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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
比起批评者，我更想做建设者
许 祎

钱颖一是世界一流经济学学者，在
中国最好的大学里高考分数最高的学院
做了十年院长，虽“做事情累得要命”，
却依然相信“要改的实在太多了”。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的一天，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创始人马
克·扎克伯格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授了
一堂公开课，用的是他只学过一年的中文。他
一字一顿，语调常拐到古怪的地方，专注地听
上一会儿难免让人疲惫，但台下没有人分神——
这类顶着巨大光环的人身上总有些能暗暗牵动
你的东西。
结束时，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跨步走
上讲台，像鼓励一个刚刚完成第一次演讲的新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院长

生那样，大力拍了拍“小扎”的肩膀。钱颖一
慈祥地笑着，“小扎”也乐呵呵地松了口气，
额间渗出细密的汗水，光环好像消失了。
几个月后，我们在清华经管学院接待室聊
起这件事。钱颖一是那种不知不觉地释放出气
场、却又不会让人感到压迫的学者，正是他一
力说服了扎克伯格用中文授课。解释这么做的
用意时，钱颖一把一只手比在下颚处，另一只
手抬过头顶，用以描述扎克伯格实际的中文水
平和最后展现的中文水平。他认为这 ３０ 分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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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地示范了一个人的勇气和潜能。

“有用”与 “无用”

“听听人家扎克伯格，外国留学生还有什么

２０１６ 年是钱颖一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第

理由不学好中文？”他突然变得有些严厉，像在

十年。做院长之后，他把原本三行之长的学院“使

训导一个偷懒犯错的学生。“这时你就会发现，

命”浓缩为 １６ 个字：创造知识，培育领袖，贡献

一堂听不懂的课对你教育最大。”

中国，影响世界。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与清华大

作为一位教授，同时是全中国最好大学里最

学和建设世界一流经济管理学院相一致的定位。

具影响力的学院的管理者，钱颖一有种出人意表

和世界上许多商学院的使命一样，它有种气

的机敏与率真。这或许部分源于个性，部分来自

吞山河的野心。然而清华经管可能是国内最有资

他的专业——经济学。他在经济管理教育改革的

本发此宏愿的学院。在过去这些年中，清华经管

一线奔走，频频与学生互动，理解年轻人的骄傲

学院成为各省状元和高考分学生扎堆的地方，每

和困惑，适时为他们展示榜样、指点迷津。

年录取的状元都在 ２０ 个左右。２００９ 年，钱颖一

在中国，体制内外对高等教育的批评声不绝

推进以“通识教育，个性发展”为核心的本科教

于耳，但钱颖一鲜少流露无力之感。当然他也会

育改革，有人笑说：“你这学院改革多容易啊，

感叹：“做事情累得要命啊！”可一转身，他又

全是状元。”钱颖一却摇头：“恰恰相反，我们

启动了下一项改革，因为“要改的实在太多了”。

是最难搞这个改革的。因为想报经济管理专业的

2002 年 4 月 28 日，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为钱颖一颁发特聘教授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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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很难没有功利性！”话里一半玩笑，一半认真。
钱颖一在许多场合发表过对于“功利”的看

是闭着眼睛一条道走到黑，还是能有主动性，能
选择，区别是非常大的。”

法。比如他认为中国教育的问题之一是“短期功

并非所有人都理解钱颖一推行通识教育的初

利主义”盛行。“现代经济学就是建立在结果主

衷。有学生抱怨人文课程对找工作、找实习没帮

义（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和功利主义（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助，不如多开一些会计课、金融课。于是钱颖一

哲学基础之上的。功利主义在中文中具有贬义，

就转述毕业校友的话，耐心开导：“等过几年你

但在英文语境里比较中性。作为一种哲学，我们

会发现，人文知识对你的思维帮助很大”、“到

不能批判功利主义，但值得警惕的是‘短期功利

时数学公式全忘了，但历史哲学精髓记得最清”。

主义’。”钱颖一解释道。

有老师抱怨通识课不好教，深浅难易无从拿捏，

和大多数的本科教育一样，过去的清华经管
本科培养重技能、高度专业化。而按照改革后的
培养方案，经管本科生在四年内（通常是大一、

学生评分低，钱颖一就一个个去听课，与老师们
沟通，给予安慰。
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实验在中国高校并不新

