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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5月，曹云祥校长以张彭春

“学问渊博，热心教育”邀请其任教务

长，负责课程设计等工作。7月4日，张彭

春到校视事。1926年2月，张彭春辞职离

校，在清华担任教务长两年有半。

在清华期间，张彭春积极推进师生交

流、改进过渡期内课程方案、设计大学部

培养方案、推动向全国公开留学生选拔

等。张彭春反对照搬西方教育模式，强调

要融会中西教育之长“专心去造成中国自

己的高等教育”。他的理念和实践对推动

清华由学校向大学过渡起了重要作用，也

对以后清华大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梳理张彭春在清华事功之荦荦大

者，谨以纪念他诞辰130周年。

促进师生交流

清华自建校起，教学严谨、考试频

繁、淘汰率高。在繁重学业压力下，学生

疲于奔命：

清华学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除放假
外，均似在教习命令下讨生活。今天预备
这范围，明天复习前面几节，这周有小
考，下周有月考，一科如是，科科如是，
而学生之几许时光，已被支配殆尽矣！一日
出此堂，入彼堂，忙忙碌碌，疲于奔命。

另一方面，学生抱怨师生交流不足与

不便：

清华师生交际现状，诚令人不满意。

专心去造成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
——张彭春在清华学校（1923—1926）

○金富军（1994 级物理）

除少数平常往来的教员和学生外，大部分都
有下列几种现象：（甲）教员除在课堂里教
书外，似乎与学生无关系。（乙）学生在课堂
里对付教员外，平时怕见教员。（丙）师生
俱荣会连合得太少。

1923年9月27日，张彭春在教员会议

上表示：

本校现用学科制，好处固也不少，但
是结果容易把教育看成分散的，不是统一
的，所以教员和学生毫无联络。在教员方
面，以为教完功课，就算责任已尽。在学
生也以为读完功课，只要各学科分数及
格，就称心满意。其实所谓真正的教育，
岂止学科而已哉？本会议的目的：在使各
科教员互相联络，某生英文程度如何？国
文程度如何？算学程度如何？再调查各生
对于作业之兴趣，然后定实地指导的方

1925—1926 年，清华学校教务主任张彭

春与同事合影，左起：朱敏章、余日宣、张彭

春、何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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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每星期聚会三四次，想成绩必有可观也。
1923年秋季学期开始，张彭春排定教

员分组会议下分国文等七个组。每个组定

期开会，且开会前先期通知张彭春。教员

会议主要讨论教材、教学法、教学进度、

设备、新书、新著作、报告、专家演讲

等。这样分级会议的目的“在使同级教员

有所联络；对于一学生能知其各科学业之

状况，而使便于引导”。

张彭春加强师生交流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借鉴美国大学通常设置的Open Office 
Hour制度，要求每位教师每周都要定出

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接见学生。张彭春的建

议得到了教员的积极响应，48位教员每周

安排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和学生见面。一

般而言，教师每周安排两次见面，每次1
小时。部分老师每周一次，但时间为2小
时。也有部分教师延长见面时间，例如梅

贻琦每周3小时；甚至有老师每周6小时。

这一制度受到学生热烈欢迎。“今年诸位

教员，每礼拜都有一定接见学生的时间，

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了。”

这个制度让师生面对面交流，谈现实

与理想、现状与未来、困惑与思考、个人

与社会等多个话题，拉近了师生距离，增

进了师生感情，潜移默化之中影响和教育

了学生。

订立清华人才培养目标

建校初期，清华以“培植全才、增进

国力”为宗旨，以“进德修业、自强不

息”为方针。到1913年后，清华以“培植

全才、增进国力”为宗旨，“以造成能考

入美国大学与彼都人士受同等之教育为范

围”。这种表述，与清华作为留美预备学

校的性质相适应。但从长远看，仅满足于

培养合格留美人才显然不够。1923年秋，

曹云祥坦陈：“清华之弱点，则为缺乏久

远之教育方针，以为设施标准。”

1923年11月1日，张彭春在教职员会

议上宣读课程委员会报告，明确提出“清

华希望成一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

校”。第一次明确了清华人才培养的目

标。张彭春解释：

我们所希望造成的领袖，乃是比寻常
人能做多而且好的工作的。他们的工作，
是要特别的有效率。然而他们并不是超
人，也不是混来一个洋翰林的头衔并侈然
自足的。
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完全是模仿外

