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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校训是学校办学理念 、文化传统 、人才培养要求的集中体现 ,许多大学都注重总

结提炼富有个性 、具有鲜明教育理念的校训 ,以充分发挥校训在立校兴学方面的作用。本文试图

通过对比分析部分有代表性的中外大学之校训在来源与内容 、表征形式与功能发挥等方面的异

同 ,以求更全面地理解大学校训与大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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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外大学校训的历史演进

从中外大学校训诞生的历史看 ,现代意义上的

大学本来根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 ,以意大利和法国

最早 ,意大利波罗那大学建于 1088年 ,被称为欧洲

大学之母的巴黎大学建于 1150年 ,而资料表明这类

早期大学并无明确的校训
[ 1]
。稍后英国创建的牛津

大学(1168)及剑桥大学(1209),直到15世纪初和 16

世纪末的 1573 年 , 才分别设计和启用了各自的校

标
[ 2]
。由于校训和校标一样 ,都是大学及其精神的

象征 ,由此笔者认为 ,两校校训“上帝乃知识之神” 、

“剑桥 ———求知学习的理想之地”应该是西方大学较

早的校训 。到了 17 、18世纪乃至 19世纪初 ,美国哈

佛(1636)、耶鲁(1701)、普林斯顿大学(1746)、西点

军校(1802)和德国柏林大学(1810)应运而生 ,这些

历史悠久的西方大学其校训渗透的思想与牛津剑桥

相仿:追求真知 、并带有浓厚的宗教背景
[ 3]
。且这些

校训一般不因校长更替或时代演进而轻易更改 ,具

有相对稳定性。但其精神内核不断被赋予时代新

意 ,始终成为这些大学发展的目标导向[ 4] 。因此国

外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学校训并不少见。而作为世界

文明根源之一的中国 ,殷商时代的学宫 、汉代洛阳的

太学 、隋代的国子监等就已近乎国立大学 ,也提出了

大学之道和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但奴隶和

封建教育制度给学生根深蒂固的训导(如学而优则

仕)只能算是学校固有精神的总结和提炼 ,称不上现

代意义的校训。虽然宋代书院院训义蕴深厚 ,堪称

我国古代校训的典范和近代大学校训的先声 。不过

蔡元培认为中国大学乃仿效欧洲大学建制 ,非古代

太学演化而来[ 5] 。所以我国大学校训是随着近现代

大学的出现才逐渐成熟的。如立校最早的北洋大学

(1895)1914年确立的校训“实事求是”是我国最早的

大学校训 ,随后有 1921 年厦门大学校训的问世 。

1934年张伯苓制定的南开校训“允公允能 ,日新月

异” ,强调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 ,与之服务社会

之能力” ,是针对当时中华民族之积弊“私”和“散” ,

吸取融合西方先进教育理念而提出的 。抗日战争时

期民国政府还催生了一批新校训 ,如西北联大(公诚

勤朴)、西南联大(刚毅坚卓),还有鲁艺 、抗大 、浙大

等校校训 。此时校训虽然繁荣 ,但因为国家处在生

死存亡关头 ,校训内容多反映抗日救亡和爱国 ,颇多

雷同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 ,大多以“团结紧张严肃

活泼”为导向 ,没有多少新校训。自 1977年高考恢

复后 ,在计划体制大一统的教育模式下 ,大学校训又

多为“团结勤奋求实创新”之类的四词八字。直到近

十年以来 ,高校获得新的发展 ,以 1997年北京师大 、

1998年云南大学等一批大学为代表 ,确定的校训才

显示了高校特色
[ 6]
。特别是世纪之交 ,许多高校(如

华中科技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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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等)举行校庆 ,纷纷推出新校训 ,取代前期口号

式的校训 。个别大学(如清华大学 、天津大学)校训

虽然自北洋时期以来从未更改 ,但至今仍无百年历

史。

二 、中外大学校训来源比较

我国大学校训的来源主要有三种:

