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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教育部网站的资讯可知，到 2016 年 5 月，我国（大陆）

有 2879 所大学（职技学院， 高专学校和本科类学院、 大学

等）。 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教授（下称教授）是庞大、重要的学

术群体和大学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主力军，他（她）们也是

学校的招牌与名片。 提高大学质量和学生（专科生、本科生和

研究生）素质、能力以及美丽大学，教授是高级工程师、美容

师；全方位抬升教学水平，培育高品质毕业生和提拉人文社

会科学类科研品质等，教授们的素养、作为、贡献是根本与关

键。

2 教授的涵义、“性能”和形象小识

2.1 教授是先进文化的继启者、 发展者和大学家大业大

的支柱

教授是大学的宝贝和象征性符号，教书、育人才和从事

高质量学术性研究是教授的志业。 高扬以生为本大旗，认真

上课、育人；秉持文化本位，不断提高学养与学术战斗力、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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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授是大学的宝贝和名片，教书、育人和从事高质量学术研究是教授的志业；认真上课、培养英人，不断提高学养与学

术战斗力、贡献力是教授之秉性与职能。 学生教育、发展是大学教育首端，学生质量乃大学品质的重要标示。 教、授是教授工作的主

题，上课、培育高级劳动者是教授的职务；教授应做大先生和学业指导师，教导学生不亏待大学时光、不负此生，给力丰富学生的文

化、思想及其想象力、批判力，并使之可持续发展，教授必须劳心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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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文社会科学教授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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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力是教授之本质。 立己达人，为学、为师不脱离常识、常理，