国。以为能办到与外国高等教育同样的地
步方算高等教育。但是中国人不是没有文
化的民族。外国的高等教育，若不经一番
改造，断不会在中国适用的。我们应当根
本反对这种模仿的思想，专心去造成中国
自己的高等教育。清华在今日教育界占有
特别的地位。第一，清华不是完全的国立
学校。制度上、办事上，很有自由伸缩之
余地。第二，清华的经费比较别校略为丰
富。所以这改造中国高等教育的试验，当
然非清华担任不可。
这就是我们要清华作一个试验学校的

意义。我们去担任领路的试验的责任，必
须有两个根本的观念：一、我们的方法不
必与中国或外国已有的方法相同；二、我
们的办法又不可与国内的情形相去太远。
否则我们试验的结果别人不能采取，那就
太不经济了。

对清华明确提出办学目标，大受学生

欢迎。11月1日张彭春报告甫一结束，即有

学生高度评价这给清华发展指明了方向：

本学期自从张教务长任事以来，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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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学制、教育方针与计画诸点，均力求
有具体的确定，所组织的课程委员会又能
积极进行，⋯⋯对于新课程的讨论，第一
件竟能将教育方针确定为“造就领袖人
才”，这是一件何等可贺的事情！从此清
华学校犹如造了一个大指南针一样，无论
教职员学生都知道向那一条道前进了！

1926年2月，张彭春辞职离校的时

候，清华学生从五个方面高度评价张彭春

的贡献，其中第二条即“建立新大学，完

全以在中国造就本国领袖人才为目的，立

清华永久之基”。

1927年，邱椿回顾清华16年发展，高

度称赞：“清华的教育政策，就慢慢地从

模仿时期，而达到创造的时期了。这真是

清华的再生！清华的政策，是要建设纯粹

中国式大学。清华教育目标，是要养成中

国式的领袖人才。这是何等事业！这是何

等精神！”

负责过渡期内课程改革

1923年7月，张彭春到校。暑

期过后，9月，学校组织了“课程

委员会”，由张彭春、梅贻琦等

人组成，筹划改办大学的一切具

体步骤与措施。既包括对即将成

立的大学部的课程方案，也包括已

有留美预备部过渡期课程方案。

清华在1925年成立大学部之

前，实行八年的长学制。“学文

科的，到美国可以插大三，或大

四；学实科的，有时可以插大

二，有时还要进大一。”虽然清

华借鉴美国学制在总体上适应了

学生求学的需要，但也因此陷入

“清华学校，以学制言，不中不

外；以课程言，非牛非马”“大学不是大

学，中学不是中学”“学生程度，能插美

校何级，尚不能知”的窘境。

与学制相连的是课程程度问题。学生

到美国插班时的程度与在清华课程水平直

接相关。由于某些美国大学并不了解清华

课程实际程度，High School的毕业文凭又

不能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曾有美国大学

教务人员发出“清华高等科程度能否与美

国High School相敌，尚系问题”的疑问。

清华学生联系插班时候，或者出示清华英

文章程等反复恳切说明，或找在读中国学

生协助解释说明。如果某校此前没有清华

学生就读而又对清华学生程度有所疑问，

那么第一个联系该校的学生就会遇到诸多

障碍。对于不能插入高年级的学生，只能

从低年级开始，重复学习在清华已经学过

的内容，造成时间紧张。而对于不能出国

同学，由于在校所受教育不是完全的大学

教育，走向社会后，就业发生问题。学生

对课程体系提出各种建议，例如提高算学

1923年，清华学校教师合影，前排左6为校长曹云祥，

左 7为教务长张彭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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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减少英文课时等。

张彭春负责设计全新的大学部课程方

案的同时，也统筹设计过渡期内留美预备

部的课程设计。针对这些实际问题，结合

大学部成立需要增聘教师，他采取的措施

是增加教师人数，在与原有课程衔接同

时，提高自然科学程度。

1924年9月，张彭春谈本年教务方面

改革：“本年最重要之改革即中文部之刷

新。校长特聘比较多通新学之教师，庶几

足以引起学生之兴趣。”“社会科学方面

亦已增聘教授。清华正逐渐改为大学，故

诸教授均知前程远大，虽能潜心研究，无

五日京兆之心，是亦清华之福也。”

有学生比较张彭春主持制定的1925－
1926年度课程与1924－1925年度课程，

“其内容与今年课程无甚差别；惟钟点

减少，科学提前，与国学各科稍微变动

耳。”“来年之课程表，……其内容与去

年大致相同，然有二特点，为以往课程所

不及者。”“自然科学之又提高也。以往

清华自然科学之肤浅，为中外所共认。高

一始习平面几何，高三始习初级物理、化

学。此种课程，既非取法乎英美，更不合

中国部定之程度。”“近来课程大加改

革，最显者即科学程度之提高。去年高三

习化学、物理、生物，今年则高二已习之

矣。明年则更进一步，高一矣有高中化

学、物理、生物三科。进步之速，一日千

里，此诚可为现在低级同学所庆贺者。”

