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Mar. 2017/ No. 2

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研究

如何重建我们时代的高等教育
王建华 *

［摘

a

要］ 我们时代最大的挑战是创新。为了满足对于创新的期待，我们时代的高等教育在以论

文发表为目的的科学研究中越陷越深。其结果，作为思想中心的大学逐渐被作为知识工厂或科学重镇
的大学所取代。重建我们时代的高等教育要从大学之用转向大学之思，重申大学的制度含义，重建高
等教育的合法性，以思想创作孵化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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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演化的角度看，每一时代的高等教育都在不断演化 ；但从建构的角度看，每一个时代的高等教
育又都在重建。当然，无论演化还是建构都只是一种理论视角或分析框架，实践中无论哪个时代的高
等教育都绝对无法分清哪些是演化而来的，哪些又是重建的。一般而言，演化理论适于分析长时段的
高等教育发展，而建构主义则适于分析短时段的高等教育改革。我们时代是一个国家主义的时代，以
国家为主体的建构主义主导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尤其是在我国，以改革促发展已经成为高等教
育实践中的常态。基于此，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命题，亦即如何重建我们时代的高等
教育。

一、创新的匮乏及中国特色
对我们时代而言，最大的挑战就是创新。如果说在农业时代，社会的发展主要依靠人口的增长来
驱动 ；工业时代，社会的发展主要依靠资源驱动 ；那么在后工业时代，社会的发展将主要依靠创新来驱
动。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创新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它既不同于人口的可再生性，也不同于某些资
源的不可再生性。人类社会中创新的产生既受社会需求的影响，又具有历史的偶然性。在千年尺度
的视野下，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绝对是小概率事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绝大部分的时间里，人类的思
想、制度与技术都是停滞的或极其缓慢的演进。以西方为例，根据克鲁伯和格雷的统计，公元前 500
年是西方文明创造性的顶峰 ；从公元 850 年到公元 1935 年还有三次创造性突发期，分别是 1620 年代，
1830 年代，1900 年代。创新的第一次大量涌现出现在雅典城邦时期 ；第二次大致在“文艺复兴”时

* 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
研究所研究人员，210097。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5YJA880066）研究成果。

085

期 ；第三次和第四次分别在 19 世纪初以及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交替处，与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大致重
a

叠 。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创新的匮乏都有其合理性。毕竟对人类而言，日常生活的持续需要相对
的确定性。无论思想、制度还是技术的创新都极易引起社会的革命和不稳定，进而造成民众心理的恐
慌。毕竟创新的发生或天才的存在总是体现为对现有秩序的反抗或破坏。因此，传统社会的制度安排
会自动地抑制创新的发生。
“与现代社会形成鲜明对照，在一切都依照惯例的传统社会里，科层、级别、
地位、教养、服从命运、抑制个体创新的冲动，这些因素联系支撑着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
b

