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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是指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出现并与世界一流大学倡导、追求

与弘扬的真善美文化相悖的畸形与异化的文化现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它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具体的、现实的,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价值扭曲、文化阙如、学术浮夸以及人本虚置。
愈演愈烈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已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理念、价值坚守与文化担当产生了强

烈的冲击与严重的危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的产生与蔓延,是建设的数字化、管理的行政化、目
的的悬置化以及学术的资本化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是一

个长期的复杂过程,想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必须进行文化改造,要保持坚定战略定力、坚持立德树人使命、
积极探索中国道路以及提升大学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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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轰轰烈烈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浪潮之

中,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反文化现象,这不但腐蚀着世

界一流大学的文化根基,而且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的价值追求与文化旨趣背道而驰,还在深层次

上阻碍着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本研究尝

试结合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历程与学界的

相关研究,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进行

剖析与解读,以期走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

现象困境,加快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的意蕴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文化组织,建设世界一流

大学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文

化现象,具有自身的特性。简而言之,中国建设世界

一流大学的文化现象是指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

中坚持中国特色、追求世界水平,扎根中国大地、遵
循教育规律,满足中国需求、服务人类发展,传承中

华文化、培育时代新人的崇真向善尚美的价值理念

与文化担当。与此相应,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反文化现象是指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出现并

与世界一流大学倡导、追求与弘扬的真善美文化相

悖的畸形与异化的文化现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

反文化现象,不是一般的假文化,更不是简单的伪文

化,它会悄无声息地侵蚀与摧毁世界一流大学的文

化形象、文化价值以及文化根基,是建设中国特色世

界一流大学的严重阻碍因素。
大学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尤其是

在当今这个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的作用与价值更是

无可替代的。正是因为如此,各界对大学投入了前

所未有的关注与热情,特别是对处于高等教育系统

顶层的世界一流大学,更是趋之若鹜,建设热潮席卷



全球。吊诡的是,“尽管许多国家都在努力推进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但是他们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仍然没有达成共识”[1]。实际上,世界一流大学是一

个复杂的概念,可以从多个角度与层次来理解与认

识。但是,无论基于哪个角度与层次,都不能脱离文

化性。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文化内涵

与文化价值是理解与认识世界一流大学本质的根基

与前提。正如研究者所言,“大学本质上是文化积淀

的产物,是负有选择、批判、传承和创造人类文化职

能且具有强烈文化属性的组织,是优秀文化传承的

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2]。同样的,
世界一流大学既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存在;既
是文化的象征,也是文化的高地;既是文化的源泉,
也是文化的根基;既是文化的结果,也是文化的动

力。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文化自信的战略之源与基础

支撑,承担着选择与坚守文化、反思与批判文化、传
承与弘扬文化、创新与引领文化的时代责任与历史

使命,扮演着文化的保存者、传播者、扩散者、推动者

以及创新者角色,承载着世人的无限遐想与美好

期许。
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任何事物都是

矛盾的统一体,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矛盾的运动推

动的。由此而论,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普

遍存在的现象,“也就不应该是‘无对’的,它的存在、
运动及其变化过程都离不开自己的对立面———反文

化。文化与反文化构成了社会的常态,文化就是在

与反文化的不懈斗争中取得主导地位的”[3]。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复杂的

文化活动,必然也充斥着文化现象与反文化现象的

不断斗争和矛盾运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是
一个文化现象不断战胜反文化现象取得主体、主流

与主导地位的螺旋上升、逐渐推向前进的动态过程。
通常而言,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文化现象是

主体、主流与主导,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决定作

用;而反文化现象是客观的、普遍的存在的,是矛盾

的次要方面,没有决定作用,但会干扰甚至阻碍建设

的总体进程与基本走向。并且,文化现象与反文化

现象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时空条件的

变化和力量的此消彼长,尤其是若任由反文化现象

滋生与蔓延,反文化现象也可能获得主体、主流与主

导地位,若此将会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产生灾难性

影响。文化现象与反文化现象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过程中对立的两极,分别表征着“前进”与“倒退”的
价值指向。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都是

