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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一样，美国的

常春藤盟校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魅力的源泉，无

论何时都吸引着人们去探寻它们的文化和传统。

一、历史由来

常春藤联盟最早起源于 1900 年非正式的大学

美式足球赛事。 1936 年，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

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学

院校刊的学生编辑们提议建立一个顶级学院 的体

育竞赛协会，以代表社会精英群体。 1937 年，纽约的

《先驱论坛报》 首次用长在墙上的常春藤来比喻这

些参加美式足球比赛的大学。 另一种说法认为，最

初常春藤联盟只包括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和普林

斯顿 4 所大学，而 4 的罗马数 字恰好为“IV”，在 其

后加一个 y 即成 Ivy， 意思就是常春藤，“常春藤联

盟”由此而来。

这些大学历史悠久， 除了康奈尔大学之外，其

余 7 所都是在英国殖民时期建立的，比美国的历史

还长。 它们在成立之初，没有如今这般著名，比如历

史最悠久的几所大学中， 哈佛大学在成立时叫做

New College（新学院）；耶鲁则叫做 Collegiate School
（大 学 学 院 ）， 感 觉 像 中 专 学 校 ； 宾 大 干 脆 就 叫

Unnamed Charity School（未名慈善学校）；而普林斯

顿则称为 College of New Jersey（新泽西学院），仿佛

我国的民办学院；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之初就名

头不小，1754 年 10 月根据乔治二世国王的《王室特

许状》命名为 King’s College（国王学院）。

二、 校训及文化内涵

（一）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创建于 1636 年，坐落于马塞诸塞州的

剑桥市，由加尔文教派创校。 建校初称为剑桥学院。

出生于伦敦并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国牧师约翰·哈

佛 (John Harvard) 于 1637 年来到这所学院工作，由

于工作积极得到好评。 他将其全部藏书和一半资产

捐赠给这所学院，该校因此于 1639 年 3 月 13 日改

名为哈佛学院，1780 年哈佛学院更名为哈佛大学。

校园内设立的约翰·哈佛的雕像是每一位来到这里

的学生必访之处， 相传触摸约翰·哈佛的左脚会带

来好运。 但是，众人虔诚膜拜的雕像其实并不是约

翰·哈 佛 本 人 ， 雕 塑 家 丹 尼 尔·切 斯 特·法 兰 西

（Daniel Chester French） 并没有见过约翰·哈佛，只

能以当时一位哈佛学生的样子立了雕塑，并以此作

为哈佛学生的楷模。 大学校徽中间红色盾形是三本

打 开 的 书 ， 上 面 的 文 字 合 起 来 就 是 拉 丁 文

VERITAS，意指 Truth（真理），即哈佛校训。 据载，最

初三本书中有一本朝下扣着，象征上帝启示给人类

的知识，人类对上帝的真理不可能全部掌握，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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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人类的不懈追求。 在美国建国前的宗教专制时

