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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多 年 前 ，一 门 新 的 横 断 学 科

——控制论诞生，它与系统论、信息论

成为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

系统理论的奠基学科。美国应用数学

家维纳（N. Wiener，1894~1964）是控制

论的创立者之一。1948 年，他出版了

《控制论》一书，以数学为纽带，把研究

自动调节、通信工程、计算机和计算技

术以及生物科学中的神经生理学、病

理学等学科共同关心的问题联系起

来，描述了新学科的主要思想。1950
年，他出版了《人有人的用处》一书，通

俗地解释了控制论的应用及其社会影

响。1964 年，他写了第三本相关的书，

名为《上帝与机器人》。

维纳创立控制论，得益于在二战

期间研制新型高射炮的工作经验。为

击落高速飞行的飞机，维纳和他的团

队设计新的加农炮，使用当时最先进

的雷达跟踪飞机，借助电子计算机计

算出飞机的轨迹，然后对准飞机发射

炮弹。这种武器其实是一种革命性的

机器，它收集外界的信息、检索、存储

和处理信息，自行执行决定。维纳意识

到这种技术可能会产生重大的社会伦

理后果，迫使人们做“善恶间的抉择”，

于是他探讨了控制论和电子计算机可

能引起的社会道德问题。

信息是控制论中的要素。维纳进一

步认识到，信息在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

中也非常重要，只有掌握信息，才能认

识宇宙、人类社会、人和机器人的本性，

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的前进，预见将到来

的信息时代的特征和面临的挑战。维纳

构建一种新的世界观——信息世界观。

世界的信息本质 在维纳看来，物

理客体及其过程实际上由不断变化的

信息模式组成。因此，随着旧的信息模

式的消逝和新模式的出现，每个物理客

体或过程都将会“到来”直至最后“逐渐

消失”。可以说，宇宙中所有的物理客体

都是“信息客体”或“信息过程”，这是信

息时代的宇宙本质。从这种观点来看，

连生物都是信息客体。他们将物理信息

存储在其基因中，并利用它们来构建生

命的基础，例如DNA、RNA、蛋白质和氨

基酸。动物的神经系统吸收、存储和处

理物理信息，从而使运动、感知、情感和

思考成为可能。

维纳于是提出了宇宙在本质上是

由信息客体及其过程组成的。宇宙中的

物理变化，包括物理客体及其过程的最

终消逝，是由被热力学第二定律控制的

不可逆的物理信息损失（熵的增加）导

致的。根据该定律，所有物理变化都会

减少宇宙中的可用信息，因此，曾经存

在的每个客体或过程最终都将被破坏。

这包括一个人身边所有的东西，例如生

命、财富和幸福，以及精美的艺术品、伟

大的建筑、城市、社会、文明，甚至太阳、

月亮和星星。因为宇宙中的每一个事物

都受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影响，所以所有

这些都会最终消失。

维纳因此认为熵是最大的“自然之

恶”。他区分了两种恶，即地震、火山、疾

病、洪水、龙卷风和自然腐烂所引起的

“自然之恶”，以及人为造成死亡、伤害

和痛苦等的“道德邪恶”。

人类的信息本质 像宇宙中的其

他物理客体一样，人类也可以被视为信

息客体。尽管人类通过生物代谢不断地

发生分子交换，但人类本质上是一种随

时间而存在的物理信息。虽然人体内的

分子和原子不断更替，但是，随着时间

的流逝，人体内编码的信息模式仍然保

持相似，虽然这种模式也在逐渐变化。

这种持久的信息模式可以在更长的时

间内保持一个人的生命、功能和身份，

还有记忆。当然，生命模式也会发生巨

大变化，例如残疾和死亡，这会造成一

个人的信息模式的最终破坏。

一个人的信息本质使他可以与周围

环境中的其他信息客体进行交换。维纳

在《人有人的用处》中说：“现代生活的需

求和复杂性对信息处理的需求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高……有效生活就是拥有足够

的信息。因此，沟通和控制属于人类内心

生活的本质，即使它们属于社会生活。”

