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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底，上海《密勒氏评
论报》请读者投票选出“中国今
日的十二个大人物”。在其中两
轮评选中，蔡元培一次排名第
六，一次第七，位次靠前的有孙
中山、顾维钧、冯玉祥等人。胡适
也拟定了一个12人名单，分成四
个组，在“影响近二十年全国青
年思想”的四人中，蔡元培名列
第三，排在康有为、梁启超之后，
陈独秀之前。不知道胡适想过没
有，100年后，中国的教育改革与
大学建设仍要从蔡先生的思想
中吸取营养。

2016年暑假，我随学院到北
京大学学习，聆听了蔡元培先生
孙女蔡磊砢博士的讲座———《蔡
元培教学思想与大学建设》。蔡
博士从四个方面归纳了爷爷的
大学改革理念：学术至上，思想
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当
时，国家已经决定统筹推进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但建
设名单还没有公布，全国各地的
大学中，有的志在必得，有的翘
首以盼，有的希望天降喜讯，有
的则心如止水……直到2017年9
月21日尘埃落定。自然是几家欢
喜几家愁，互联网充斥着各种消
息，段子手们尽情地进行言语狂
欢，有打趣的，有自嘲的，也有相
互揶揄甚至互相拆台的……冷
眼旁观之后，也心生一个疑问：
怎么实现双一流？急功近利一直
是大学建设的顽疾，难道双一流
建设也逃不出它的魔掌？

约三十年前，我的大学老师
就给我们介绍蔡元培先生的教
育思想，并带着崇敬的心情宣讲
蔡先生的大学建设理念，在当时
的老师和学生看来，蔡先生的理
念还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后来，
我到高校教书，阅读了一些高等
教育方面的专著，知道蔡先生的
理念并不是他的创造，而是西方
高等教育的常识，其中德国的教
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思想对他影
响最大。这样说并不是否定蔡先
生的功绩。在一个老旧落后的大
国推行现代教育，不亚于让一个
习惯步行的人开高级跑车，实际
等同于再造国民，难度堪比登
天，但蔡先生做到了，除了敬佩，
还能对他有更多要求吗？我们常
常称颂鲁迅先生在改造国民性
中的巨大功绩，对他的文学救国
行为不吝言辞，但如果没有新式
教育的支撑，文学救国又如何落
到实处！

相对于100年前的中国，现在
的物质条件已有天壤之别，国家

能够提供最好的硬件设施，可以
建最漂亮的教学楼、图书馆、实
验室，可以聘请最优秀的师资，
可以提供丰裕的课题经费，但高
等教育的教学方式、学术研究、
管理理念等软件条件并不是一
蹴而就的，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
走。虽然高等教育相较100年前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基本理论是
不变的，蔡先生倡导的四大理念
历久弥新，对于当前的双一流建
设，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无论是建设一流大学也好，
还是建设一流学科也罢，需要的
是一流学生、一流师资与一流管
理。一流学生与师资是最紧迫
的，这就回到了100多年前任教育
总长的蔡元培与教育次长范源
濂之间的争论。范先生认为，小
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中学？中
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大学？而
蔡先生则认为，没有好大学，中
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
学师资哪里来？争论的结果是合
起来最好，也就是说从小学到大
学，都需要重视，也需要整顿。问
题是怎么结合呢？

1912年，蔡先生撰写了民国
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对
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建立起了
以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
育为急务，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
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
以美育为桥梁的“五育并举”思
想体系。蔡先生认为，军国民主
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
德教育隶属于政治，而美育与世
界观教育则“超轶”于政治。蔡先
生明确指出，“军国民主义为体
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
及美育皆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
统三者而一之”。蔡先生所讲的
世界观教育不是通过政治教育去
实现，而是通过美育。同时，美育
也是打通其他四种教育的纽带与
桥梁。至于为什么要倡导美育，蔡
先生认为，“吾国之患，固在政府
之腐败与政客军人之捣乱，而其
根本，则在于大多数之人皆汲汲
于近功近利，而毫无高尚之思想，
惟提倡美育足以药之”。

长期以来，功利主义思想大
行其道，体现在教育上则表现为
把教育作为改变命运的途径，作
为挣大钱、娶美女、嫁豪门的捷
径。考大学不是为了完善自己，
不是为了成为一个和谐的人，而
是抱着他种目的，所以要考重点
大学，考名校，读就业好、收入高
的名校。为了考入知名大学，就
得上知名幼儿园、小学、中学；为
了考高分，就要牺牲美育、德育
与体育来“成全”。缺少美育的智
育是畸形的，缺少德育的智育是
危险的，缺少体育的智育是令人
后怕的。蔡先生认为美育是无差
别、超功利的，缺少美育，就无法
使人形成正确的世界观，甚至导
致创造精神的缺失。“美术所以
为高尚的消遣，就是能提起创造
精神……美术一方面有超脱利
害的性质；一方面有发表个性的
自由。所以沉浸其中，能把占有
的冲动，逐渐减少；创造的冲动，
逐渐扩展。”怎么实施美育呢？蔡
先生认为主要通过音乐、美术、
手工与游戏，另外，在历史、地
理、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学等
智育课程中，也有美育元素可供
开发。

基于以上论述，五育并举在
当下依然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大
学居于教育生态链顶端，如果不
把中小学教育、社会教育、家庭
教育纳入五育并举体系中去观
照与思考，如果片面强调某一种
教育，或者机械理解推行，就与
蔡先生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驰了。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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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初，我第二次来
到位于台北南港的“中央研
究院”。第一次是在2015年年
末，来这里参加一个明清研
究国际学术会议，这次是为
搜寻一些和我目前的研究有
关的资料，也为了躲避美国
北部的严寒。“中研院”位于
台北市南港区的东端，出了
地铁(台湾叫捷运)的最后一
站——— 南港展览馆，仍然要
坐几站公交车，或者走上20分
钟，如果打计程车，则车资刚
刚超出起步价。可以想象，在
当初选址和修建的时候，这
一带是个偏远僻静的所在。