上课学生趋之若鹜，从事科研、撰写专著有扎实的理论准备

并以“我的方式回应我们的问题”(法国作家蒙田)是教授的本

底与形容；终身“直立”，崇仰、坚持、传达真理，研究作品“写

实”和合为时而著、合为事而作，有启人思、励人的效能并助

社会进化、上行是教授之本色与职责。 知识、文化内存大，思

想、创作不停，学术作品说自己的话、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且主

体性强、有创新点是教授的属性；用先进文化、思想涵化、提

携学生，用优秀的论文、著作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并显示自

我是教授的义务和价值坚持。 学识出众、健于思想，做独立的

研究，作品解析不武断，合情、合理，合规，可丰富、指引读者

人生，提升其境界或能愉悦读者是教授的标准；慧眼观天下、

妙笔写心声，研究作品持重，引证慎密、不空疏，有明敏的识

见甚至美不胜收是教授成为学界高人和优雅一生的法则与

抓手。 2017年，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受访时说：创作应静、

慢、多打磨，要多些激情燃烧的主动创作。 做学问、搞研究如

是。 做纯粹的学者，看世事通透，做自己喜欢的事，不搞舍己

之长、急功近利的研究；作品不熟不写、不刊布，在教学、学术

上做加法和做低首的“稻穗”是教授之性格与魅力。 推动大学

进步，教学、科研及质量均应优化、升格，执行《高等教育法》

与大学章程，落实教授治学、治教和完善教学，把控教学质

量，教授使命如山，理当长期效命；教学、讲座信息精准，富含

现代元素和营养，360度关心学生，有底线的与学生多联系和

导生向善、前进乃教授的含义与属性。 不小、不私，了解优秀

的中华文化和先进的他文化，教学、科研弘秉、扩散真理，作

品是学术优品乃至“是国家和一个时代的光荣”（罗曼·罗兰）

是教授的意蕴与追求；保持知识分子的风采、尊严，不为他物

所限，著作、课题报告是自己的探究之集成和学术“宣言”，并

有助于推动科学发展是教授最大化实现自身价值及其有光

芒之道。 教授应是教学、科研的双工者、双赢者和“四有好教

师”（习近平，2014），要基于教学、科研彰显本人的学问与力

量。 推展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让他们毕业后

是社会发展的建设者、领导者，教授的课应是优质课、充满教

益，要在增加教学的信息量、现代思维丰满和教学的吸引力、

引领力强。 学术眼界宽泛，学术水平、能力上佳，努力做有思

想、有理论和高质量的研究，作品可扩大知识半径、思想边界

和享誉学林是教授职业发展和大学发达、 伟岸的要件与基

础。

2.2�教授是推动大学繁荣和社会进步、文明的生力军

大学是知识、思想殿堂和社会前进的灯塔，教授是优秀

学人和大学重要的资产与财富，又是全领域推动社会现代化

建设的高级建筑师、“高级技师”。 老、中、青教授是思想者、研

究者和文化生产者，也是当代夫子。 精神世界丰足，思维、思

想开放，用真精神做真学术，做研究专心致志，作品用简单的

文字表达观点、思考且有个性、性情是教授之“景象”。 思路开

阔、醉心研究，做学问特立独行，不被市场“包养”；两脚踏中、

西优秀文化，文化存储量大，做人、为学不臣服于潜规则则是

教授的“性状”和“映像”。“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

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A.爱因斯坦）宽泛、深度地了解

民意、民心，科研紧扣文化建设、繁荣和社会全面发展之需，

作品的当下性、民生性、指向性、实用性颇强是相关教授的正

业，也是其工作的着力点和贡献之所在。 学习、工作和“输

出”，为己、为他人兼顾，做研究不时而游移，作品有个人的心

得、主见且清新、亲切，读者读之过瘾，或为社会的公共利益、

个体的公平正义发声是教授之天性和“群像”。 在职、在岗的

男、女教授是大学伟大的骨干与中坚，其专业进步和推动大

学发展无有句号；始终勤勉，作品不功利、无商业味，著作、课

题报告有理有据， 读者可读进去直至倾学人是教授高大，被

学界欣赏、甚至铭记的要素。 做站起来观察、思考的学者，倾

力为文化发展、繁荣与人的现代化服务；公共知识、本专业知

识丰厚，做研究膜拜真理，不恤成说、勇于创新且不失公心、

公正心，作品思辨深邃、认识卓特乃教授的本意及其发达之

路。 文化视域广大，思想畅通、心不穷，做学问不慌不忙、思路

不偏狭，作品论据确实、充分，是逻辑性强、可及性研究产品

是教授的内涵和“样式”；立足教学和专业研究，践行社会责

任，科研作品文字朴实、规范，解析周密，而且不单调、不死

板、无虚言，文化、思想含量颇大是教授的素能、“脾气”与“姿

态”。 心清、淡泊、高洁，且行且惜，教学质量高、学生满意度

大；作品构思、行文从容自如并有学术贡献、可普惠读者是教

授及其进步的“面相”和纲领。 学识丰饶、律己容人，育人水平

高；研究作品有“筋骨”、不缥缈，有创意、创见，可抓住读者的

心、滋养读者，代表作学术质量高、学术价值较大，是本学科

珍本是教授及进阶的印记与“技术”。 教授是知识、文化富豪

和园丁，他们与学生是大学的“共栖体”，做高水平科研和授

课，教授当双管齐下、相互促进；提升大学高度、“颜值”，教授

须人人教书、增加教学投入并时常与学生“同框”。 教学品质

优佳，学术作品叙述方式新颖、不八股，学理、科学性无瑕疵，

有利于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或慧民、济民生，是一些专业教授

风流之术；论文、著作等无偏见，能“舒展”读者大脑、增强其

脑力和增加社会活力，助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是有关学科教授在业界气盛、势旺的前提，又是大学巍峨的

支点与保证。

3 教授上课、 培养人才的重要现实性与必要

必须性

3.1 教书、育英人是教授的“定义”与本行

教、授是教授工作的主题、主轴，教书、育人乃教授的职

业特征与要求；教授应做大先生和学业指导师，教导学生不

亏待大学时光、不负此生，给力丰富学生的文化、思想及其想

象力、批判力并使之抵抗陋习、庸俗，教授必需劳心费力。 人

才培育是大学最核心的内容和第一任务，大学是 7 星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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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园和学生进步之高地，提升教育质量、学生品质，使学生前

