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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占据了很多世界排名的前几位，尽管这些评分基本只是大学行政人员和校友的
娱乐活动，但还是反映出了一些事实。很多美国大学提供给教职员工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实
验室和图书馆都是其它地方的院校很难比得上的。而它们不光在工作人员那里投入较多，在
研究生和本科生上的开支也比海外的学校要多。尽管以欧洲或亚洲标准看来它们的费用很
高，但他们近年来努力给本科生提供优厚的经济资助，给博士生支付全部学费，不让贫困学
生失学。在这一体制的每一层面，都有全心投入的教授们激发学生对一切都充满热情，从晶
体的结构一直到诗歌的结构。

译自《纽约书评》2011 年 11 月 24 日文。原题为：Our Universities: Why Are They Failing?
作者 Anthony Graf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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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大学也受到了猛烈的批评，多半来自了解大学的教授和记者，这自然也情有
可缘。每个硬币都有两面，而每项优点也都有其对应的负面——相应地，每所大学也都有自
己的脓疮。在最富盛名的医学院里，教授们以个人名义发表研究，实际上却是为大医药公司
做付费宣传。在众多州立大学及一些私人大学，橄榄球队和篮球队的教练们年薪几百万美元，
他们的助理收入数十万，只因为他们管理着半职业球队。没有几个球队为资助它们的大学挣
钱，还有一些球队赤裸裸地剥削它们的队员。
在一些拔尖的私立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在每一届都会给一些人留出名额，给校友和可
能的捐款者们的子女；给运动员，尽管很多运动员不像他们的同学那样充分利用学习机会；
或者干脆留给只要能出得起学费的人。在一些自称致力于本科生教学的大学里，有太多的教
授每周只草草读两遍课件（PPT)，而将面对面的教学交给廉价的研究生或者短期雇用的博士。
研究生和短期教师们尽力将基本技能与量化分析传授给学生，而每门课只能赚区区几千美
元。
不难理解，为何大学仍抗拒使用哪怕很简单的评估。现在的美国将近有 5000 所大学，
包括两年制和四年制学校。有数百万人去那里读书，包括了 40%的 18 到 24 岁的美国人，还
有很多年纪更大的学生。高等教育既有常春藤等私立名校树荫掩映的奥林巴斯神山，也有公
立大学高大庄严的四方形建筑，还有城市社区学校周围每天运营 12 小时、永远不够车位的
停车场。它既是私有的也是公立的、既有大众的也有精英的、既有古老的常青藤覆盖的传统、
也有当代而前沿的风格。高等教育如此丰富多变的景观无法用任何简单的方式概括。
很多——或许是大多数——谈论美国大学的书都可以划入两类。每周都可以看到长篇的
怨词。相当一部分属于同一类，包含了来自不同作者群的多种著述，包括由优秀记者纳奥
米·施艾弗·瑞里撰写的对教授的抨击一书《教员休息室》
（2011），和政治学家本杰明·金
斯伯格所写的对大学行政的批判《教员的衰落》（2011）。这些书不从多个角度去审视大学
里复杂的群体，而是特别锁定其中一群人作为批评的反面角色。作者也并不选择某个大学的
具体情况进行描述，否则还可以让读者对学术生活的节奏与性质有所感受，而是从流行媒体
和网页中剪切故事，把它们堆积起来。它们讲述个人经历，总是选择极端的坏例子，似乎这
就是普遍现象，并且反复使用那些在之前的论战里用过的、老掉牙的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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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并不是所有的批评都是无的放矢。瑞里对兼职及临时教员的被虐待进行了细
致、让人压抑的描述。金斯伯格则指出行政人员与专业人员的增长数量远比教员要快，带动
学生和学生家庭所要负担的费用上涨，但对学生的学业方面并没有大的促进。然而，当瑞里
人云亦云地根据几个资深学者的论断就否定大多数研究的意义，当金斯伯格把整班行政人员
都贬低成无所事事的、一心只想去夏威夷参加无聊会议的人时，他们不过是对空发炮，虽然
读来有趣，但最终于事无补。
另一类书则很不同。这些书经过认真研究，有着丰富的数据，有一些有图表可能会让外
行觉得看不懂，诸如杰罗姆·卡拉贝尔的《中选》（2005），克里斯托弗·纽斯菲尔德的《公
立大学的瓦解》（2008），威廉姆·博温、马修·钦格斯与迈克尔·迈克菲尔逊合著的《跨