对于人类，维纳强调人类的生理结构使

其具有巨大的学习和创造潜力。根据维

纳的说法，人类生命的目的与人类内部

发生的内部信息处理的类型之间存在着

根本的关系。维纳认为繁荣是人类追求

的目的，为了繁荣，人必须从事各种信息

处理活动，例如感知、组织、记忆、推理、

决定、计划与行动等。

信息世界必须建立人工能动者的

道德规则 维纳担心会学习和决策的机

器会产生重大的道德风险，特别是担心

有人会制造人无法控制的机器。为了防

止这种灾难，维纳认为，世界将需要建

立人工能动者的道德规则。维纳预测，

未来机器将以人类的身份积极参与社

会。他说，某些机器最终将与人类一起

参与创建、发送和接收信息，这些信息

充当将社会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

“社会这本书的内容只有通过研究属于

它的消息和通信设施才能理解；而且，

在这些消息和通讯设施的未来发展中，

人与机器之间、机器与人之间以及机器

与机器之间的信息注定会扮演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在未来，机器不仅会收集

信息、做决定、采取行动、繁殖后代，甚

至还能与人体融合创造具有巨大力量

的新生物。通过将动物（包括人类）和控

制论机器视为动态的信息处理系统，维

纳将机械与活力、生命与非生命、人与

机器之间的传统界限变得模糊，不再是

无法打破的形而上学的“墙壁”。

维纳的信息世界观尽管没能像他

的控制论那样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但

他从新的视角来洞察世界，有着非凡的

意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

“大学之制”关键在于解放学者和学术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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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图书1：
《设计认知》

作者：吴晓莉、周丰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设计认知将认知科学的知

识嫁接到设计学中，以更好地

促进和完善人与物、系统、环境

等介质的关系，也即人机交互

的流畅性。本书作者在设计学

科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与活动多

年，长期关注业界、市场的设计

趋势与动态。本书是少有的专

门介绍设计与可视化表征相关

的认知心理学学理的书籍。书

中包含科学知识内涵、严谨的

研究与实验过程，以及创意设

计实务案例，是一本设计学科

教育、人类工效学与人因工程

推广应用的学科交叉之作，也

是培养严谨且富有创意的设计

师的优秀教材。

推荐图书2：
《魔鬼的晚餐》

作者：［英］斯图尔特·沃尔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辣椒作为一株野生植物

从美洲出发，搭乘16世纪殖民

者的航船来到欧洲，成为伊比

利亚美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继而沿着东方的贸易商路，与

芥末、胡椒相遇，大大提升了

印度半岛美食的观赏性与口

感；之后又在欧洲大陆中部和

东亚各国传播开来，成就了口

味独特的匈牙利牛肉汤和“色

红，甚可观”的中国菜……辣

椒在食物全球化的风潮中所

向披靡，产生了人类食物史上

一种复杂、奇特的嗜辣潮流。

这是一部烹饪史，也是一部文

化史。

推荐图书3：
《学习场景的革命》

作者：［美］戴维·索恩伯格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书阐述了“营火”“水

源”“洞穴”“生活”等 4 大传统

教室之外学习场景的重要价

值，告诉人们该如何根据自

己的学习需要，在 4 大场景中

自由切换，并详细描绘了如

何更好地利用编程、3D 打印

机、机器人等技术升级 4 大学

习场景，以应对技术革命对

教育结构提出的新要求及个

性化学习与创造性培养的新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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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科学辩证的论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之治”的