很自然，传统社会的经济生活只有缓慢的发展。
” 直到资本主义兴起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种种桎梏，创
新才真正受到激励。在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两百年里，人类迎来了自身创造性的黄金时代。
作为时代精神的反映，创新一直是我国政府实施高等教育改革的政策目标，但政府主导的种种创
新计划并未能产生预期中的实质性的创新成果。究其根本，既有高等教育体制对于创新活动的抑制可
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具体而言 ：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由于顶层设计的原因，条块分割，条条分割，块块分
割的问题比较严重。虽经多年改革，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因行政管理而造成的隔离体系依然普遍存在。
在我国不同类型、不同层级、不同水平、不同产权制度的高校之间缺乏有机联系，而且高校系统与科学
院系统、企业系统、政府系统之间也缺乏“立交桥”。由于组织内与组织间的相互隔离已经制度化，高
等教育的每一次改革都只能是局部的改革，而每一次局部的改革又会促使高校之间的隔离进一步的制
度化。长期以来，在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的驱动下，我们的一切改革客观上都强化了这种隔离体系
的自足性。无论重点学科建设、211 工程、985 工程、2011 计划均是如此。即将实施的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同样也只是着眼高等教育系统“塔尖”部分，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影
响不大，对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推进也微乎其微。回顾我国最近几十年的高等教育改革，增加经费
投入一直是政府部门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或改革抓手，制度的变革或体制的创新比较有限。由于体制变
革的成本过高，且充满不确定性，那些具有深远影响的制度问题被悬置。每一次改革都主要是为了驱
使大学想方设法地争夺资源而不是创新制度。在既有体制不变的前提下，为了实现创新，从政府到大
学制定了种种计划，希望通过实施创新计划带来计划中的创新。但本质上，创新与计划相矛盾。创新
具有不可计划性，可以被计划的很难称之为创新。创新需要所有人在所有可能的方向上进行自由的探
索。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以政府为主导，试图通过各种“计划”或“工程”来推动高等
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并产生具有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实践表明，短期内通过资源的汇聚或联合攻关或
许能够带来部分“创新”
，但成本或代价必定是高昂的。究其原因，国家主义改革框架下，政府的计划
会助长大学的惰性，而惰性体制和观念一旦扎根会严重阻碍或抑制创新行为的产生，最终使种种创新
计划难以为继。我们一方面迷恋确定性的计划，另一方面又渴望原本充满不确定性的创新，这实在是
难以调和的矛盾。相反，若将自主权赋予大学，或许暂时会带来某种无序或低效率，但由于大学本身
具有自组织的特性，而学科制度又可以自动拓展知识分工的范围，学者为了得到学术共同体认可和社
会的承认，会不断开拓新领域。随着大学主体性的建立，大学组织制度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化，高等教
育中的创新将自动涌现，并具有可持续性。
遗憾的是，现有体制对于高等教育创新的约束是客观事实，但我们的改革不是正面应对，而是消
极回避，倾向以“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来搪塞。在学理上，对于“中国特色”的理解有两个不同
层面，一个是事实层面，一个是价值层面。所谓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一定是就价值层面而言，即
我国的高等教育不仅在办学水平上是世界一流的（事实层面）
，而且可以在制度或理念方面为其他国

《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逻辑与历史的冲突和统一》，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216 — 218 页。
a汪丁丁：
《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逻辑与历史的冲突和统一》
，第 49 页。
b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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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提供借鉴（价值层面）
。作为常识，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变革与其他国家都必然会存
在不同之处，但除非能够证明这种事实层面上的差异背后隐含有价值层面的优劣或高下之别，否则不
a

能轻易称为“某某特色”
，不然就有“把自然事实当作目的加以接受” 的嫌疑。布卢姆在批评美国高
等教育时曾指出 ：
“我们的思想轮廓完全被德国思想家改变了，其剧烈程度甚至远超过德国建筑师对
我们城市轮廓的有形改变。有着丰富精神生活的民族会对精神生活天赋相对不足的国家发挥巨大影
b

响，即使后者的军队强大无比，这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 当前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过程中，
由于思想和制度的创新不足，
“中国特色”正逐渐沦为一种拒绝或阻碍深化改革的“托辞”
。凡是政府
或大学不想改或无法改的部分均可称之为“中国特色”，这无疑是对于“中国特色”的极大误解。虽然
我们无法严格证实国外的高等教育制度比我们优越，但至少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我们的高等教育制
度比国外优越。在此背景下，
“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之类的说法还是少提为好，除非我们试图把
“中国特色”变成一个中性词，甚至是“贬义词”
。实事求是地讲，为了应对创新匮乏所带来的危机，当
前我国高等教育实践中很多“中国特色”的做法恰恰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对象，而绝非值得
大力宣传的成就。

