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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体制下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
———以西南联大为中心

　 　 　 湛中乐　 康　 骁

摘　 要:　 威权体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不断深化,构成了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发

展的政治环境。 在威权体制之下,西南联大在意识形态、组织、经费和人事上受到了政

府的全面干预,但总体而言,西南联大仍然能够保持相当程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 除了

外部因素,威权体制自身的一些因素使得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能够存在:大学在

政治目的上与威权体制保持一致;威权体制明确授予或者默许高校执行上的弹性;威权

体制的自我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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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伊继东、冯用军:《中国西南联大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一种词频计量分析》,《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
②　

 

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中,笔者以西南联大为主题和关键词检索到 2009 年以来的文献达 70 多篇。
最后检索时间:2018-02-03,14:14。

③　
 

田正平、潘文鸳:《教育史研究中的“神话”现象———以蔡元培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个案的考察》,《高等教育研

究》2017 年第 4 期。

西南联大因其辉煌成就而备受关注。 据统计,中国期刊网 1978—2008 年收录的直接相关论文高达

334 篇。①从 2009 年至 2018 年,又增加了 70 多篇相关论文。②在既有的研究中,西南联大取得辉煌成就

的原因往往被归结为民主、自由、自治和包容的氛围,这使得西南联大几乎成为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

象征。 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教育史研究中的“西南联大神话”,并批评既有研究忽视了西南联大的自

由和民主的复杂性与多维性;③也有学者认为研究者往往根据现实需求对历史进行“预制似的解读”,片
面提取历史事实以论证当下决策的正当性。 “当大学纷纷要求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时候,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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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精神、科学理念、自治传统、兼容并包原则、学术自由的思想、教授治校的制度等被不断强

调。” ①事实上,传统观点和批判观点的分歧在于是否将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理想化和神圣化。
批判者并未否认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只是要求研究者不能忽视其复杂性。 有学者已经注意到

此问题,并尝试通过还原西南联大所处的历史情境的复杂性来研究其自治和学术自由,进而将西南联大

的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实现归结为如下因素:第一,知识分子犬儒主义尚未形成;第二,政府无力干

预,自治传统得以延续;第三,开明的地方政治。② 第二个和第三个理由都可以归入学术和政治的关系。
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矛盾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基本问题,③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

矛盾发展演变的产物。 研究者经常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来分析西南联大自治和学术自由,他们认为中

央政府控制力的孱弱是西南联大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一个重要理由。 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政府的控制力

实属孱弱。 1927 年以后,威权体制逐渐确立,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也随之强化。④ 此时仍以中央政府控制

力孱弱解释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恐怕有失妥当。 蒋介石建立的威权体制与西南联大之间的关系

或许更为复杂。 申言之,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在威权体制的背景下如何实践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

一、威权体制向高等教育领域扩张

中世纪的大学是指一群有志于研究学术的教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团体。⑤ 这种团体实际上就是一

种学术共同体,亦被学者称为信任网络,⑥直到今天,大学作为一种信任网络的性质仍然没有发生变化。
学术共同体作为一个小的共同体始终存在于一个大的共同体之中。 这个大的共同体在 13—15 世纪是

封建国家,在 16—17 世纪变成了王朝国家,18 世纪以后又变成了领土国家。⑦ 大学作为一个学术共同

体必需处理其与国家这个大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在政教分离的原则确立以前,大学还受到来自宗教的

压力。 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大学与国家、宗教之间的矛盾不断演变而发展起来的。 在中国,宗教并不

足以影响或控制整个社会。 因此,分析西南联大与大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分析其与政府之间的

关系。
西南联大的自治与学术自由深受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传统的影响。 从 1910 年代末到

1930 年代初,蔡元培、张伯苓和梅贻琦分别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建立了现代大学制度。 这

三所大学在抗战以前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典范,再加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逐

渐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观念。 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在当时能够实现,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上的碎片化状

态使得大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教育救国论”和“教育独立论”成为社会思潮。
1916 年袁世凯去世后,南北分裂,各派军阀纷争不断。 军阀们为了笼络人心,对大学的态度往往也较为

