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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大学校史研究中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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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校史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 大学人经年累月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思维
定式和行为方式, 是具有很强的传承性、传播性、辐射性和教化性的大学文化。由此, 文化与大学校
史间存在着三种关系, 即建构关系、从属关系和传承关系。大学校史文化的内涵包括物质文化、精神
文化和制度文化。大学校史文化的价值取向, 即反思与批判、传承与传播、发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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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学校史研究的现状来看, 存在着一种文

设、科研成果、图书设备等, 而缺乏大学文化的

化缺失现 象, 即 见 史不见 人 、 见 物不见
文 、 见成果不见反思 、 见形式不见内涵 ,

内在精神与内涵的深刻表达。至于反映大学文化
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信念、理想追求、道德风尚、

注重学校发 展的历史过程、组织工作、学科建

行为准则、人文情怀等就 更加不尽人 意。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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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拓宽大 学校史研究的思 路, 改进 研究的方

的信仰和理念, 所遵守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法, 应当从文化入手才是正确的选择。

所秉持的批判精神和创新勇气, 而这就被人们称
之为

一、文化与大学校史的关系

大学文化 。这种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极

文化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源, 而大学校

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有的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
上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今天我们所认知和研究

史既是大学历史发展的物化产物, 也是大学历史

的大学校史文化, 就是文化与大学校史建构关系

发展物化了的文化。正因为大学校史是历史发展
物化了的文化, 其核心价值是 大学精神 , 其

的结果。因此, 要了解和认知一所大学, 首先要
了解和认知这所大学的历史, 并从它的历史中了

表现形态则是

大学文化 。由于大学文化是大

解和认知这所大学的文化, 而只有充分了解和认

学人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和凝聚的思维定

知了这所大学的文化, 才能真正了解和认知这所

式与行为方式, 并通过特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
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表现出来, 因此, 大学

大学的全部内涵。
( 二 ) 文化与大学校史的从属关系

文化不仅具有高度的认知性、创新性、多元性和

大学校史研究的对象, 是一所学校在特定的

批判性等显著的特征, 而且大学文化还具有很强
的传承性、传播性、辐射性和教化性等功能。

历史环境和条件下, 长期凝结而形成的一种具有
特殊个性的文化。因此, 大学校史不仅从属于文

那么何谓大学校史文化? 概括地说: 大学校

化, 而且文化也是大学校史研究的灵魂。如果大

史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 大学人经

学校史研究脱离了对文化的研究, 也就没有了存

年累月所形成的一 种独特的思维 定式和行为方
式, 并具有很强的传承性、传播性、辐射性和教

在的意义。所以, 当我们在研究大学校史时, 关
键不在于如何看待校史, 而在于如何看待这种具

化性的大学文化。而这种大学文化既包括了大学

有特殊个性的文化, 如何生动具体地表现这种文

人的思想体系、大学人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大学人的信仰和理念、大学人的风尚和品质, 同

化, 如何客观真实地反映这种文化, 如何批判和
继承这种文化。只有这样, 大学校史研究才具有

时也涵盖了科学技术、学术思想、人文情怀等。

旺盛的生命力, 才能真正担当得起传承、传播、

可见, 大学校史文化中既包含了有形和无形的意

辐射大学精神文化、起到鉴史知今, 教化人才的

识, 也体现了物质和精神的存在。
文化是被人类创造出来的。但文化一旦被创

作用。
( 三 ) 文化与大学校史的传承关系

造出来, 便成为了一 种独立于人的

异己

力

马克思曾指出:

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

量, 又成为人从事新的文化创造的制约因素, 形

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

成了人与文化的矛盾。不仅如此, 文化又具有强
烈的个性, 并带有自身的特点独立于世。大学校

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自己直 接碰到的既定
[ 1]
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 件下创造。 大学文

史文化亦是如此, 它既是物化的历史发展, 也是

化有形和无形的意识、物质和精神的存在, 也正

历史发展了的物化。因此, 文化与大学校史之间
存在着以下三层关系:

