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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 年，周诒春出生在

休宁一个富裕的徽商家庭。

安徽休宁，中国状元第一县，

历史上出了 19 位状元。

周诒春自然也深受家乡

的文化氛围浸染，接受了良

好的教育。他小时候就进入

上海圣约翰学院学习，后来

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和威斯

康星大学，期间，被授予名誉

文学博士。他成为中国本土

被授予名誉博士的第一人。

学成回国，他先在上海复

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任教

员，后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1912 年，周诒春成为清

华教务长。1913 年，30 岁的

周诒春，被任命为清华学校

第二任校长，成为清华历史

上最年轻的校长。

当时的清华，让他愁得

眉头紧皱。 成立于 1911 年

的清华学堂，是靠美国人退

回“庚子赔款”建成的。当时

的清华就是一所中等“游美

预备学校”，按今天的话就是

留学美国的预科中学。

学校的办学方针就是：

“沿用美国教习，均照美国学

堂，到美入学可无杆格。”学

校事宜均要“与美国公使所

派人员商榷”。

美国教师占了一半，单

独住在“小租界”，享有特权。

这简直就是一个在中国的美

国学校呀。

虽然周诒春深受西方教

育，但民族的苦难让他清醒

记着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他决心改造清华，摆脱

美国人的控制。周诒春提出

巧妙的计策“扩建学校”，他

要把清华建成一所大学。

他以节省学生学费为

由，延长学生在国内学习的

时间，缩短在美留学的时间。

这样在校学生就多了，就需

要扩大学校规模，这是在为

清华成为大学做物质准备。

1916 年，他主持建设了

清华院内早期的著名“四大

建筑”———图书馆、科学馆、

体育馆和大礼堂。

这样清华学校在建设布

局上就有了大学的规模。当

然，大学最重要的是塑造学生

灵魂，不然像香港某些学生一

样，这样的教育岂不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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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说：上者伐谋，

中者伐交，下者伐兵。纵观历

史，美国对中国的策略算是最

高明的“伐谋”了。比如美国传

教士狄考文。诚然，他对旧中

国的教育做出贡献，但是其中

的动机却很不“光明”。

狄考文在1890年第二次基

督教传教士大会上说：“真正的

基督教学校，其作用并不在于

单纯地传授宗教，而是使受教

者成为社会上有势力的人物，成

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

“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

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自

己的人们，用基督教和科学教

育他们，从而能取得旧时士大

夫所占的统治地位。”

上个世纪初，美国伊里

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就给总统

备忘录写道：“使用从知识与

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

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为了

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些

钱，收获得更多。”

通过教育传播思想，从

而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看

看香港的今天，就知道这一

招多么阴毒了。

上个世纪初，西方国家

也就是使用这样的“套路”，

用“庚子赔款”“无私”支持旧

中国教育事业。“庚子赔款”，

就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最

后要求赔偿 4.5 亿两白银。加

上每年支付的利息，中国实

际赔款 9.8 亿两白银。

美国同意把“庚子赔款”

