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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授给学生知识。现在的高等教育所需时间过长，即使对于一个从上小学开始

就不间断学习的学生，完成学业取得博士学位，正常情况下也要到达 28 岁或更大的年龄。重要的是，实际

情况是大部分的学生有一半的时间与精力并没有用在学习之上。就当代通常的情况之下，人生中最有创造

性的年龄是从 22 岁开始。但是，针对现在知识爆炸的事实，大学本科的教育已经不能满足高科技及管理人

才对知识的要求。所以，强化教育及缩短学习年限是时代所需。我们办学的目标是对社会做出进尽可能大

的贡献，并给与投资者尽可能大的投资回报。我们应当办出最适合社会情况最有效率的学校。 

[ 马 宏 宝 . 大 学 教 育 的 理 念 与 问 题 . Academ Arena 2015;7(4):81-83]. (ISSN 1553-992X).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10 
 
Key words: 学校; 学生; 知识; 教育; 科技; 管理; 知识; 社会; 效率 
 

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授给学生知识。现在

的高等教育所需时间过长，即使对于一个从上小学

开始就不间断学习的学生，完成学业取得博士学位，

正常情况下也要到达 28 岁或更大的年龄。重要的

是，实际情况是大部分的学生有一半的时间与精力

并没有用在学习之上。就当代通常的情况之下，人

生中最有创造性的年龄是从 22 岁开始。但是，针

对现在知识爆炸的事实，大学本科的教育已经不能

满足高科技及管理人才对知识的要求。所以，强化

教育及缩短学习年限是时代所需。 

美国大学教育费用不断上涨，给不少学生

及家庭造成困扰，有的学生因学费太高而不得不放

弃名校，或转向较低学费的一般大学就读。降低学

费是社会的需要。 

美国现有的主要大学，几乎全部是几十年

甚至几百年以前建立的，其办学理念及方式依然沿

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的东西, 虽然水平较高贡献

较大，但是运转费用极高且效率不高。比如哈佛大

学，1636 年建立，在 378 年中，培养了大约

323,000 名学生。现在大约有  2,400 名教师与 

10,400 名附属医院的教职员工及大约 6,700 名本科

生与 14,500 名研究生（学生总数大约两万名）。

2013 的支出是 42 亿美元，现在的学费每年 44,000

美元，学生生活费大约每年 15,000 美元。如果按

照哈佛大学的一半工作用于学生教育，2013 年 21 

亿美元用于 20,000 名学生就是每个学生每年超过 

10 万  美元。这些支出都是来自于社会财富

（http://www.harvard.edu/harvard-glance）。 

北京大学创办于 1898 年, 2013 年度在校

生大约 50000 人，支出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

如果按照一半的工作用于教育，每个学生的教育成

本为花费了每年 50 万元（人民币）,折算美元为大

约 每 学 生 每 年 8 万 美 元 

（http://www.pku.edu.cn/about/xxgk/img/jspf2

013.jpg）。 

以上哈佛大学与北京大学，以及现存的所

有的学校，其资金的花费无论来自何处，无论是来

自国家税收的拨款，还是捐助或学费等，全都是社

会财富社会资源。费用除以学生数就是教育成本率，

也直接显示教育的效率。 

我们要做的是要用现代的教育理念及信息

咨询，建立全新的大学，更有效率的办教育，并以

作为示范，让教育更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对社会

做出更大的贡献，加速社会的发展。 

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教授给学生有用的

知识。但是几乎所有的学校，一定的时间规定必须

的课程内容量，不能多不能少，考试方式与内容量

千篇一律，这是不合理的。比如每个学期，每个学

生必须学 3-5 门课，但是只能学 3-5 门课，每门考

试及格。举例来讲，如果一个学世界历史专业的学

生 A 学了 3 门课（比如中国史，德国史，法国史），

每门考试 65 分（按 100 为满分算，下同），就通过

了。另一个学世界历史专业的学生 B 学了 9 门课

（比如中国史，德国史，法国史，英国史，印度史，

埃及史，非洲史，美国史及伊朗史），每门考试 55

分，每一门都不及格，就得不到学分甚至开除学籍。

但是，学生 A 与 B 哪个学的知识多呢？显然是学

生 B，在同样的时间内 B学到了更多的历史学知识。

虽然不能说两门课的 50 分就等于一门课的 100 分，

但是也不能说 3 门课的 55 分（合计 165 分）就不

如一个一门课的 60 分。所以，现在所有学校的课

程设计及考核方式都是不合理的。我们要建立的教

学方法就是要给出一个合理的教学与考核方法，让

学生在一定的时间内学到极可能多的知识，并进行

尽可能合理的考核与评价。面对当今知识信息爆炸

的现实，合理的教学方式应当是让学生在一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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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尽量多学，并争取掌握更多相关专业的知识与技

