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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在建设精神家园和培养
民族精神中的作用
!哈佛大学
们所说的人文学在传统上就是文史哲，现在应该还

为大家所关心的课题。美国学术界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一个

比如文化人类学、生命心理学以及宗教研究等。人文学从我

经济资本以外，必须培养社会资本。这是哈佛一个影响非常

我 包括社会科学，特别是重视文化领域的研究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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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现代社会，特别是在一个急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除了

们非常浅显的角度看，可以说是人对人的自我认识、自我了

大的观点。经济资本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社会资本基本上通

解和自我定义的最直接、最确切也最难分难解的学问，因此

过对话、讨论而产生。一个大学如果没有横向的跨系科的对

它有一定的模糊性，不能用量化的方式来理解。

话、没有辩论、没有研讨会、没有各种不同的沙龙、没有各种

对于综合性大学的价值取向，人文学是可以突出一所

不同的咖啡馆提供给学生，它的社会资本就不够。更值得注

大学的特色和自我认同的。因此有人说，人文学可以体现一

意的是一个印度教授做的研究：某个印度的城市周围经常

所大学的灵魂。比如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是以物理学研究

出现种族和宗教的冲突，比如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

为主的，是爱因斯坦创立的，但是高等研究所最近也在发展

但是这个城市一百多年来是和平的、安定的。他对此做了很

人文学特别是历史学。为什么发展人文学呢？这和现在世界

多研究，发现不是经济发展得好，也不是政治组织比较好，

的趋势和全球化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把全球化只当作

最重要的是它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伊斯兰教的长老和基

西化和现代化的最近距离的发展，那我们就把全球化的问

督教的长老每十天聚在一起喝茶谈天，
在喝茶谈天的过程中

题看得简单了。世界经济论坛在过去二十多年基本上是讨

很多可能造成矛盾冲突的事情都得以解决，通过这种对话、

论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最近 ! 年才开始注意到 "#

这种沟通积聚了足够的社会资本。在哥本哈根 #33! 年的社

世纪的宗教问题乃至文化问题。波士顿大学的一位社会学

会发展高峰会议以后，丹麦政府组织了四年一次的关于哥本

家，他在主持一个文化全球化的研究，涉及了 #$ 个大国，包

哈根会议的研讨会，其间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市场经济可

括中国、巴西、印度、日本 % 还有欧洲、美洲一些国家。他们有

能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机制，但是市场社会是悲剧。一个

一个预测，认为文化全球化也可能是一体化的过程。特别突

社会的大学、教会、家庭从质的意义上是一种价值和文化的

出美国的大众文化，也突出新教伦理，这是原来的设计。可

载体，市场经济的出现对它们是一种冲击，这种冲击是现在

是经过研究以后，情况变了。他在 "$$& 年出版了一本书，书

每个社会都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即使是最先

名叫 ’ ()* + ,-.(,/0(1 /-)2（《多样的全球化》）。里面有一个

进的发达国家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在美国的大学，他们认为

提法很有意思，就是“现代社会中的文化问题”，完全承认文

大学生是消费者，教授是服务单位，这种思想使美国大学受

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密歇根大学的一位教授提出的一个观

到了很大的冲击。这是第一方面。

点也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叫做“文化地图”。从世界不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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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面，除了科技能力以外，必须培养文化能力，

发展的角度来看，从文化的分布情况来看，
“文化地图”粗浅

这个文化能力基本上是通过人文学的文史哲来培养。文学

地说就是：新教的文化，当然包括北美和西欧、西欧特别是

让人了解人的感情世界，哲学是对人所思辨的问题后面所

德国和英国；天主教的文化，包括法国和拉丁美洲；东正教

带来的价值的再思辨。我从比较文化学了解到，文化背景相

的文化，就是俄国和中欧的一部分；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包

同的中国内地、台湾、港澳，甚至新加坡，主要是由华人组织

括中欧、亚洲，特别是印尼和马来西亚；印度文化；同时还有

的文化，有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精神资源比

儒家文化，这里边包括日本和四小龙，以及中国内地、越南、

较薄弱，价值领域突出的是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多样性，特

朝鲜。从这里看得很明显，不同的文明发展和不同的教育制

别是价值的多样性不够，很多的领域没有开拓。举一个最简

度 ，科学技术、经济以及其他许多领域则是完全趋同的，中

单的例子，从媒体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看日本的《朝日新

国的物理学和美国的物理学不可能不同，经济管理有趋同

闻》，它每一版有五、六页全面讨论书的问题，讨论文化的问

的趋势，但是从文化的多样性来看，怎样突出一个民族、一

题，讨论工业的问题，讨论地区的问题，而华人的很多报纸

个地区、一个社会的文化特色及其经济、科技的一体化，成

都是讨论明星的问题、歌星的问题等等很庸俗的文化，而不

是有品位的文化。媒体在文化方面不仅不能提升文化的能

有价值，而是使这种既有价值各方面能够看到不同的参照，

力，反而助纣为虐，在商业大潮中起了不好的作用。另外，除

所以如何面对这些最有才华但是又最捣蛋的学生，这是现

了社会资本和文化能力以外，在发展智商以外要发展伦理

在学术界里边比较关切的课题。从这些地方来看，我觉得大

智慧 ! 或者情商 " 。再有就是精神价值，也就是说能够在钱和

学的理念和大学的意义和 ’# 世纪我们所碰到的大的挑战

权、权势和经济的力量之外开拓一些有影响力的价值。如果

有密切的关系。到底 ’# 世纪所碰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整个社会由钱和权来掌控，那开拓出来的一些文化能力就