二、从大学之用到大学之思
我们时代，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增大，社会对于大学的需求也随之增加。社会对大学的需求大致
有两种，一种是实质性需求，即培养专业人才、提供具有创新性的技术 ；另一种则是象征性的，即大学
要证明自己的卓越或优秀，以满足普通消费者的心理期待和资金提供者的绩效考核。当下愈演愈烈
的科研评估与大学（学科）排名主要就是为了满足社会对于大学的象征性需求而不是实质性需求。在
市场化的语境中，花样翻新的学科与大学排名与企业界的品牌排行榜没有本质的不同。当下无论学科
的排名还是大学的排行基本上都与大学的教育使命无关，而是科研至上或干脆就是论文主义。表面上
看，对于科研的重视反映了我们时代社会对于创新的期望，即以大学为基础，通过科技创新来驱动社会
的发展 ；但实质上，科研至上不过是研究型大学范式下的一种迷思。如张五常所言 ：
“任何思想创作对
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一般要到多年之后才知道，算文章数量与排名高下属无聊竞争，偏于鼓
c

励产出形式上好看但时日的蹂躏会判为废物的学术作品。
” 世界范围内，二次大战以来，美国研究型
大学的成功使研究型成为了现代大学的“典范”
。就像科学范式会束缚科学的想象力，阻碍科学的进步
一样，研究型大学的范式也会束缚大学的想象力，模糊大学的本质。研究型大学范式下，由于论文发表
的偏好被过分强调，似乎除科研成果或获奖之外，我们已不知如何评价大学或学科的好坏。无论何时，
大学要重视科研没有错，科研原本就是大学的必选项 ；
但重视科研不等于为科研而科研，也不等于仅仅
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或应用性研究。毕竟大学不是纯粹的研究机构或科学院而是一个综合性的高等
教育机构。大学的科研应是实现人类追求真理的一种方式而不应是“追名逐利”的一种途径。
我们时代，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促成了自然科学在大学里的繁荣，而那些自由学科和自由教育却陷
入危机。在我国，现有学术政策以计划为导向，通过基金申报和项目制管理，几乎所有课题都是事前
设计或规划，类似于政府采购或订货。在这种体制下，学者的研究追求的只能是眼前的利益（为课题
而课题或为经费而课题）
，而不可能是传世的思想。
“大学失去了它过去拥有的那种类似于城邦的性
质，它变得像是一只客船，乘客们只是偶然的同路人，不久就会下船各奔东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
《美国精神的封闭》
，战旭英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1 年，第 34 页。
a［美］布卢姆：
《美国精神的封闭》
，第 106 页。
b［美］布卢姆：
《科学与文化：
论融合中西的大学制度》，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5 年，第 74 页。
c张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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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只是行政性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思想内容。” 传统上，大学的精华是自由教育，
而自由教育的根基则是自由学科 ；而在研究型大学的范式下，现代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必要条件是在
《Nature》和《Science》上的卓越表现。当前自由学科之于自由教育的重要性以及自由大学之于民主社
会的重要性已经降格为研究型大学之于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重要性。科学的帝国主义正在超越政
治意识形态重塑大学。虽然无论在哪个国家短期内科学的成果尚不能控制政党的政治行动，但如果自
b

然科学成果与政治意识形态发生摩擦，从长远来看，自然科学的成果最终将胜过政党的意识形态 。毕
竟无论任何政体、任何政党总是无条件地需要自然科学。党的领袖或政治家或许可以无视历史学家和
政治学家的理论或学说，但自然科学揭示的规律谁也无法否认，否则将招致规律的惩罚。正是由于这
种原因，现代以降自然科学的强力表现赢得了政府的青睐，自然科学家与政权的同盟牢不可破。在自
然科学的主导下，大学从思想的中心蜕变为科学的重镇顺理成章。
当前在研究型主导的现代大学里随着人文学科式微，科学文化逐渐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自然科学
的方法论开始主导着大学人的思维。科研评估和大学排行中对于可测量和可量化指标的筛选，造成了
客观性对于主观性的侵蚀或压迫。现代大学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卓越的标准不再是哲学和社会学的，而
是变成了统计学、会计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于哲学的学术自由以及基于社会学的大学自治被基于政
治经济学的企业家精神取代。随着合法性基础的丧失和卓越标准的变迁，大学之为大学的底线正在被
突破。这种局面的出现绝对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规模太大、管理不善、质量不高、资金不足，甚至也不能
归因于制度松懈、理念不彰、道德败坏、人才匮乏，说到底还是我们时代的大学已不再关注人的教育、
大学人也不再以学术为天职。
对大学而言，思想创作和科学研究有所不同。科学研究所追求的“真”通常具有唯一性，可证实
性，可重复性 ；思想的创作也追求“真”
，但思想的真理不具有唯一性，亦不可重复。如果说科学发现的
功用在于解释自然进而改造自然，那么思想创作的功用则在于阐释价值进而张扬价值。科学研究，尤
其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可以躲在实验室里“成一统”，而思想的创作则必须反映社会现实，积极介入
政治、经济的争论以及意识形态的发展。“在对现代社会的最初设计中，人们相信普遍的思想自由值得
向往，是为了给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思想提供支持，严格来说只有他们才配得上‘思想’二字。最初，首
要的自由就是思想自由，这既是因为理性乃人类最出色的能力，也因为它是美好社会最需要的东西。
若想拥有一种新型社会，为人类形成一种新的安排，就必须让霍布斯、笛卡尔、斯宾诺莎、培根、洛克和
c

