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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is a classic works full of the spirits of critique and reform, which 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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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的使命》是一部具有强烈批判和改革精神的经典著作，它充分展示了奥尔特加·加塞
特高等教育思想的创造性和预见性。本文基于对《大学的使命》的理解和分析，从大学职能的论述、
学生中心地位的强调、大学的批判精神和大众教育思想四方面来重新解读奥尔特加的大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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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 大学职能的论述

奥尔特加·加塞特(1883～1955)是西班牙著名的

青年时期，奥尔特加曾留学德国和美国，亲眼目

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被称为现代西班牙精神之父和

睹了大学对科学研究的顶礼膜拜。正当世界各国(包括

继尼采之后最伟大的作家。《大学的使命》是在应马

西班牙)都在极力仿效德国的科研模式之时，他却逆潮

德里大学生联合会的邀请所作的关于高等教育改革问

流而行对德国大学提出了根本性的批评，认为“德国

题的讲演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奥尔特加以敏锐的洞

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掩盖了德国大学存在的

察力和严密的分析能力对西班牙及欧洲大学的弊端做

本已很明显的缺陷”[1]，德国大学正在面临一场深刻

了一针见血的回答，并提出了具有建设性和预见性的

的危机。奥尔特加更批评了西班牙及欧洲大学的“唯

改革措施，充分体现了他鲜明的批判意识和强烈的社

科学主义”，并指出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它

会责任感。本文主要从大学的职能、学生中心地位、

忽视了一项最最重要的内容：文化，它转移了对如何

大学批判精神以及大众教育四方面来分析和评价奥尔

最有效地培养未来专业人才这个问题的注意”[1]。针

特加的高等教育思想。

对“探索性研究”在大学中占据主导和支配性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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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奥尔特加创造性地提出了大学功能分层的思想，

实从而对大学的职能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对大学的定位

即将大学的功能分为基本功能和“附加”功能。

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突出强调了教学这一本质功能，并

奥尔特加明确了大学的三项职能：文化传授；专

出台了相应的文件保障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无疑，奥

业教学；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但是他又认为

尔特加关于大学功能分层的思想，
对我国高等学校进行

这三项职能并非是并列的关系，而是有层次之分的。

合理定位、充分发挥其功能具有可资借鉴之处。

其中，文化教学是“大学的基本功能，也必须是凌驾
于其他一切之上的基本功能”[1]，因为文化是每个时代
赖以生存的思想体系，也是人类赖以存在的生命信念，
是每个人生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的生
[1]

3. 学生中心地位的强调
“由于有某种特别的盲目性存在，教育过去一直
是以知识和教师为中心的，学生在教育学中根本不是

活是有缺陷的生活，是遭到破坏、不真实的生活” ，

一个基本要素[1]。”奥尔特加受到卢梭、裴斯泰洛齐、

甚至他将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人称为“新生的野蛮

福禄贝尔等人自然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认为“机构

人”。基于此，他认为应当把文化系确立为大学的核

是为人而设的，因而，人必须是建立和设置机构的参

心，并设置了相应的具有培养文化修养功能的课程体

照计量单位”[1]，学生也必须在大学中占据中心地位，

系，即：世界的自然体系(物理学)；有机生命的基本主

但他又认为是“时代本身和当前世界的教育现状正在

题(生物学)；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历史学)；社会生活

迫使大学把学生放在中心位置”[1]。

的结构和功能(社会学)；一般概念的体系(哲学)[1]。除

面对西班牙及欧洲大学的“懒散草率”之风，奥

了文化教学之外，就是专业人才的培养。由于社会需

尔特加对学生参与政府和大学的改革寄予厚望，“我

要优秀的专业人员，所以大学必须向社会提供专业培

来这里并不是为了劝你们不要介入西班牙的公共事

训业务，从而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相应的专业人才，

务，不要向政府请愿，更不是不要劝你们放弃对大学

但是专业人才的培养必须以文化素养的具备为前提。

的改革。相反，我竭力主张你们这么去做，而且是严

文化传授和专业教学都是大学的基本职能，是大学与

肃认真地去做[1]。”在这里，奥尔特加重新赋予了学

生俱来的素质，另外大学还具有科学研究的附加功能。

生参与学校管理和改革的权力，充分肯定了学生的主

之所以说科学研究是大学的附加功能，是因为它是“某

体性作用和参与精神。

[1]

种独立存在的东西” ，而不是大学直接的基本功能。

关于大学功能分层思想的提出，实质上也是基于

奥尔特加反对科研至尚，他认为科学研究“在其(大学)