大二）需要完成 ２４ 个学分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鲜。北大的元培学院、复旦的复旦学院、中大的

这套课程在经管学院开设，分为 ８ 个课组，包括“中

博雅学院等，都试图打破专业壁垒，却也都在推

国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维与道德

行中遭遇了与传统体制的艰难角力。

推理”、“中国与世界”等，学生在每个课组中
至少选修一门课。
２０１５ 年春季学期，钱颖一请来清华政治学系
的刘瑜讲授“中国与世界”课组下的一门课——

钱颖一仍然选择激流勇进。在他看来，通识
教育的目的还不是开阔眼界，也不是为专业学习
打基础、作补充，而是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和世
界观，为人的一生做准备。

“比较政治转型”。当时正读大三的李琳佳在一

在 ２０１２ 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上，他发表了

次课上遇到钱颖一来旁听。课下她收到钱颖一的

一篇演讲，题为“‘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邮件，向她索要刘瑜开的书单。她记得其中一本

他也在许多别的场合提到一些美国商界成功人

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再见面时钱颖一

士在本科时读的是“无用”的专业：投资银行

问“你们读了吗？”多数人摇头。他有点不高兴，

高盛的 ＣＥＯ 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在哈佛的本科

“你们没读？我都读了。”

专业是历史，私募基金黑石的 ＣＥＯ 史蒂夫·施

“ 中 国 与 世 界” 课 组 下 另 一 位 鼎 鼎

瓦茨曼在耶鲁的本科专业是文化与行为，网上

有名的老师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弗格森

支付公司 ＰａｙＰａｌ 联合创始人和前 ＣＥＯ、《从 ０

（ＮｉａｌｌＦｅｒｇｕｓｏｎ），他也是钱颖一几经周折邀请

到 １》的作者彼得·蒂尔在斯坦福的本科专业是

来的。

哲学——谁能想象在普遍被认为最“有用”的

“真有点像西南联大时那种大师云集的感
觉。”大四学生陈嘉证说。他重点谈到了“批判

经管学院，还有人这样郑重其事地谈论“无用”
的价值呢？

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这门课，课程涉及一部分逻
辑学，一部分道德哲学，从康德到密尔再到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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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的顾问委员会

斯。他正在申请美国几所顶尖大学的法学硕士，

清华经管学院接待室的墙上，挂着前三任院

他认为清华经管强调的逻辑思维能力、领导力和

长的照片。第一任院长朱镕基笑容可掬，牙齿微

沟通力，都为他的跨专业申请打下了基础。当然，

露。这张照片是钱颖一在朝阳公园一个民间金融

担任院学生会主席的经历无疑让他更接近目标。

博物馆里意外发现的。“朱院长的照片一般都比

“每门课都给你一个新的描述世界的视角，”他

较严肃，我一看，诶，这张好啊！”钱颖一眼神

带着兴奋和自信总结道，“你进到一个学院来，

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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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院长

２０００ 年，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在时任

走进课堂、为学院引荐重要的人和机构，以及捐

院长朱镕基的主导下成立。美国前财长、高盛前

助教育事业。概言之，贡献他们的见识、人脉，

ＣＥＯ 亨利·保尔森在《与中国打交道》（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

和资源。

Ｃｈｉｎａ）一书中提到了那段历史的一个细节：“１９９７

外国顾问委员反映学生英语口语水平低，

年秋天，我和朱镕基碰过一次面，那时高盛刚刚

讲英文听不懂，钱颖一就推进英文教学。一年之

帮助中国移动完成重组和上市。他敦促我设法为

内，经管学院一百多门本科课中用英文授课的就

类似的中国公司培育管理人才。‘我们的管理太

从七八门变成了五十多门。国内顾问委员反映学

落后了。’朱用他一贯的坦率说。”

