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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交流
关于大师
黄琳

北京大学

【编者按】 该文原发表在《北京大学校报》2014年7月5日。黄琳院士在文中从大师称谓引伸到人
才培养问题，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和论述，很有启发性，值得一读。现经黄琳本人同意并经
《北京大学校报》允许特予转载。

大师这个词现在是一个没有标准也不谈职责

在另一场合则不能称大师，甚至在学者之间互相

而使用广泛的称谓，这个词最早见于《周礼》，

调侃时也可戏称对方为大师等等。对于这样一个

主要用于司乐的长者，需精通音律，是一个受尊

在学界并不严谨的称谓却在近几年教育界乃至科

崇的位置，由于这样的人也常能参与决策国事，

学界引起热议，这应归功于钱学森先生与温家宝

结果大师有时也指一种官职；作为学者的称谓见

总理的一次谈话，那是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

于《史记·儒林列传》，后来专指造诣高深，建

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

树独特，门生众多，影响巨大者；佛教传入中国

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

后大师一词亦常见于与佛有关的场合，进而也用

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

于得道高僧。时至今日，大师这一称谓则应用更

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后来

广，凡演员如戏剧、相声，杂技如魔术、驯兽、

被明确说成是“钱学森之问”，甚至有人将其简

气功、风水等只要技艺精良乃至骗术高超均被人

化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大师？”并将

称大师。本文只就学界的大师说点意见。在学界

此归结为教育体制问题。但问题真是这样吗?钱

有几点是公认而不争的事实，即：大师在同行中

先生的第一句话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他肯定杰

只是极少数或佼佼者，他们的技艺，建树与修为

出人才是教育培养出来的，另一个则是他断言在

比同行高出一截； 何人可称大师既没有评定标

杰出人才的培养上今不如昔。其中第一个问题是

准，正式的评审程序也不存在什么大师资格评审

本质的，而第二个问题是否符合事实，尚待商

委员会；大师不同于教授，局长或院士，这个称

榷，而自1949开始的前三十年党和国家对知识，

谓下的人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权利，义务和职责。

人才，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使知识分子

因此大师的称谓虽不能乱加，但这一称谓的授予

的独立性早就被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

却充满随意性，即同一个人可以在这儿称大师而

绑架，成为一种政治的附庸；中国有句“百年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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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名言，在经过近十年“文革”对人
才、教育和科学工作的致命破坏后，我们不
能指望其严重后果能在短时间内得以恢复。
从新闻报导上我们看不到钱先生对这一问题
的分析，而见到的是将这简单地归结为教
育。有人就大师如何产生的问题去请教陈省
身先生，他说：“大师是冒出来的”，至于
如何能冒和怎么冒法他没有谈。这如同有人
问他南开大学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数学研究所
应如何运作时，他语出惊人地说出了九个
字，即：“不开会，无计划，多做事”。后
来南开数学的发展，包括当选院士的人数均
说明了这九个字的份量。而他讲的冒出来的
冒则一定涵盖除教育外的多种其他因素。
以上两位大家对能出现大师的原由的看
法是大不一样的。我们先看看中外几位著名
大师的情况：
哥白尼（1473—1543）是15—16世纪的
波兰天文学家、数学家，是欧洲文艺复兴时
期的一位科学巨人。但他长期受的是天主教
教会教育，是教会法博士，并担任牧师。40
岁时，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沉重地打击了
教会的宇宙观，否定了教会认为正宗的亚里
士多德和托勒米体系。但他笃信天主教，一
直认为自己的学说与圣经不矛盾。而教会却
视其为异端，直到2010年5月22日才允许他
的遗骨在波兰弗龙堡大教堂重新下葬。
乔尔丹诺·布鲁诺（1548-1600）出生
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诺拉城一个没落的小
贵族家庭。1565年，为了求知，进入多米尼
克僧团的修道院，第二年转为正式僧侣。布
鲁诺在修道院学校主攻神学，10年后获得神
学博士学位，并担任神甫教职。后来他被哥
白尼的学说所吸引，开始对自然科学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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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厚的兴趣，逐渐对宗教神学发生了怀疑，写了

近代复杂性和非线性科学的研究揭示复杂

一些批判《圣经》的论文，从此开始过着受迫害

的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会出现一种称为“涌现

的流亡生涯，先后在意大利各地、瑞士、英国和

（emergence）”的现象，这一由著名复杂性

法国边流亡边宣传哥白尼的理论，抨击教会，处

理论的主要奠基人约翰·霍兰德（John Henry

处受到以教会为代表的势力打击迫害，被围攻乃

Holland）发现和提出的“涌现”现象，在复杂

至被捕。1592年被罗马教庭所诱捕，经受长达八

的自适应系统中到处存在。简单说来，“涌现”