期，哈佛的校训曾经过几次变化。 1776 年美国建国

之后，取消了基督宗教的专制，实现了宗教信仰自

由，追求真理和发展科学文化教育的事业逐渐兴旺

起来。 哈佛大学校训最终确定为“真理”，就是说只

要哈佛的学生掌握了新的真理，你就可以对你的校

长和教授说：“你错了”。 也就是：吾爱吾师，吾更爱

真理。 哈佛大学被誉为美国政府的思想库，从这里

先后走出了 8 位美国总统，数十位诺贝尔奖得主和

普利策奖得主。

（二）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是 继哈佛大学 和威廉玛丽 学院之后

美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三所大学， 由加尔文教派于

1701 年创建。 最初被称为“大学学院”，旨在为殖民

地培养新一代的神职人员及领导者。 后来为了感谢

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总裁伊利胡·耶鲁的捐助， 校名

改为“耶鲁学院”。 学院经过迅速发展，成为了一所

综合型研究大学———耶鲁大学。 校徽是蓝色盾形上

一本打开的书，在书本和缎带上分别用希伯来文和

拉丁文书写着“光明与真理”，代表了耶鲁的校训。

“光明”意指自由教育，“真理”指旧新英格兰地区宗

教传统之真理。 在校训精神引导下，耶鲁大学有着

鲜明的两大特点： 一是教授治校， 二是思考思辨。

1861 年耶鲁成为全美第一所颁发博士研究生学位

（PhD）的教育机构， 随后也成为了美国大学协会其

中一个原始成员。 耶鲁大学是一所领袖的摇篮，培

养出 5 位美国总统，其中包括塔夫脱、福特、克林顿

和布什父子。 此外，还先后产生过 16 位诺贝尔奖获

得者。 像所有伟大的研究型大学一样，耶鲁大学承

载了三个方面的使命：创造，保存和传播知识。

耶鲁大学的创建本身就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

而且其校训中之“真理”意指宗教传承之真理，耶鲁

大学初期的课程设置注重古典学科，坚持正统的基

督教立场，而在同一时期哈佛已经开始与基督教信

仰渐行渐远。 在当时的新英格兰，希伯来文、希腊文

和拉丁文这三种“基督教的语言”被认为是经典语

言①。 耶鲁曾经要求所有学生学习希伯来文和希腊

文。 19 世纪 20 年代，伴随着美国工业革命的开始，

全国的大学课程设置都纷纷开始转向注重实用 学

科，耶鲁是当时唯一一所“反潮流”、坚持注重古典

人文学科的学校。 1880 年，耶鲁政治学系采用了斯

宾赛（Herbert Spencer）的《社会学研读》一书作为课

本，因该书贬抑基督教而引发激烈争议，酿成“教科

书风波”。 当时在任的校长波特（Noah Porter）非常注

重大学教育对基督徒的知性培养和品格塑造，是那

个年代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代表。 直到 1908 年，耶

鲁才不再要求所有学生必修希腊文。

耶鲁跟中国，跟中国基督徒，有很特别的缘分。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容闳，1847 年由美国传教

士布朗（Samuel S. Brown）带到耶鲁完成学业。 他回

国后说服清廷的洋务派大员，获准从各地教会学校

选召一百二十名小留学生， 于 1872 年由他亲自带

领去美国学习。 在此后半个世纪，有数百名中国少

年通过这个“幼童留美计划”被派送到美国留学，其

中到耶鲁的有二十多人。 耶鲁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

秀的现代化人才。 除了“留学生之父”容闳，平民教

育家晏阳初、工程师詹天佑、人口学家马寅初、医学

家颜福庆、女建筑家林璎等等，都是耶鲁培养出来

的。 这些人中有一些信主，成为了基督徒。 这些中国

留学生当中的基督徒当年聚会的教堂直到现在 还

保留在耶鲁校园，如今已经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华

人教会，并且仍然在使用。

（三）宾夕法尼亚大学

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美国历史上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他不仅是美国著名科学家和政治家、独立

宣言起草者之一，避雷针、富兰克林炉及远近两用

眼镜等的发明者，而且是美国八所常春藤盟校中一

所著名的私立研 究型大学———宾夕法尼 亚大学的

创办者。 宾夕法尼亚大学位于费城， 创办于 1740
年，当时为一所慈善学校，它是继耶鲁之后美国第

四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美国第一所现代意义

上的大学， 也是唯一不是教派兴建的高等学府，因

此被认为是常青藤里面最“世俗”的学校。 校徽由盾

形、书本和海豚（创建者之一、开国元勋富兰克林的

家庭徽章） 构成， 其缎带上的校训是拉丁文：Leges
sine moribus vanae， 意 即 Law without morals are
useless（没有道德，法律一无用处）②。1756 年至 1898
年，校训为：Sine Moribus Vanae。 但由于当时有人指

①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是圣经旧约和新约原文的语言，如今这两门语言仍然是基督教神学生必修的。
②出自贺拉斯的拉丁文诗集《颂歌》（Horace, Odes III.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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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它可被理解为：没有道德的女人是松散的，所以