牛顿能够自由思考和宣传他们的学问。”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目的，各国
政府均加大了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支持，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则多有控制。但事实上，如果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受到权力的控制，思想不再自由，自然科学的研究也很难有大的突破。毕竟
制度环境具有整体性，思想领域的自由状况最终也会影响或波及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的探究。
“使智识
自由对知识的进步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根本之点，不在于每个人都可能有能力思考或写点什么，而在于
任何人对任何事由或意见都可以争论。只要异议不受到禁止，就始终会有人对支配着他们同时代人的
d

意见有所疑问，并且提出新的意见来接受辩论和宣传的考验。” 相反，如果在一个国家思想不自由，一
切理论都必须附和官方学说，那么在政治权力的运作下，大学在思想史上将乏善可陈。而如果一个国
家的大学在思想史上乏善可陈，那么这个国家的大学也很难在科学领域取得伟大的发现。智识自由既
是思想创作也是做出科学发现的必要条件。
《美国精神的封闭》
，第 300 页。
a［美］布卢姆：
《美国精神的封闭》
，第 250 页。
b［美］布卢姆：
《美国精神的封闭》
，第 214 页。
c［美］布卢姆：
《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第
d［英］弗里德里希·奥克斯特·冯·哈耶克：
1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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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申大学的制度含义
在西方，大学不仅代表一类组织，也不仅象征着某种精神，同时也是一项制度。大学作为一项制
度与大学制度并不是一回事。大学制度是指与大学相关的制度安排，而大学作为一项制度则意味着
在社会系统运行过程中大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齿轮”。大学作为制度的存在增加了社会诸“齿轮”
之间的“咬合”，可以有效地避免社会制度的空转。长期以来，我们将大学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其实只
是就组织层面而言，如果在制度的层面上，社会也是大学的一部分。某种意义上，现代大学是现代社
会的“工作母机”；若失去了大学对于人的规训，现代社会不可能正常运转。相比于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些具体的职能，大学作为一项根本制度对于现代社会的规训才是最重要的。“大
学对于个体实际统治能力的培养是无效的，不过，在大学层面拓展政府治理却是最佳的场所。将知
识与权威结合起来，这是所有原则的基础，大学正实现了这种需求。换言之，大学不单纯传授知识本
身，它将知识的整个体系的形成与人们对世界的假设结合起来。一句话，与身为组织的大学相比，身
a

为制度的大学更加重要（也更有效）。” 当然，大学作为一项制度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其大
前提是存在自由民主的政体。一旦制度环境不允许，大学的制度含义就会消失，而只是作为一种干
瘪的组织机构而存在。一般而言，在自由民主政体下，大学易于彰显其制度价值，而在专制政体下，
大学则只能作为一个专业性组织机构为政府服务。
“大学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核心和基础，它使原则保
持生机，是保持这种政体运转的知识和教育的不竭源泉。……自由的大学只存在于自由民主政体之
中，而自由民主政体也只存在于有自由大学的地方。法西斯制度拒绝理性并控制了大学。苏联的制
度断言，人民在先锋党的呵护下已经成了理性的人民，所以大学不再需要一种特殊的地位——也就
是说，它可以受党的控制。只有自由民主政体同意把理性放在第一位，尽管人们并不认为它的公民
既单纯又一贯讲究理性。它保证大学享有特殊的地位，这使它不必拘泥于文明社会中的思考和言论
b