宽容,例如贿选总统曹锟和奉系军阀张作霖都有过尊师重教的轶事。⑧ 当然,军阀们也有过很多伤害大

学的行为,例如张作霖曾强行将北京九所国立大学合并为国立京师大学校,1925 年东南大学易长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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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常对手下说,自己“就是一个推车卖布的老粗,什么都不懂,办大学就得靠教授”。 张作霖曾下令,政府经费

的 40%投入教育,并坦言自己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教师。 李克、沈燕:《蔡元培传》,北京时代华文
书局 2015 年版,第 90-91 页。



亦是军阀争斗的结果。① 总而言之,军阀混战减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这使得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获

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另外,“教育救国论”和“教育独立论”成为社会思潮,社会精英投身于教育事业,致力于推动大学自

治和学术自由。 “教育救国”的核心观点是社会的改造和进步应该首先或者主要通过教育才能实现。②

近代以来中国对外战争的不断失败,使得社会精英开始探索救亡之路。 社会精英在探索救亡之路的过

程中逐渐意识到教育的作用。 “教育救国”的思想萌生于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改良主义思

想,在洋务运动中开始进入实践领域。 五四运动前后,国内形势日益艰难,各种西方理论涌入。 在此背

景下,众多杰出人物认为新型教育是救国救民的至上法宝,并亲自推动新型教育。 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

中期,“教育救国论”思潮才开始消退。③ 在“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无数仁人志士投身于教育事业,
例如,晏阳初的定县实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陶行知的乡村教育实验等。④ 除了农村教育改造运

动外,高等教育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无数仁人志士投身于高等教育,例如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胡
适、蒋梦麟,等等。 他们不仅投身于国立大学的建设,而且支持私立大学的发展,例如,蔡元培不仅担任

过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而且还参与了私立东南大学的建立。 这些人不仅受“教育救国论”思潮的影

响,也受到了“教育独立论”思潮的影响。 “教育救国论”针对的是教育的目的和重要性,而“教育独立

论”则回答了如何办好教育。 1920 年代,在学术自由观念和办学经费短缺因素的影响下,中国教育界掀

起了一股教育独立的思潮,要求效仿西方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摆脱政治对大学的掣肘。⑤ 在“教育

救国论”和“教育独立论”的影响下,现代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政府新设了

20 所国立大学。⑥ 1925 年,全国国立大学数量达到一个小顶峰,共有 21 所国立大学。⑦ 1924 年全国共

有私立高等学校 47 所,1927—1937 年全国新增私立高等学校 11 所。⑧ 这些学校大多效仿西方的“学术

自由、大学自治模式”建立了现代大学制度。 私立高等学校大多建立了董事会、校长和评议会并立的大

学内部治理结构。⑨ 国立大学则建立了校长和评议会并立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中央政府控制力孱弱、“教育救国论”和“教育独立论”成为社会思潮是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

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的发展背景。 在此背景下,这三所高校得以建立自治、民主和保障学术自由的内部治

理结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基本上继承了这三所高校的传统。 但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时代背景与前

三者稍有不同,一方面蒋介石逐步建立起威权体制,另一方面随着抗战的爆发,威权体制强化。 威权体

制的建立和强化使得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与前述三校有所区别。
1927 年,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全国,次年国民党颁布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政权被托付给中国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的威权体制得以建立。 其基本特征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

义”,实际上就是以党治国。 其组织聚合力、意识形态聚合力、政党动员力和政府执行力远远强于北洋

时期的军事强人体制。 威权体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使得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逐渐增强,中央政府

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领导者、组织者和监督者。 从 1927 年到抗战前夕,中央政府从意识形态、组织、经
费等方面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控制。

在意识形态上,国民党的中央政府通过党化教育政策和三民主义教育政策实现了对高等教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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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识形态控制。 1928 年 8 月,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统一革命

理论案》,要求“定一个言论标准来,令全体党员遵照标准发表”。① 此项法案之目的是在党内统一意识

形态。 在《统一革命理论案》通过之前,国民党就已经在两广推行“党化教育”政策,以实现对教育领域

意识形态的控制。 所谓“党化教育”,实际上就是以训练党员的方法训练学生。 1927 年,“党化教育”在

全国铺开,各地纷纷出台“党化教育”政策。② “党化教育”政策将培养学生与培养党员等同起来,混淆

了政治系统与学术系统。 如果将知识的传授和发现作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任务,那么“党化教育”
政策显然会妨害这一任务的实现。 “党化教育”政策全面铺开之后,受到了教育家们的诸多批评。 例