张彭春对留美预备部课程的调整，客

观上有利于课程难度提高，有利于毕业后

插入美国大学较高年级。统计留美预备部

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年级信息，在课程改革

以后，毕业生插入美国大学高年级的比例

相对此前保持了较高比例。

负责设定大学部培养框架

1924年10月，清华学校“大学筹备委

员会”成立，改办大学加速进行。具体程

序是：“大学筹备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

与分组会议。其中，分组会议包括课程及

计划组、教职员待遇组、招考新生组、派

美游学官费组等四组。分组会议的决议，

提交联席会议，通过后，再提交大学筹备

顾问，并呈报学校董事会，最后呈报外交

部，批准后实施。以上各项会议外，最重

要的是联席会议正式开会。

在联席会议下设的四个专项组中，张

彭春负责课程及计划组。可以说，这个组

是改办大学一揽子方案中最核心的内容，

讨论事项有：（一）教育方针宜造就何种

人才，（二）应设科目，（三）大学课

程，（四）校舍与设备。

1925年4月，外交部批准了大学筹备

委员会提出的《清华大学工作及组织纲要

（草案）》。学校随即按照《纲要》成立

了“临时校务委员会”，由曹云祥、张彭

春等10人为委员。临时校务委员会负责将

清华学校改组为大学部、留美预备部和研

究院三部分，并决定到1929年旧制生全部

毕业后，留美预备部停办。

1925年5月，大学部正式成立，开始

招生。大学部“以在国内造就今日需用之

人才为目的，不为出洋游学之预备”。张

彭春设计的大学部分为普通与专门两科。

张彭春任留美预备部主任兼普通科主任，

负责制定普通科课程方案。专门科具体课

程则在专门科主任庄泽宣领导下制定。

张彭春留学美国，对美国高等教育有

较深了解。但在教育理念上，他主张中西

融合，不迷信美国“制度”，注意吸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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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教育中有益的内容。在设计大学部

培养方案时，他注意贯彻通识教育理念，

同时借鉴中国传统学徒制/书院制。普通

科重在基础，专门科重在精深之研究。

1925年9月7日上午，张彭春对大学部

普通科全体新生谈了培养理念。

（一）分班办法
分班办法，不以从前在学校之资格为

准。前二、三星期之课，系甄别性质。第
一年内之课，系试读性质。
（二）清华大学之教育方针
（1）现今高等教育之弊，为迷信

“制度”。为学分制及自由选科制所缚
束。其害约有数端：①师生隔膜，完全失
去教育之真义。②性质机械——甚至按
学分收学费，等于买卖。③不知学问之
统系及联络，只得其片段。④虽有所谓
Major System，然而不能专精，亦不能养
成学者之创造能力。
（2）吾人所认为教育者，即一师一

生间互相发生影响之谓。故清华大学重在
人才不在制度。
清华大学普通训练之期望：①令学生

有广阔坚实的基本知识，能了解现代之中
国及其环境。②逐渐养成学生自行
研究之能力。③令学生注意职业之选
择，为适当预备之计划。
清华大学之专门训练，则完全采

取个人指导制，令学生各就所选之门
类，为自动的、专精的研究。同时要
能知该门类全部之大意。专门训练之
终，将有一最后试验，以试其知识及
研究之能力。
清华之环境，在国内各校中，比

较地实为良善。吾人若不及此暇豫，
互相淬厉，以期有所成就，是太辜负

此良机矣。
应该说，西方教育制度有它先进的地

方，西方近代以来的崛起和快速发展依赖

于教育提供的强大的人力资源，这是无可

讳言的事实。但不盲从、不迷信西方，而

注意挖掘中国传统教育有价值的部分并自

觉传承，也是张彭春文化自觉的体现。

大学部培养方案，“普通科为大学之

前二年或三年，以使学生知中国之已往与

世界之现状，籍以明了中国在此过渡时代

之意义，并鼓励学生使为择业之考虑为宗

旨”，专门科为“已选就终身职业或学科

之学生，作专精之预备”。

“普通训练为期两年或三年；专门训

练之期限视其门类之性质而定，亦约为两

年或两年以上。”普通科不分系，教学上

“重综合的观察”，即学习一些普通的基

础课程，学习期满后由学校发给修业证书

与成绩单，“学生或入本校所设之各项专

门训练，或转学他校，或出外就事，一听

其便。”专门科基础与理论、研究与实践

并重，分三类：1.文理类；2.应用社会科

学类，如商业、新闻业、教育及法政等；

3.应用自然科学类，如农业、工程等。学

1924 年泰戈尔访问清华，第一排从左往右依次为

王文显、张歆海、徐志摩、张彭春，第二排为辜鸿铭

与泰戈尔，第三排右为曹云祥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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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绩合格后，发给毕业证书与学位证