是通过大学校史来发挥作用。所以, 研究大学校
史的终极目的在于研究一种具有特殊个性的文化

( 一 ) 文化与大学校史的建构关系

形态, 在于传承、传播和辐射这种具有特殊个性

任何一所大学, 从它诞生之日起便有了自身

的文化。而如何运用和发挥大学校史这个载体的

的校史, 也便有了大学文化的起源。随着岁月的
流逝, 时代的变迁, 学校文化的底蕴在不断地加

作用, 就看我们对这种具有特殊个性文化的理解
和认知程度的高低 来决定。当我 们注重这种文

深, 学校文化的容量在不断地拓宽, 以至于逐渐

化, 将它长期凝结而形成的精神、理念、价值看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方式, 它不仅
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成为大学人所追求

作是学校发展的力量源泉时, 就会想方设法地继
承它、运用它、发挥它, 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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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批判和创新, 使其为我们服务。所以, 我们在

文化是大学校史文化的历史物化表现, 是通过物

强调大学校史研究的重要性时, 其本质是在强调

质来表达和传递大学人内在精神文化的躯体。

研究这种文化的重要性; 而我们在发挥大学校史
的育人作用时, 其实质是在发挥这种文化育人的
作用。可见, 文化才是大学校史研究中的真谛。
二、大学校史文化的内涵
众所周知, 文化是表现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

( 二 ) 大学精神文化
马克思主义认 为, 文化 作为人们 的思想意
识、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等, 归根到底是受人类
的生产方式, 主要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
毛泽东指出: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
[ 2]
经济在观 念形态上的反映。 但是, 文化一经

形态, 是对客观事物的价值判断和追求。因此,

产生便有了自己的独立性, 它不仅相对于政治、

这就决定了文化具有思想、制度、行为及器物四

经济来说具有其独立性, 就是对人类而言, 它也

要素。世界观和价值观构成思想, 在思想的支配
下形成制度, 又以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活动,

是一种外在的力量。所以, 文化虽然是被人类创
造出来的产物, 可一旦形成便成为脱离母体的一

并创造器物。文化四要素既彼此相连, 又相互制

种外在力量。为此, 德国当代著名哲学人类学家

约和影响, 共同推动文化的发展。
那么, 大学校史文化的内涵又包括了哪些方

兰德曼评说道: 尽管文化只是源于人类, 而且
为了保存文化的生 命力, 人作为 承担者使用文

面呢?

化, 并用文 化来充实自己, 但文化并 非附属于

( 一 ) 大学物质文化

人, 而是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

在一定程度

大学物质文化主要包 括建筑和器 物二个方
面。建校久远的大学, 其校园建筑物风格各异,

上, 文化与我们分离, 如同自然先予的世界与我
们分离一样。我们无法逃脱地站立在我们创造的

有雕梁画栋, 有高大庄严或小巧别致; 有中国传

文化世 界中, 也 就 像 我 们 站 在 自 然 世 界中 一

统式, 也有欧洲古典式, 甚至还有中西合璧式。
有的学校建有长廊、壁画、名人塑像, 修有亭台

样。 由此可见, 当大学精神文 化在经历了历
史考验后, 已成为一种脱离母体的外在的力量,

楼阁水榭, 名人墓陵等。这些建筑物无不包涵了

不管以后岁 月的艰难, 形 势的恶劣, 人员的更

大学人处于某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 对一种事物

迭, 都将代代相传。所以, 大学精神文化成为了

的理解和认知; 无不涵盖了对当时文化、艺术的
一种追求和理念、情趣的表达。透过这些年代久

大学的灵魂, 是大学人执着追求的理念和捍卫的
信仰。

远的建筑物, 可以使人们认知到在那遥远的岁月

大学精神文化概括地说有以下三个层面:

里所发生的事件和诞生的人物及其所产生的重大

1 校园思想层面

[ 3]

