学术水平怎么 

样呢?如果要想真正地进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行 

列，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排除各种阻力，深化大学 

教育体制的改革，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大学教育的 

精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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