能。 

一个学校教育水平与管理水平及对社会的

贡献，主要的不是在于这所学校教出的学生水平如

何，更不能看这所学校生源的水平（不能说招到高

水平生源的学校就是教育水平高），主要要看学生

在原有基础上知识水平的提高程度。比如，一所学

校可能是学生入学前的知识水平及天资就很高，而

学生入学前的知识水平及天资与这所学校的教育没

有关系。招收到好的学生，是件好的事情，但也是

对社会资源的占用。学校能否招收到高水平的生源，

受很多的因素决定，比如学校的历史（前人所留）、

资金占有、社会关系、政府的重视程度、很多人的

政治经济利益关系等等。如果一所学校招取了（或

说占有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大多数的尖子生源，即

使该学校的工作者及管理者教育理念陈旧、工作方

法不当、教育水平不高及工作态度差效率低并且工

作不努力，毕业的学生也可以水平很高。但是，学

生入学前的水平与资质差异是是学生入学前就存在

的，是一个永存于人类社会的现实。衡量一个学校

的教育水平及教育者办学贡献应该是该校使学生通

过学校教育水平提高的程度，而不是毕业生的绝对

水平。比如，如果 A 校 1000 名学生入学前的平均

水平指数是 100，但是毕业时平均水平指数是 90；

B 校 1000 名学生入学前的平均水平指数是 50，但

是毕业时平均水平是指数 70。虽然 A 校有较高的

学生毕业时平均水平指数 90, B 校有较低的毕业时

平均水平指数 70，但 A 校是从 100 降到了 90，B

校是从 50 升到了 70，必须说 B 校的教育水平比 A

校高。我们不追求毕业生的绝对水平指数，我们追

求的是学生经过教育训练后的水平提高程度，目标

是让所有学生都得到尽可能大的提高。我们对学生

入学的水平不做特别要求，努力招收更好的生源，

但是也同时招收水平不高的生源，对学生区别对待，

尽可能的使每一个学生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我们

要对毕业生的水平做极其严格的考核与控制，达到

博士的，授予博士文凭，达到学士的，授予学士文

凭，只能为技术训练结业的，就为技术训练结业，

等等。 

另外，以科学研究工作为例。评价一项科

研工作成果，不仅要考虑结果还要考虑投入。不如，

一个课题组 A，5 名科研人员，如果两年投入 1000

万元的科研经费，成果为发表了有较好水平的 10

篇研究论文。另一个课题组 B，5 名科研人员，如

果两年投入 10 万元的科研经费，成果为发表了同

样水平的 2 篇研究论文。哪一个课题组的水平高贡

献大呢？A 组 10 篇文章，B 组 10 篇文章，现在的

评价标准大多会认为 A 组水平高贡献大。但是，A

组平均每一篇论文成果为 100 万元。B 组最然只有

两篇篇文章，但是每篇文章只花费了 5 万元。不管

资金来源如何，决不能说 A 组比 B 组水平高贡献

大。而且，现在的科研经费大多是来自国家税收。

针对现在科研经费有限等因素，应该认为 B 组的

水平比 A 组高贡献大。同样，北大哈佛培养的学

生虽然水平较平高，但是考虑到每个学生的培养花

费较高及所占用的生源资源较其它学校强得多，并

不能简单地认为北大哈佛较其它学校教育水平高或

对社会贡献大。评价一所学校的教育水平，还要考

虑培养每名学生所花费的费用及其所占有的社会生

源资源。我们办学的目标与宗旨是是最为充分地利

用教育培养费用及生源资源，最高效率的教书育人，

传授知识，对社会做出最有效率的贡献。 

再以出版杂志为例。一个杂志能够得到水

平高的文章发表，本身是一件好的事情，但不是衡

量杂志出版者工作水平与社会贡献的主要因素。社

会中水平高的影响力大的及水平一般影响力一般的

文章数量是一个社会存在现实，高水平文章的数量

是有限的。一般来说，水平高的文章，花费的社会

资源及经费会较高。一个杂志能够够得到水平高的

文章，整个杂志及其所发表文章的影响力就较大，

大同时所占有及使用的社会资源也大。如果杂志 A 

因为历史的原因及资金与社会关系等得到了平均影

响水平应该是 90 文章，但是此杂志出版了这些文

章后整个的平均影响水平是 85. 另一个杂志 B因为

历史的原因及资金与社会关系等得到的事平均影响

水平应该是 50 文章，但是此杂志出版了这些文章

后整个的平均影响水平是 70。那个杂志的出版工

作水平高社会贡献大呢？虽然杂志 B 的最终影响

水平是 70 低于杂志 A的 85，但是杂志 B是使本来

是影响力 50 的文章社会影响提高到了 70，而杂志

A 是从 90 降到了 85. 由此必须承认杂志 B 的出版

工作比杂志 A做得好，对社会贡献更大。 

在拿经济经营来讲。如果单位 A 的经营管

理者用 1 亿元的社会资源（或资金），一年创造了

100 万元的利润，但是单位 B 的经营管理者用 100

万元的社会资源（或资金），一年创造了 50 万元的

利润，哪一个经营管理者工作的好贡献大呢？应该

是单位 B。 

以国家政府管理为列。假设两个国家 A 与

B，两个国家自然资源的各种条件相同。2010 年国

家 A比国家 B富裕强大 10 倍。到 2015 年，5 年过

