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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2.  23,  Arima,有马朗人 at  Tokyo,  Japan

首次访日本, 1981



2006.06.14, Arima



2010.01.11
Arima Akito
有马朗人
获中国
国际科学技术
合作奖



2009.1.14, 中科院授予有马朗人教授
—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奖 —



第二次访问日本

1987.8   山崎敏光,邦子

秀玲，奇志



冯达旋，1979； L Grodzins, 1964 ；山崎敏光，1962

2006.06.11



Sumi Yukawa, 汤川秀树夫人,  

1987.  10.  6



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for his predic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mesons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work on 
nuclear forces"

Hideki Yukawa 
(汤川秀树, 1907 – 1981)

1929年毕业于京都大学物理
系，1938年获大阪大学博士学

位。
1935年(28岁)，他在兼任大阪

大学讲师期间, 在《日本数学和物
理学会杂志》发表“关于基本粒子
的相互作用”论文，解释了原子核

之内质子与中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提出核子的介子理论并

预言介子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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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与直觉







福泽谕吉 ,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
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



真正的大学

The Real University

杨福家，2010.01.29
日本东京





温家宝：
一所好的大学，不在高楼大
厦，不在权威的讲坛，
也不在那些张扬的东西，
A good university does not lie
in high-rise buildings, 
authoritative forums, or in 
unnecessarily publicizing,



而在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自由的表达．
but in its unique soul,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free expression.



要通过讨论与交流，师生共进，教
学相长，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学术
氛围，Through discussions and 
communications,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make progress 
together, and in this way a 
special academic atmosphere 
will be created and enhanced,



并不断完善和发扬，
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这样，

真正的大学 就形成了，

which will in turn 
influence the people to 
follow suit. Thus the real 
university is formed.



这样，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就会有
一批有智慧的杰出人才出
现，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This kind of Real university will 

bring forth a group of outstanding 
talents with wisdom. Thus the 
nation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

2007.05.14 在同济大学演讲



真正的大学有
一个中心：
提高国民素质，
培养合格公民。



大学教育目标就是
培养社会的优秀成员。
(John Henry 
Cardinal NEWMAN,
1801-1890)。
Good Member of

Society



Mission of

Waseda 早稻田
University: 大学
……to create   1882
Good 培育好公民
Citizenship.



真正的大学坚持
两个基本点：
教育公平、
教育质量。



欧美一流高等院校的
三个亮点：
住宿学院 Residential College

博雅教育 (素质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国际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真正的大学含
四个要素：
有形资财 Tangible assets

人力资源 Human resources

文化内涵 Internal culture

办学体制 Management system



中国高等教育必须作
五项改革：
高考制度，
评估制度，
教育方法与内容，
教育结构，
教育体制.



住宿学院
Residential 
College



住宿学院
是
发现火种的地方，
是
火种碰撞的地方！



头脑不是一个要
被填满的容器，
而是一把需被点
燃的火把。



PLUTARCH
---Greek biographer & essayist
written almost 3,000 years ago

The mind is not 
a vessel to be filled,

but a flame to 
be kindled.



The Nottingham’s professors 
transfer the knowledge 
to the students, 
but more important, to make 
the flame in 
the students’ mind
be kindled!



全世界的导师制源于牛津,
(15 世纪)   牛津对

世界高等教育最大贡献在其导师
制: 大学生的导师,名 Tutor;
研究生的导师,名 Supervisor.
导师对学生喷烟,

直到在学生的心里
点燃火苗.



牛津和剑桥的办学思想是：

探测，挖掘和开发
学生的潜在能力，
激励个人的创造精神．
Detect, nurture & advance 
student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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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全才
人人有才



学校的任务是
发挥学生的天才

Gabriel Ruget校长.02.09.07
(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1795年; 2000学生, 8个Fields）

2002. 9. 7



哈佛大学350年校庆之际, 

有人问,
学校最值得夸耀的是什么?
校长回答说, 不是哈佛
出了6位总统,36位诺贝尔奖

获得者,而是让进入哈佛的
每一颗金子都发光.
吴士哲,评” 差生” 和选 ”小偷”,<文汇报>, 04.05.24



住宿学院 是
发现火种的地方，
是
火种碰撞的地方，
是
让金子发光的地方！



University of  Oxford

牛津

1167



剑桥
1209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住宿学院之一：三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



Isaac
Newton

牛顿
1642-
1727



位于三一学院大门旁的苹果树



Francis
Bacon
1561-

1626

培根





住宿学院
之二
国王学院
亨利l六世

创建于己
于1441年



St John's
college
住宿学院
之三
圣约翰学院



住宿学院里的学生食堂08.09.18



Nottingham University





















Edward Stephen Harkness
(January 22, 1874 – January 29, 1940)