与教育的精神、理念、本质、宗旨、使命、价值、目的以

及文化相悖的,对世界一流大学文化形成了强烈的

冲击与无形的侵蚀。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世界一流

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从

产生方式上来看,分为内生型反文化现象与外激型

反文化现象;从表现形态上来看,分为隐形反文化现

象与显性反文化现象。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

中,大学因固有的惰性与保守而抵制变革与创新,是
内生型反文化现象的体现;经济上的功利主义和政

治上的工具主义对大学的干扰甚至控制,是外激型

反文化现象的体现;各界热衷于以数字化指标衡量

建设进程与成效,是隐形反文化现象的体现;大学大

兴土木、追求学术GDP主义、恶性重金挖人等,是显

性反文化现象的体现。当然,反文化现象并非总是

消极的、负面的、腐朽的,也有积极的一面。比如,正
是由于反文化现象的存在,我们才会反思与审视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目的、进程以及价值等问题,我们

才会更加深切地意识到匡正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

化现象的迫切性与必要性。然而,与世人赋予世界

一流大学的积极的、正面的、健康的文化形象与文明

标识相比,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是一种

极具破坏性的力量,需要对其进行合理引导与有效

转化,否则将危及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

建成。
当前,中国各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情之高

世所罕见,力度之强举世无二,进度之快亘古未有。
然而,空前高涨的建设热情与相对薄弱的文化底

蕴———大学的精神理念、思想观念、制度体系以及发

展模式等尚不成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反差,
由此导致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与热火朝

天的建设景象相伴而生且日益突出。需要指出的

是,无论反文化现象在实践中以哪种方式或形态存

在,有一点是明确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人类发展史上

的一座文化丰碑,以反文化的手段与方式不但不能

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文化目的,反而会悄无声

息地摧毁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根基。因此,在大力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对世界一流

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关注,
并采取合理而有效的治理策略,以遏制其大量滋生

与疯狂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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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的表征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是一个复杂的

问题,它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具体的、现实的,在实

践过程中有一些典型的表征。认识与厘清世界一流

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的表征,既有助于深刻把握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的本质,又有助于全面

认清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的危害。
(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价值扭曲

价值取向与价值选择,是大学的行动指南,是大

学一切活动的前提。大学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朵绚烂

之花,而世界一流大学更是大学中的佼佼者,理应是

探求知识、追求真理、崇尚卓越、彰显理性、弘扬人

性、倡导创新的表率与榜样,理应弘扬真善美、批判

假恶丑,理应承担立德树人的时代责任,理应践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理应是提升文化自信、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文化脊梁。然而,在当前

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获得一时的荣誉胜过

对永恒的追求,获得当下的认可胜过对价值的坚守,
获得表面的光鲜胜过对卓越的向往,获得物质的利

益胜过对真理的探寻,获得政治的资本胜过对使命

的担当。一言以敝之,获得近期的、直接的、有形的、
功利性的、生物性的、扭曲的价值,逐渐成为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的价值准则与价值追求,且似乎有愈演

愈烈之势。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为了建设而建

设,它是一项有价值坚守与文化追求的伟大事业,将
会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并将成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之源。若任由扭曲的价值

准则与价值追求,持续影响、干扰甚至主导具有中国

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程,既与世界一流大

学的本质、价值、使命、目的以及文化等背道而驰,也
会腐蚀世界一流大学在世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甚
至会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文化阙如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文化的存在,然而中国在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的文化阙如问题却日益凸

显。一方面,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文化格局不高,导
致世界一流大学本应有的文化境界缺失。在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数字化崇拜的有形与无形的驱使之下,
大学可以通过重金挖人、跑课题、买论文,满足短期