年的折磨与迫害，仍坚持自己的信念，最终被教

系指一个系统中个体间预设的简单互动行为所造

会以火刑处死。

就的无法预知的复杂样态的现象。当前对涌现的

哥白尼与布鲁诺从小接受的是宗教教育，但

研究还处在十分初级的阶段，即认识到自然界相

他们成为杰出人才是由于他们创立和捍卫了违背

当多的现象是归于由复杂非线性导致的涌现，对

当时宗教教义的新的学说，同他们两位相类似的

于简单的模型可以利用强大的计算机复现这种现

还有不少划时代的大师，例如伽里略等。

象，至于从理论上说清楚其机理或事前预测其在

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与教育家，

何时何地发生都还差之过远。至于对复杂的人类

他的教育与办学思想是：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社会，至今尚未认识的认知过程说来，要想针对

其本意在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发展

知识重大创新和大师的涌现过程在理论上给出回

新文化。有意思的是这位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所受

答应为时尚远。但是如果我们分析一些大师成长

的教育成才的道路却是标准的封建科举制度，他

的过程则还是能找到一些必要的因素，这些因素

中过举人，当上进士，进了翰林苑，并授了编

包括天赋，教育，志向与兴趣，机遇，毅力等。

修。

天赋 不同人的天赋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已经

以上中外三位知名大师，他们的就学之路或

没有人怀疑，而天赋是多样性的，这一点原则上

为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或为中国的封建科举，而他

也不存在疑问，但一联系到具体人时常被忽视乃

们成为大师的独到建树恰恰是否定或部分否定其

至错估。正确估计自己的天赋对于一个人将来

所受教育的内容。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不可能认

能否达到其应有的水平是重要的，这不仅对当事

为今天我们的教育比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教育和中

人而且对其成长过程中的家长乃至老师都是重要

国的封建科举更妨碍“对大师的培养”，合理的

的。天赋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智商的高低上而且

结论只能是大师并不是只靠教育培养出来的，教

天赋也是涉及到各方面才能的能力，有人心灵有

育不应该也不可能独立承担培养大师的责任。

人手巧，就认知而言有人语言能力强有人善于计

大师这个称谓具有一种两重性，一方面它是

算，有人善长综合而有人精于分析，虽然这些与

属于个人的一种称号，另一方面它是由个人在社

后天的开发与训练有关，但先天的因素仍极为重

会中的活动与表现并由社会作某种认可的，于是

要。要使人将来真正杰出，就要根据其天赋的特

大师的产生除了个人的因素外还必须考虑群体及

点选择培养教育的方法，目前要做到这一点还是

其影响的因素，前者相当于个人成长的过程及其

很难的。

原因而后者则可能涉及到社会与认知这些复杂问
题的复杂系统“涌现”问题。

教育 教育的任务可以按韩愈在《师说》一
文中所论述的，即传道、授业与解惑，这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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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担当不起培养大师的重任的，而只是为完成这
个重任提供一个必要的基础，以便为有志在学术
上取得杰出成就的人提供一个好的条件。教育的
关键是因材施教，要做到这一点就像一些著名数
学难题一样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

志向与兴趣 这应该是取得杰出成就最重要
的动力，是否如此认识却一直存在分歧。这种分
歧明显地表现在科学奖设置的本意上。诺贝尔奖
是根据著名化学家诺贝尔的遗嘱设立的具有很高
科学信誉和巨大科学反响的世界最高的一种科学
奖，但诺贝尔在遗嘱中的阐述确十分低调与平
实，“在此我要求遗嘱执行人以如下方式处置我
可以兑换的剩余财产：将上述财产兑换成现金，
然后进行安全可靠的投资；以这份资金成立一个
基金会，将基金所产生的利息每年奖给在这一年
前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将此利息划分为五
等份，分配如下：……”而中国的国家科技奖励
制度与诺奖很不一样，具有明显的夸大奖励的作
用和行政化特征，在奖励条例的第一条就写着：