所受到的一般道德和政治限制。” 由于政体的差异以及基于政体差异而形成的不同的制度环境，我
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侧重的仍然是组织层面，即力争将大学打造成卓越的专业性组织，相关的制度
建设浅尝辄止（局限于大学内部），对于大学本身作为一项制度缺乏清醒的认识。“大学的繁荣是因
为大学被认为能够按社会的需求服务于社会，而不是像苏格拉底那样服务于社会，或像泰勒斯那样
c

不能服务于社会。” 换言之，现有体制下，大学的重要性建基于科学技术的实用性而非思想的深刻性
或制度的公共性。
作为欧洲文明的精华，大学与民主政体有天然的亲合力。世界其他文明当中不乏有特色的高等
教育机构，但与兴起于中世纪的大学均有本质的差别。欧洲独特的法律制度、城市制度以及在此基
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铸就了欧洲大学模式的特殊性。19 世纪以来，世界各
地虽然纷纷引入欧洲模式的大学，但时至今日，若以文明类型来划界，世界一流大学仍然主要分布在
西方，若以政体划界，世界一流大学几乎全部位于民主国家。作为现代大学的发源地，德国的大学曾
是世界一流，然后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纳粹的上台，德国的民主政体转变为法西斯统治，德国大学很
快一蹶不振，失去世界一流的地位。作为对比，亚洲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在制度文明上逐渐“脱
亚入欧”，二次大战后在美国的主导下，更是成功建立了民主政体，日本的大学也因此开始在全球占
据显赫的地位，成为除欧美之外世界一流大学最集中的地区。基于教育体制与国家体制的相关性，
《高等教育社会学》，朱志勇、范晓慧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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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体是大学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果缺乏民主制度的有力支撑，大学将失去制度
与理念上独特性而蜕化为一个一般性的专业组织或学术机构。在一些专制国家里，那里的大学偶尔
也可以做出伟大的发现或发明，甚至也可以帮助国家实现工业、农业、军事和国防的现代化，但那里
的大学很难成为伟大的大学。因为在专制国家的大学里能够得到发展的只能是实用的自然科学和技
术，思想的自由或自由的思想创作不被允许 ；为了专制统治的可持续性和政权的稳固，政府通常会根
据统治需要的正当性肆意操纵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专业知识的生产，并进而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控制
国民的大脑。“在专制国家，权力的领域、法律的领域和知识的领域被压缩到一起。关于社会终极目
a

标的知识和管理社会实践的规范都为权力所有，与此同时，权力控制了对话，并随意描绘现实。”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目标。但相关改革一直深
陷经济决定论的误区，无论政府还是大学似乎都倾向于相信，通过不断增加投入或集中资源就可以
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有学者甚至通过比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来评估中国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
学还有多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毫无疑问需要巨额的经费投入，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绝不是有了
巨额的经费投入就可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从根本上还是一个制度建设，尤其是
制度环境建设。没有一流的制度（环境）不可能建成一流的大学。那么，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什么样
的制度（环境）呢？最基本的就是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和社会的自治化。只有具备了上述
基本条件，大学本身的制度含义才能得以彰显，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重要性才能受到政府的理解，
并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均处在转型过程中，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
场化与社会的自治化改革已经部分启动。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政治、经济与学术的价值分野不明
显，权力欲望、逐利之心与学术发表的内在冲动相互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发展中学术”的典型特征，
即学术作为一种专业性活动，其专业性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学术规则经常被其从业者践踏，学术成果
的评价经常受非学术因素制约，学者和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大多是为了知识之外的目的而非为了知
识本身。近年来，凭借科研论文发表上的卓越表现，我国大学在世界大学和学科排行榜上取得了不
错的成绩，但世界一流大学的建成绝不仅意味着大学或学科排名上的名列前茅，而是要切实为人类
文明的进步做出原创性的贡献。根据 2015 年国务院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总体方案》，到本世纪中叶，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
高等教育强国。根据高等教育发展和一流大学成长的规律，要实现这一愿景，仅仅依靠重点建设和
增加投入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只有不断通过体制改革，真正实现了政治的民主化、经济
的市场化和社会的自治化，高等教育强国之梦才能真正实现。体制改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一
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尤其是高等教育制度有利于追求真理，学者和科学家才能被引导至学术领域，大
学的发展才会具有可持续性。如果相关制度不利于学术职业的发展，遵循趋利避害的一般原则，学
者和科学家会逐渐从“求真”转向“逐利”或“寻租”，学术领域不可避免地将被政治或经济的逻辑所
侵蚀，从而导致知识阶层的官僚化以及知识本身的商品化。大学应致力于追求真理，权力和利益的
过多卷入终将不利于学术发展。

