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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载道

清华社科学院成立前后的二三事
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成立

十年了。可能有人会问，清华大

学已经有一百多年了，社会科学

学 院 怎 么 才 成 立 十 周 年 呢？ 其

实，如果溯源清华大学社会科学

发展的历史，确实与学校的历史

几乎是同样久远。清华学堂建立

于 1911 年。1921 年，清华学校已

设立了大学一年级，分文实二科，

文科有政治学科、社会学科、经

济学科等，所以可以说，自 1921

年起清华就已经有社会科学学科

了，迄今已有百年历史。1922 年

曹云祥先生出任校长，并于 1923

年提出十八年（1923-1940）计划，

指出，清华“希望成一造就中国

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1928 年，

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清华

大学”，成立了文、理、法三个

学院，文学院下设有“社会人类

学系”（由“社会学系”更名而来），

法学院下设有政治学系、经济学

系，这些均为清华大学最早的社

会科学学科。

众所周知，在 1952 年全国院

李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

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

学社会科学学院首任院长。

社会情怀永蕴，科学精神长继。2022 年，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迎来学院成立十周年。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社科学院首任院长李强撰文，回顾了清华社科的发展历程和社科学院成

立前后的故事。

系调整以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

的各个学科是颇为完备和先进的，

清华大学建校百年的时候，钱颖

一教授与我还共同主编了《老清

华的社会科学》一书，回顾当年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的这段辉煌历

史，在此恕不赘述。

改革开放以后，1980 年，清

华大学何东昌副校长发表文章《重

视大学文科 多办大学文科》。

1984 年经清华大学校长会议通过，

成立了“社会科学系”，到 1984

年，清华大学从事人文社会科学

教学与研究的教师已经有182人。

所以，如果从 1984 年的“社会科

学系”（俗称“老社科系”）算起，

改革开放以后，清华大学社会科

学也有 38 年历史了。

1993 年 12 月 26 日，清华大

学校务会决定，建立人文社会科

学学院，由当时的中国社科院副

院长滕藤教授任院长，胡显章教

授（兼）、林泰教授、王耀山教

授任副院长。如果溯源到 1993 年

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清华

大学建院级别的社会科学也有 29

年历史了。

我本人是 1999 年调入清华大

学的，所以，对于从“人文社会

科学学院”转为“人文学院”和

“社会科学学院”两个学院这段

历史比较熟悉。随着清华大学文

科队伍的迅速发展，人文社会科

学学院的学科队伍越来越庞大，

学院很早就有科技所、经济学所、

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等等，

1995 年复建法律系，1997 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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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问题研究所，1998 年成立传

播系，1999 年成立台湾研究所，

2000 年复建哲学系和社会学系。

在这个过程中，清华的诸多学科

发展神速，所以又纷纷建立了独

立的学院，如法学院、公共管理

学院、传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等。所以，人们常说：清华大

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是个母鸡，

很多独立的学院最初都是在这里

孕育成长的。

在我的记忆中，大约在 2010

年前后，在一些场合，学校方面

开始探讨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

学科分别建立学院的事情。现在

能够清晰回忆起来的有两次。一

次是在清华大学的暑期干部会上。

清华大学有个好传统就是每年暑

期，将中层正职干部（各个独立

院系、各部处）与校领导班子一

起，安排到校外一个比较独立、

安静的地方，开三天会，一方面

是讨论学校的发展战略和具体工

作，另一方面是各院系领导相互

之间以及与校领导之间深入交流。

记得我调入清华大学不久，当时

我还不是人文社科学院的正职干

部，胡显章老师（校党委副书记）

就让我参加这种暑期干部会（此

后大约 17 年的时间里，年年都参

加这种会议）。记得我第一次参

加时颇有新鲜感，因为我在中国

人民大学学习和工作 21 年，期间

也曾做过学科的管理工作，但是

从来没有体验过类似的会议。

暑期干部会上，各个文科院

系常常分在一个组，这样一个重

要的话题就是清华大学的文科发

展战略。记得在 2010 年前后，讨

论比较多的是如何在清华大学百

年校庆的时候，清华大学文科有

所突破。我在分组的会议上分析

过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是由两大学

科群构成的，人文学科：中文、

外语、历史、哲学，不属于实证

意义上的科学学科，比如我们不

能说一本小说科学不科学，其评

价标准也是人文理念、价值观、

民族习惯等。而经济学、政治学、

社会学、心理学等均属于实证社

会科学，这些学科对于人类经济

学行为、政治行为、社会行为、

个体心理的研究是可以用实证研

究、调查研究方法验证的，可以

证实和证伪的，它们均属于科学

体系，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有相

似之处。所以，长远看，如果分

成人文和社会科学两个学院，比

较有利于两个学科群的发展。国

内文科比较重要的学校，如北大、

人大、复旦等学校，它们学科分

得更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

学都是独立的学院。这种太细的

划分，也不利于学科群的交流。

记忆中的还有一次，是在工

字厅东厅的会议上，学校的领导

和很多院系的负责人也都在场。

讨论新百年以后，清华大学的改

革举措。我在发言中也提到了，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状况，人文

学科群与社会科学学科的差异，

清华的两大学科群都比较完整，

当时学院的整体队伍已经比较庞

大，如果建立人文和社会科学两

个独立学院，比较有利于两个学

科群的发展。清华大学的整体文

1993年 12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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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队伍已经是综合性大学的局面