对学生中心地位的维护。奥尔特加根据学生和社会的

任何直接的功能组成部分中未占任何位置”，“将科

实际需求，即大部分学生需要的是专业教育而不是科

学研究排除出大学的核心部分或把它降低到最小的程

学研究，“社会需要大量的医生、药剂师和教师等，

[1]

度是适当的” 。但是大学又离不开科学，因为“大学

但只需要数量有限的科学家”[1]，反对将科研凌驾于

在能够成为大学前必须是科学性的”，“大学需要用

专业教学之上，更加反对让普通学生参与科学研究，而

科学的精神来激发生机”，“科学代表着一所大学的

是主张“普通学生并不需要学习如何从事科学研究”[1]，

尊严和地位”[1]。同时，科学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那些有能力的少数学生才可以从事。

专业教学传播和吸收的内容也是由科学研究所创造

在学习内容的选择上，奥尔特加以教育的经济原

的，科学研究是专业教学的生命源泉，没有科学研究

理为依据，认为大学必须坚持“教授被教授的知识，

大学的专业教学就会逐渐枯竭。至此，奥尔特加明确

即能够被学生掌握的知识，而不是教授认为应该被教

地将大学的功能分为基本功能和“附加功能”两个层

授的知识”[1]的原则，以使学生所学知识与生活密切

次 ， 并 清晰地 界 定 了它们 各 自 在大学 中 的 地位。

联系，符合自身的发展需要，为将来的生活做好准备。

“组织在社会的地位越重大，
明确组织的使命就越

同时，还需要对知识进行新的整合，因为对于一名普

[2]

重要 。”因此，任何一所大学首先必须明确自己的使

通学生而言，要掌握大学试图传授给他的所有内容是

命，对自己进行理智的定位。近几年来，我国高等教育

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必须以普通学生为起点，把迫

界针对高校重科研轻教学而造成的教学质量下降的现

切需要掌握，并且为一个正常的普通学生能够真正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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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学的功能之一。相反，一所缺乏自我意识和创造
意识的大学是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功用的。

5. 大众教育思想的首倡

正是贯彻了从以教师和知识为中心向以学生和能力为

奥尔特加的大众教育思想是基于其大众社会理论

中心转变的理念，学生的中心地位又重新得到尊重和

以及高等教育的现实而提出的。奥尔特加将人分为两

维护。大众化阶段的到来更应树立学生中心的教育理

类，即精英和大众，但是他划分的标准并非阶级，而

念，学生是消费者，客户至上的理念更加促使学校根

是人的资质或文化修养。“少数精英是那些具有特殊

据学生的需求设置专业和课程。

资质的个人或群体，而大众则是指没有特殊资质的个

4. 大学批判精神的发扬

人之集合体，”[5]社会应由那些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
人来治理。随着自由民主时代的到来，昔日的精英已

19 世纪末的美西战败、20 世纪出的世界大战以及

不再处于主导地位，精英统治开始向大众统治转变。

30 年代的十年内战使曾经叱咤风云的海上帝国直线

“历史不是个人创造的——无论他多么伟大，历史不

下降，西班牙民众素有的乐观和自信也被打击得支离

是十四行诗，也不是一种单人纸牌游戏；它是由许多

破碎，从政府到民众都充斥着浮躁的情绪，政治、经

人共同创造的，由众多具有某些必备素质的人共同创

济、文化及教育都沉闷在懒散草率的风气之中。国内

造的[1]。”但是高等教育领域的现实却是“所有接受

各种弊病和问题亟待解决，但却缺乏应有的活力和敢

高等教育的人根本不是那些本可以接受和应该接受的

于改革的勇气，整个西班牙对任何改革都采取保守固

人，他们只是富人阶级的孩子，因此，上大学代表着

执的态度。“任何敢说‘改革’两字的人，甚至那些

一种难以辨明和开释的特权[1]。”这充分体现了奥尔

只是旁敲侧击地指出改革是恰当的人，实际上都会被
看做疯子和亡命之徒[1]。”面对大学亟需改革的现状，
奥尔特加以一种极大的勇气和批判的精神站在了时代
的最前锋，他尖锐地指出大学和政府最根本的弊端则
在于懒散草率，最根本的出路则在于改革。奥尔特加
批判了大学中的“唯科学主义”，指责了大学对文化
修养的忽视，倡导大众教育和普通教育，具有极其强
烈的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正如伯顿克拉克转述赫钦
斯所言，“如果在一所大学里听不到与众不同的意见，
或者它默默无闻地隐没在社会环境中，我们就可以认
为这所大学没有尽到它的职责[3]。”在大学校园里不
应只听到一种声音，也应能听到另一种或其它清醒的
声音，大学里的声音应当是多元的。大学要“秉有批
判精神，引领大众在精神上不断地完善，而不应是盲
目顺应社会政治，也不能仅仅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工