退还中国，要求退回的钱必

须全部用于教会大学的建设

上。今天的中国那些名牌大

学的前身往往都是由西方的

教会大学发展而来的。

至今，还有些学者在歌颂

美国的“无私”精神。用从中国

掠夺过来的钱，投资教育控制

中国，某种程度上有益于中国

教育，但也值得警醒。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

也是 100 年前，我们的民族

就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

“收回教育权”运动。

西方文化侵略的美梦被

打破了。在“收回教育权”中，

做得最早最好的，就是清华

大学周诒春。

周诒春对清华乃至中国

高校教育的贡献，就是首先

提出“三育并进”方针，培养

学生“完全人格之教育”。按

现在的话解释就是，把学生

培养成德、智、体的“三好学

生”。

其一，德育。

周诒春教育学生，学习

的目的就是为了救国。他无

时无刻不告诉清华学生：“今

日中国，外患纷乘，正同学卧

薪尝胆，发愤之时”；“同学当

国步艰难之日，均宜存餐风

冒雪之志，以苦学自勉”；“群

策群力，同气同声，以达救国

之目的”。

他定下了清华学生留学

美国的宗旨：在于吸收新文

明，滋养新国家，非求博士学

士也。这样的循循善诱，谆谆

教诲，培育了清华学子强烈

的爱国精神。

在抗日战争时期，大批

清华学子走向抗日战场，血

洒疆场。 据不完全统计，清

华学子在抗战中成为将军的

就多达 14 人，最有名的就是

抗日名将孙立人将军。

早期的清华学生多出身

于上层社会，家庭条件优越，

年龄又不大，容易养成骄奢

之风。

周诒春认为：“为能耐劳

忍苦，斯能建功立业。贪安好

逸无益于社会也。”周诒春对

学生进行严格管理。校规规

定：在校学生一律穿布衣。学

生的零用钱由学校存储加以

管理，学生每月都要写用钱

报告。

清华纪律严明，每早 7

点 20 分早餐点名，晚上 10

时熄灯睡觉，违者训示。

对学生管理很细致，例

如：学生每星期必须洗澡一

次，由斋务处监督；每星期写

一封家书......

他亲自带学生在校内种

树修路，建设清华校园。

正是这些看起来刻板的

制度，才培养出清华尊重制

度、追求效率的“行胜于言”

的文化基因。

1891 年至 1923 年，清华

共招生 1500 人，能毕业的仅

636 人，只占 42.4%。开除学

生 301 人，占比高达 20.1%。

名校就是这样炼成的！

其二，智育。

周诒春是在清华最先实

行职业辅导的，并建立完善

系统的职业教育辅导体系，

这在中国是首创。

他除了重视学生的文化

课，还强调学生各种能力的

培养。

当时清华鼓励学生组织

各种研究学识团体，编辑各

种刊物。在周诒春任职期间，

清华有达德学会、国学研究

会、科学会、国情考察会等 30

多个专门性团体。这些团体

开展大量的学术研讨、辩论

会等活动。

清华当时创办了很多刊

物，年级、班级都有自己的出

版物。其中最有名的是《清华

周刊》、《清华学报》、《清华年

报》。

《清华学报》是中国最早

的中英文高校学报，从此，

“学报”二字便出现在中国高

校期刊名上。

看看这些期刊编辑的名

字吧：梁启超、王国维、赵元

任、吴宓、闻一多、金岳霖、梁

思成、叶企孙……

这些在中国文化史上的

光辉名字，足能见证当时清

华文化之灿烂，思想之自由，

思潮之活跃。

1918 年，周诒春受到了教育界“亲日派”的

排挤，加以诽谤。因为清华“四大建筑”，他被指

控“妄靡巨款，营私害公”等九大罪状。

周诒春悲愤不已，以“力微任重，劳顿成

疾”为由辞职。他离校那天，全校学生们身着军

操制服，一齐举枪含泪向他致敬。

事后，清华的教授温源宁（钱锺书、曹禺的

老师）曾回忆说：“他离职的那一天，对于他领

导下的教职员、他的学生和他自己，全都是悲

哀的一天。”

《清华周刊》这样评价：“周诒春任职四年

余，建树极众，历任校长无出其右。”

虽然他离开了清华，但是他给清华留下校

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却传承到了今天。

周诒春后任燕京大学校长、民国农林部长、

卫生部长等职务。1948年退休后，迁居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1950 年他怀着一颗爱国之

心，又回到了北京。

1958 年，周诒春病逝于上海。虽然身居要

职，但他一生没有购置房产，淡薄名利。

如今，就连清华的学生也对他了解不多。

一个把西方殖民教育改造成民族教育的人，如

今却被人淡忘了。可悲！像美国传教士狄考文，

却被某些人当成了“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先

驱”。呜呼哀哉！周饴春如泉下有知，岂能瞑目？

周诒春的故事，我们当念念不忘。

（节选自《世界华人周刊》）

其三，体育。

周诒春强调“体质之强壮，与心力之健康，

常成一种比例”。清华也是中国最早建立现代

化的体育训练体系的学校。

学生不仅每天早锻炼 15 分钟，每天下午 4

点到 5点也要实行强迫运动。

这时学校就将图书馆、教室、宿舍的门锁

住，逼着学生到操场、体育馆运动。当时的清华，

有体育馆、篮球场、手球场、游泳池、悬空跑道以

及各种运动器械，这在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

清华学生甚至能在全国乃至国际比赛获

得冠军，取得佳绩。

在清华执教 6 年中，周诒春为中国培养了

吴宓、闻一多等一批学者。他创建了专科生制

度，资助中国优秀青年留学，后来的茅以升等

一批中国院士，都受益于此。

教育家周诒春：

改造清华

三育并进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清华院内早期的著名“四大建筑”

中国文化史上的光辉人物

周诒春

清华校训

孙立人当时为清华篮球队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