了。建立两个学院的方式，这样

既不像很多传统理工科为主的大

学，笼统都归为“人文社会科学

学院“，也不像北大等学校那样，

一个学科就成立一个院，那种一

个学科就建立一个学院的做法割

裂了社会科学群内部的交流，其

实也不利于学科群的发展。现在

也回忆不起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什

么了，也不知道校领导班子后来

有什么具体的讨论。清华大学关

于学科、学院建设的决策都是由

校领导班子决定的，而且，学校

还设有学科建设办公室，大政方

针都是校领导定的，我当时作为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只是提

些建议而已。

2012 年 7 月，清华大学校务

会决定在原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

基础上，分别成立社会科学学院

和人文学院。2012 年 10 月 27 日，

召开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成立

大会，胡和平书记和陈吉宁校长

都出席了。陈吉宁校长首先致辞，

陈校长指出：“社会科学学院的

建立是清华大学文科发展的重要

里程碑，标志着清华大学的社会

科学学科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

段。”成立大会还特别邀请了徐

匡迪院士、魏礼群主任、陆学艺

学部委员等社会上的一些重要人

士参加。

徐匡迪院士曾任第十届政协

副主席，所以，很多人都习惯称

他“徐主席”。徐匡迪院士曾任

过上海市市长，也曾长期任中国

工程院院长，后来虽然由周济院

士任工程院院长，但徐主席也一

直参与工程院的工作。在那段时

间里，徐主席与清华大学的交往

十分密切，当时，清华大学与中

国工程院合作，共同承担国家重

大项目《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

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由徐主席

和清华大学校长（先是陈吉宁校

长，后来是邱勇校长）直接领导。

所以，在 2012 年前后，频繁在德

胜门附近的中国工程院开会，社

会上的很多著名专家都参与，清

华大学是主力团队，清华大学吴

良镛院士、钱易院士、江亿院士、

薛澜院长等都分别领衔子课题组

长，我也任一个子课题的组长。

差不多一两周就开一次会，每次

开会都是徐主席亲自主持，周济

院长也是每会必到。徐主席还曾

多次亲自带队到河南、四川、广

东等多地调研，我与很多人也曾

陪同调研。

我是研究社会的，自然就很

注意徐主席是怎样观察社会、了

解社会的。能够目睹徐主席深入

细致的调研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

事情。当时，到处都提城镇化口号，

城镇化很容易流于形式，一些地

方常常爱搞面子工程。记得有一

次调研，到了一个村庄改造的城

镇化“样板村”，看到了建设得

很漂亮的房子，堪称一个个小别

墅。带着我们参观的人说农民都

住上了这样的房子。当时，我看

了以后也是将信将疑。按照安排，

参观一个点儿，仅在村口介绍十

来分钟，就再到下一个点儿。我想，

徐主席肯定也产生了疑问，他提

出先不去下一个点儿，而是要在

这里入户访问。于是就进到了一

户人家，看了看家里的摆设也比

较高雅。徐主席就问主人，您住

在这里靠什么为生呢？主人回答，

领导，我自然有我谋生的办法。

徐主席问：什么办法呢？主人回

答，比如办个农家乐、办个餐饮

业，再比如办乡村旅游。徐主席

摇摇头说，你这个荒山野岭的地

方，谁会来这里吃饭？这个地方

除了这些房子，有什么可以旅游

的地方？后来，主人感到再编瞎

话编不下去了，就只好说了实话。

主人说，首长，您真的不用担心，

这里只是我休闲来的地方，我在

城里有很多买卖可以赚钱！原来，

这家人根本就不是当地的农民，

是城里有钱的老板，这种别墅型

的住房也是市场化的房地产，只

要有钱就可以到这里来买房，住

进来的大多不是当地农民。所以，

通过这样的入户调研，徐主席就

更加强调，城镇化要真正为普通

农民服务，城镇化真实的目的是

要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城镇化

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当时城镇

化研究各个子课题组，多是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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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组。我所负责的是偏社会科学

的研究：人口流动与市民化组。

记得在一次会议上，徐主席问我，

如果不使用“市民化”概念，还

有没有更好的概念。我想了想，

说，那也只有叫“人的城镇化”