许多其他的国际组织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 世纪最严峻

会很薄弱。在这个情况下，我提出一个在国内有争议的观

的挑战就是人的问题，因为是第一次在人类文明发展中了

点。从五四以来，中华民族为了救亡图强，向北美、西欧甚至

解到人作为一种知识存在来讲，自然环保的问题，杀伤性武

日本学习，很少顾及别的国家，对拉美、对伊斯兰、对许多其

器问题，社会解体的问题，各种不同的冲突，不仅是文明与

他的地区不太清楚，因为他们比我们发展得还慢。现在看，

文明之间的冲突，还有文明内部的冲突，各个不同的社会内

中国如果能够把印度当作一个参考，就会开发出很多别的

部的矛盾。以前担心的大概是宗教与宗教的冲突，比如基督

资源。印度有一亿以上的中产阶级，有数百万、上千万使用

教与伊斯兰教。也非常担心宗教内部的冲突，包括保守基督

英语与国际接轨的人口。印度软件业的发展威胁到波士顿、

徒与自由组织基督徒、保守的犹太教徒与改革的犹太教

威胁到硅谷。印度的传统文化的积淀非常深厚，有音乐、哲

徒。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里边，会有复杂的问题，他们怎

学还有艺术。当然它的贫穷、它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我们不要

样面对这些问题。以前康德认为哲学上有三大问题，第一是

学。美国的大学有一个意愿，就是培养领袖人物，由于这个

如何知，就是认识论的问题；其次是如何行，就是伦理的问

原因，他们对于通识教育（大陆叫素质教育，香港叫博雅教

题；然后是希望，这是神学的问题。可是海德格尔说除了这

育）比较重视。几年前，美国曾经举办了 #$ 个中国大学校长

三个问题之外还有更深刻的问题，就是如何为人的问题。这

和 #$ 个美国大学校长的对谈会，美国的 #$ 个大学校长除

个如何为人的问题使 ’# 世纪不管是哪一个专业的人都要

了加州理工大学校长外，其他的全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专

面对人的自我反应、自我定义的问题，也就是人文关怀的问

业的。美国的精英大学和有影响的大学，重点都是在素质教

题。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以前认为的许多二分法，传统和现

育，学生将来到了研究院才开始研究医学或者建筑或者法

代，西方和非西方，全球和地方，中心和边缘，基本上被打破

律或者神学，但是在大学是以素质教育、以博雅教育或通识

了。不是现代化把传统给基本上否定了，而是传统一直对现

教育为主，这些大学大概有一百多所，它们培养出来的人才

代化进行某种牵制但是又有某种促进，是各种不同的文明

非常多，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在 #%&$ 年，加州大学

发展不同的现代化。最近在美国的伦理学的专刊上提出了

校长提出了一个观点：大学的目的就是为社会服务；不为社

多元现代化。和全球现代化的意义一样，各种不同的民族对

会服务的就不是真正的大学。比如说加州大学，如果加州要

现代化能够作出不同的导引，这里面就牵涉到价值冲突的

发展农业，那么就应该向农业发展。就是说大学要有很大的

问题。美国的发展基本上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道路，

灵活性为各种社会的需要服务。这种观点当时就引起了全国

你说它没有道理，它有些道理，但是大家发现东亚社会有它

的讨论，
多半的人认为大学应该为社会服务，
这很重要。但是

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势的政治在东亚社会被普遍接受。大家

大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文化和知识的传承，假如说

认为自由经济发展和政府是矛盾的。整个东亚社会，都有政

为社会服务是惟一的目的，而社会服务是当时社会需要所规

府和知识精英对经济的调节，对社群的重视，对关系网的重

定的，那么所有的文史哲人文学都是无用之学，它的存在价

视 ( 还有其他的因素。东亚社会所体现的是公益、责任和团

值会因此受到威胁；但是在文化传统和基本知识的积累和智

队精神，现在要做的是使自由的理念和公益相配套，理性和

慧的积累方面，
大学人文学有积极的作用。
第三方面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帮助学生，把每

同情配套，法制和礼仪配套，权力和责任配套，个人的尊严
和团队精神配套。看起来，大概有几个重要的领域在大学文

个学生当作独立自主的有极大潜力的个体，使学生自我完

化建设中必须展开。一个是个人，不仅是身体，还有心灵；一

善，突出个人的才智，打破现有的科学界域或者不同的学术

个是社群，从家庭一直到国际社群。研究个人与社群之间怎

训练所造成的习俗。这中间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大学四年什么

样进行良性的变化互动，人类整体和自然如何能够发展一

课你都可以去选，当时在美国社会里引起了很大的反思，这

个持续的和谐的关系。

样就不是教育。法国就总结了一个中心课程，这些课程你去
选，
但是中心课程满足了以后你还要去选系，
还要选专业。

最后我想谈一下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全
文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第四方面，在美国学术界提到批判精神。批判精神实际