特加对贵族阶层独霸受教育权的不满和憎恶。“如果
只有特殊生物存在，那可能就不会有机构存在，无论
是教育机构还是政治机构。因此，有必要考虑到机构
是针对天赋一般的普通人而言的[1]。”然而，大众并
不具备进行统治的资质，因此，奥尔特加认为，“主
要问题在于能否让工人阶级在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
[1]

。”我们必须使大众与时代的高度和标准保持一致。

基于以上分析，奥尔特加最终看清楚了大学的本质和
目的，他说“大学作为一种机构，目的是让几乎所有
的人都接受高等教育[1]。”
马丁·特罗教授于 1973 年提出了他的高等教育
大众化理论，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奥尔特加能在 1930 年就提出这一前瞻性的教育思
想，实在让现代的教育界为之赞叹，他不仅预示了未

具而存在[4]。”奥尔特加也认为，“把大学当做一种

来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同时对当前的教育改革提出

精神比把它当做一个机体更为合适[1]。”大学是“社

了极具影响力的建设性措施。

会的良心”，而大学里的教师和学者就是大学批判精
神的实践者。大学需要像奥尔特加那样的学者，承担
起精神引领的责任，他们必须以一种敏锐和批判的眼
光对大学和社会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独立地思考，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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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大欧洲主义观念

6.3. 大众教育出发点的局限性

在《大学的使命》中，我们可以充分地体验到奥

奥尔特加提出大众教育是极不情愿的，因为这是

尔特加鲜明的大欧洲中心主义观念，这是与其区域自

与其极端贵族化的思想相矛盾的。“不管人们愿意与

治及欧洲一体论的政治思想相吻合的。例如，“世界

否，人类社会按其本质来说，就是贵族制的；甚至可

本来就应该由欧洲人来统治，因为欧洲才是真正的贵

以这样说：只有当它是贵族制的时候，它才真正成其

[6]

族，世界的领袖 。”“我们正在目睹欧洲走向崩溃，
[1]

为一个社会；当它不是贵族制的时候，它根本就算不

这是欧洲人在无形中逐渐碎裂的结果 。”“要走出

上一个社会[5]。”在《大众的反叛》中，他清楚地表

西方的没落，整个欧洲必须众志成城；要达致精神的

达了大众取代了精英的地位，大众统治取代精英统治

统一，必须抛弃民族国家这个狭隘、滞后而累赘的历

将会使社会面临严重的危机，给人民和国家带来沉重

史产物。唯有如此，欧洲方能在现代“复兴”；也唯

的灾难，因为他们品性低劣，放任自流，没有资质和

有对于如此“共同理想”的追求，方能将欧洲整合为

能力进行统治。但是，历史不会逆转的，民主自由时

[6]

一个国家式的存在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奥尔特加

代的到来将大众置于统治地位，所以必须做的就是实

将欧洲人看作是最具智能、最文明的一类人，是世界

施大众教育，对其进行文化修养的教育，以使他们具

所有民族中的佼佼者，不免带有强烈的优越感和欧洲

备时代要求的道德品质和理智，能够担当起应尽的职

中心主义的情怀。

责。可见，奥尔特加所倡导的大众教育只是一种被迫
无奈的选择。实际上，大众教育只是其精英教育思想

6.2. 科学研究不属于普通学生

的寄托和延伸。

奥尔特加从科研至尚的现实以及学生利益出发，

尽管奥尔特加的高等教育思想具有自身的局限

认为文化教学、专业教育重于科学研究，学习内容应

性，但这依然无法遮挡它的璀璨夺目。奥尔特加关于

当是能够为一名普通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但是他却低

对大学的认识，包括他的大学功能分层理论、学生中

估了学生的能力并且忽视了学生长远发展的需要，显

心、大学批判精神和文化教学等思想都具有极强的预

示了他思想保守的一面。“普通学生并不需要学习如

见性和时代超越性，对今天我国大学的改革仍然具有

何从事科学研究，这是一条总的原则[1]。”“妄称普

很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通学生可成为科学家，这是一种荒谬和虚荣的表现”
[1]

。奥尔特加所说的普通大众实际上只是一些资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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