影响。至于器物的存在, 实验器具、教学模型、
一块牌匾, 甚至名人、大师当年的遗存也都有着

校园思想是大学精神文化的核心, 不仅具体
地呈现了大学人办学的目的和宗旨, 而且也是大

不同寻常的历史意 义。这种不同 寻常的历史意

学人面对社会各种意识形态的一种客观真实的反

义, 不是指器物的本身, 是指器物背后所蕴含的
历史文化, 透过这种历史文化则向今人倾诉和反

映。校园思想, 即包括了精神、理念、信仰等。
由于大学不是一般的社会场所, 是传道、授业、

映了当年的科技动态、教学水平、理想追求、名

解惑的学术殿堂, 是知识创新、文化发展的策源

人轶事等, 这就是一种历史物化了的文化表达和

地。因而, 在此生活、学习、工作的大学人具有

传递。正因如此, 当人们看到这些建筑物、器物
时, 所想、所思的不是建筑物、器物本身, 而是

比一般社会人更高、更强的思想性、思虑性和忧
患意识, 以至于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锋。而这种特

由衷地赞叹它的艺术价值和高雅情趣, 是钦佩和

性主要源于他们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所从

尊崇前辈们的开拓精神和创新勇气, 也是不断地
探寻发生在那遥远时代的故事。可见, 大学物质

事的职业。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轨迹看, 每
当遇到民族危亡和时代转换的关键时刻, 大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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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成为思想的解放者最先觉醒, 奋力反抗, 甚

了民主的风气、自由的风气、批判的风气等。大

至赴汤蹈火, 甘愿献身。如公车上书、新文化运

学既是学术殿堂, 又是传播科学文化、推动知识

动、五四运动、一二

创新和文化发展的策源地。那么, 民主的风气则

九运动等。大学又是教育

人、培养人的摇篮, 是传播科学文化, 推动知识
创新和文化发展的策源地。因此, 这就需要大学

是办学的根基, 它关系到学校一切的教学活动、
管理活动、行为活动能否顺利进行; 自由的风气

人秉持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锲而不舍的勇气去

则是促进学术繁荣和发展的前提, 是学术上的海

不断地探索 和追寻。于是, 博大厚实 的人文精
神、不惧险阻勇于探索的理念和舍生忘死追求真

纳百川兼容并蓄精神的体现; 批判的风气则表达
了大学人追求真理、不断完善的一种独立行为。

理的信仰便构建成了大学人的思想层面。

如果没有反思和批判精神, 科学就不会进步, 文

2 校园伦理层面
校园伦理是大学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 是约
束、规范大学人之间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校

化就不会发 展。因此, 只 有秉持一种 批判的精
神, 才能促使人类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
( 三 ) 大学制度文化