制度基础。中国的大学也不例外，要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关键也

在于制度建设，也就是以“大学之制”推动“大学之治”。“大学之制”就

是大学的治理体系，是围绕大学的基本功能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制

度体系。一所大学的制度，如果不能围绕其基本功能，服务其根本目

标，那么看上去再完美，也没有多少价值。大学作为学术性组织，其基

本功能是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其根本目标是进行知识的传承、创

新和发展，学者是完成大学基本功能和根本目标的核心力量，“大学

之制”要为解放学者和学术生产力提供制度保障。

大学治理的进步史就是在制度上解放学者和
学术生产力的历史

制度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法理学家奥本海默认为，法律和制度

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还在于推动人类文明

的进步。他认为现代社会人类的活动已经远远超越了满足生活需要

的范畴，拥有进行文化活动的剩余力量，乃是人区别于低级生命体的

标准；一个社会制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将人们在经

济追求和生存本能之外未被耗尽的剩余精力引入精神文明追求的渠

道。所以法律应该通过创设有利于发展人的智力和精神力量的有序

条件来促进人格发展与成熟，帮助人们从不断关注较低层次的问题

中摆脱出来，将精力集中在较高层次的文明任务的履行上，因为对低

层次问题的关注往往会妨碍人们适当履行那些较高层次的职能。

这样的制度价值观，对于大学这样的学术性组织尤为重要，因为

大学与学者的社会分工就是执行较高层次的文明任务，进行知识的

传承、创新与发展。所以，大学制度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能够将学者

从对低层次问题的关注中摆脱出来，将精力投入到人类文明发展和

创造上来。事实上，大学治理的进步史就是在制度上解放学者和学术

生产力的历史。德国和美国的大学发展历程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哪

个国家的大学制度能够更好地解放学者和学术生产力，那个国家的

高等教育就能繁荣昌盛并引领全球。

大学的各项制度中，最核心的制度就是以教师聘任和考核为代

表的学术评价制度。因为大学的学术生产力，归根到底是由学者的劳

动和学术生产能力决定的。德国大学与美国大学分别在19世纪和20
世纪兴起，就离不开领先于时代的教师聘任和评价制度的支撑。

19世纪初普法战争失败后的德国把发展大学作为强国的一个重

要手段，开始改造大学并在大学传统的教学功能之外发展了科研功

能。为确保这一功能的实现，德国对教师聘任和评价制度化，逐步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讲座教授终身制和编外讲师制度。讲座教授是大学

的正式雇员，编外讲师则是与教授相对应的一个非正式群体，他们已

取得大学授课资格，因没有相应的职位未被任命为教授；他们经过大

学同意可以进行教学科研活动，但没有固定薪水，仅靠收取学生的听

课费为报酬，收入微薄且职业前程没有保障。德国的讲座教授一般都

要先经过若干年编外讲师这一严苛的过程，但一旦成为教授之后，往

往享有优厚的待遇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且有着终身制的保障，可以专

心治学。编外讲师制度和讲座教授制度保证德国的大学选留了一批

真正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也保证了获得正式教席的学者能专心治

学而不为稻粱谋，因而被认为是德国大学发展的动力之所在。

如果把德国大学的教师聘任和评价制度看成是现代大学学术评

价制度的 1.0版，那么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相关制度可以称得上是 2.0
版。美国大学教师聘任与评价制度最重要的两大特点是“非升即走”

和“终身轨”。“非升即走”是指年轻学者博士毕业后要经过6~7年的学

术考核期，在教学科研都能达到所在学校要求时才能被正式聘任。

“终身轨”则是指经过“非升即走”考核后被正式聘任为副教授或教授

的学者大多会进入一个终身轨道，享有终身自主进行教学科研的权

利，所在学校不得轻易解聘。尽管“终身轨”也面临一些批评，有的学

校对“终身轨”教师也开始了终身后评审，但一般周期都比较长，“终

身轨”依旧被认为是美国学术职业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制度。

比较德国和美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聘任和评价制度，其不同点在

于美国的制度更加开放和人性化，保证了试用期教师能够获得体面

稳定的收入，享有与正式教师同样的权利；同时通过“非升即走”给了

那些不具有学术竞争力的年轻人及早转行的机会。但两种制度的相

同点是，都通过一个严苛的入门过程来保证留在高校教师队伍中的

年轻人经过学术考验，这些能经受住严酷考验的人一般都有坚定的

学术意志和良好的治学习惯，保证了大学教师队伍的纯洁性；同时通

过终身制来保证进入学术大门的教师能够享有体面的生活和充分的

教学科研自主性，不被反复地评价考核，也没有太多的所谓奖励或各

种帽子，能够在相对淡泊宁静的状态下追求学术，保证了学术工作的

纯粹性。所以，这两种制度就其精神实质而言，都是通过制度来保障

学术队伍的纯洁性和学术工作的纯粹性，让学者能以一种更加自觉

自在的姿态去追求学术，最大可能地释放学术生产力。

以大学排名和“五唯”为代表的学术评价严重
束缚了学术生产力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中国高等教育也有了在