过终点线》（2009），以及理查德·阿若姆与乔斯帕·罗克莎的《不学无术》。这类书针对
体制中某些具体问题进行专述，它们发掘出了许多丑陋的事实和难以让人满意的做法，反映
出的真实与世界大学排名的光鲜宣传大相迳庭。
大学课程变得怎样了？在《不学无术》一书中，阿若姆与罗克莎勾勒了一副让人心寒的
图景。核心论据来自于 2322 名大学生所参加的标准测试——大学生学习能力测试（the
Collegiate Learning Assessment）。这个测试在入校第一学期测试一次，而后在大学第二
年末再测试一次。考试并不是选择题，而是需要学生阅读一系列关于一个虚构的商业或政治
问题的文章，写一篇给政府官员的政策建议短文。而来自全国学生参与度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的数据——每年全国几百万学生填写的学生自我学习评价
——以及近年学生生活的民族志调查则提供了丰富的背景。
结果让人警醒。大学生学习能力测试显示出样本中大约有 45%的学生并没有通过前两年
学习在批判性思考、复杂推理以及写作上有实质进步。而看一下他们的学习情况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这样了。学生报告每周平均花 12 小时学习——比 1961 年的每周 25 小时和 1981 年的
每周 20 小时都有所下降。样本中有一半学生在前一学期没有选修过任何要求写 20 页以上作
业的课程，还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没有上过任何一门每周要读 40 页阅读材料的课程。
在不同类型的大学之间情况差别很大。样本中各个院校，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小型学
院，都有一些学生表现出众，也有一些项目比其它项目让人学 到更多。但大抵来说，有两
点是很明晰的。第一，传统的学科与方法仍有其教育价值。现在对基础学科感兴趣的学生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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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比两代前要少。然而仍然这些学习纯学术专业的——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数学——比
那些学习商科、传媒以及其他新的应用型学科的学生在测试中表现得更好。在目前全国的图
书馆和教室都在为风靡一时的合作式学习而重新装修时，花费大多数时间单独学习的学生比
那些跟别人合作学习的学生表现得更好。
第二，也是更让人沮丧的：很多学生来到大学时并没有对他们的课程有特别的兴趣，也
不了解这些课程如何为他们未来的职业打下基础。阿若姆与罗克莎写道，他们所珍惜的，则
是实现“诸如《动物屋》（1978）和《留级之王》（2002）这些流行电影中所描绘的大学生
活的文化图景”。学术学习并没有占据他们头脑中大学图景的大部分，甚至在顶尖的加州大
学，学生报告他们平均每周花“12 小时与朋友社交，11 小时玩电脑，6 小时看电视，6 小时
锻炼，5 小时用在自己的爱好上”——而只有 13 个小时学习。
最终，对他们中的大多部分而言，大学所提供给他们的不是技能或知识，而是学历：一
张标志基本工作纪录和就业能力的文凭。那些成功学到知识的学生则往往——还好不是全部
——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而且在顶尖的大学就读。他们已是经济、文化精英社群的一
员。我们伟大的、民主的大学系统成为了维持社会僵化的支柱——一个破败的社群，诸多成
员漫无目的地通过其间，所学甚少，最终又回到他们出生时所处的经济、社会状态。
正如西蒙·海德在另一篇文中所示，在英国，大学教师必须接受那些令人厌恶的机械式
的生产标准评价。但英国有一个成熟的对本科生教育的外部测试体制，可以将全国的大学教
育项目水平如实地反映出来，尽管多数学生能力不足，仍可确保一定的标准得以保持，并且
在体制的每一层都为有能力的学生提供机遇。美国的高等教育并没有可与之相比的测试体
制，而每一层它所提供的机会都取决于个人的慷慨与投入。
大学在近几十年从很多方面重塑了自身，以符合现实的学生生活状况。尤其是在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的领域，大学鼓励教授们相信投入精力到研究上是合理的。他们有新的发现之
时会获得奖励：减免上课时间。甚至那些没有发现美国的人（一个意大利说法）也尽可能地
待在实验室或图书馆里。教学越来越多的被重新分配给研究生和兼职教师，而不再是已经取
得或者有望取得终身教职的人。