四、重建高等教育的合法性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创造了世界“奇迹”，但这种奇迹仅仅是就规模和数量而言。通过

《民主、专业知识与学术——现代国家的第一修正案理论》，左亦鲁译，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a［美］罗伯特·波斯特：
2014 年，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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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扩招的确有更多的学生进入了大学，但是否进入大学的学生都能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则存在很
大的疑问。事实上，不仅中国如此，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发展均面临教育性危机的挑战。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为了回应民众对于高等教育的不安和质疑，很多大学引入了质量保障系统。但良
好的教育和高质量的教育仍然有所不同。质量的高低取决于质量标准的设定或评估指标体系的选
择，而好的教育则着眼于人的发展，与外在的标准无关。实践中，高等教育中的技术教育、职业教
育与专业教育也许可以交由专家评估，用质量的高低来衡量，但涉及人性培养的通识教育或文化
素质教育则只能交由学生自己来体验。遗憾的是，当前的高等教育中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职业教
育、技术教育的差别被忽视，且处在边缘。对教育好坏的判定更多依据外部功利的或实用的标准而
不是教育本身卓越与否。学生只是机械地修完学分以获得相应的学位，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少有
人去关心。“它的实际后果便是，一方面使大学外边的庸俗现象得以在校园内泛滥，另一方面又把
更严厉、更刻板的要求——由专业学科提出的那些未经通盘考虑的、专横而堂而皇之的要求——强
a

加给学生。” 由于高等教育的工具性遮蔽了高等教育本身的重要性，大学“失去灵魂的卓越”几乎
成为某种必然。
为回归高等教育本身，必须转变思维方式。世间万物既是普遍联系的又是相对独立的。任何问题
既需要系统思考也需要独立决策。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系统镶嵌于社会大系统之中，高等教育问题既是
教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但毕竟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社会是社会。高等教育的内部事物的处理和社
会系统中的其他事物的处理完全不相关，绝不能基于普遍联系的观点将社会其他子系统的处事规则引
入高等教育领域。就高等教育谈高等教育容易忽视高等教育问题的复杂性，但若将所有的高等教育问
题都归为社会问题或引出社会的根源也会失之偏颇。高等教育的重要源于对真实生活的表达，对于人
性的培养与塑造。由于我们误将高等教育的有用性作为其重要性的主要根据，现代社会只能基于工具
理性来为高等教育的重要性进行辩护。其结果，那些表面上对于高等教育的重视，由于忽略了高等教
育的本质，反倒更像是对于高等教育功能的滥用而不是真正重视高等教育本身。实践中高等教育的发
展既不能沉迷于个人精神层面的抽象概念，也不能因为忽视高等教育的本质而从实用走向滥用。高等
教育的发展既要讲究成效，但也不能为了“功利”而放弃“理性”。
古典时代，教育主要是精英阶层的一种精神性活动，和物质生产没有关系或关系较为疏远。现代
社会教育逐渐世俗化，自由教育意义上的教育逐渐被技术或职业教育意义上的教育所取代，教育的精
神性逐渐被生产性取代。伴随教育本身的世俗化，和教育相关的概念也不可避免的世俗化。
“原本用
b