程灿烂，大学应完备、实施博雅教育，养成教育，富裕、优化专

业教育；助学生蓄力、储能和发展后劲大，毕业后运势好、对

社会进步有贡献，各学科教学当以学生为中心、求真务实，贵

在传输有价值的知识、文化与多赋能（西南联大 8000 多名毕

业生产生了 2 位诺贝尔奖得主、174 位“两院院士”和 100 多

位著名的人文学者）。 教授上课是常识、常态，教书、培育各类

高级劳动者是教授的本分、本能；初入大学，学生在人格养

成、专业兴趣等方面都未定型，他（她）们需要权威性、教育经

验丰富的教授勤教化。 实施优质教学，开展智慧教育，助力学

生能动学习、深度学习，使之成为有志、有识、有恒、有为的社

会文明推动者是教授的职志与专务；教授给大一、大二的学

生授课当制度化、长期化和硬化。 教授应授业有方、传道有

术、解惑有法，提升教学水平和学生质量，其上课不能照本宣

科和复印机机械照搬式、复制剪裁式，也不可 PPT 化、多媒体

化；教学，教授应“在场”，多与学生面对面地互动。 教育是人

学，助促学生在知识、能力、价值观三个方向持续提升，大学

教学、教育应有机地传扬、凸显现代理念、价值和现代文明，

并注重培育责任公民、现代中国人。 教授应才佳、言美、行嘉，

是学生的“督学”及其崇拜者，毕业生质量与教授教学及付出

高度正相关，教书、育人乃教授永远的刚性任务；教授上课要

不负学生，满足学生愿望或让学生“围观”，教学“高大上”、有

魔力，可富养学生、正其“三观”是教授的定位与风范。

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大力水手”和书写文明历史者，大

学重科研、轻教学的风气、现象不能蔓延，达成大学内涵式发

展、兑现大学本意，大学当依据规则、铁律遏制教授少上课之

势。 教授的亲和力、范导力、感召力较大，教导学生勤朴、勿虚

掷青春和要思想、会思想，使他们智慧成长、成长为智识分子

是教授的本职；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品质，教授上课应返

璞归真、增加干货，要去口水话、无关紧要的闲谈和知识含量

不足之况。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尤其是教授。 大学是大

学生“二次发育”之所，主要是精神发育。 促助学生思想成熟，

文化素养高、能力强，毕业后有成功的职业生涯和事业发达，

教授要聚焦实需，多辅导；帮助学生拟定、锚定发展目标和增

强学习能力、提高学习质量，教授需研究学生、提领教学，贵

在用心上课与适性育才。 教授是教学的主事者与“教导主

任”，他们应是本专业全知全能者与教书能手；教授应做讲台

上的名角，其教学必需实在，当讲自己认可、相信的话，能正

面影响学生发展和增加毕业生的“含金量”。 提升学生人文素

质、科学素养和推进大学“双一流”建设，教授应增加线上、线

下教学、教育的量及其“输出功率”。 教师是教授的身份与“铭

牌”，教学，非“小儿科”和教授负担；提升大学品质及其学术、

社会影响力，教授要满工作量地教学，应基于教学、教研和专

业研究与学生、学校共成长、齐繁茂。 大学是影响学生一生及

印象深刻的场域，它是读书、摄取能量的好地方；老作家王蒙

提出：我们“要读对自己来说有一定难度的书”，大学生更如

此。 促进学生增智、强能、长力和可创业、创新等，合力训导学

生少“摸”智能手机、少玩电游，多读点厚重的书，同时严格学

业、毕业管理与完善学业警示制度、措施是时需、急务。 教育

学生珍惜时光，潜心读书、学习，从而健康生长，教授理当源

源发力，要在教学不卸职、不“大大咧咧”和推进智慧教学，以

及做学生的“美容师”，是毕业生怀念的恩师。 让学生朝气蓬

勃，力助其长“大”和人生顺利、美好，教学，教授不可将就；教

育，教授不能“袖手旁观”或“蜻蜓点水”。 大学生少读“书”、不

读书，或与经典作品绝缘不正常、后患多，为此，教授应纠偏、

加压、有举措。 教室、实验室等是学生学习、进步的宝地，教授

乃课程的“项目经理”和学业质量总监，全面推进生本教育，

提高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强化其思辨思维能力培养，力助

他们学业发达和成长“方方正正”，教授们当频进教室和入学

生宿舍与学生交流，特别是 3级以上的教授或大牌教授。

3.2�教授要多维地关爱学生、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培养一流的毕业生，有一流的师资和教学水平高是基本