Edward Harkness
and Harvard ,Yale

revolutionary 
Harkness table
method of instruction
At Yale University to build 
Harkness Quadrangle
in his memory.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kness_table


2009.8.20，耶鲁大学住宿学院







住宿学院里的图书馆



叶萌，住在里面的导师



博雅教育
(素质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在19世纪就由牛津学者、红衣主教纽曼
（John Henry Cardinal Newman, 
1801-1890）所提出，后在1852年出版的
《大学理念（The Ideas of A 
University）》中作了较详尽的叙述. 



Harvard Report 
(1945)

Yale Report 
of 1828



James Bryant Conant 
1893.3.26 – 1978.2.11

23rd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Term: 1933 - 1953



2009.09.03， 耶鲁大学副教授叶萌：

我有幸就读于斯坦福大学，

这是一所笃信素质教育的大学。

在斯坦福，直到本科的第三年才要求我们选定专业。
我的许多朋友改了几次才最终决定专业。

所有本科新生，都要学习一门为期一年
的课程，名为“文化、观念和价值
观”。在这一课程上，

不仅学习西方传统经典（柏拉图、笛卡尔、马克思等），
而且也接触世界其它文化的代表人物与经典著作
（例如中国的孔孟之道）。

课程的中心，围绕着“人何以为人”
这一主题展开。无论学生将来选择什么
专业，都必须首先回答这个问题。



斯坦福大学，

这是一所笃信素质教育的大学。

斯坦福大学教育理念：
以培养有用的人作为教育宗旨。
不仅培养学生谋生的技能，而且
重视学生全面发展，
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合格公民。

专业教育课程不到50%。



四个要素：
有形资财 Tangible assets

人力资源 Human resources

文化内涵 Internal culture

办学体制 Management system



Tangible assets:
including buildings, books, facilities, etc.

Human resources:
including outstanding professors, students, administrative staff, etc.

Internal culture: 
great love, value our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so on.

Management system:
Educationalists run the university, 
which enjoys autonomous rights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free expression. 
It should operate independently 
under democratic manag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law.

The four elements do not stand in isolation, but are interrelated.



中国高等教育必须作
五项改革：
高考制度，
评估制度，
教育方法与内容，
教育结构，
教育体制.



高考制度
必须改革



•
减
负
的
效
果
：

•
越
来
越
重
的
书
包



17大的新闻发布会上,
小记者责问教育部长:
为什么我们的

书包还那末重?
有什么办法

让我们多睡一会?



09.09.04

北京
第
35
中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1380/10173267.html




教育方法
与
内容



孔子讲学

Confucius’ Lecture



《Athens School》2.8mX6.2m

梵蒂冈Vatican宫内四组壁画之一。



《雅典学派》2.8米X6.2米

梵蒂冈Vatican宫内四组壁画之一。



意大利画家

拉斐尔
Raffaello Sanzio

(1482-1520)
作于1510-1511



Platon,   左
（BC 427-347)    80岁
Aristoteles,   右

(BC 384-322)    62岁
古希腊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说：
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雅典学派》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画，

在梵帝冈博物馆里，画面所有的人
都在一个大厅里面，没有地位等级，
亚里斯多德(Amicus Aristotle)与柏拉图(Amicus Plato,)
平列走在一起，争论得面红耳赤。

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
真理高于一切，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
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



可是中国的大学呢，
一定是老师在台上，
老师显得很大、在中央，
学生画得很小、在旁边；
学生什么都不知道，
一个个在问老师，
老师什么都知道，
他是发布真理的。
这是中国的大学。



20世纪的

雅典学派



玻尔与他的学生海森堡和泡利
一直争论不休，他们分别获

1922，1932，1945年诺贝尔奖



Werner Heisenberg (1901 - 1976)



1922   32    45                 62 Nobel
The 1930 Copenhagen Conference



汤川秀树 YUKAWA
朝永振一郎
坂田昌一SAKATA
小林 诚
MAKOTO KOBAYASHI



1945年四五月间, 钱学森(中)跟随冯卡门(右)在德国讯
问冯卡门的老师——空气动力学家普朗特(左)。



周光召



21世纪的

雅典学派



诺丁汉大学
高等教育
国际化的产物



2005







Edward Stephen Harkness
(1874 – 1940)

Harkness
Table



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
（2009—2020）



谢谢
Thank
You!




	头脑不是一个要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把需被点燃的火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