内的数字化需求。与此同时,“人才”可以“打一枪换

一个地”,甚至可以“狡兔三窟”,满足对金钱、权力、

名誉的渴望。如此一来,大学与“人才”之间就成了

现实版的“周瑜打黄盖”,不但毫不掩饰,而且还冠冕

堂皇、大行其道。由此可以看到,那些志得意满的大

学在建设世界一流过程中的胸襟之狭隘、视野之褊

狭、眼光之短浅,已使大学无形之中远离了世界一流

大学本应有的文化品性与文化格局。另一方面,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文化依附,导致世界一流大学本

应有的民族文化与文化自信严重缺失。既然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的眼光,只放在省内或国内有局限,那么

就放眼域外、放眼世界,向那些世所公认的世界一流

大学看齐与学习。然而,就当前的高等教育国际格

局而言,世界一流大学基本都处于西方发达国家。
中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对西方大学的无

意识的学习甚至模仿,已在无形之中形成了隐性的

文化依附,逐渐忘却了自己所立足与依仗的本土文

化根基。长此以往,将不可避免地对西方大学产生

文化依附,也必将影响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

设进程。
(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学术浮夸

学术性是大学与生俱来的天然属性,是大学的

本质属性之一,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基。[4]或许也正

是因为如此,社会各界才普遍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是

那些在学术上做出了重大、卓越贡献的大学。因此,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各界对学术投入了极

大的热情和关注,甚至出现了人人做学术、校校做学

术、全民做学术的“盛况”。鉴于学术之于大学的极

端重要性,对学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当学术作为

一种精神的存在或象征之时,人人都可以追求;而当

学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之时,它有自身内在的

规定性,具有一定的运行逻辑、价值坚守与行为规

范,全民学术的逻辑似乎并不太适合,人人学术的盛

况好像也不太正常。更何况,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将学术窄化为科学研究,将科学

研究窄化为课题、项目和论文的倾向与问题。并且,
课题和项目又偏重于风险小、周期短、见效快的应用

研究,而轻视甚至忽视风险大、周期长、见效慢的基

础研究。所以,在科技论文总量上中国虽已居世界

第二,但多以传播性、整合性、应用性学术为主,而缺

乏创新性学术和原创性研究。时至今日,中国的重

大原始创新能力依然薄弱,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

略目标仍非常遥远。应该说,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

反文化现象与此有着脱不开的关系,毕竟社会各界

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投入了太多的精神与物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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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毫不忌讳地说,随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高歌

猛进,学术浮夸之风似有日益猖獗之势,正在由表及

里地侵蚀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学术根基。
(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人本虚置

大学因人的需要而产生,是师生的共同家园,以
人为本是流淌在大学血脉之中的基因。今天大学坚

守与践行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就是要落实与坚持

以学生为本、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由此就需要尊重

教学的基础地位,发挥科研的教育效应,促进教学与

科研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良性循环;就是要牢固树

立与坚守教师是立德树人、办学兴校、争创一流的基

础地位,由此就需要尊重教师的劳动方式、劳动规

律、劳动价值以及劳动尊严。然而,在当前的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过程中,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教学备受

冷落。如此一来,大学如何践行以学生为本的育人

理念,怎么承担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能否培养出具

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一流人才,似
乎都成了不言自明的问题。并且,当科研成为衡量

大学是否一流的核心甚至唯一标准的时候,科研就

成了一张无形的、庞大的、结实的网,教师的能力与

知识、劳动与奉献、思想与智慧以及尊严与价值等,
都被其覆盖与笼罩,人性、人文以及人本等文化性因

素逐渐被抽离乃至榨干,仅剩下浩如烟海的论文、应
接不暇的课题、名目繁多的基地、五花八门的奖项、
数量惊人的经费,最终呈现一堆光鲜靓丽、夺人眼球

的数字。所以,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就出现

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吊诡现象,一边喊着以人为

本的响亮口号,一边却理性地将人本虚置。不禁令

人深思,一个“学生缺席”和“教师缺席”的大学,能成

为世界一流吗,是我们追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

一流吗?