如,陈独秀就公开声称,将来是否要搞党化妓院。 1928 年 5 月,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决议:“废止党化教

育名称,代之以三民主义的教育。”③1929 年,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将“三

民主义”确立为中华民国教育的宗旨:“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持社会生存,发展国计民生,延续民族生命

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④在实施方针上,该法案要求各级教育

将三民主义贯穿到课程和课外作业之中,实际上是要求教育发挥民主胜任的功能,即增强公民个人认知

能力,培养现代公民,建设现代国家。 与“党化教育”政策相比,“三民主义”教育政策对高等教育的控制

有所放松,不再坚持以训练党员的方法训练学生。
在组织上,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改革行政组织和大学的组织结构,基本上实现了对高等学校的组织控

制。 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重新组织了教育行政体制。 北洋政府时期实行三级管理模式,中央设教育

部,各省区设教育厅,地方设教育局。 教育部直接管理教育厅,教育厅直接管理教育局。 由于军阀混战,
这种中央集权式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基本上处于一种应然状态,并不具有实际效果。 南京国民政府成

立之后,蔡元培等人建议效仿法国设立大学院和大学区,以确保教育独立于政治之外,改掉教育行政部

门的官僚化习气,推行教育行政学术化。⑤ 然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与“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的威权体制根本上是不相容的。⑥ 南京国民政府最终撤销了大学院和大学区,恢复了教育部和教育厅

制。 在不断的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的教育行政组织逐渐完善,并实现了对全国高等教育的控制。 另一

方面,南京国民政府于 1929 年制定《大学组织法》,改革高等学校内部权力结构。 北洋政府时期,高校

内部管理体制建立在“教授治校”的基础上,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建立在“教授治

学、校长治校”的基础上。 在“教授治校”的体制下,教师控制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 在“教授治学、校
长治校”体制下,教师对校内权力的影响退缩到学术领域,行政权力在校内管理体制中获得主导地位。

在经费上,南京国民政府逐渐规范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与分配。 北洋政府时期,教育经费经常被军

阀侵占和挪用。 为扭转此种积弊,蔡元培在大学院改革过程中提出《教育经费独立案》,主张实行教育

会计独立制度,但是各地方政府仍然阳奉阴违,教育经费独立制度无法推行。 实践证明,教育经费只有

依赖中央权威才能获得保障。 随着教育部的重新设立,教育部于 1930 年颁布《确定教育经费计划及全

方案经费概算》,规范教育经费的来源与分配。 从高等教育经费保障这个角度来看,威权体制在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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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革命理论案》,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35
页。

具有代表性的是蒋梦麟起草的《党化教育大纲》:一、以本党(中国国民党)训练党员之方法训练学生。 二、以本
党的纪律为学校规约。 三、根据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及民族主义第六讲,建设新道德应从求知入手。 四、依训政时期国
家的组织为学生自治的组织。 五、以三民主义之中心思想确定学生的人生观。 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 10 卷)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22-123 页。

《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报告》,《大学院公报》 1928 年第 7 期。 转引自骆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立
法》,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03 页。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 1948 年版,第 22 页。 转引自骆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立法》,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03-104 页。

秦凌:《民国时期教育立法研究(1912—1949 年)》,湖南师范大学 2014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39-41 页。
大学院和大学区制失败的理由可参见杨卫明、黄仁贤:《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非凡尝试———民国时期的“大

学院”与“大学区”制》,《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 年第 10 期。



育领域的扩张符合高等教育当时的发展需要。
从 1927 年到 1937 年,一方面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威权体制逐渐建立并向高等

教育领域扩张。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天平逐渐向威权体制倾斜。 卢沟桥事变以后,整个国家进入战争状

态。 所有的文化教育“围绕着抗战这个主题生动活泼地呈现出来,并且准备着下一个历史时期的转

变”①。 换言之,抗战和建国成为时代的主题,并辐射到高等教育领域。 1938 年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