园伦理包括了道德、品质、风范等。大学是一个

从文化的范畴看, 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

教化场所, 是培养、教育、引导 人才成 长的摇
篮。正因如此, 大学人不仅具有一般社会人所应

文化, 它不 仅能衍生文化, 而且还是 文化的载
体。大学制度文化是学校中的规范所构成的一种

具有的伦理道德观, 而且还应具有区别于一般社

特殊的文化, 是维系大学内部运行与外部关系的

会人的一种特殊的校园伦理道德观。由于道德具

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条例、规定、管理制度等。

有一种传递性和感 染力, 因而大 学人的一言一
行、都关乎人才的教育和培养, 关系到科学文化

由于大学制度文化是在一定思想的影响下所形成
的一种特殊的文化产物, 于是就成为了连接大学

的传播和运用。因此, 大学人为人师表则显得极

精神文化和大学人行为的桥梁。因而, 在制度文

为重要, 如严于律己的自省精神, 学而不厌的至
真精神, 诲人不倦的至善精神, 以及学术研究唯

化生成和执行过程中便折射出了价值取向和行为
准则。从大学制度文化的自身来看, 是有形的制

实求真的品质和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胸怀等。

度与无形的价值有机地结合。既体现在制度的本

可见, 对大学人来说, 修身是内在潜质的提高,

身, 又通过制度的实施体现在一切结构、组织、

而风范则是外在精神面貌的展现。
3 校园风气层面

形式、过 程、方 法、研 究、 行为方 式、 人际关
系、心理氛围之中。可以说, 大学制度文化发展

所谓

风气 , 其实是在思想意识的支配下

得越完善, 其无 形价值在各方面 的体现就越浓

所形成的一种行为作风。虽然是一种行为作风,

厚, 并与制度所承载和推动的文化也就越趋同。

但又不像思想意识那样十分抽象, 在现实生活中
能深切地感受到。故而, 将风气与思想分割出来

由此可见, 大学制度文化, 是大学文化在历
史长河中积淀的产物, 是在办学过程中逐步发展

论述。

形成的, 它 既反映了学校 发展的阶段, 不同时

从历史上看, 一所办学卓有成效的大学, 其
校园里都有着一种良好的风气。正是在这种良好

期、不同背景的特色和办学经验, 同时也表现出
了对学校行为制约的作用和对学校行为人的激励

风气的熏陶下, 其办学成果十分显著, 学术发展

导向功能。所以, 一所大 学真正 有价 值、有魅

十分繁荣, 并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社会栋梁。所

力、能流传下来的东西, 很大一部分就是学校的

以, 一所大学在漫长的办学过程所形成的风气将
直接关系到学校办学成功与否。由此可见, 良好

文化积淀, 尤其是被广泛 认同的制度 文化。因
为, 学校的制度只有真正被大学人所接受并自觉

的校园风气不仅能营造出一种和谐的人文环境和

遵守, 它才能成为一种有力量的文化, 才能使学

学术自由发展的天地, 同时对人才的培养也将起
到潜移默化、无形胜有形的作用。校园风气包括

校成为制度 共守、利益共 享、风险共 担的大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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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正如美国行为主义领袖斯金纳所言:

三、大学校史文化的价值取向

当一

种文化发展出一种新习俗行为, 并利用它来获得

如何看待大学校史文化? 人们会从不同的视

用其他方式难以得到的食物资源时, 它不仅向新

角和思路去考察和透视, 而考察和透视的最终结
果都离不开对它的 评价, 即大学 校史文化的价

成员传递了这种习俗, 而且也将这种习俗传播给
[ 5]
同时代人 或上时代人的幸 存者。 当然, 实现

值。

人类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可以有多种途径的选择,

首先, 应该从大学文化是追求真理文化的特
质去考量和认识它。关于大学文化是追求真理的

但是, 学校教育则是传承与传播人类文化的主要
承担者。

文化, 这在中西方许多著名的大学校训中都给予

就大学校史文化而言, 传承与传播一种具有

了充分 的反 映。如 哈佛 大学 的校 训是 一 个词:

特殊性的文化, 不仅体现了这种特殊性文化的价

truth、耶鲁大学大学校训: lig ht and truth、北京
大学校训: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等。由此可