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的危害

愈演愈剧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
已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担当与价值坚守产生了强

烈的冲击。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的危害,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助长大学浮躁风气,恶化大学育人环境

坚持立德树人,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的行动基础与前进方向。然而,在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过程中,大学在以奖励、荣誉、晋升以及政绩等为

核心的层次分明、环环相扣、组织严密的激励体系的

调动与激发之下,在以评估、评价、审核以及排名等

为核心的名目繁多、细致入微、接二连三的量化考核

与评价体系的刺激与鞭策之下,在以项目级别与数

量、论文层次与数量、基地等级与数量以及帽子大小

与数量等为核心的市场竞争与环境压力之下,逐渐

变得急切、焦虑、躁动和轻浮,逐渐背离学术研究与

发展规律。正如研究者深刻指出的那样,“过多的评

估,过早地拔苗助长,过细的量化指标,过强的物质

刺激,过高的荣誉、地位,搅乱了原本平静的学术圣

地,搅乱了人心,使人们考虑不是做长期的、可能会

失败的深刻研究,而是寻求如何早出成果、多出成果

的捷径”[5]。渐渐地“大学人”愈来愈急功近利,使大

学里充斥着一种赶超情绪和功利导向,科研变成工

具、学术变成数字、学生变成产品,使得人们无暇去

审问大学文化的本质和归属[6],甚至“放弃了为学而

学、追求卓越、甘于寂寞等治学所应当恪守的道德底

线”[7]。如此一来,在异化制度的引导与浮躁风气的

诱导的共同作用之下,“大学人”也渐渐地以多出成

果、快出成果和出大成果为圭臬,更多地偏向于科研

尤其是那些易于见成效的短平快项目,而对学生成

长与发展至关重要的教学的关注与投入越来越少,
由此大学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逐渐被悬置起来。

(二)丑化大学文化形象,侵蚀大学信任根基

大学自产生以来就熠熠生辉、光彩夺目,承载着

世人的无限赞叹与美好期望,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积

淀,树立了光辉的文化形象,夯实了大学信任的文化

根基。大学信任是指政府与社会在对大学的能力、
声誉、风险与不确定性行为等理性分析与自觉认知

的基础上,对大学做出的权力与资源的让渡[8]。大

学信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是大学良好运行与

繁荣发展的基石,也是大学争创世界一流的必不可

少的基础。然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
使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一个新的名利场。大学为

了提升排名,专门研究排名规则,进行有针对性的建

设,甚至不惜变相贿赂大学排行榜的发布机构或相

关人员;“大学人”为了争课题、抢荣誉、发论文、晋职

称,也放下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斯文而极尽谄媚之能

事,甚至不惜粗制滥造、杜撰数据、剽窃研究、学术腐

败;学生也为争取实实在在的利益,专营取巧、阿谀

逢迎、拉关系走后门,天之骄子的美好形象渐行渐

远,而逐渐成为饱受诟病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正如研究者深刻指出的那样,“在当今中国大学中,
不仅斯文的外在形式缺失,更没有了内在精神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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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大学在主动与被动中放弃了对道义标准的坚

持,其价值体系失序,教育功能孱弱。斯文的传统被

实用主义代替,为学者求实用,求学者亦求实用,教
育成为谋生的手段”[9]。如今,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热火朝天的景象极不协调的是,不时见诸报端的跑

关系、动权力、用金钱去争项目、要课题、造论文的新

闻,学术领域层出不穷的学术腐败、学术造假、学术

不端的丑闻,教师成“老板”“包工头”“淫魔”的俗闻,
屡屡突破学术的伦理底线和世人的认知底线,一再

丑化大学的文化形象,侵蚀大学的信任根基。
(三)导致大学文化依附,削弱大学文化自信

从起源上来说,中国现代大学自产生之日起就

一直处于不断的模仿与借鉴之中,具有典型的“后发

外生型”特征。实事求是地说,由于中国大学后发外

生的缘故,在长期的模仿与借鉴过程中,自觉或不自

觉地已形成了对西方大学的某种依附———或模式依

附,或路径依附,或心理依附,或文化依附。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我国的大学更多是引进了西方大学的