理论上，院长们很不情愿采取这些措施，是预算的束缚迫使他们这样做。而事实上这些
措施帮助了招募、挽留明星学者，他们的工资和研究支持金额很高。比起说服一位有深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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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一个学期教 120 个小孩儿而言，说服他去西瓦什（Old Siwash）并带几个研究生更为
容易。
甚至在这个据称预算紧张的时代，收入不菲的行政人员与非教职的专业人员仍在激增
——同时增加的还有他们所提供的价值昂贵的课外活动，从大一新生的团队建设到校际运
动。这些活动所传达的意义很清楚：没有人把课堂学习看作核心诉求。
这是一个危机吗？阿若姆和罗克莎说不是。因为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会继续找寻并支付读
大学的机会，而政府和研究生院也会继续接受大学毕业生，企业还会继续雇佣他们（而且还
每年花费 50 多亿美元培训雇员所需的能力）。而那些出生于富裕、专业阶级的人从最好的
教育中所得到的收益则是不成比例的高。无论受到什么样的大学教育，你都会比没有读大学
赚的钱多。当然，不要指望你能赚到和那些斯坦福的应用数学毕业生一样多。没有人知道家
庭还会愿意负担多久这样象征性的四年培训，而且，这份教育正变得越来越昂贵，并且正逐
渐失去影响力。
很多改革的议案在流传——但多数只会使情况更糟。在德州，关于公立大学的辩论非常
激烈，雄辩且资金丰厚的批评家要求教职员工以更低的成本教授更多学生。而实现这个要求，
方式只有一种：让小组讨论完全由忙碌的研究生和兼职教员去辅导，而让更多本科生进入大
的讲堂，但在那里，他们与教授并没有个人的接触。这样做并不会让那些年轻人打开他们的
Kindle 电子书，在他们自己的时间里阅读。我们在开启学生的独立思考上已经做得很差了，
难道我们想做得更差？另一种流行的建议——在线课程——只有在全天 24 小时在线提供辅
导的情况下能发挥作用。但这却会使得这类课程跟普通课程一样昂贵。
正如威廉·博温与他的合作者在《跨过终点》一书中所写，相比引导学生参与学术，我
们的体制在另一层面上无可争议的做得更糟。最近关于研究生教育的论战中引证高辍学率来
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例如尤其是人文领域，有将近 50%的学生中途退学。研究生项目当然需
要审查与改革。但它们的损失并不特殊。辍学是美国各级教育的普遍现象。正如漫画家鲁
布·戈德堡（Rube Goldberg ）笔下的每个阀门都会漏油的机器一样：在美国，高中生毕业
率只有不到 70%。大概 70%多一点的高中毕业生会接着受某种高等教育。但只有略多于 50%
的读本科的人能在 6 年内毕业，与此同时只有 30%进入社区大学的人能在 3 年内拿到大专文
凭。那之后，大部分人都不会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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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那些提供大多数本科学位位置的公立大学吧。少数的一部分——维吉尼亚大学，威
廉与玛丽学院，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能有 90%或更多的学生能在六年内毕业。另外的 15%
左右的大学 6 年内的学生毕业率在 80%。其余学校的状况就更糟糕了。在新泽西，旗舰州立
大学拉特格斯/新不伦瑞克校区(Rutgers, New Brunswick)四年的毕业率是 52%，六年的毕
业率是 77%。在每年 5835 名新生中，有 1342 人没能在 6 年内毕业。俄亥俄州立大学、印第
安纳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爱荷华大学每年没法毕业的学生的比例大致如此。而在美
国历史上最棒的州立大学之一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只有 48%的本科生能在 4 年内按时
毕业，虽然 6 年内毕业人数又能多 30 个百分点。然而这是公立大学的顶端，是冰山浮现在
海面上的那部分。一些州立学院（再加上盈利性大学）的多数学生在毕业前就放弃了学业。
美国曾是全世界教育做得最好的国家，而现在退到了第十位。
辍学可能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有时候留在学校代价更大。无论是学生失去兴趣还是离
开就学的位置，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都负债累累。在 1950 年 代后期和 1960 年代的扩招时期，