条件与保障；教学，因教授而美，教育，因教授而价高。 教授的

课应是学生自觉关手机、用心听和有收获的课，是学生“簇

拥”的课。 大学是希望的田野，它应当为学生提供高品位、高

水准的教育。 教学、讲座能俘获学生、润学生心田，让其获得

感强、兴奋；上课、演讲助长正面的社会风气，给力中华民族

成为世人高看之民族是教授的担当、习性，也是其“心事”。 教

授的思想、心理和主观、客观上均不能远离、放弃教学；教授

须按照规定、要求，站讲台，其教学要工笔，应传递真、善、美

和以民主、平等、自由、法治、友善为代表的“24 字核心价值

观”。 教授是学生的“充电宝”“高级营养师”，教书、育人是教

授之职务与仁心；立足专业、学科，带领学生多角度体认、感

悟先进文化，牵导他们接触、亲近、拥抱文明和传达普遍的价

值追求是教授的主业与作业。 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

教学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应用型大学等教授要在本学

科缓解、化解“钱学森之问”（钱学森，2005），为可持续发展

（2015 年，联合国提出了涵盖经济、社会、环境领域 17 项 169

个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培养一批批潜力大的优质人才。 大

学，发展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

在首位，而不应该把获得职业知识放在首位”（A.爱因斯坦）。

教授们应宽泛地探究、改善教学，旨在拉高学生综合素能；教

授的课应是“精品佳作”、教学范本，有益于塑造杰出人才。 目

下， 一些毕业生的中文水平不理想；“近年来很多公司都抱

怨：招到一个能流畅、准确表达的大学生实在太难”。《大学语

文》主编王步高教授提出，大学要提高学生白话文或称语体

文写作水平；“国文水平上不去，大师是出不来的”。 他认为，

国文教育不被重视，教育质量不高，拖了大学教育后腿；呼吁

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应当呼唤提高国文教育水平。 中文素能

是学生发展、进阶的基石，正视现实、“短板”，拉提学生整体

素能，以增强其发展力和在职场的执行力、竞争力，重视、提

高学生的中文修养及应用能力，教授要多方施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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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教育是大学教育首端， 大学质量要靠毕业生说话、

证明，端在看他们的综合素能与职业表现、工作业绩。 教授应

是经师、人师，要主导、参与教学；教室是教授的地盘，他们应

是教学领域的“高音”者直至是讲台的“钉子户”。 信息时代、

知识经济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学何知识要先对自己有清醒的

认识，对时代、社会、发展有自主的观察、判断，此乃有效学知

识、习文化和增智、强能的需求（清华大学一项针对本科生的

问卷调查表明， 大部分本科生会不同程度的面临学业困扰，

进而影响学习信心，长此以往将生发心理问题）。 为此，教授

应照看、调教学生和多元地介入、关护学生。 课堂是教授张扬

自己之域，讲台乃教授生辉之基地；全域性提升教学水平和

学生素能，教授，教书要常教、常新，能触发联想，激发情感、

诱发认同和对学生进步有益。 增大教授在教室的“可视化

度”、曝光率及其教学贡献率是大学发展、学生发达与社会繁

荣之诉求。 教授，授课、辅导不能极端、“偏科”，要中外优秀文

化、信息兼及，[23]应多元、包容与恰切地彰显现代性、宣示真

理；教授，讲学当启生思、能激扬力量，让学生精神充实、视野

辽阔。 大学岁月是学生成“人”的关键期，学生质量乃大学品

质的核心元素和标示。 教授上课、培养高端人才只有进行时，

教书，教授应主讲、“直播”；让学生的人生取向适宜、恰当，减

少无效社交及活动和追求价值性的东西等教授要关顾、指

示。 使教学“精气神”十足和提拉教学效率、效益是教授反哺

学生、社会的方略与要务；保持教学、教育先进性，抬升教学

效能和尽职、尽力育英才乃教授工作的重心与“主旋律”。 教

授上课属学生的核心利益，授课，教授要理性、科学地陈述己

见、表达意见，可使学生有文化、有思想地生活、学习；与时代

同行、与发展需要对接，致力于课程迭代更新，研制出有学术

支撑的品质课程，而且授课被拍手称道直至学生感念是教授

的要事与实务；教书和多层面助益学生前路、未来光明，将来

有高品质生活则是教授的功用及其进步应完成的“程序”。 增

大教学的附加值与外溢效应，让学生听课收益满满，教授上

课务必精心，其语言文字要推敲和力争细部无恙；一些年轻

的正、副教授应多听教学名师讲课和互相“取经”，切磋教学

方法、教育艺术，以夯实教学技能，增大教学“势能”“动能”。

教授的课应是学生推崇备至、点赞度大的课，是学生的“高钙

奶粉”“复合维生素”；促使学生德、智、体、美和谐发展，使之

日后“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尼·阿·

奥斯特洛夫斯基），教授们应鞭策、教正，多鼓励。

4�结语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 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清华大学

前校长梅贻琦）。 教授怎样，大学就怎样甚至社会就怎样，大

学挺拔和达致全面小康和社会全方位、充分进步，教授实力

强、“靓丽”及其教育、学术等贡献力大是充分条件与内需。 教

授应是与时俱进、气质佳的学术、教学“大咖”，他们要让学生

“共享”；教书，应贯穿教授任职的始终，授课，教授要熟悉学

生和倾情、用力并是其强项。 助益学生学做人，让他们是高素

养、本领强的文化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与生

态文明建设的推动者，教授必须肩负重担，多向度卖力和有

序地增加干预度、牵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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