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和《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规定了抗战时期基本的教

育政策。 此时的教育政策与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基本上背道而驰。 《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第二

十九、三十、三十一和三十二条规定了战争期间的教育政策,核心主张是教育服务于抗战。② 1938 年中

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还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提出了九项方针和十七项要点。③

该纲要认为教育的缺点在战争中彻底暴露出来,需谋求根本之挽救。 在方针上,该纲要提出“教育目的

与政治目的一贯”,否定了教育独立论。 相关措施包括:每一学校之设立及每一科系之设置,均应规定

其明确目标与研究对象,务求学以致用;从速制定各级学校教师之资格审查办法;实行导师制,导师负责

学生的品格修养与公民道德训练;中等以上学校一律采取军事管理办法;设立全国最高学术审议机关,
提高学术标准。 这样一些措施实际上是将教育当成了实现政治的工具,必然会危害到学术自由和大学

自治。 抗战的到来使得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国民党对教育的控制。 “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
的威权体制在教育领域的扩张加速。

总之,威权体制建立以后逐渐向高等教育领域扩张,高等教育中习以为常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观

念开始受到挑战。 抗战开始以后,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受到的冲击愈发严重。 但令人惊奇的是,西南联

大仍然被人们视为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象征。 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在哪些方面受到了威权体

制的冲击? 威权体制中的哪些因素为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留下了生存空间?

二、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

政治体制的威权化伴随着全面抗战的到来而加深,政府对高等学校的控制日益强化,主要表现在意

识形态、组织和教师资格三个方面。
首先,意识形态教育组织化和常规化。 尽管抗战以前,三民主义教育就已经在高等学校推行,但是

高等学校在三民主义教育的实施方面尚具有较大的自主权,能够依本校实际情况开展。 胡适在 1937 年

庐山谈话上再次重申大学教育避免政治干预的基本观点,反对国民党现任官吏担任大学校长或董事长,
反对国民党干预大学教师聘任、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④ 但是胡适的发言并未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国
民政府决定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领域的意识形态教育。 国民政府决定在高等学校统一设立训导处,推
行训导制度。 所谓训导制实际上包括“训育制”和“导师制”,训育制将德育与政治教育相结合,导师制

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配备一位导师负责管理学生的思想、学业和生活。 1938 年 3 月,教育部设立

“训育研究委员会”,1942 年 3 月改为“训育委员会”,专门推进各级学校的训育工作。 1938 年 2 月,教
育部制定了《青年训练大纲》,规定了训育的主要内容。 实际上就是向学生灌输国民党的党义,使得学

生自觉践行国民党党义。 1938 年 3 月,教育部制定了《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正式实施导师制。
其次,组织控制更加严密。 大学院和大学区改革失败后,南京国民政府于 1928 年 12 月颁布《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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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育部组织法》,重新组织教育部。 新成立的教育部负责管理全国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务,内设高等

教育司执掌有关高等教育的各类事项:关于大学教育及专门教育事项,关于各种学术机关之指导事项,
关于学位授予事项,关于其他高等教育事项。① 此后,国民政府虽然修正《教育部组织法》多达十次,但
是教育部的职权基本保持不变。 尽管如此,教育部的职员总数和部设委员会的数量却在抗战期间不断

增加。 1931 年,教育部部属人数大约 130 余人,到 1940 年时教育部部属人数已经激增至 200 余人。②

抗战期间,教育部设立的有关高等教育的委员会包括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1939)和学术审议委员会

(1940)。③ 除了教育部的扩张,组织控制强化还表现为政府对大学内部组织设置的控制。 尽管 1929 年

《大学组织法》已规定高等学校的组织结构,但是各校内设机构仍由各校自行拟定,名称分歧亦多,如数

学系与算学系的分歧。 为统一各高等学校内设机构,教育部于 1939 年制定了《大学行政组织补充要

点》,统一各高校内设机构的设置。④

再次,严肃教师资格。 北洋政府时期,高等学校教师薪俸、晋升与抚恤等逐渐规范化,但是高等学校

教师的聘用标准仍由各校自行设定。 1929 年《大学组织法》将大学教员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

四级。 1940 年,教育部颁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明确各级教员的资格。 高等学

