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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意创新令北大校风改变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出
任北大校长。当时的北大素有

“仕学院”之称，学生来此不是为
了学习知识，而是为了毕业后能
够做官，一些老师和学生生活糜
烂，逛妓院、抽鸦片样样精通。
曾在北大读书的陶希圣这样回
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
少，文科那边有一个学生坐自用
人力车来上课……两院一堂是
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
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两院是
国会的参众两院，一堂就是北京
大学——京师大学堂。”

鉴于这种状况，蔡元培的许
多朋友都不希望他去这般乌烟瘴
气的地方，认为治理不好则有碍
名望，然而孙中山却不以为然：

“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
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
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
京，主持全国教育。”蔡元培对此
十分认同，遂慨然领命北上。

蔡元培到校那一天，北大
正门的校役自动列队，恭恭敬
敬地向新校长行礼请安，但校
役们没有料到，蔡元培竟然规
规矩矩地向众人脱帽点头微笑
回礼，这在北大历史上还是第
一次。此后不久蔡元培宣布，
学校师生与校役在人格上是平
等的，今后应以“工友”称之
——蔡元培的民主作风和革新
精神由此可略见一斑。

当时的北大一切都保留着
前清大学堂的形式，学生有事和
学校接洽，必须先写呈文，然后
由校长批示，仿佛是一座衙门。
蔡元培到北大后，立即废除这一
陋习，并贴出布告通告全校：“此
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
用呈文。”蔡先生的这一举动让
很多人迷惑不解，不知这位新校
长为什么这样谦逊。

北大校园里当时没有一个
学生课外组织，蔡元培注意到这
个情况后，马上将各班的班长找
来，劝他们每系或每班成立一个
学会，自主地研讨问题。在蔡元
培敦促和指导下，学生们组织了
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
会、辩论会和武术会，甚至还有
静坐会，谁想组织什么就组织什
么，谁有什么特长就加入哪个学
会。一时间，北大自由、民主和
研讨学术的空气浓了许多，而原
来打牌、听戏甚至逛八大胡同的
师生几乎绝迹了。

民国初年国立大学只有北
大一所，在人们眼里这已经是国
内最高学府了，但蔡元培却提出
在大学之上办研究所，邀请饱学
宿儒来做导师，让学生大学毕业
后再入校做研究，这其实就是今
天研究生教育的雏形。前清大
学堂时代，北大图书馆里有许多
词曲书，学堂监督认为都是些淫
词艳曲，有伤风化，所以一把火
给烧了。北大国文研究所成立
后，蔡元培请剧曲专家吴梅来做
教授，不但买来大批古今词曲典
籍，还公开征集民间小曲歌谣，
并在《北大日刊》上选载，绝不怕
这些市井民间东西玷污了最高
学府的尊严。多年以后，北大学
生顾颉刚在文章里这样写道：

“那时我们都是20余岁的青年，
自以为思想是很新的了，哪知一
看学校当局公布的文件，竟新得
出乎我们的意想之外。”

蔡元培还在全国率先招收
女生入学，从前女子只能进女子
学堂或者女子师范，大学与她们
是无缘的。蔡元培先生执掌北
大后，有女学生请求进校旁听，
下面办事的人请示校长，蔡先生
说：“北大的章程上并没有说只
收男生不收女生的话，我们把她
们收进来就是了。”暑假北大招
生，果然有女生报考，学校也择
优录取了三个——今天看来，这
不仅仅是中国大学第一次招生
女学生，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
大革新。

不拘一格用人才

因为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治
校理念，所以北大校园里非常热
闹，既有帝制派的刘师培教中古
文学史，也有复辟派的辜鸿铭讲
授英国文学。据学生们回忆，刘
师培样子还不特别，而辜鸿铭却
留着一条大辫子，活脱脱一个出
土文物。但蔡先生不管这些教
授外表、主张如何，只要有可用
之处便下聘书。当时哲学系的
经学通论课，蔡先生既请了今文
家崔适，又请了古文家陈汉章，
两人观点截然相反，蔡元培的目
的就是让学生听了他们的观点
后，深入思考，细加辨别，然后自
己去选择一条合适的路。

蔡元培刚刚就任校长便推
荐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文
科学长相当于今天大学里的文
学院长，位置非常重要。当时很
多人质疑陈独秀既没有学位头
衔，也没有像样的学术著作，如
何能胜任？蔡元培为了通过这
个任命，竟然虚构了陈独秀的学
历和履历，称陈“东京日本大学
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
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结果
教育部很快便下达了陈独秀的
任职命令，这为日后《新青年》迁
京和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
中心埋下了伏笔。