了，徐主席当即拍板，说：“好，

那就叫‘人的城镇化’。”此后，

我负责的这一个组就叫做“人口

迁移与人的城镇化”组。在后来

的研究中，“人的城镇化”变得

越来越重要，在总结最终成果的

时候，特别强调了“城镇化的核

心是人的城镇化”。

徐主席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

成立大会的致辞中特别强调，中

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

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成

立既接续了老清华的历史传统，

又对于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有重大意义。其他各位发言嘉

宾也都对于清华大学成立社会科

学学院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我本

人作为首任院长（院党委书记是

史志钦教授）表态说，社会科学

学院将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

重大发展战略，把培养一流社会

科学人才作为学院的根本任务，

从事一流的社会科学研究，建设

高水平的国家智库。成立大会得

到各个重要媒体的报道，得到了

广泛的社会好评。

社会科学学院成立以后不久，

就遇到了清华大学体制改革的一

件大事：人事制度改革。这是清

华大学为了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目标的重大举措。改革的目的

是为了实现国际一流人才队伍的

建设。其实，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清华大学已经进行了长期的、多

方面的准备。仅就我所了解的文

科教师队伍的建设而言，学校切

切实实地组织到国际一流大学去

认真调研，了解国际一流大学建

设的细节。胡显章副书记（老院长）

曾经带队，有万俊人教授、李伯

重教授和我参加，到美国的一些

名牌大学，哈佛大学、MIT、斯坦

福大学等调研，询问人文学科和

社会科学学科的教学科研细节和

管理细节。我本人过去也多次去

美国、英国一些大学，在哈佛大

学、耶鲁大学等很多大学也作过

学术讲演，在斯坦福大学、芝加

哥大学等也按学期讲授过课程，

算是大体知道在美国大学当老师

的任务责任、怎样备课和讲课、

怎样提供教学大纲（syllabus）等

等。然而，专门对美国大学管理

部门进行调研，了解大学人文社

科的管理工作细节这还是第一次。

所以，这次调研还是颇有收获的。

当时清华大学遇到的一个难题是，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要实施

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这是清华

大学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王

大中校长提出的“三个九年”的

建设目标）。而学校八十年代人

文社科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一些政

治必修课和一些通识课程，尤其

是为理工科为主的学生提供一些

文科方面的辅助教学。这样，早

期设定的文科教师主要任务不是

要在人文社科学术前沿领域完成

最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所以，新

的目标提出以后，遇到的难题就

是怎样对待原有的教师队伍，原

来的教师也是兢兢业业为清华的

教育事业努力奋斗多年，只是由

于历史上提出的目标不同，教师

2012 年，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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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的构成特点当然与后来的对

于人才队伍的要求不一致。记得，

胡老师带我们在美国 MIT 调研的

时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MIT 的管理者告诉我们，他们也

曾经遇到过同样的难题。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是特殊时期，

他们也雇佣了一些受战争影响的、

有特点的教职人员，后来战争结

束了，学校当然提出了新的目标，

一些教职人员不符合标准。但是

由于很多人已经为MIT服务多年，

所以，也是用了很多年才解决了

符合学术标准的一流教师队伍建

设问题。采取的方法与我国的类

似，即所谓“老人老办法、新人

新办法”。

社科学院覆盖的学科多，当

时覆盖的一级学科包括：政治学、

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科技

史五个一级学科。所以，在设定

各个学科建设目标的时候，既要

考虑学科的差异，又要考虑学校

的总体目标，有一定难度。学院

当时提出的两大建设目标，一是

国际学术前沿，二是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这样，五大学科都要设

定符合建设目标的各个学科的具

体评估标准，还要形成全部社会

科学学院的统一标准，这样相对

于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传播

学院、经管学院，社科学院制定

学科评估标准要复杂得多。与理

工科有所不同，社会科学有明显

的价值观、国别文化差异，究竟

应该怎样确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

各学科的国际一流标准呢？经过

多轮讨论，一方面要与学院的各

个系所和教师们沟通，另一方面

要与学校领导部门沟通，当时王

希勤老师担任人事处长，把关很

严格。记得有一次王希勤老师问

道：你们这次改革的使命和定位

是什么？院领导班子经过认真讨

论提出了：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现代化、城

市化、产业化实验，清华大学社

会科学的历史使命和定位就是应

对这一机遇和挑战，引领和推动

形成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新

范式、新理论和新方法。具体的

特色是三个：对中国现实理论的

关注、对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的重

视和以学科交叉推动学科创新。

经过多次汇报，最终得到学校领

导的认可，通过了。记得是在熊

知行楼的多功能厅，社会科学学

院的全体教职员工都参加了，姜

胜耀副书记代表学校宣布，通过

了社会科学学院的人事制度改革

方案。

多年来我深深感到，办学院

最重要的是两件事，一个是教书

育人，另一个是教师的人才队伍

建设。正是由于社会科学学院的

人事制度改革，带来了高水平的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建设。

与国内知名的文科比较强的大学

比较，比如与北大、人大、复旦

大学比较，国内学界一般都认为，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对教

师要求的标准是最为严格的。

值此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成立十周年之际，作为首任院长，

我谨祝愿社会科学学院日新月异、

进而不止，“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社科学院院馆明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