又很快变为：literae sine moribus vanae，意思是没有

道德的文学作品是没有意义的。 1932 年改为现在的

Leges Sine Moribus Vanae (Laws without morals are
useless)，意为没有道德的法律是没有意义的。

（四）普林斯顿大学

普 林 斯 顿 大 学 前 身 为 新 泽 西 学 院 （College of
New Jersey）， 被称为 “美国的思想摇篮”， 成立于

1746 年，是一所高等教育学院，旨在培养未来的牧

师和公众领袖。 自成立以来，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普

林斯顿大学是美国受基督教文化影响最深、同时也

对基督教文化最具影响力的高等学府之一。 其校训

为 “Dei Sub Numine Viget”， 这 些 拉 丁 文 英 译 为

Under God‘s Will She Flourishes，中译为“让她以上

帝的名义繁荣”， 另有非正式的校园版是 God went
to Princeton （上帝曾就读于普林斯顿）。 校徽上方

打开的书页上写的是拉丁文的“旧约、新约”。 学校

1756 年搬迁到普林斯顿时名称仍未改动， 一直到

1896 年才正式更名为“普林斯顿大学”。 虽然它最初

是长老制的教育机构，但是对学生亦无任何宗教上

的要求。 普林斯顿保有浓厚的欧式教育学风。 创立

宗旨上强调训练学生具有人文及科学的综合素养。

博弈论大师 纳什和爱因 斯坦都曾在 普林斯顿

度过了他们人生中的重要时光。 2015 年度诺贝尔奖

结果出炉， 普林斯顿大学收获两枚成为 2015 年的

诺贝尔奖大赢家。 普林斯顿大学在培养最多诺贝尔

奖得主的世界名校排行榜中位列 14， 共培育出 41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普林斯顿大学作为世界超一流

的顶尖大学，其特色鲜明之处，就是校园中那种自

由又宽容的学术氛围。 普林斯顿也是美国政治家的

摇篮， 从这里走出了 3 位美国总统和 44 位美国州

长。 普林斯顿的学生都必须遵照被称为“荣誉规章”

（Honor Code）的学术诚信的政策。 这份保证表示签

署的学生已经理解这条政策的“双向责任”：自己绝

对遵守，也向校方报告任何其他学生违反这条政策

的现象。 因为“荣誉规章”的存在，普林斯顿的考试

没有校职工监考。

（五）哥伦比亚大学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前 身 为 国 王 学 院 （King's
College），由 英 国 国 教（基 督 教）创 办，成 立 于 1754

年，根据英王乔治二世颁布的《王室特许状》（Royal
Charter）成立，国王即为国教首领。 哥大建校早期，

英国圣公会（亦即英国国教）、长老会和其它基督教

宗派都试图对该校施加影响，结果英国圣公会占了

上风。 哥大的一份早期校方文件中写道：“认识基督

耶稣是这所学院最主要的目标，也是其教导、吸引

儿童的根本宗旨”。 其校徽由盾形、三顶皇冠构成，

缎带上的拉丁文为：In lumine Tuo videbimus lumen,
意指 In Thy light shall we see the light （在光明中寻

找光明）①。 英译为：“For with there is the fountain of
life; and in thy light we shall see light.”中文为：因你

就是那生命之源；借着你的光，我们得见光明。 校训

具有浓烈的宗教气息， 但它并不妨碍人们追求真

理、寻找光明的决心和勇气。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国王学院短暂成为了纽约

州下辖的一个实体， 并在 1784 年被重命名为哥伦

比亚学院（Columbia College）。 学校现在根据其 1787
年章程被置于一个私人 董事会的管 理之下。 1896
年，她再一次被赋予了一个新名称，即一直沿用至

今的“哥伦比亚大学”。 同年，学校的校园被从麦迪

逊大道（Madison Avenue）搬迁至现在位于晨边高地

的校址。

我国近代史 上有很多文 化名人曾在 哥伦比亚

大学留学，如胡适、邓维钧、宋子文等，但 110 年前

一位叫做丁龙的中国劳工却与哥伦比亚 大学也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美国当仆人的丁龙捐献了自

己的全部积蓄 1.2 万美元， 希望在美国一所著名大

学设立汉学系，以传播中华文化。 这个汉学系，就是

今天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为了用这笔捐款达成自己的心愿，丁龙历尽艰

辛。 幸运的是，他有一个敬重和深深赏识他的主人

卡本蒂埃(1824-1918)将军。 卡本蒂埃是哥伦比亚大

学的优秀校友和大金主，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和

女校的校董。 为了实现自己仆人的这个愿望，卡本

蒂埃多次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任校长斡旋，自己又

陆续捐款将近 50 万美元， 甚至捐献出了自己在纽

约的住房；建成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之日，他本人

也濒临破产，只得搬回纽约上州乡村的老家度过余

生。 这场持续多年的捐献史无前例甚至堪称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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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语出自《旧约·诗篇》(Psalms 36:9) “因生命之泉与汝同在；借汝之光，吾等得见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