说起蔡元培“造假”，还有一
个故事。胡适在美留学期间，发
表《文学改良刍议》，极力宣扬新
文化运动，蔡元培听说后，便聘
请胡适为北京大学教授，当时胡
适才27岁。

1919 年，胡适的《中国哲学

史大纲》出版，蔡元培亲自作序，
他在序言中说：“留学西洋的学生
中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
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
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
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所
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
先生手里就容易多了。”

胡适虽然祖籍是安徽绩溪，
但与蔡元培所说的“绩溪胡氏”
并非同宗，蔡先生对此心知肚
明。蔡元培之所以如此介绍，目
的就是抬高胡适身价，强调胡适
家学渊源，借以堵住那些攻击者
的嘴，属于“善意的谎言”。胡适
对蔡元培的支持念念不忘，多年
以后，他在口述自传中还专门提
及此事。

蔡元培还聘请只有中学学
历的梁漱溟到北大教书，梁漱溟
曾经写过一篇名为《究元决疑
论》的文章，引起蔡先生的注
意。据梁漱溟回忆，蔡元培约请
他和文科学长陈独秀一起到校
长室，请他教授《印度哲学》。梁
漱溟极力推辞，蔡元培劝他说：

“你不是爱好哲学吗？你不要当
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研究，来
学习好了。”

蔡先生的这番话打动了梁漱
溟的心，他留在了北大，而年长梁
漱溟近30岁的蔡元培对于这个
后辈学生，总是以“漱溟先生”相
称，这让梁漱溟记了一辈子。

创办工友夜校

蔡元培十分注重平民教育，
他认为大学人人可读，他曾经这
样解释平民教育：“平民的意思，
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从前只有
大学生可受大学的教育，旁人都
不能够，这便算不得平等的。”基
于这种教育理念，他在校内提倡
并兴办了北京大学工友夜校，开
创了中国社会教育的先河。

1918年1月，部分学生写信
向蔡元培反映学校工友何以庄
谦逊好学，因家中贫寒而废学，
建议校长量才使用。经过考察，
蔡元培发现此人确实名副其实，
便破格将其调入教务处任缮写。

这件事启发了蔡元培开设
工友夜校的决心，为此还专门听
取了学校工友的意见。那天恰
巧学校门房老刘跑来找校长，说
老父亲劳累了几十年，他无法尽
孝，知道校长有事好商量，想求
校长为父亲生日写一幅寿联。

蔡元培满口应承，为他写完寿联
后问道：“如学校为你们办一所
夜校，不知工友们会踊跃参加
吗？”老刘一听乐坏了，双手抱拳
连连作揖：“那敢情好，我在北大
干了二十年，只认得头顶的校
名，连写封信还要求人。再说以
前校役是仆人，教室是主子们坐
的地方，咱们连门都不敢进。夜
校一开班，咱们不也登堂入室
了，这有多神气？”蔡元培听了也
很高兴，宽慰地说：“一校之中，
职员与工友，同是做工，并无贵
贱之别。不过所任有难易，故工
资有厚薄之分。像何以庄既然
文理精通，我们就量才录用。今
后夜校开班后，如再发现人才，
就再录用。”

1918年 3月18日，蔡元培
在北大月刊上刊登《校长告白》，
宣布正式举办校工夜校，并请师
生报名任教。在蔡先生感召下，
学校师生十分踊跃，傅斯年、罗
家伦、张国焘等人为校内工友讲
授国文、算术、理科、修身和外国
语课程。4月14日，工友夜校在
文科第一教室举行了开学典礼，
230余位工友身穿长衣，排队走
进了以前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大
学教室，蔡元培亲到现场祝贺并
发表演讲。后来，北京大学还举
办了平民夜校，在全国首倡学校
为社会开门，教授为社会服务的
新风。

蔡元培一生的成就，不在学
问，也不在事功，而主要集中在
倡导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
从而影响世人，泽被后世。这就
是蔡先生的伟大之处，也是他异
于常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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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年前的 1 月 11
日，蔡元培先生诞生于
人杰地灵的江南名城绍
兴。众所周知，蔡元培
一生有三个重要阶段：
一是民国成立担任教育
总长；二是1917年任北
大校长；三是南京政府
成立后执掌中研院。不
论是从事教育行政，还
是学术研究，蔡元培做
的都是开风气奠基础的
事，他对中国青年和知
识界的影响有目共睹。

而在蔡先生这三段
经历中，最令人称道的
是北京大学时期。此
间，蔡元培秉持“思想自
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
针，更新观念，延揽人
才，将一座衙门式的旧
学堂改造成现代意义上
的大学，成为中国新文
化运动的发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