有着大学文凭的美国人激增。同时开始盛行的做法是那些大学没有提供技术训练的职位也开
始要求大学文凭。最终公共投资的规模增大，成为高等教育资金的主要来源。因为国家通过
税收资助了大部分大学预算，学费较低。学生可以借少量的钱来负担他们的学费，用一些时
间打工就可以赚来他们的生活所需，还能做到按时毕业，债务也不多。如果他们退学，他们
则会遇到一些财务困难，但也不是灾难性的，因为数额还比较小。
但自里根革命以来——正如克里斯托夫·纽斯菲尔德在他对加州大学系统所作的细致
研究中所揭示的——各州将越来越多的教育成本由他们自己的预算转嫁给了学生及家庭。旗
舰州立大学将它们的学费设得比精英私立大学低，但它们所提供的教育以任何标准而言都不
是廉价的。在密歇根大学，一个本州的大一学生共要花费$25,204，大四要花费$26,810。在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本州的大一学生今年需付的学费、杂费和生活费用总共为$25,416。
很多时候家里出资、学生赚钱和奖学金加起来还是不够，而学生和家长必须去借贷以弥补差
额。今年，需要借钱上学的学生（占学生总数三分之二）在毕业时平均欠债$33,798——是
十年前平均欠债数额的两倍。那四年在大学校园里的轻松生活，相比之后 10 多年负债的日
子而言，未免代价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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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马尔科姆·哈里斯近日指出，美国人现在所欠的学生贷款大概有一万亿美元，比信
用卡欠款还多。他解释道，学生债务是“一种极端的处罚方式，既不能以破产的方式免除，
也没有过期时间，讨债人可以用工资、社保支出甚至失业救济金来抵债。”这一重担的分布
可以用马太效应的反面来描述：对什么都没有的人，没人会给他任何东西。穷学生和少数族
群学生比白人学生借得更多。或许因为并不了解相对便宜的联邦斯塔弗德贷款（Stafford
Program）与父母 PLUS 直接贷款项目(Parent Plus programs），前者从这些项目贷款较少。
他们更多依靠私营贷款人——但丁会将这些贷款人连同信用卡经营者放入地狱的最底层。
正如我们所见，这些所有的支出都是为了负担一个智识上收获甚微的教育，而很多受教
育者还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当然，最不走运的则是那些退学的人，他们还背着这些贷款
——尽管他们在不景气的时候几乎肯定比毕业生挣得更少，待遇更糟。然而甚至毕业生的失
业率也在上升——学生贷款的违约率也同时在上升。
高等教育的泡沫要碎裂了吗？我没有答案。考虑更周全的作者们警告我们不要相信那些
单一原因的解释。比如博温和他的同事考察过学生贷款对流失率的影响。他们得出结论，欠
债并不是学生流失的主要原因。不过，这些造成学生流失的因素是互相交织的（可能不是立
法者当初的意图）。我们想象一下今天做一名普通学生是什么样的。你在高中表现好——甚
至非常好。但你进到大学里，没什么研究和写作的经验，也不了解你的学习跟之后的生活计
划有什么关系。你欠着债开始你的第一年，并且知道还会越欠越多。你在超市或者某个快餐
店工作，以负担日常开销。你住在一个大而旧的宿舍，或是大而不结实的校外公寓，有着自
己的单人间和浴室，虽然提供了隐私但也带来隔离。你远远地看着教授（这种距离不仅是空
间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坐在宽阔黑暗的大教室的后排，而你的同学则在用笔记本电脑上
Facebook。
难怪在这些状况下很多学生永远不会真正体会新的大学功课的要求和标准。相反，他们
周转于课程之间，寻找娱乐和不费力就能取得的好成绩。于是很多学生在遇到麻烦的时候还
没有做好准备也毫不令人惊奇。学生酗酒、抽太多大麻、玩太多电脑游戏、遭遇车祸、怀孕、
尝试帮助厌食症室友而不知所措，还常常得不到之前父母提供的关键帮助，因为他/她也失
去了工作。年纪大一些的学生——这些年，多数学生年龄都比传统的大学年龄要大——往往
需要全职工作，同时要照顾孩子、父母。那些容易遇到这些问题的学生也正是那些自出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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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没有受过如何走出官僚体系迷宫的教育的人。他们没有信心看到一扇打开着的门，那里有
友善的导师或教授愿意帮助他们，他们身边也没有能为他们找寻帮助的父母。