生中文水平低，文书写不好，钱颖一就在一年级

２００１ 年，朱镕基辞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在

增加了中文写作课和中文沟通课。

告别演说中他提到，之所以成立顾问委员会，是

声音被听取，多少加强了顾问委员们的角色

为了“把世界上最优秀的管理者邀请来”，“希

感和参与热情。可说到底，外国顾问委员们为什

望对经济管理学院的成长有帮助。”

么愿意来？

如今的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云集了像
保尔森这样的世界级政商领袖，阵容比起哈佛商
学院这样的顶尖商学院的顾问委员会更加耀眼。
委员们来清华开年会、提建议、像扎克伯格那样

“他们也渴望了解中国下一代领导者在想什
么。”钱颖一说。
学院合作发展办公室原主任潘庆中每年都陪
钱颖一拜访顾问委员，
“世界各地跑了好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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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创始人欧文·雅各布是顾问委员会最早期的

席教授席位。建立讲席教授席位这项机制使得学

委员之一。２０１３ 年，钱颖一和潘庆中代表学院第

院在有限的大学薪资之外，能以较高薪酬从海外

三次拜访他。在加州 ＬａＪｏｌｌａ 的滨海别墅里，这位

聘请学者。２００４ 年，留美经济学家李稻葵和白

波兰裔犹太人和他的太太接待了远道而来的中国

重恩从香港回到清华经管学院任教，就是得益于

客人。告别前，客人掏出一本精美的相册，里面

ＡＩＧ（美国国际保险公司，保险业巨头） 前 总 裁

印着夫妇两人在清华参会和授课的照片。适逢他

霍顿·弗里曼先生捐赠的讲席教授基金。

们结婚 ６０ 周年，这是颇为贴心的礼物。
相册封面上，几片星星状的贴纸透着点拙朴

背景资料细细整理、打印，反复琢磨，坐飞机坐

的童趣。那是前一天，突然发现年份写法不合英

车也不肯放松。前往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偏僻小镇

文规范时，两个中年男人的急智之作——他们在

拜访霍顿·弗里曼时，他们乘坐的螺旋桨飞机又

异乡的小商店里买剪子、买胶水、买贴纸，嘁里

小又旧，发动机震天的声响中，潘庆中只听清钱

喀喳忙活一通，才用小星星遮住了字母。钱颖一

颖一说了一句话：“我有什么本事啊，就是比别

把这段插曲讲给雅各布夫妇听。

人勤奋一点。”

雅各布当场承诺为清华经管学院捐设一个讲

钱颖一对话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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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与执行力。２００７ 年钱颖一启动 ＭＢＡ 改革，现

钱颖一就不止一次地换过专业。高中毕业

任院党委书记高建时任院长助理，他印象中的钱

的他在北京密云县乡下一边干农活，一边自学

颖一总是火急火燎的，常常一个任务布置下去，

英语和数学，度过四年插队时光。１９７７ 年恢复

两三天内就要督促完成。也是在 ２００７ 年前后，
《财

高考，他考入清华数学系。之后赴美留学，他

经》杂志主笔马国川曾经为写作《风雨兼程：中

先后转了 ３ 个专业方向，先取得两个硕士学位

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约访钱颖一，当时正值

（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和耶鲁大学运筹学），

顾问委员会年会期间，他对钱颖一的忙碌和事必

最后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我刚

躬亲记忆深刻。

到哈佛的时候，跟我一起出国的同学博士都快

顾问委员会年会每年在清华召开。短短不到
两天时间，除了领导人会见、大小会议之外，钱

毕业了，”和学生聊天时，钱颖一也反问他们，
“你说这成本高不高？”