‘形式’,还没有较好的消化吸收西方大学的‘精神’,
更没有把西方大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

转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精神”[10]。
实际上,“言必称西方或美国”,是当今中国大学的一

种流行病,其病因说到底就是缺乏自信,[11]而自信

的缺乏将进一步削弱大学文化自信。众所周知,文
化依附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文化自信的确

立自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如研究者所言,“由西

方移植过来的大学,要在中国生根茁壮,无可避免地

会经过一个制度建构的转化过程,它的完善化、精致

化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的”[12]。对此我们既不能回

避,也没有必要回避,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需要对此有

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促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文化

自觉与自醒,进而形成文化自信与自强,而不是当前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所显示或暗含的对西

方大学文化依附的进一步强化乃至固化。
(四)弱化大学学术文化,强化大学行政文化

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文化,内在地要求“大学

人”坚持探究真理与追求卓越的理想与信念,坚守学

术良知与学术操守的道德与品性,遵循学术规律与

学术规范的准则与要求,秉持“为真理而真理”与“为
知识而知识”的价值追求与使命担当。然而,在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的巨大诱惑与无形压力的双重作用之

下,为了满足数字化的建设要求或标准,大学及其学

人或屈从于利益的诱导,或屈服于行政的压力,违背

学术信念、不顾学术使命,践踏学术良知、放弃学术

操守,忽视学术规律、突破学术底线,凡此种种大学

学术文化日渐式微之现象与问题,早已饱受社会各

界的质疑与诟病。此外,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

中,规划的制定、目标的设定、指标的拟定、时间的预

定、进度的界定、成效的评定等,都是行政主导与推

动的结果,且不说科学性几何,可能都没有进行最基

本的调查研究。由此也就不可避免的进一步强化乃

至固化了我国大学早已存在的行政化问题,进而形

成大学行政文化对学术文化的僭越甚至主导,学术

文化日益衰弱。难怪有研究者不无批评地指出,“学
术生产从此不再注重知识的普世价值与持续意义,
而是以资本内在控制的课题申报为自身活动的风向

标,资本与权力在哪里,学术的热点与主旨就在哪

里”[13]。久而久之,可能就会形成这样一个吊诡的

场景:如火如荼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正自觉或不自

觉的成为大学学术文化式微的推手,沦为强化大学

行政文化的拥趸。

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的根由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的产生,并不一

定是主观的,至少主要不是主观的。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反文化现象的产生与蔓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

过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建设的数字化

建设的数字化就是指将具有丰富内涵的、有机

整体的世界一流大学分解还原为理想化与抽象化的

数字化指标体系,进而以此指引、考察与评价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的方向、进程与质量,甚至将达到数字化

指标体系的某些要求异化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的

的理念与实践[14]。在实践过程中,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数字化的主要体现,就是对大学排行榜的迷恋与

执着———将世界一流大学这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与

丰富精神价值的生成性概念,具体化为一堆干瘪的

数字。正如研究者所言,“大学排行的出现似乎使得

这一本来模糊的概念清晰化,将这种神话拉下神坛,
给予了一种世人皆可明了的界定,即世界一流大学

似乎是一系列可触摸的指标或者要素的集合

体”[15]。实际上,世界一流大学是生成的[16],其丰

富内涵与深刻意蕴会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而逐渐展

开与拓展。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的数字化,都是理性地将世界一流大学所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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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精神、理念、理性以及人文等难以量化的文

化性因素统统抽离或裁剪,而对提升大学排名作用

更为显著的论文、专利、奖励、基地、经费等易于量化

的物质性因素赋予极高权重乃至成为主导。简而言

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数字化,已经堂而皇之的肢

解了大学的有机整体性,继而在有形或无形之中摧

毁了大学的文化整体性,最终导致并加剧了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
(二)管理的行政化