一是引经注典。在儒家经典或其它古籍中撷取

名言警句 ,这些语句本于中华元典 ,秉承深厚的文化

底蕴 ,尽显真知灼见 。有“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新

民 、在止于至善” ,所以有厦门大学“自强不息 ,止于

至善” ;香港大学“明德格物” 。有“修古好学 ,实事求

是” ,所以有湖南大学“实事求是 ,敢为人先” ;天津大

学“实事求是” 。有“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仁在

其中矣” ,所以有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

思” ……这些都表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

直接影响大学精神的培育 ,显示了中华民族传统价

值观的强大生命力。

二是国家领导人 、社会名流 、德高望重的专家题

词或校长训词。毛泽东先后给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

中央党校 、鲁迅艺术学院 、中国医科大学题词“团结

紧张 ,严肃活泼” 、“实事求是” 、“紧张严肃 ,刻苦虚

心” 、“救死扶伤 ,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后来都成

为这些学校的校训。江泽民给国防科技大学题写校

训“厚德博学 ,强军兴国” 。四川大学校训“海纳百

川 ,有容乃大”源自林则徐写在墙上的自勉联 ,武汉

科技大学校训“厚德博学 ,崇实去浮”源自张之洞 ,中

山大学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源自孙中山 ,

厦门大学校训“自强不息 , 止于至善”源自陈嘉庚。

中国外交学院的校训源自周恩来给外交人员倡议的

16字方针“站稳立场 ,掌握政策 ,熟悉业务 ,严守纪

律” 。北京师大校训由名师启功题写 ,山西大学校训

由薄一波题写 ,南开 、浙大 、北洋大学校训分别由张

伯苓 、竺可桢 、赵天麟等校长题定。

三是全校范围征集。有的学校组织专班 ,在全

校征集校训词条。经专家学者认真评议遴选 ,将候

选校训提供给校领导决定而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的校训“博学诚信 、求索笃行” ,湖北大学的校训“日

思日睿 、笃志笃行”都是这样产生的 。

国外大学校训的来源主要有两种:

一是引用诗文警句 ,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校训“毫无特性的学习将一事无成”是其前身费城学

院的教务长威廉 ·史密斯引自贺瑞斯的一首赞美诗

中的一句话 ,美国杜克大学的校训“追求知识 ,信仰

宗教”也是取自诗人查尔斯 ·韦斯利创作的一首赞

美诗《神圣的知识》 ;澳大利亚国家大学的校训“重要

的是弄清事物的本质”来源于罗马著名诗人 、哲学家

卢克莱修的诗句;悉尼大学校训“物换星移 ,心智相

通”则是借用拉丁语警句[ 7] 。

二是名人题词 ,有的校训是由官员题写 ,如拿破

仑为法国圣西尔军校题写“为了打仗而受训” ,德国

现代教育之父 、时任教育部长的洪堡给柏林大学题

的校训是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

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有的校训是大

学奠基人或知名校长以师生情感亲切为基础 ,以光

荣校史的发扬和对未来的憧憬为动力 ,为引领和倡

导大学精神 ,经过艰辛的创意构思而产生。如斯坦

福大学校训“让自由之风吹拂”就是首任校长大卫 ·

斯塔尔·约旦制订的 ,康奈尔大学的校训“让任何人

都能在这里学到想学的科目”是当年埃兹拉 ·康奈

尔创办该校时留下的一句名言 。日本北海道大学的

校训是办学早期首任院长克莱克博士对同学们说的

一句话 ,即“孩子们 ,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吧
[ 8]
!”

三 、中外大学校训内容比较

(一)倡导自由 、追求真知 。

尽管中西文化背景有差异 ,但基于大学的基本

精神相通 ,中外大学校训的内容仍有共同之处。由

于校训是大学精神的物化形式 ,所以从总体上看 ,中

外大学校训的内容虽然丰富多元而又非面面俱到 ,

但首先在倡导自由 、追求真知方面是相同的。国外

大学自中世纪以来 ,对自由和真知的追求一直没有

停歇 。特别是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后 ,倡导独立自由 ,

发扬求真精神 ,使德国大学以探索真理为宗旨 、以传

播新知识为己任 ,对科学的高度热情和对真理的不

懈追求逐渐成为大学人共同的核心价值观 ,从而产

生了一批象康德 、黑格尔 、马克思 、爱因斯坦等盖世

思想家和科学家 ,德国也因此成为 19 世纪世界科学

中心 。19世纪中叶后 ,德国自由求真的大学办学理

念影响欧美乃至世界各国 , 1876年美国仿柏林大学

创办了霍普金斯大学 ,其校训是“真理给人自由” 。

芝加哥大学(让知识充实你的人生)、耶鲁大学(真理

和光明)、斯坦福大学(让学术自由之风吹拂)、密歇

根大学(艺术 、科学 、真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

分校(愿知识之光普照大地)的校训也都体现了这一

点。即便在宗教神学浓厚的英国 ,一直拒绝新科学

和科研的牛津 、剑桥也在德国影响下改制 ,如纽曼倡

导自由教育 ,培养绅士;剑桥大学的校训是“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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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学习的理想之地” 。此外 ,日本东京大学 、丹麦