校在任职条件上放宽标准必须经过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通过。 该规程设置的资格主要是学历、职业

经历和学术成果方面的条件,对于提高学术标准是有益的。⑤ 然而,一旦教员资格由教育部统一规定,
高等学校在教师聘用上的自主空间就大大缩小了。

政府控制强化对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总体而言西南联大仍然

能够维持一定程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 介绍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的著作不胜枚举,毋庸赘言。
本文仅从校内体制的民主化和西南联大抵制政治干预的角度简要介绍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

在校内体制上,西南联大的校内治理体制民主化程度虽然降低,但是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民主传统

一直保存下来。 西南联大虽然也设立了校务会议和教授会,但是校务会议和教授会并不经常召开,学校

的日常事务和部分重要事务实际上由常务委员会处理,而常务委员会由教育部任命。 尽管校内治理体

制的民主化程度降低了,但是西南联大在很多事务的处理上深受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的民主传统的影

响。 《校务会议组织大纲》和《教授会组织大纲》虽然由常务委员会制定,但是这两份组织大纲仍然规定

一些重要事务须提交校务会议或教授会审议。 例如,校务会议审议如下事项:“(一)本大学预算及决

算;(二)大学学院学习之设立及废止;(三)大学各种规程;(四)建筑及他项重要设备;(五)校务改进事

项;(六)常务委员会交议事项。”⑥教授会审议如下事项:“(一)教学及研究事项改进之方案;(二)学生

导育之方案;(三)学生毕业成绩及学位之授予;(四)建议于常务委员会或校务会议事项;(五)常务委

员会或校务会议交议事项。”⑦此外,1938 年 10 月 18 日,常务委员会还议决:“本校常务委员会开会时,
请本校各院、处长列席。”⑧在一些重大事务的处理上,

 

民主传统的作用尤其重要。 例如,在“一二·一”
反内战的民主运动过程中,从 1945 年 11 月 29 日到 1945 年 12 月 26 日短短一个月,教授会先后召开 9
次会议研究当时局势,采取应对之策,而此前教授会一个学期开会次数通常不超过两次。

在学术问题上,西南联大坚持学术标准,自觉抵制教育部的干涉。 联大的抵制行动集中表现在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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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和课程设置上。 1939 年教育部发布训令,要求统一学系的名称与设置,原则上禁止两个以上的学

门合成一个系,如确有必要须报经教育部核定。① 西南联大当时的学系设置与教育部的规定尚存在距

离,尤其是哲学心理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都是由两个以上的学门合并组成。 但是,西
南联大并未一味迎合教育部的要求,反而以三校的历史和设备为由决定暂时维持原状。② 直到 1940
年,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多,再加上历史学和社会学确实相差甚远,校务会议才将历史社会学系分成历史

学和社会学两个系。③ 在课程设置问题上,西南联大的抵制行动更为明显。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教
育部多次谋求统一高等教育课程,但是直到抗战爆发前,教育部仍未完成这一任务。④ 1938 年,教育部

又启动统一大学课程的工作。 当年 9 月,教育部出台了《文、理、法三学院共同课目表》。 教育部此举遭

到了西南联大的强烈反对。 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将《西南联合大学教务会议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

呈常委会函》略加删改抄送教育部。 该函从大学多元发展、教育部权能不分、教材的稳定性、教授地位

与教学自由、教育部官员的德行等五个方面质疑了教育部统一大学课程设置的举措。⑤ 在西南联大的

抵制和呼吁之下,教育部最终默许了高校变通执行有关教学工作的各项训令,实际上就是放弃统一高校

课程。 此外,西南联大能够将政治与学术区分开来,分属于不同政治派别的教师和学生往往能够统一到

学术自由的旗帜之下。

三、威权体制下如何实践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

尽管威权体制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相冲突,但是西南联大的历史表明,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可以

在威权体制的夹缝中生存。 事实上,德国的历史早已证明这一点。 德国统一以后的三十多年里,德国的

学术自由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德国的政体实为开明君主专制。 质言之,大学自治和学