管理的行政化是指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

中,行政力量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方向、进程、
资源配置以及成效考核等主要方面的主导性力量,
而大学的运行规律与发展逻辑被轻视甚至忽视。当

前高歌猛进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有作为基层建设

主体的大学的自觉行动,但更多的还是政府强力推

动的结果。行政力量参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具有理

论合理性与现实必要性,但当行政力量的参与超过

一定的限度之后,就会形成过度的行政,即近来年各

界热烈讨论与致力改革的大学行政化问题。所以,
研究者批判地指出,“我们的大学在相当程度上已经

成为政府的附庸”[17],我们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甚

至已成为行政主导下表演的“锦标赛”。实际上,我
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业已显示,“所谓的一流

大学无一不是依靠政府的强力支持而建设起来,而
不是在自由竞争环境中依靠自身内在力量发展起

来”[18]。然而,这种以行政力量树立起来的世界一

流大学,只能得到体制内的认同,超过这个范围之

后,尤其是与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似乎就不灵

验了。史实无可辩驳的说明一个真理,单纯的“以行

政化方式配置教育资源,这是难以建成世界一流大

学的”[19]。当前,正大力推进的“双一流”建设,在国

家层面和大学层面,都体现出明显的管理主义倾向,
具有典型而浓重的行政化特征。实际上,以行政化

方式与力量强力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非但没有

抓住世界一流大学的价值本质与文化内涵,反而在

无形之中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的强劲

推力。
(三)目的的悬置化

目的的悬置化是指大学在追求与建设世界一流

的过程中,悬置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根本目的,悬
置了世界一流大学应承担与履行的历史使命与时代

责任,悬置了世界一流大学立德树人的核心使命。
从国家层面来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目的,就

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和接班人”;从大学层面来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一流的人才、贡献一流的科

研、提供一流的服务、创造一流的文化”。然而,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的滋生与蔓延,使得各

界以只争朝夕的热情、时不待我的豪情、大干快上的

激情投入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中,以至于走的太

急、太快、太远,而忘记了建设的目的。久而久之,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变成了国内一线大学的神话式

追求,此时大学向内自省、向历史承接的习惯却慢慢

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如何在自己身上再披上一件件

漂亮的外衣”[20]。又加上现有发展观、绩效观以及

政绩观的激励与引导,在建设过程中难免就有人想

以花拳绣腿的表演、“各种捷径甚至歪门邪道在创世

界一流的口号之下捞取‘政绩’”[21]。在多种因素的

共同作用之下,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讽刺而尴尬的场

景:对于一所具体的大学而言,她并不需要建成真正

的世界一流大学,也不需要理会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的根本目的,只需要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和时间范围

内,在数字化的呈现上更为亮眼即可。如此一来,必
然会忽视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使命,导致建设目的

的悬置。
(四)学术的资本化

学术的资本化是指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

中,大学开展的各项学术活动不再以崇真向善尚美

为旨归,转而以金钱、权力、名誉为标的的倾向或问

题。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改革步伐的不断

加快,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是知识作为一种资本登

上了历史的舞台。知识资本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显

学,与此同时,“知识就是本钱”“知识就是财富”“知
识就是生产力”“知识就是力量”等口号也开始成为

公众熟知的流行语,这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产生了

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当前,大学虽早已走下知识垄

断机构的神坛,但大学依然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知

识生产机构之一,在知识的保存、发现、传播、创新以

及应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在发现、
保存、生产、传播以及运用知识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才使得大学在功利主义盛行的市场经济时

代也开始不甘寂寞、难耐平庸,逐渐成为物欲横流、
纸醉金迷的俘虏,进而成了“几乎漂在钱海里的大

学”[22]。如此一来,学术资本逐渐走向学术资本化

的道路,而且正在大步向前。在学术资本化时代,学
术变得越来越实用、功利与现实,“它不允许编织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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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与政治、经济无关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乌托邦