去后，国家 A 比国家 B 富裕强大 5 倍。如果从对

2015 年的现状比较，国家 A 比国家 B 富裕强大 5

倍，似乎国家 A 比国家 B 的管理方式更先进合理

及国家管理工作人员工作做得更好，因为国家

A2015 年比国家 B富裕强大 5 倍。但是从历史的发

展前后来整体分析，国家 2010 年 A 比国家 B 富裕

强大 10 倍，但是 5 年后差距只有 5 倍，差距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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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讲，显然是国家 B 比国家

A 的管理方式更先进合理及国家管理工作人员工作

做得更好。当然其它的方面也会影响社会的发展。

一般来说，社会越发达，就会有越多的条件与机会

去利用，发展发展速度就越快，人类社会发展的历

史，尤其是这几百年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证明，发达

的社会进步状况及科学技术让社会的发展以几何关

系上升。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也是自然

资源、科学技术及社会管理条件最有优势的国家。

虽然美国现在依然是世界最强，但事实是几十年来

美国与其它国家，比如中国的差别在逐渐缩小。所

以我们要认真的考察分析当今世界各种国家的管理

方式与政府管理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来得到最佳

的选择。学校教育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比较各国的发展速度极其教育方式情况，选择最佳

的教育方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财政赤字是指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差额。

数据显示，2015 年 3 月份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约

2341.9 亿美元，财政支出约 2871 亿美元，财政赤字

529.1 亿美元，同比增加 43%。截至 3月的 2015 财年(始

于 2014 年 10 月)上半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

4394.7 亿美元，同比增加 6%，目前财政赤字总额超过

16-18 万亿美元。根据美国财政部资料显示，自 1960 年

以来，美国国会已经 78 次提高债务上限，平均每八个月

提高一次，其中 49 次是在共和党总统任期内，29 次是

在民主党总统任期内。自奥巴马 2009 年 1 月 20 日就任

总统以来，国会已经三次提高债务上限，提高总额为

2.979 万亿美元。前任总统布什在两届任期内共七次提

高债务上限。美国的财政赤字，简单地说就是支出大于

收入的部分。依照现在人类空前强大的科学技术发展及

生产能力，生产出满足消费需要并大于需要的产品轻而

易举。为什麽美国还会不断地产生如此巨大的赤字呢？

除了过渡消费以为，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真事的生产能力

没有被恰当利用，即浪费掉了。教育的现状也是如此，

大量的学校（包括大学）没有良好的运转，大量的教育

资源被浪费，教职员工工作效率低，学生学习效率也同

样很低。我们建立新的教育模式，就是要尽可能大的开

发使用现有的教育资源，尽可能大的使用教职员工的工

作效率，同时尽可能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在尽可

能短的时间内，让学生学到尽量多的知识。 

现在的很多大学，比如美国大多数的大学，

采取终身教授职务制。终身教授职务的管理方式，

是一个及其不合理的职务体制。教授也是人，需衣

食住行，要吃喝拉撒，有亲朋家友，会生老病死。

作为人的本性，少干活多拿钱人之常情。教授本身

是一种工作职务，是从事此职业者通过教授工作换

取劳动报酬的手段。一个人的工作职务如果定为终

身，自然可能造成该获取了终身职务者工作不努力，

不思进取，工作效率低下，这也是现今大多数的大

学（比如美国的大学）收取昂贵的学费并花费巨额

的税金及社会资源，但教育水平、效率及社会贡献

低于巨大投入应该得到的教育效果的重要原因。新

的大学教育，一定要取消终身教授体制，引进强有

力更有效的竞争机制。 

我们办学的目标是对社会做出进尽可能大

的贡献，并给与投资者尽可能大的投资回报。我们

要办出最适合社会情况最有效率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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