术自由完全可以在威权体制的缝隙中生存。 那么,西南联大为何能够生存下来? 有学者将西南联大的

自治和学术自由氛围归结为特殊历史情境的产物。 例如,知识分子犬儒主义尚未形成;政府无力干预,
自治传统得以延续;开明的地方政治对学术自由的作用。⑥ 这样一种归纳不无道理。 但是,仅仅把西南

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归结于外部因素,忽视威权体制本身存在容纳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可能性似乎不

太妥当。 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是,威权体制的哪些内部因素使得其能够允许一定限度的大学自治和学术

自由存在。
首先,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存在取决于其在政治目的上与威权体制的一致性。 政治生活

就是不断地进行价值选择,而价值选择的最终依规就是形成特定的政治目的。 政治目的一旦形成就会

对政治生活的性质、政治手段的选择、政治的根本任务和政治秩序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⑦ 高等教

育和学术研究具有公共属性和公共价值,难免卷入政治生活之中。 无论在德国还是美国,大学自治和学

术自由实际上都承担着一定的政治功能。 1806 年,普鲁士在战争中败给了法国,民族危机迫使普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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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合大学教务会议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呈常委会函》 (1940 年 6 月 10 日),王学珍主编:《国立西南

联合大学史料(一)》,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 页。
西南联大的学术独立和自由的实现可以归结为如下因素:知识分子犬儒主义尚未形成;政府无力干预,自治传

统得以延续;开明的地方政治对学术自由的作用。 参见阳荣威、梁建芬:《西南联大教育成就的历史情境分析》,《大学教
育科学》2016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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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改革。 洪堡、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人主张通过举办新大学来振兴国家,反对国家干预大学。① 在

德国,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承担着复兴大学、复兴民族的政治任务。 即便在美国,传统观点将学术自由

视为一种特殊的言论自由,其政治目的在于促进民主自治。 也有学者将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区分开来,
认为言论自由服务于民主正当,而学术自由服务于民主胜任。② 这种观点实际上仍然承认学术自由存

在政治功能。 只不过在威权体制下,这种目的上的一致性尤其重要。 质言之,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政

治目的符合威权体制确立的政治目的时,它们才会有机会在威权体制下生存下来。 西南联大的自治和

学术自由之所以能够维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政治目的上与威权体制一致。
事实上,执掌西南联大的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都承认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具有改造社会拯救国

家的政治目的。 梅贻琦的《大学一解》一文将中西方大学的目的归于“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

群各得其所遂生之道”③,具体说来包括“明明德”和“新民”二者,“明明德”指认识自我的功能,“新民”
指大学的政治功能。 大学的“新民”目的的实现离不开“自由探讨之风气”,即学术自由。 在梅贻琦那

里,学术自由是大学实现“新民”这一政治目的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是新文化和进步的泉源。④ 蒋梦麟也

认为教育是一门利群的科学,即儒家的“明德新民”“己欲立而立”。 社会和国家的进步依赖于教育和学

术的发展,而教育的准则是学术。⑤ 蒋梦麟一方面强调学术具有高于政治的永恒价值,学术不应涉足政

治,保持一定的独立,另一方面也承认教育和学术承担着政治功能,教育和学术在政治是非和正义标准

问题上责无旁贷。 张伯苓似乎并未论述过学术自由的理念,但是其办学实践坚持着学术自由的基本精

神。⑥ 张伯苓在办学的过程中亦坚持了公共精神,即以培养现代公民作为办学的目标。⑦ 梅贻琦、蒋梦

麟和张伯苓的观念反映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育救国论和教育独立论思潮,教育独立是手段,教育

救国是目的。 通过教育培养新民、改造国家和社会与国民党的抗战建国主张本质上都是“救亡”,所以

威权体制能够容忍西南联大的自治与学术自由。
其次,西南联大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存在取决于威权体制本身所必不可少的执行弹性。 自秦汉以来,

“中央权威一统而治”是中国国家政权组织的基本特点。 1840 年以后,这种政体在内忧外患背景之下逐

渐瓦解。 袁世凯死后,中央政府彻底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国家四分五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采取

战争和政治等多种手段基本上恢复了“中央权威一统而治”的局面。 受庞大的治理规模的拖累,“中央

权威一统而治”的政体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央统辖权和地方治理权之间的紧张关系。⑧ 权力和资