式的梦想。它追求的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外显的名

与利,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内在的魅力”[23]。如此一

来,“就成为以‘学术’之名支配学者正常的学术生

活,把科学家个人变成学术资本家,用学术资本家的

学术成就和学生作为资本积累,一切为了所谓的‘大
学排名’和‘个人业绩’而奋斗”[24]。长此以往,这样

的大学必然离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越来越远,甚至

可能逐渐异化为“非大学”,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合法

性危机。
总而言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的产

生与蔓延,不仅是大学自身的问题,外部因素也难辞

其咎,是大学内外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长期积累的

结果。并且,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如果

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理,就会形成一种自我复制与

强化式的恶性循环,不断巩固与强化已然形成的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

五、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的匡正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要扭

转与匡正建设过程中的反文化现象,而这必然又是

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需要从多个维度同时着手。
(一)保持坚定战略定力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长

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既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会

一蹴而就,需要保持坚定的战略定力。战略定力是

指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清醒认识与坚定自信的

一种思维能力与精神状态。战略定力,既是一种意

志与毅力,也是一种智慧与担当,又是一种态度与境

界。进入新时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

学面临的外部环境与内在需求,都发生了并正在发

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习近平同志曾深刻地指

出,“现在,我国改革面临十分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
各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相互激荡。要从纷繁复杂

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在众说纷纭中开好改

革药方,没有很强的战略定力是不行的”[25]。道理

是相通的,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而

言,“如果没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就容易出现心理上

患得患失、行动上犹豫不决、战略上摇摆不定的问

题,就容易随波逐流、进退失据,甚至迷失行动方向、
错失发展机遇”[26],最终则难以取得成功。也就是

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保持坚

定的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这就要求在大力推进具

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不能因大

学领导人的更替而使大学发展战略发生“急转弯”,
不能围绕各种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的排行榜而飘忽

不定,不能为了赢得外界喝彩或鉴于外界的迫切需

要而不顾大学内在的运行规律与发展逻辑。当然,
“战略定力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而是要把握好变和

不变的关系,在应该变的时候一定要尽快变,深刻

变,彻底变”[27]。比如,当前我们就必须要尽快、深
刻、彻底的转变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否
则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

(二)坚持立德树人使命

世界一流大学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文化昌

盛、人民幸福等,具有不可估量和难以替代的基础性

与支撑性作用,而这些作用的有效发挥都奠基于人

才培养。也就是说,立德树人是第一位的、原生性的

功能,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使命。正如习近平同

志强调指出的那样,“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
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

大学”[28]。当前,我们正不遗余力地推进的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对论文、课题以及荣誉的关注近乎疯

狂。然而,论文、课题、荣誉等,对学生成长与发展的

效应和立德树人使命的达成能产生多少实质性作用

与影响,则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存在着“学
生缺席”的严重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普遍

的现象,大学招聘一般只关注应聘者的学术产量与

能力,至于能不能上好课、道德品质如何、关不关心

学生,只是做了象征性要求或说明,因而显得无关紧

要。还可以发现,当前高校之间热闹非凡的“挖人大

战”,都是奔着“被挖对象”的学术产量与能力去的,
对其贯彻与落实立德树人的水平与能力,似乎没有

那么关注与重视。然而,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
“真正世界一流大学都不是通过简单粗暴的、按‘头
衔’重金挖人的做法在一天建成的”[29]。站在新时

代,我们必须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使命,促进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

流大学的根本。脱离了这个根本,无论排名多么靠

前,都不是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也难以建成中

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甚至还将异化为“非大学”。
(三)积极探索中国道路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没有现成的模式,不存在固

定道路。因此,如果不加批判地套用西方世界一流

大学的标准,不加反思地沿着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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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道路前进,将难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