哥本哈根大学 、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等都把科研和

求真精神引入大学 ,还有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知识

永放光芒)、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坚持真理)、皇后大

学(智慧和知识将是未来时代的稳定剂)以及拉美地

区著名大学哥伦比亚的安蒂奥基亚大学(自由表达

思想的理想之地)的校训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在我国 ,19世纪末 20 世纪初期 ,一批文化先贤

学习吸纳西方大学理念 ,大学普遍追求真理和宽松

和谐的文化环境 。如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

的校训“光和真理”源自英文格言。1912年京师大

学堂改名北大后 ,严复校长就大力倡导学术自由 、教

授治校。1919 年司徒雷登就任另一所教会大学燕

京大学校长后 ,从西方的《圣经》中受到启发 ,将校训

概括为“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 9] 。解放后“双百方

针”使我国大学学术空气较为自由 ,特别是 1998 年

颁布的高教法明确了高校办学 7 项自主权 ,迈出了

可喜的一步 。现在北大的校训“爱国进步民主科

学” 、中南民族大学校训“笃信好学 ,自然宽和” 、山西

大学校训“求真至善 ,登崇俊良”等都反映了这方面

内容 。

(二)强调爱国 、培养社会责任感。

上海交大校训“饮水思源 ,爱国荣校” 、台湾大学

校训“敦品励学 ,爱国爱人” 、西安理工大学校训“祖

国荣誉责任” 、美国西点军校校训“责任荣誉国家” ,

以及法国巴黎理工大学校训“为了祖国的科学和荣

誉”等几乎并无二致 ,只是排列顺序不同 。

(三)中国大学校训行业(或专业)特色鲜明 ,国

外大学校训体现了服务社会的思想 ,呈现出浓厚的

宗教色彩 。

在我国 ,反映师范的校训如曲阜师大“学而不

厌 ,诲人不倦” ,北京师大的“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

医科类如大连医科大学“健康所系 ,性命相托” ,首都

医科大学“扶伤济世 ,敬德修业” ,北京中医药大学

“勤求博采 ,厚德济生” ;工科类如成都理工大学“穷

究于理 ,成就于工” ,哈工大“规格严格 ,工夫到家” ,

浙江工大“格物致知” ;海洋类如中国海洋大学“海纳

百川 ,取则行远” ;法学类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尚法

通经” ,中国政法大学“厚德明法 ,格物致公”。

在国外 ,基于对大学根植于社会并服务于社会 、

求真崇实并行不悖的认识 ,人们看重大学的社会服

务功能 ,期望大学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如耶鲁大学创立的出发点就是为教会和社会培养人

才 ,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训(既学会动脑 ,也学会动手)

反映了创办者推动教育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初衷 ,

美国加州大学校训“让知识之光普照大地”就是校长

克尔倡导追求真理 、探索新知 、服务社会的办学思想

体现 。还有 ,普林斯顿大学的校训“为了给国家服

务” ,早稻田大学的校训“学问独立 ,培养模范国民” ,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校训“追求真理 ,服务人类”