书。普通科学生如愿意继续升入本校专门

科，需要经过一次入学考试。

张彭春设计的这个分阶段培养计划，

充分体现了通识教育的理念。但也存在不

足，那就是普通科培养目标不明确，与国

内一般大学不相衔接，学生反映普通科

“不文不理”，年限又太长，学了没用又

无兴趣。同时，普通科不能直升研究科，

相当于大学期间还有一次淘汰，这与其他

大学迥异。张彭春辞职后，清华取消了普

通科，设立17个学系，规定“大学部本科

修业期至少四年，学生毕业后给予学士学

位。”大学部改成四年一贯制正规大学。  
虽然张彭春设计这种培养方案遭遇重

大挫折，但重视通识教育仍有其价值。正

如图书馆主任戴志骞评价：“张先生很忠

实，有主见，有才能，其大学计画于事实

上虽未必尽善，但颇合教育原理。”

张彭春设计的方案也为以后清华大学

的培养方案设定开辟了先声。1931年梅贻

琦任校长后，坚持“通识为本、专识为

末”的理念，1933年秋季以后，大一新生

不再分系，规定大一学生需经过数、理、

化等课程的甄别考试，并在及格后，方准

选习“微积分”“普通物理”和“普通化

学”。同时，到第二年选系时，学生又受

到入系的特殊限制。这表明，有相当多的

系对学生做了二次挑选。这样做保证了学

生的业务质量，也使得部分系只有少量学

生。可以说，国立清华大学的教学方案吸收

了张彭春当初设计的方案的合理因素。

推动公开留学生选拔

伴随着清华学校改办大学不断推进，

一个现实的问题随之而来。留美预备部不

再招生，在校学生按照旧章毕业即可赴美

留学，1929年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后留美预

备部自然终结。那么，大学部成立后新招

的学生是否也要依此办理？如果不依照留

美预备部，那么一校之内出现两种不同学

生类型，课程体系判然有别姑且不论，学

生毕业后待遇更是天壤之别。如何在过渡

期内妥善处理，避免可能出现的两类学生

之间的矛盾，是学校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对此问题，张彭春态度坚决、观点明

确。他在1923年4月9日日记中写到：

（一）学校与派留美分清为两项事
业；款项也应在预算内作两种算法。下五
年内派留学欠款应由五年后留学项下出，
不应干涉学校进行。

  ⋯⋯
（三）派留学应公开考试，清华大学

毕业生与他大学毕业生有同等报名投考的权
利。现在校生都应一律送美，从本年秋学生
起，入学时写清志愿书时标的不出洋。

张彭春将改办大学、大学部招生及毕

业与选派留学分开的观点，为解决清华改

办大学及成立国学研究院，学生出现分

化、留美预备部与大学部及国学研究院三

部短期共存出现的问题提供了稳妥可行的

思路和政策。

第三条面向全国公开考选留学生而非

清华学生专享留学资格，这是张彭春对社

会意见的吸纳。美国退还庚款溢款独用于

清华而非普济全国教育，清华毕业生自动

享受公费留美，不免引起有关教育公平

的争议。与张彭春同时考取第二批直接

留美生赴美的许先甲在1914年撰文指出：

“清华学生有应最后考试之资格；其他无

论程度如何，举不得与，此事理之最不公

者也。”1915年，胡明复提出：“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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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洋考试最为适当。凡有志出洋者皆应得

预考，不问其为清华与否也；考而及格，

即与出洋，不问其为清华与否也。”许先

甲、胡明复本身即为庚款留美学生，他们

的批评极有代表性。显然，张彭春同情并

支持这些批评。

张彭春的这个意见为校长曹云祥接

受，遂成为学校的方针。

1925年，学校聘请颜惠庆、王正廷和

范源廉为专科女生考试评定员。同时，学

校也评定通过了两年后专科生考试办法以

及四年后留美考试办法。张彭春在1925年
7月25日日记中记载了办法的主要内容:
一、二年后，男、女生各五名，都须

大学毕业并一年以上作事经验。
二、四年后，共送二、三十人，公开

考试，本校毕业与他校毕业同，并二年以
上作事经验。男女合考，女生至少占全数
三分之一。

接着，张彭春写了他对留美考试办法

的理解：

按政策，留美考试必须于大学之外。
选择方法很待研究。将来在美应入何科何
校，也不应如现在这样没系统。选择标准
与全国高教育有莫大关系。派送种类也不
应只限一样。各承认大学教授，任职在三
年或五年以上，有相当研究成绩及教授经
验，每年可选派五人至十人。他们在外年
限至多不过二年，并且他们任职大学及所
派个人都须负相当供给之责，如学校出一
年的半薪，个人筹旅费，或用别的方法鼓
励学校及个人出相当代价。