颖一还要为学生安排值得翘首的环节。２０１４ 年，

当代青年在看似丰富的选择前踟蹰，那一

他同蒂姆·库克对谈。２０１５ 年，他与埃隆·马斯

代学人则像月夜行船，小心翼翼地摸索航向。

克对话，还请扎克伯格讲课。这几位顾问委员都

１９８３ 年，在耶鲁读运筹学的钱颖一第一次接触

是年轻人中极具号召力的偶像。

到现代经济学，其中的数学部分他游刃有余，

“马斯克的谈话中有两点值得挖掘。一是

但经济学部分却异常艰深——计划经济环境下

物理学第一原理对他影响很深。物理学第一原理

成长的一代，根本不知市场中的供给和需求为

不是定理，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是说凡事要刨根

何物。适逢曾任社科院研究员的吴敬琏在耶鲁

问底，回到最原始的假设。他造火箭就是靠这种

做访问学者，钱颖一和他多有交流，并深受启迪。

思维。二是他认为量子力学很重要，因为它反直

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浪潮汹涌，经济问题复

觉（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却是正确的。创新也常

杂而崭新，这让大洋彼岸的钱颖一立定志向，

常是反直觉的。这跟乔布斯讲的 ｔｈｉｎｋ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投身经济学。

（不同的思维）， 彼 得· 蒂 尔 讲 的 ｃｏｎｔｒａｒｉａｎ

１９９０ 年起，钱颖一先后在斯坦福大学、马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逆向思维），是类似的意思。无独有偶，

兰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经济系任教。从那时

扎克伯格女儿出生时网上流传一张照片，他们夫

起他就频频回国，在北大讲课，与人民银行、财

妇抱着孩子拿着一本书，书名就叫《婴儿版量子

政部、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财经部门

力学》。”

沟通交流，提供改革政策建议。在 ９０ 年代，１９９３

“这些人的相同之处就是，都是与众不同。”

年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的第一次宏

钱颖一如此归纳。他似乎有种迫切的希望，希望

观调控），１９９４ 年的分税制改革、汇率并轨和银

学生看到这些顶尖的人物是如何思考自我、思考

行商业化，９０ 年代末为加入 ＷＴＯ 的准备等若干

世界。

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大事件相继发生，中国
的市场经济框架逐渐成型。

结缘清华经管学院
自加入清华经管学院后，钱颖一从没带过博

钱颖一的研究集中以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
架探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根本性问题，比如企业

士，偶尔给本科生讲《经济学原理》，常常回答

改革中的“产权”问题，金融改革中的“激励机制”、

学生关于个人发展与人生道路的提问。有些问题

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等，同时引介国际上相

他认为太细节，不值得过分关注，比如“投行怎

关的经济学说，包括诺奖得主、几位“信息经济

么面试？”有些问题他认为重要，应当现身说法，

学”奠基人的学术成果（其中乔治·阿克尔洛夫

比如“我不喜欢现在的专业，可研一了，换专业

是钱颖一在伯克利加州经济系的同事，其妻子、

成本会不会太高？”

时任伯克利加州经济系教授、现任美联储主席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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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2002 年，特聘教授项目开创了海外学术人才引进的新模式，为后来国家的 " 千人计划 " 提供了范例

伦则是招聘钱颖一入系的委员会主席）——由此

校学期短的特点，每年来清华授课 ３ 个月。十多

集结的、在 ２００３ 年出版的《现代经济学与中国

年过去，如今这 １５ 人中，有 １２ 位正在或曾经担

经济改革》一书成为当时国内最前沿的转轨经济

任国内经济相关学院的院长，国内的经济学教育

学著作。

事业藉此开枝散叶。

在这本书出版 １３ 年后的今天，当被问及中

２００２ 年，特聘教授项目开创了海外学术人才

国 经 济 的“ 转 轨 ”（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引进的新模式，为后来国家的“千人计划”提供

转轨）是否完成时，钱颖一这样回答：“这是

了范例。

一个一直在进行的过程，要看你以什么标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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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年，钱颖一出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十

衡量。如果谈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经济、谈公

年间，他每年主抓一个教学项目，完成了从本科、

平的市场竞争、谈明晰和安全的产权，那还有

硕士、博士到 ＭＢＡ、ＥＭＢＡ 各个项目的改革。“乔

很长的路要走。”