值, 而且也体现了它的价值取向, 这也充分说明
了客观主体与选择评价的一致性。为此, 美国著

见, 追求真理不仅是大学文化的特质和价值的体

名人类学家莱斯利

现, 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
就大学校史文化而言, 追求真理同样是其特

程当作自成一体的事物, 必须依据文化自身来解
释文化
对文化过程只能依据文化自身加以说

质和价值所在, 而其价值取向则应建立在一种反

明。

思与批判的基础上。事实上, 追求真理的过程,

大学文化的全部文化所在, 但究其文化的内涵却

也是一个不断反思和批判的过程, 人类只有不断
地进行反思和批判才能将真理推向前进。从历史

处于一个较高的层次, 或者说是一种浓缩了大学
文化历史的精华。由于在历史的长河里, 大学文

上看, 大学文化的批判功能是客观存在的。如文

化经过了多次自身的反思与批判, 且在此过程中

艺复兴时期的大学文化无一不是对基督教文化的
批判和鞭笞, 而批判和鞭笞也是对人的发展和现

又进行了多 次否定、肯定、再否定的 选择与保
留, 扬弃与继承的鉴别, 因而其文化的内涵和精

实文化的一种积极的引导。 五四

时期, 中国

神极具深刻性、思想性和文化性。不仅如此, 由

的 口号, 并大

于大学校史文化将历史物化了的精神形成了一种

声呼唤 民主与科学 。于是,
批判的武器不
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

特殊的语言符号和表达方式, 这也使得受教育者
在接受大学文化精神时能够更直接、更明快、更

大学文化发出了

摧毁。

[ 4]

打倒孔家 店

大学校史文化的价值取向亦是如此。

[ 6]

怀特指出:

可以将文化过

大学校史文 化就其自身来说, 尽管不是

清晰地获得这种文化的教育和熏陶, 并认知了所

大学校史文化是通过历史的沉淀之后, 在反

要传达的信息。显而易见, 大学校史文化既是传

思与批判的基础上存留下来的历史物化了的精神
文化, 而这种历史物化了的精神文化同样具有很

承与传播大学精神 文化的承担者, 同时又是凝
聚、升华、吸收、批判大学精神文化的改造者,

强的反思与批判性。因为, 反思与批判本身是一

这两者皆有的身份, 显示出了大学校史文化的价

种理性的思考, 是 一种内在精神 追求的表达方
式, 它不 仅可以 使大学 精神、理 念、道 德、风

值与价值取向重叠的重要性。
最后, 应该从大学文化的内在生长与发展中

气、制度得到升华, 同时也呈现大学校史文化的

去考量和认识它。大学文化的内在生长与发展是

价值取向。因此, 反思与批判的价值取向是始终

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时代赋予大学文

维护和发展大学精神文化的原动力, 也是大学人
所要坚持的一种主体价值选择。

化的责任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 大学文化传承
与传播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适应现有文化, 而文化

其次, 应该从大学文化的内在功能和作用去

创造也只能在适应现有文化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有

考量和认识它。大 学文化承担的 主要责任是教
育, 而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传承与传播科学文化知

效的创造。所以, 如果大学文化丧失了对现有文
化的适应能力, 不仅创造文化不可能实现, 就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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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传递 文化也将成为没 有意义的 活动。为

大学校史文化便在大学文化的内在生长与发展中

此, 朱谦之先 生指出: 教育

一方面 仰倚着过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2) 培养人才, 实现

去, 为文化之传达; 一方面俯视着将来, 为文化

发展与创造文化。培养教育、熏陶感染是大学校

之创造, 而最重要的, 却在乎现有文化之认识与
把握, 引申 现 在 的 文 化 而 进 于 将 来 之 文化 理

史文化教化功能的表现形式, 而这其中也就隐含
着发展与创造文化的重要因素。一所大学所形成

想。

[ 7]

据此, 可以认定大学文化 生命力的全部

的办学理念、校园伦理、校园风尚、制度文化,

价值就在于发展与创造文化。
就大学校史文化而言, 发展与创造文化同样

甚至校训、校歌等, 无不是历史物化了的精神文
化的表现。通过这种精神文化的传播, 对于人才

也是大学校史文化的价值取向。因为, 大学校史

培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精神文化熏陶出来

文化在适应现有文化的过程中, 不仅要发挥主体

的人才走向社会, 就会起到文化创造的

的价值判断与选择作用, 而且还要以大学校史文
化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为基础来进行价值判断

与 裂变 效应。可 见, 大学校史文 化正是通
过其教化功能的转 移, 从而实现 发展与创造文

与价值选择, 即大学校史文化在适应现有文化发

化。

展时, 不能 以丧失自身发展 的规律为 代价。所
以, 当我们强调大学校史的基本功能时, 其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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