等 ,都是明证 。由于宗教在西方社会生活中占有极

其重要的地位 ,人们普遍崇信宗教 ,在大学校训上也

有所反映 ,这一点明显有别于我国大学校训。如牛

津大学(上帝乃知识之神)、杜克大学(追求知识 ,信

仰宗教)、哥伦比亚大学(在上帝的神灵中我们寻求

知识)、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世间万物在上帝的

怀抱中和谐如一)等 。不过 ,虽然这些校训倡导宗教

信仰 ,传播基督福音 ,却并不有损其大学形象 。

(四)中外大学校训往往折射出民族的文化传统

和精神性格。

在我国 ,不少大学把尊师重教和师德放在首位 ,

体现在校训词上“厚德博学笃行至善”等较多 ,如清

华大学校训“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 ,南京工业大学校

训“明德厚学 ,沉毅笃行”;而英国大学求实 、追求理

性 ,如爱丁堡大学的校训“有知识者既能看到事物的

表象 ,也能发现其内涵” ;美国大学开放 、尊重个性 ,

如弗吉尼亚大学校训“我以我的荣誉担保 ,我没有说

谎 、欺骗和盗窃” ;日本则中西合壁 ,如京都大学的校

训“自重自做 ,自主自立” 。由此可见一斑。

四 、中外大学校训表征形式比较

我国大学校训句式工整 ,或对偶或排比。不仅

词性简单(以名 、动 、形容词为主 ,副词等修饰性 、描

述性词语少),且词语精练 ,词义明快。所以易上口 ,

好记忆[ 10] 。如 “饮水思源 ,爱国荣校”(上海交大)、

“德求崇 ,学求悟 ,体求健”(长沙大学)等。有的校训

如“博学笃行 ,与时俱进”(广州大学),既根植传统文

化 ,又寄托现代理想 ,注重推陈出新 。有的以诗文警

句表达 ,文质兼美 ,余韵无穷 。有的如“艰苦朴素 ,求

真务实”(中国地大)、“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西安

科大)等现代话语型校训 ,内容健康向上 ,也广为流

传。国外大学校训通常以单句陈述的形式出现 ,用

词也与我国多有不同 ,大部分来自拉丁文的格言 ,包

含着谆谆诱导的劝慰之意。如哈佛大学与真理为友

的校训其拉丁语原文为 VERITAS ,英译为 Verity

或 Truth 。又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象大树一样茁

壮成长 、日本筑波大学的追求教育与科研的新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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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马依多尔大学的以惠我之心惠人 、南非开普敦

大学的美好的希望等校训 。这恐怕不能仅以翻译作

为借口 ,而实为语言特征上的差异 。

中国大学的培养目标与教学模式大体一致 ,导

致校训趋同 ,风格相近 ,千篇一律 ,给人似曾相识之

感。特别是强调学生学习的多 ,如同“学训” 。如辽

宁大学“明德精学 ,笃行致强” ,南华大学“明德博学 ,

求是致远” ,山东大学“气有浩然 ,学无止境”等。而

立足人的发展角度设计校训的少 ,显得思路单一 ,视

野窄 。西方由于尊重个人价值 ,注重因材施教和扬

个性之美 ,校训鲜有雷同 ,一般都独特表达 ,新颖别

致。如华盛顿大学(让我们做些真正重要的事情),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知识就是力量),悉尼大学(繁星

纵变 、智慧永恒),韩国木浦大学(创义 、德义 、奉仕),

巴西圣保罗大学(科技乃胜利之本)等。

五 、中外大学校训功能比较

中外大学校训的功能概括起来 ,主要包括:传播

办学主张;规范影响师生言行;激励鞭策师生奋进。

新时期许多大学为了突出学校定位 ,弘扬校园文化 ,

让社会各界了解和支持学校 ,十分注重利用校训等

教育资源 ,充分发挥她的功能。中外大学发挥校训

功能的方式和途径通常有三种。一是把校训放置醒

目的标志性地方 ,当作隐性课程和文化名片。如刻

在石碑上或迎面大楼的墙上 ,或制成匾额以及书法

作品悬挂于行政楼大厅。二是将校训印刷在各种出

版物或校徽校标上 ,当作宣传广告。三是利用各种

讲坛和场馆(如校史陈列馆)等舆论阵地诠释并宣扬

校训的精神内核 。如将校训当作接待来访宾朋的宣

讲内容 、新生入校教育和毕业生离校教育的内容。

哈佛大学的拉丁文校训就写在校标图案上 ,同时“为

增长才干而走进来 ,为服务社会而走出去”的校训全

称写在校门上;西点军校的校训刻在广场墙上 ,同时

写在校标绶带上。柏林大学校训刻在教学大楼厅堂

口 ,加利福尼亚大学校训“让这里光芒闪耀”刻在校

徽上 。在我国 ,天津大学校训刻在离校门上百米远

的巨石碑上 ,北京师大的校训镌刻在校园南门影壁

上 ,更多的大学校训被写入了招生简章 、学校简介 、

网页 、校标 、入学通知书 、毕业纪念册和毕业证书 。

综上所述 ,以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为己任的大学

对社会发展和人类精神传承怀有使命感 。大学在张

扬自己的校训中要正确处理本土与国际 、单一与多

元 、传统与革新的关系 ,既不可人云亦云 ,淹没大学个

性和特色 ,又要与时俱进 ,博采众长 ,以构建和发展各

具文化底蕴 、能充分发挥功能的校园文化氛围 ,弘扬

精神文化 ,实现大学自身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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