流大学,甚至将不可避免地形成对西方世界一流大

学的心理、模式与文化依附。在新的起点上,建设具

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积极探索中国道

路。探索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道路,绝不是固

步自封、闭门造车,也不是妄自尊大、自说自话,必须

遵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基本规律与共同法则。正

如研究者所言,“政府从良好的意愿出发,意在自己

的强力控制下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但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有其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政府在处理与大学

关系时绝不能滥用权力,必须尊重大学自治的权利,
给予学术自由的空间,这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普

遍规律,我们绝不能以‘中国特色’为借口,无视世界

一流大学发展基本常识”[30]。从已有的实践也可以

看出,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更多的是大国崛起进程

中的连带效应[31],而不全是大学自身努力的结

果[32],当然也绝离不开大学自身的努力。所以,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既离不开作为战

略规划、制度供给、资源配置、考核评价、监督管理以

及信息服务主体的国家的强力推动、顶层设计以及

统筹谋划,亦即离不开国家行动;也离不开作为基层

行动主体的大学的自主探索、自觉行动以及自发建

构,亦即离不开大学自主办学,这就是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中国道路的基本内核。
(四)提升大学文化自信

中国现代大学起始于对西方大学的模仿与移植

的历史事实,使得中国大学具有天然的文化自卑心

理,这在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

伟大征程中依然体现的较为明显。随着中国综合国

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物质资源

优势也与日俱增,由此带来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史

无前例的热情和志在必得的决心。众所周知,物质

资源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可缺少的基础支撑,但
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绝非纯粹的金钱堆积出来的。
恰如研究者所言,“大学校长们清楚地知道,仅靠大

兴土木、大量扩招、增加专业,根本制造不出名副其

实的一流大学”[33]。眼光敏锐的研究者早就指出,
中国到现在还没有一所一流大学,是因为中国大学

过去更多追求一流的硬件,却还没有具备一流大学

应该有的理念和文化。[34]进入新时代,我们开启了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征程,不能

仅停留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形似”[35]阶段,更不能停

留在“像一流”[29]的层次,“亟需增强文化自信”[36]。

对此,习近平同志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强调指出,“办
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世界上

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
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

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

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37]。
也就是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要坚

持文化自信,要不断提升大学文化自信,要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转化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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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CounterculturePhenomenonintheConstructionofWorld-classUniversities:
Coveringconnotation,representation,harm,rootcauseandcorrection

LINJie

(SchoolofMarxism,Dal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Dalian,Liaoning116024)

Abstract:Thecounterculturephenomenonreferstothemalformedanddissimilarculturephenomenonthatappearsinthe
processoftheconstructionofworld-classuniversitiesandagainstthecultureoftruthfulness,kindnessandaesthetics
advocated,pursuedandpromotedbyworld-classuniversities.Thecounterculturephenomenonintheprocessofconstructing
world-classuniversitiesisacomplexproblemanditisnotanabstractexistence,butaconcreteandrealisticone.Practically,it
ismainlymanifestedindistortionofthevalues,lackofculturalelements,pompousacademicactivitiesandfictitiouspeople-
firstpractice.Theincreasinglyfiercecounterculturephenomenonintheprocessofworld-classuniversityconstructionhas
exertedastrongimpactandseriousharmtotheideologicalconcept,valuesandcultureoftheworld-classuniversities.The
emergenceandspreadofthecounterculturephenomenonisthejointresultofmanyfactorsincludingdigitalizedconstruction,

administrativemethodsadoptedinmanagement,suspensionofpurposeandcapitalizationofacademia.Thebuildingofworld-
classuniversities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salong-termandcomplexprocess.Thispapersuggeststhattoachievethis
grandgoal,wemustcarryoutculturereform,maintainfirmstrategicfocus,adheretothemissiontocultivatestudentswith
moralintegrity,activelyexplorenewwaysforthedevelopmentofChinainmoraleducation,andenhancetheculturalself-
confidenceofuniversities.
Keywords:world-classuniversity;counterculturephenomenon;tofostervirtuethrougheducation;Chineseroad;culturalcon-
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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