布斯说过，人生不能事先把一个个点连接到未来，

２００１ 年，当时的清华经管学院院长赵纯均找

只有回过头来看，才能把这些点连上。我也是一

到钱颖一，请他帮忙引进海外经济学人才。当时

样，改革并不是都是事先计划好的。某个时候有

和钱颖一同批留美的经济学者中，一些人已经获

机会了，我就做，并把它做成。”

得美国高校的终身教职，立即辞职回国任教的可

他还是喜欢引用乔布斯的故事，就像他喜欢

能性甚微。在钱颖一的建议与联络下，清华经管

引用扎克伯格、马斯克，以及一切优秀人物的故

学院在 ２００２ 年采用“特聘教授”制度，聘请了

事一样。他让你想起那句谚语，并觉得信服：教

包括他在内的 １５ 名海外经济学学者，利用美国高

育的本质不是把篮子装满，而是把灯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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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人物周刊：为什么国内高校的经济和管理专业，

听。他们希望更多地及时了解经济、政策、法

有的分开在两个学院，有的合在一起？

律的变化。

钱颖一：商学院或管理学院在国外有两种叫法，
二战前成立的大多叫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ｃｈｏｏｌ，二战后成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创业创新的热潮？

立的大部分叫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在美国，

钱颖一：我们的习惯思维是，创新是政府的事，

经济系不在商学院，通常在文理学院或社会科

是专家的事，是从上而下的，比如“两弹一星”

学学院。在中国前 ２０的大学中，大约有一半是

的成功，就是举国体制。去年提出的“大众创业、

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分开的（比如北大、复旦、

万众创新”，是一个思路上的变化，就是在创新

华中科技大学等），而另一半是经济和管理合

上，要相信老百姓的创造力。乔布斯如果在我们

并在一个学院的（比如清华、上交大、武大等）。

这里，他连高级工程师的职称可能都评不上。

人物周刊：合在一起有什么好处吗？

人物周刊：这种创业环境下，高校应该站在什

钱颖一：管理学研究企业内部如何有效经营，

么位置？

而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有效配置资源，企业是

钱颖一：高校的使命是教育，是人才培养。清

其中的一个单位。经济学家科斯的贡献是认为

华经管学院在 ２０１３年就创建了“清华 ｘ－空间”

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其实也是一个变量，到底什

（清华 ｘ－ｌａｂ），这是一个为学生搭建的创意创

么应该在企业内部交易，什么又应该在市场中

新创业的教育平台。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确，我

交易，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比如特许经营制

们不是以项目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的，以

就是一种中间模式。麦当劳是一家企业吗？它

人才培养为中心。学生创不创业不是关键，关

不是传统的模式，因为它的每一家分店都是独

键是培养创造力，培养一种意识、一种思维，

立的，但又是加盟的，总部要收专利使用费。

让他们终身受益。你说我现在是在创业吗？我

可口可乐也是一样。这类问题既是经济学问题，

是在大学，是在国有事业单位。我在学院里面

也是管理学问题。把经济学和管理学结合在一

搞改革，也是在做创新的事。

起，会有新的理论突破。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供给侧改革的要旨是什么？
人物周刊：在中国是否还有国情原因？

钱颖一：几年前我和吴敬琏讨论中国经济增长

钱颖一：对。我们是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的。在

问题时，都认为用“三驾马车”作为理论基础

计划经济下，经济和管理不分，企业都是国有的，

来思考经济增长不对头。消费、投资、净出口

管理经济和管理企业是同一个问题。即使在今

是凯恩斯的需求方模型中的要素，这个模型是

天，在我国，政府对经济的管控能力远大于其

针对短期经济波动的。而经济增长是长期的，

他市场经济。所以，中国的企业家不仅要懂管理，

应该使用供给方的增长模型，代表人物是诺奖

也要懂经济，还要懂政治。美国企业家也要懂

得主罗伯特·索洛。什么是供给方要素呢？是

经济，懂政府政策，但他们可以通过聘用律师

资本、劳动力、教育程度、改革开放，还有技

来解决法律问题。但在中国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术进步、创新等。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论坛，企业家都去

（本文转载自《南方人物周刊》，２０１６年第 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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