国际舞台上争创一流的可能，“双一流”建设就是这样一个宏伟战略。

通过“双一流”要建成的若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不仅在学术

实力上要进入世界前列，在制度建设水平和治理能力上也要进入世

界前列。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无论是在学术水平还是制度建设

上都已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令人

遗憾的是，在中国研究型大学崛起过程中，各种大学排名和唯论文、

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也“高歌猛进”，甚至越来越影响当前

大学的学术评价，使得一些大学新出台的教师聘任和学术评价制度

不仅未能为解放学者和学术生产力提供保障，反而破坏了学术环境，

束缚了学术生产力。一些学校按照大学和学科排名的方式进行“双一

流”建设，按照各项量化指标给论文、项目、各种奖项和人才“帽子”明

码标价，按件付酬。有的大学甚至在国家的“帽子”之外，自制各种“帽

子”，对拥有“帽子”者进行高额的经济奖励，作为诱饵来刺激学者争

抢“帽子”，刺激学术GDP。至于这些定量指标背后的学术价值到底如

何，则少有人关心。这些导向导致了当前学术界的诸多乱象，对学术

生产力和“双一流”建设造成了深层次危害：

一是这些评价和导向违背了知识生产的规律和科学评价的要求。

要促进大学和学术的发展，不能没有评价和激励制度，但这样的制度应

该科学合理。大学排行和“五唯”这类的评价方式，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

就是反科学的。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知识复杂多样，人类对世界的认识

是一个多元而又渐进的过程，科学探索途径多样又充满试错，所以真正

科学的评价往往是滞后评价而不是即时评价，是多元评价而不是单一

评价，是合格评价而不是优秀评价。大学排名和“五唯”导致的工具主义

和形式主义，把学者的科学探索和专业实践变得简单化、标准化和商品

化，扭曲了科学探索的本质，违背了学术发展的规律。

二是这些评价和导向破坏了学术生态，浮躁了学术空气。对学术

的追求被异化为对评价标准的追求，对学术创新的追求被异化为对

学术资源的追求，导致学术生产物化、人际关系恶化。这些评价不但

没有帮助学者从不断关注较低层次的问题中摆脱出来，反而进一步

促使学者去关注较低层次的问题，使得学者和学校失去了超越的精

神。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就因为它里面还会教授和研究一些日常生活

中不会教授和研究的东西；学术之所以为学术，就在于与日常生活的

知识相比，它具有一定的超越性，能够来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从而

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如果学术机构和学者失去了一定的超越性，又

如何能生产出有超越性的学术？

三是这些评价和导向违背了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导致了大学和

学者的不成熟状态。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走向理性的

过程。走向理性的最重要标志就是从自发自为走向自觉自在，也就是

从精神上的不成熟状态走向成熟状态。什么是不成熟状态？在康德看

来，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大学是一

个传播理性精神的组织，然而在大学排名和“五唯”的牵引下，一些大

学组织和学者开始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排名和“五唯”背后

的巨大利益，导致一些大学和学者对资源和利益的争夺如同过江之

鲫，失去了判断什么是真正的学术、什么是有价值的学术生产的能

力。大学的根本宗旨是传承和发展人类文明，不是获得一个经不住推

敲的“世界一流”的名号；学者的根本目标是追求真理和学术创新，不

是获得几顶经不住风吹雨打的帽子。所以，排名和“五唯”最大的破坏

性在于，在光鲜的“一流”和“帽子”“奖励”等诱惑之下，一些大学和学

者逐渐丧失了独立运用自己理智的能力，忘却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大学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通过制度建设解
放学术生产力的过程

神像是人创造的，人却对它顶礼膜拜并自愿受其禁锢；“五唯”从

某种意义上，就是当前学术界的神像。“破五唯”的深层次意义就在

于：通过反对这种简单粗暴的工具理性和人为束缚，在思想上和制度

上解放学者和学术生产力，让学者们能有一颗自由探索的心灵，让国

家能有一个自主创新的灵魂。

所以，大学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打破这一类神像和制度神

话，建立起能够解放学者和学术生产力的制度的过程。解放学者和学

术生产力，首要任务就是能够帮助学者从不断关注较低层次的问题

中摆脱出来，将精力集中在教书育人和学术创新上。在中国正从中等

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的今天，这一任务的实现不仅在于普遍地

提高大学教师的工资收入，保证大学教师拥有一个处于社会中上水

平的体面生活，更在于能够建立起一个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学术评

价制度。这样的学术评价制度应该建立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

经验上：严把入口关，保证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和学术队伍的纯洁

性；同时对于已经入职的教师，在学术评价上奉行简单朴素不折腾的

原则，为学者们提供一个能够宁静致远的制度环境。

19世纪，德国通过建立起教师聘任与评价制度的 1.0版，保证了

大学科研功能的实现，助力了德国高等教育的强势崛起；20世纪，美

国通过建立起教师聘任与评价制度的2.0版，推动了美国研究型大学

的发展，助力了美国成为创新型国家；进入21世纪，在实现大学治理

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大学也一定能够为世界提供

一个“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师聘任与评价制度 3.0版，为人类社

会学术生产力的极大解放提供理论智慧与制度支持。

（本文摘自《光明日报》，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发展与公共政

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

般项目“西方大学治理模式的两大法治传统和思想基础”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