幸运的是，很多学生不光走了过来，而且在这些障碍的夹缝中还茁壮成长了。很多教职
员工尽力帮助他们。大学文化如同政治，是很本地化的。很多州立大学都在挣扎——比如被
媒体大肆宣传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很多大学尝试给班级人数设限，让教授们忙于教学。辍
学学生和毕业生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区别并没大到像溺死者和被拯救者之间的区别。一些转
到了其他大学。一些人参军、重整他们的生活，依靠退伍军人权益法又回到学校，但毕业太
迟，已不算是原来那一级。一些找到了秘书的职位来供养孩子，在中年读完学士学位，获得
更好的工作。但这些例子仍然属于例外。
知道这些情况以后，还如何能宽恕？这个体制的成功部分就是建立在失败之上。行政人
员所指望的学费是本科生借钱所交，而他们也知道本科生会在用尽学校服务之前就辍学。为
了提供教学，他们剥削仍在研究生院的学生，他们也知道当中很多人也同样会辍学，没有办
法谋到终身职位。一旦教职员工自己工作稳定之后，他们就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也听不到
他们自己学生的哭诉。甚至当有改善的意愿的时候，资源也常为完全不同的目的所用。
最后，在很多大学，杂耍取代了正事。竞争性的体育运动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和体力，而
一些恰恰可以用来给学生提高条件。在看到追求橄榄球荣誉给拉特格斯大学带来的结果之
后，很难不觉得悲惨，而它本有着很多优秀的院系，而且——考虑到新泽西州良好的财政条
件——应该成为东海岸的伯克莱或是密歇根大学。拉特格斯大学每年花 2690 万美元资助运
动项目。同时，教职员工工资封顶，加薪被全面终止。历史学家办公室里的固定电话被拆除。
器械修护被推迟，而从早用到晚的教室则变得越来越破旧。
当批评家表明用教学的费用来支持橄榄球队说不通时，拉特格斯大学一位官方发言人回
答：“大学对运动项目的直接支持只占大学预算的 1%。”想必他认为读者不知道任何大型
机构的预算，前一年没有计划的数额最多占整个数额的 1%或 2%——或者更具体来说，运动
项目吞噬了那些本来可以用作提升大学核心活动的钱。克里斯托弗•纽斯菲尔德也并不是唯
一一位清醒、了解状况的观察者，相信政治精英正蓄意攻击中产阶级教育。
或许这不是危机。总之正如很多观察者指出的，这是我们现在的生存方式，例外和希望
的空间同样存在。依然，那些如同拿破仑的军队黯然离开俄国一般离开了大学的那一群被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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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的学生，他们没能在课程中受到启发，他们被个人经历的失败所刺伤，背着债务负担，他
们也需要被人描述。也许，那些认真对大学进行过论述的作者可以不再那么关心谁进入哈佛
耶鲁普林斯顿，而开始关心那些大量没能从伊利诺伊、西弗吉尼亚、佛蒙特和德州大学毕业
的学生。《教育的终结：为何我们的高校放弃了生活的意义》（2007）一书的作者安东尼·库
朗曼对人文学科腐败发起批判，关注多数美国学生的切实境遇，这样的教师也很有教育意义。
然而，关于人文学科之死的批判无论多么雄辩，也不能补救每年数万学生所经历的不人道的
教育。
最好的则是让出版商找到有兴趣的作者，让他们从细节上描述一些大学，包括它们的所
有缺点。论战的书籍，甚至包括那些有点内容的，最终成了扔泥巴，而不是摆事实——而扔
泥巴，一如哈克贝利·费恩对汤姆·索亚指出的，不是讲道理。多数实证研究都有意使用抽
象的语言，并以价值中立、平实直接的方式写就，难以吸引专业人士之外的读者。以上两种
类型的书籍都没能给一个正常智力的非专业人士——比如家长或学生，校监或校董——生动
地描述大学中各种人群一年的生活和工作，更不必说清楚地解释学术机构内的财政与教学、
坏的意图与好的管理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高喊“回去阅读希腊经典吧”并控诉邪恶阴谋肯定是有趣的事情。但如果有了解情况的
作者把握住美国大学的肌理与气息，并像托马斯·里克斯、伊万·赖特、伊丽莎白·萨默特
以及其他作家描写军队一样令人信服地写出来，公众讨论与审议会更有建设性。小说家很早
就发现了这一领域。那么伟大的记者在哪里呢？他们会发现有些学生努力学习并取得了优异
成绩，也有更多的学生白白浪费学习机会，而他们也许能找出其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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