战争前，出现了一批在学术界的有为人士，他们

为了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进入科学与教育界常常是抱着科学救国，工业救

公民、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

国或教育救国的理想，也有抱着解救东亚病夫的

造性，加速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提高综合国

重任而献身医学的；另一些人则是对科学有些痴

力，制定本条例。这一条赋予了奖励的外加三项

迷，特别是数学而对数学孜孜以求。这些取得成

功能：即调动积极性与创造性；加速科技事业的

就者推进他们事业取得成就的持久而不衰，遇难

发展和提高综合国力。这三项功能就把对科学成

而坚持的主要动力几乎全是立志与兴趣，而不是

果的奖励很不恰当地放在了科技发展动力的定位

金钱，升官或其他与个人利益直接挂钩的因素。

上，再考虑到奖励给得主带来的实惠（荣誉，奖

我们在宣传上常讲一些人取得成就在于甘于寂寞

金和晋升的梯子），似乎科学家不去追逐奖励于

淡泊名利，但在具体做法上却拼命强调物质奖

己于公都是不对的。民间有句俗话“重赏之下必

励，这表明一些领导人迷信物质刺激的作用远高

有勇夫”，领导人竟按此设想在科学领域也能有

于理想。

“重奖之下必出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

机遇 一个人的一生有很多岔路口，而每个人

结论，是将科学家与勇夫等同，完全不理解科学

的一生只能走一条路，因为历史是无法重复的。

家的心态和不领会科学发展的动力只能是人类的

任何一个足以影响人生道路的关键节点与该节点

需求和个人兴趣这一真谛的。中国在上世纪抗日

上的事件都是一个机遇。正确地认识机遇并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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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它对人的一生十分重要。机遇对于杰出人才

长期积累的。既然是长期积累就不能指望积累的

的出现首先是提供了一个条件，这样一个条件在

过程始终一帆风顺。由于处于逆境时很多人就知

学术界从来不会是为某个个人定做的，而且只在

难而退，因此关键是在逆境中能坚持，这样方能

一定的时间段有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

使不轻言放弃的人脱颖而出。

句成语对于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就说来也是很重要
的。

以上五个方面只是杰出人才可能脱颖而出的
一些必要的方面，但他们的真正成长还必须有合

毅力 毅力从来与能坚持联系在一起，而坚

适的生长环境，由于是学术界的事，这个学术生

持的意义在于逆境中的继续。一个人要想在学术

态的环境必然要有其符合学术发展的特点：学术

上取得杰出成就，都必须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

活动是一种智力活动，必须充分认识智力活动在

程，知识与研究长期积累的过程是一个量变积累

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样就能形成整

的过程，积累足够就会产生质变，这就可能不是

个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这不仅在精神

一般的贡献。在学术界从未听说那个重要贡献是

与思想层面而且应体现在物质方面，一个国家若

浅尝辄止的结果，学术上的突破有时是在一种突

卖鸡蛋的小贩的收入超过导弹专家的收入这个国

发的灵感下得到的，但这种灵感只对那些有足够

家就不会有生命力。一般说来知识分子并不追求

积累的人才真正有效。学术上的重要突破不是买

奢富，他们只要求有简单小康的生活使其探索与

彩票中奖的过程，不可能靠碰运气得到，是需要

研究不受生计盘算的影响；学术上的建树是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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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积累之上的，积累既是学术上的传承，又

到，落一个违背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而拔苗助长

是产生创新的基础，由于这是智力活动，智力活

的结果。

动不可能在一个十分嘈杂喧闹的环境中进行，因

钱学森先生是我国提倡研究系统复杂性的主

此需要一个安静，长期稳定的学术环境；知识与

要领军人物，但他对大师出现这个极为复杂的问

智力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是既有直接的也有

题却简单地归结为教育与培养。陈省身先生是大

间接的而且大量可能是间接的，在学术建树上追

数学家，是以形式逻辑，公理体系，严谨推演与

求立竿见影的效果是荒唐的。学以致用这个是有

证明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学者，他在回答这一问题

道理的，但不能由此引伸为以用定学，因为很多

时却完全不拘于这些而说这是冒出来的，表面上

重要发现到真正用得上常常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

看简直不那么科学，但这可能才是真正核心的回

的过程，而有一些重大的学术发现只是提高人类

答。这也是值得我们回味与深思的。

的认识，从狭义的理解它似乎没有什么用；学术
上的建树常与探索未知相联，要求探索过程不走
弯路乃至不允许失败是不现实的，一个新的见解
或理论在刚出现时必然是不完善的，此时要求业
界的公认也是不现实的。有异见乃至反对应视为
正常，包括允许错误的反对意见的发表；世界上
一个共识是学术事务应该由做或至少是懂学术的
人来领导和管理，因为学术不同于生产、军事和
行政，中国自从1957年毛泽东提出只有外行才能
领导内行的离奇说法以后，由并不实际做学术甚
至根本不懂学术的干部对学术的干预乃至操控就
盛行起来并造成很多严重后果。近年来有了很大
改进，应坚持让做或懂学术的人有职有权地自己
管理学术事务，尽量减少行政干扰；学术做得好
坏的标准应由懂学术的人说了算，经费是提供做
研究的条件，根本不代表研究水平的高低，既不
要用经费作为标准评价研究工作，也不要用金钱
勾引学术界不务正业。总之这就是要创造一个自
由宽松的环境，让学术界这个复杂的系统在这个
环境中良性地演化，让其产生涌现，有一定时间
积累产生杰出的成果和学术界的大师是水到渠成
很自然之事。相反如果一味人为地干预，例如规
划一个路线图，投多少资，挖多少人搞一个向诺
贝尔奖冲击的目标和计划，可能最后什么也得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