这种偏远，正体现了选
址者的用心，让“中研院”成
为一个类似位于市郊的大学
校园一样远离尘嚣、内部开
阔又相对独立的园区，有足
够的空间容纳它的各种研究
所、博物馆、会议中心、宾馆
(正式名称叫“学术活动中
心”)，还能设计出一些精巧的
景致，让人在其间散步的时
候，有置身公园的感觉。在侧
门处，有一个小小的邮政所，
甚至有一个半内部的小超市
供应生活用品，按台湾的习
惯叫做“福利社”。

我携家人在“中研院”学
术活动中心住了十天，每天
去几个地方查找资料：傅斯
年图书馆，郭廷以图书馆，近
代史研究所档案室。承史语
所的所长王明珂教授帮我办
了一个贴照片和过塑的访问
学者证件，这样我可以进入
这些地方的书库。实际上，在
我拿到证件之前，也已经可
以向档案管理人员申请调阅
一些资料，只需口头说明一
下即可。管理员会问一下，是
否还在等待证件？然后体谅
地说，因为刚刚来还没有拿
到手吧？但绝对没有人严厉
地执行规定，把访问者拒之
门外。可以说，这里的图书馆
和档案馆管理员都专业、高
效而又友善，通情达理。进入
图书馆以后，电脑和各种中
英文数据库都可以自由使
用，甚至连用户名、密码都不
需要——— 只是打印资料的时
候要付点打印费而已。

正因为这种便利，我得
以查阅并很快就方便地打印
了去年才扫描上网的丁文江
云南考察笔记的手迹。世人
一般只知道丁文江是我国二
十世纪著名地质学家，而我
看到的资料是丁文江对云南
少数民族的调查和记录。可
以说，仅凭这两项稀见手迹，
这趟已经是很值得了。

除了对研究工作的完全
配合，“中研院”让人印象深
刻的是对文物的保护和对重
要学人的纪念。不仅史语所
和近史所的图书馆分别以首
任所长傅斯年和郭廷以的名
字命名，在傅斯年图书馆内
还有一间清幽的傅斯年纪念
室，陈列傅斯年的手迹和生
前物品。同样，在郭廷以图书
馆内，也有一间专门的郭廷
以纪念室。当然，最值得一看
的，还是胡适纪念馆。这里有
胡适生平展览、藏书和胡适
故居。独栋别墅的故居内有
胡适当年在“中研院”院长任
内的书房、卧室、会客处等日
常起居之处。我们参观的时
候，遇到的讲解员是一位亲
切温和的退休女士。和台湾

很多名胜、纪念地一样，担任
讲解的人往往是义工。

从“中研院”的侧门出来
过马路，有一间“胡适国小”。
在这附近，还有座胡适公园
步行可至，主要是胡适和夫
人江冬秀的合葬墓地。墓地
建在一座小丘上，背山，面朝

“中研院”园区。在公园的入
口，也就是将要登上小山的
地方，还有个环形的石碑群，
分别以胡适的手迹刻着他的
一些经典格言警句，例如非
常直白但值得反复品味的

“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大
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
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
证据，不说八分话”等等。

蔡元培纪念馆是位于园
区内的一座小坡之上的现代
建筑，也作研究人员和职工
的休息和聚会用。

“中研院”史语所的档案
馆旁边是一座精心维护和管
理的五层高历史文物陈列
馆。这座博物馆里陈列有殷
墟甲骨、青铜方鼎、居延汉
简、大内档案以及属于山东
龙山古文化的黑陶器等，还
有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如傩
戏面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陈列馆内的宣传介绍手段也
比较亲切和有互动性：参观
者可以自己用蜡笔制作拓
片，还可以领到一只竹简，然
后用毛笔蘸墨，想象自己像
秦汉时代的古人一样，在竹
简上竖着写下一行小字。

大楼的五楼是史语所办
公区。我在这里短暂地拜会
了所长、人类学家、哈佛博士
王明珂先生。王先生曾在我
的出生地，四川阿坝藏族、羌
族、汉族杂居地区从事几十
年的田野调查，撰写名著多
部，还会说几句四川话。他待
人温和、客气，但分享自己的
一些观点，特别是对美国的
一些中国研究学者的批评
时，却是十分严厉的。

作为一座宾馆来说，“中
研院”的学术活动中心价格
低廉，但也算是设施比较简
陋的，比如只有空调，没有暖
气，而空调也只能开和关，不
能自由调节温度。每天的早
餐地点其实是二楼的一个大
教室似的饭厅，墙上还有块
黑板。不过，由于这里基本上
接待世界各地从事访问研究
和出席会议的学人，也算是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至少看不到吵吵嚷嚷的旅游
团。虽然简单如此，在学术活
动中心的地下室，却设有一
个不错的学术书店。有时，在
同位于地下室的自助洗衣房
洗衣服的时候，在等候的间
隙，住客可以逛到书店里来
看看。我这次在这里买了一
本一直想买到的书：史学大
师岑仲勉的《隋唐史》。

学术交流中心总台可以
帮忙约去机场的计程车，在
我们离开的时候，遇上的司
机是山东籍“外省人”。当年
他的祖父和父亲两人辗转来
台，祖父因为忠诚于留在家
乡的祖母而终身不再娶。一
路听他聊天，也感受到了历
史在普通人心灵上留下的印
记和强烈的家国情怀。

(本文作者为美国纽约
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
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学院历史
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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