源越往中央集中,各地区和各部门有效治理的能力越低;各地区和各部门的治理权限越大,对中央权威

的威胁也越大。 为解决此种张力,中央权威一方面强调决策的统一性,另一方面明确授予或默许各地方

和各部门具有执行的灵活性。 此种执行灵活性以中央权威和决策统一性为前提。 如果我们把高等院校

视作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基层权力组织,那么前述分析框架也可以用来分析威权体制下的大学自治与学

术自由。 事实上,西南联大作为国立大学当然是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基层权力组织。 一旦我们运用决策

统一性和执行灵活性这对概念分析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我们就会发现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一

套严密的有关高等教育的法令,内容涉及教育宗旨、大学组织、教员资格、学分制、课程设置等多方面,⑨

所谓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实质上不过是中央政府授予或默许的西南联大执行前述法令的灵活性。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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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荣:《远去的彼岸星空———德国近代大学的学术自由理念》,《高等教育研究》2010 年第 6 期。
罗伯特·波斯特:《民主、专业知识与学术自由———现代国家的第一修正案理论》,左亦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14 年版,第 6-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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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硕豪:《梅贻琦的高等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高等教育研究》1998 年第 4 期。
张翼星:《蒋梦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作用与贡献》,《现代大学教育》2011 年第 6 期。
高建国、晏祥辉、李杰:《西南联大“三常委”办学理念差异与契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6 期。
宋秋蓉:《私立时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公共精神的研究》,《江苏高教》2012 年第 4 期。
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年版,第 18-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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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提到的学系设立问题和课程设置问题,教育部或通过立法明确授予西南联大等高校自主决定的

空间,或默许西南联大等高校灵活变通教育部出台的统一课程。 除了颁布一套严密的法律,中央政府还

经常发布许多行政命令,要求西南联大等高校执行。 对于这些行政命令,西南联大有时也会主动灵活地

执行。 例如,1935 年,教育部发文要求各级学校将蒋介石所言的“礼义廉耻”定为校训,但是 1938 年 11
月 26 日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仍然将校训定为“刚毅坚卓”①,只不过西南联大表面上不行文张扬“刚毅

坚卓”之校训。②

再次,中央政府的自我克制(权力的自我克制)是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能够在威权体制的夹

缝中生存的另一个内部因素。 在威权体制之下,尽管各地方或各部门在执行上享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中

央政府有权随时限缩或取消执行上的灵活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会任性妄为,在许多争议的

处理上中央政府通常会自我克制。 原因是,权力天然具有界限,就像大炮和望远镜一样。③ “为了保存

自己,它(权力)必须自我克制,必须永远使自己与那个界限保持距离,它最极端的努力一旦达到这个界

限,就会导致自身的毁灭。”④出于自我保存的需要,中央政府有时会自我克制,避免过度干涉各地方和

各部门。 中央政府的这种自我克制在西南联大的校歌审定案和课程设置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1939
年 7 月 11 日,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校歌,并呈报教育部。 令人吃惊的是 1939 年 12 月 2 日,
教育部突然发出训令,认为西南联大校歌“系西洋成曲,似未能表现校歌特具之精神,令即行作曲配

词……”⑤,此训令受到梅贻琦的批评。 后来,教育部似乎意识到训令的荒唐之处,遂不再坚持执行此项

训令。 事实上,权力的自我克制这个因素很难说是威权体制所特有的。 自我克制在所有的权力现象中

都可以找到足迹,民主政体中的权力也会存在自我克制的现象。 本文之所以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

加以讨论,是因为权力的自我克制对于威权体制以及威权体制之下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尤其重要。
在威权体制之下,如果权力一旦脱缰,不再自我克制,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可

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坍塌。

四、结论

通过讨论西南联大的自治、学术自由与威权体制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大学自治、
学术自由与威权体制存在一定的张力,但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仍然可以在威权体制的夹缝中生存。
第二,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存在复杂性和多维性,我们不能将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作为想

象的异邦。 第三,从威权体制的内部视角来看,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要在威权体制下生存,依赖于如下

三个因素:大学的政治目的与威权体制的政治目的一致、威权体制明确授予或者默许的执行弹性、威权

体制的自我克制。

(责任编辑:子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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