面向全国公开留美机会，体现了教育

机会的公平，也体现着将来学校性质的变

化。1925年成立的大学部定位于“纯以在

国内造就今日需用之人材为目的，不为出

洋游学之预备”“俟旧制学生毕业后，留

美学额之给与以公开考试定之。全国各

大学之毕业生均得投考”。这正是张彭春

意见。揆诸1929年以后学校历史，虽有迁

延，但这些政策还是得到了实施。

余  论

1926年2月，张彭春辞职离校。他在

致校长曹云祥信中表示：“在清华两年有

半之工作，有无价值，亦听诸当世明达之

公判。不过始终彭未背其主张。故今日决

然求去，似可告无罪于良知也。”

清华学生发起“挽张去恶”运动。学

生在致董事会请愿信中高度评价：

张先生在清华之重大功绩：
关于校政者
一、主张学校与游学划分，实行停招

旧制留美预备班，历年关于留洋之纠葛，
一旦根本解决。
二、建立新大学，完全以在中国造就

本国领袖人才为目的，立清华永久之基。
三、主张留学学额之给予，完全公之

于全国各大学之毕业生，以公开考试定
之。此议一出，全国各大学学生，均有游
美深造之机会，外间攻击清华、忌妒清华
之言论渐消。
四、提倡气节，以坚卓特立，不流俗

为学生表率。
五、其言论操行无形中影响学生之思

想行为者实深且厚，试细察清华年来校风
之变迁不难了悉，非敢溢美也。
以上五端，万目共睹。即反对张先生

者，亦莫能否认。总之生等此次之挽留张
先生纯系为清华大局设想，为正谊公道求
伸。众志所趋，如危崖转石，苟达目的，
不惜牺牲。掬诚上陈，儜候毅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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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坚

持14年浴血奋战的“东北抗日联军”中涌

现出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等一大批民

族英雄，而另有三位清华人也留下了光荣的

名字，他们是：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

一、他们因何没能拿到清华的
毕业证书？

早期的清华学校虽然是一所留美预备

学校，但中共清华党支部早在1926年11月
就开始建立。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分

别于1926、1930、1928年考入清华，并先

后成为清华早期共产党员群体之一员。

回望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成立还不到

遗憾的是，虽有学生极力挽留，但张

彭春坚决求去，离京回津。

学生对张彭春的感情是真挚的、持久

的。1928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在接收清华

之际，张彭春被学生校务改进委员会推荐

为与戴季陶、邵力子、胡适、凌冰、周诒

春、周鲠生等政界、学术界名人并列的校

长人选。

长期以来，张彭春在清华校史上隐而

不显，正契陈寅恪先生在王国维先生纪念

碑文中所写的“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

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哲人其

萎，思想永存。时移世易，张彭春关于中

西教育的思考对今天仍不无价值。他对清

华由学校向大学过渡作出的重要贡献，理

应得到充分的挖掘和肯定。

东北抗联中的清华三杰
○袁  帆（1975 级建工） 

十年的共产党，在经历了被国民党

右派几近斩尽杀绝的至暗时刻，力

量极其微弱，幸存的党员全部隐匿

身份，转入地下工作。在当时的形

势下，既要完成大学的学业，又要

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秘密地进行革命

工作，清华的共产党员所要承受的

风险可想而知。这也成为他们都没

有拿到清华毕业证书的主要原因。

1．1930年算学系唯一的肄业生“老冯”

冯仲云（1908—1968，江苏省武进县

人）是1927年5月1日入党，在1928年1月
担任了第六任清华党支部书记，还曾担任

过中共北平市西郊区委委员。

非常难得的是，在1930年10月出版的

《国立清华大学第二级毕业纪念册》中，

印有一张冯仲云的毕业照，还有同学对他的

评价，一位署名“丞”的同学这样写道：

“革命和恋爱”，这是时下一班青年
的口号，我们的老冯从前也曾躲在房里偷
偷地狂吻着“他的她”的来信和照相过。
可是他现在却时常在喊着“恋爱这玩意
儿，咱是不干了”。他虽不谈恋爱，可爱

左起：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