来描述和激励贝多芬、歌德的词语，现在每个学龄儿童都在使用。” 为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教育领域
还发明了许多新的说法，比如，创新、创造性、价值、个性、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经过大众媒体以及
自我的不断重复，无论理解还是不理解、赞同还是不赞同，这些概念都已成为我们思想或思维方式的
一部分，很多时候离开这些概念我们甚至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这种套话或套套逻辑（tautology）
的大量存在，极大影响了我们对事物本身的重要性的感受、理解和表达，使我们弄不清语言或文字背
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套话。所谓套话就是大家都这么
说，但没有人清楚这种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如，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质量、人才培养模式、世界
一流大学、国家重点学科、特色专业、精品课程、教学名师等。
历史上，古典高等教育以普遍知识或自由知识作为知识论和认识论基础，现代高等教育则以高深
知识或专门知识作为知识论和认识论基础。以普遍知识或自由知识作为基础，古典高等教育的精华为

《美国精神的封闭》
，第 288 页。
a［美］布卢姆：
《美国精神的封闭》
，第 139 页。
b［美］布卢姆：

091

自由教育，注重无用之用 ；以高深知识或专门知识为基础，现代高等教育的支柱是专业教育，强调有用
之用。从古典到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基础虽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知识本身始终处于高等教育系
统的核心地位，高等教育系统始终围绕知识进行组织和运转。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知识的重要性不断
增加，后现代社会也一度被称为知识社会（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
。对于知识的崇拜可以看作现代性
的残留，它反映了工业资本主义对于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迷信”。现代大学对于科研的
痴迷以及对于“用途”的迷思是高深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逻辑的必然结果。当前伴随现代社会向后
现代社会的转型，现代高等教育面临深刻转型，高等教育与高深知识的关系也面临调整。后现代社会
仍然需要高深而专门的知识，但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将不再是生产、传播与应用高深知识那么简单。
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极大地改变高深知识的性质及其生产、传播与应用的方式。在
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是知识密集型的行业，但在后现代社会高深知识的分布将更加均匀，知识的密集
将不再是高等教育行业的显著特征。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后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组织机构只要愿
意都可以拥有丰富的知识。在此背景下，现代高等教育对于高深知识的垄断将消失，高等教育必须回
归教育本身以寻求新的合法性来源。
后现代社会中高深知识若不再是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基础，大学若不再以科学研究见长，那么高等
教育的重点自然将转移到高等的教育，即成人。与知识的工具性相比，成人本身即是目的。从古典到
现代，高等教育之所以一直是知识中心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将高等教育等同于高等教育机构，
主要是大学。以组织机构为核心，制度化的高等教育模仿工厂的运行机制，以知识为原料易于操作，
诸如人性的培养、德性的养成等不易制度化的部分则被舍弃或有意无意地加以忽略。事实上，
“高等教
育的实现需要组织机构作为载体，但必须要超越组织机构，这就是高等教育与大学的区别。高等教育
a

必须超越‘大学校园’
，显示自己是最高使命的教育——即为人的一生塑造完整人格。” 虽然古典高等
教育也曾以“成人”为目的，追求幸福与德性，但由于经济社会条件所限，当时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
人非常之少，所谓的“成人”只能是“成极少部分人”
。相比之下，后现代社会高等教育趋于普及，接受
高等教育成为所有人的义务，此时高等教育作为“成人”的教育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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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Recreate Higher Education in Our Era
WANG Jian-hua
Abstract：The biggest challenge imposed by the present era is how to make innovations. In order to meet
the expectation for innovation，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re trapped by the competi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with publication of research papers as its major end. As a result，the university is now regarded as a
knowledge factory or a scientific research center instead of the center of thoughts. To rebuild higher education
in our era，we must shift our focus from the use of the university to the problems it faces，reiterate the meaning
of university systems，rebuild the legitimacy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hatch new thoughts by ide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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