物”）。
“厚德载物”是儒家的思想所发展起来的，梅贻琦校长

上是和历史的反馈、社会的反馈相关的，大学因为其多元多

曾经诠释这个观念为修己以静，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

样，每一次进来的都是社会的精英，他们的反思的能力特别

姓。这意味着大学除了培养专家学者，除了培养有志趣、有

强，他们的批判精神不是政治批判，而是社会批判、文化批

前瞻性的学者将来能够在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外，还应该

判和自我批判。他们的这种精神事实上是提供给我们咨询，

培养公共分子，也就是关心政治、能够参与社会、重视文化

有些英国人讲这是忠诚的反对。他的目的不是要去冲垮既

的人。我们学术界有很多专家学者只愿意搞他们的自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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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法学理论教学存在的问题
与改革思路
!吉林大学

一、高校法学理论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黄文艺

学生综合运用法学理论自己分析和解决，而是对学生进行
干巴巴的、空洞的政治说教和理论教条灌输，致使教学与实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

践严重脱节。还有一些教师由于不关注部门法的立法和实

稳步推进，随着法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高校

施，缺乏部门法学的知识，因而不能及时概括宪法学、行政

法学理论研究和教学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发展。我国法学

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部门法学的成果和经验，

理论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效：
（ !）独立学科和独立课程地

致使法学理论教学与部门法学相脱节。

（ #）阵容强大
位的确立；
（ "）法学理论教育事业走向正规化；

第四，某些高校的教学思想存在偏差。例如，在课堂教

的师资队伍的建立；
（$）以国家组编教材为主体、不同风格

学方面，侧重本本上的概念和原理的讲授，忽略学生的整体

教材互相配套的格局的形成；
（ %）法理学教学内容趋于规范

法律素质的培养，忽视学生理论思维能力和法律分析能力

化；
（ &）法理学教学改革不断深化。

的培养；在考试方面，忽视学生的法律素质和能力的考查，

在充分肯定法学理论教学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我们

考试题目往往只能检测学生死记硬背的能力。这些情况导

也要看到，法学理论教学仍存在着一些不能忽视的问题。概

致法理学丧失其理论的感染力、影响力和说服力，致使一些

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学生对法学理论课程缺乏兴趣。

第一，部分法学院（系）轻视法学理论教学。某些法学院

第五，某些不具备条件的院校编写的法学理论教材的

（系）的领导未能充分认识法学理论课程教学在法学教育中

质量和水平堪忧。由于把编写教材作为晋升职称的捷径，一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再加上法学理论师资力量薄弱，较为轻

些缺乏编写能力的院校所编写的法理学教材往往是低水平

视法学理论教学，如随意缩减法理学课程教学时数，不设置

地重复国家组编教材或名校的教材，而同时却不敢全盘照

法理学专任教师等。
第二，某些高校教师不胜任法理学教学。一些法学院
（系）法理学任课教师，没有受过正规的法学理论专业研究

乱，层次不清；各章各节难易不同，深浅不一。
第六，个别教材固守旧的体系和观点，不能与时俱进。

专业改行过来的。其中有些教师教学效果差，还严重损害了

个别法学理论教材仍然固守 "’ 世纪 (’ 年代教材的旧体

法理学课程的形象。

系、旧论题、旧观点、旧话语，未能适应改革开放实践和法学

存在。有些高校教师不能及时跟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丰富实践，不善于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中提出法与法治问题，并给学生以分析和解答，更不

理论研究的发展，与时俱进地更新教材的体系、论题、观点
和话语，从而滞后于时代的发展。

二、法学理论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

善于从大量法律生活实例和案例中凝炼出理论问题，引导

为了适应法学理论教学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克

术，他们的兴趣、他们的工作必须有保障，他绝对有这样的

究这个问题。通过他们的横向沟通，提高社会资本，培养文

权利。但是还有一些学者，比如在清华，有一些学者除了物

化能力，培养伦理智慧，发展精神资源。在这个方面，其实中

理学对其他的东西也有兴趣，这也是他们的权利。一些专家

国有古老的文明传统。中国传统的学院制的一些伦理价值

学者除了学术以外还有更宽广的关切，比如对人文学的关

加进去，形成以现代科技为主同时兼及人文学的理念，我想

切，这应该鼓励，不仅在学术界，在政府、媒体、企业，在各个

大学文化发展的前景是很可观的。 "

不同的专业，都有这种公共知识分子存在。美国现在正在研

!"

搬，致使在教材体系、理论观点和技术规范上存在严重的弊
病。诸如，简单堆砌他人观点，没有自己的观点；语言表达混

生教育，而是从本校的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思想政治教育

第三，教学内容脱离实践、部门法学的现象不同程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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