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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全球化、跨文化背景下高等院校
在社会精英培养中所担负的作用

陈万华

( 麦克马斯特大学，加拿大 安大略省汉密尔顿市 L8S 4M4)

一、前言

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主要功能是向青年

一代和学生传播知识。然而，要区分一所大学是

一个普通的教育机构，还是一所负有盛名的高等

学府，我们只需要关注两个基本要素———优秀的

学生和杰出的教师。为了吸引优秀的学生，我们

需要向学生传授最新、最先进的知识，而这些知

识都来源于从事某一领域最前沿研究的教师。
西方社会的每一所大学都希望成为一个更

加优秀的高等学府，它们为此制定了一整套的教

学任务和发展规划，以指导大学的教学活动及其

基本运作。大学的这种做法与商业公司的运营

极其相似，两者都是制定了明确的任务和发展规

划，并勾勒出其价值观和发展的方向。
仔细回顾世界上的许多顶尖大学，我们几乎

可以在它们所有的任务和发展目标中找到以下

词汇，比如“发现”、“创新”、“领导”，并以此作为

其总的运营方针。另外，为了区分一个机构与另

一个 机 构，我 们 又 增 加 一 些 词 汇，如“科 研 深

度”、“创造力”等。
像钟摆一样，大学关注的重点也在悄然地发

生着变化。部分原因是我们学生的需求发生了

改变。许多学生非常高兴地来到了科研最高水

平的大学，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学校能更多地

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他们的情感成长以及他们

的道德树立等综合素质的发展。因此，在诸多发

展目标和规划中，“以学生为中心”成为时尚。
所以，大学的宣传点转变为“一所追求创新并以

学生为主体的科研密集型大学”。这一术语在

20 世纪 80 年代非常流行，并持续流行了一二

十年。
随着全球环境的变化，国家之间的合作和跨

国公司间的业务活动不断增加，学生作为我们的

客户，他们也渴望获得更多的实践经验和实习机

会，甚至国际学习交流机遇。因此，许多大学都

在它们的发展规划中增加了“国际化”。然而，

从某个更高的层面上说，这也造成了相当大的误

解。那就是我们似乎混淆了“国际化“和”全球

化”，尤其是在文化差异方面。如果不能很好地

理解和区分这两个概念，我们很难把我们的学生

培养成为全球化环境下的领导者。
本文将从一个小视角来对该领域进行思考，

抛砖引玉，希望能引发我们的大学和学生在这一

重要领域进行更多的对话及讨论。
二、国际化和全球化

国际化、全球化、跨文化背景下如何理解高

等院校在社会精英培养中所担负的作用，这对任

何一所教育机构来说，都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重

要课题。我在麦克马斯特大学任职期间，曾经参

加过 2005 年 5 月韩国大学的百年校庆，在整个

论坛我们致力于一个非常相似论题的讨论。为

了更好地探讨这一主题，我将其分为三个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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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彼此间又是密切相关的领域: 国际化、跨文化、
社会精英的培养。我先逐一讨论，最后再合并

论述。
首先，国际化。我们常常混淆全球化和国际

化这两个概念。1998 年斯考特在其《高等教育

全球化》一书中指出，全球化和国际化是两个相

关的概念，但并不是同义词。事实上，这两个概

念大相径庭，从辩证的角度看，甚至是相悖的。
全球化是全球环境变化影响的产物。全球

化意味着世界文化与民族传统的融合，意味着国

家之间合作的加强。全球化最初意味着不同国

家的国民经济相互依存，现在是指不同国家的社

会、政治、文化和教育所引起的变化，是全球对某

一地区政策、经济和文化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全

球化是一种新现象。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国际化并不是一个新的

现象。高等教育国际化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在

中世纪的欧洲，学生从波罗尼亚来到巴黎又来到

牛津，他们寻求在文化、科学和教育方面的合作。
自从那时起，大学教育已经超越了国界。

几个世纪以来，大学被赋予许多不同的使

命。除了发现、创造和传播知识外，大学也被殖

民帝国用来建立他们的海外依赖性，为殖民地培

养行政管理精英，以满足当地管理的需要。高校

被当作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技术和管理人员的一

种手段，从而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这一切都

源自政治原因。这种培养发展中国家学生的过

程，被视为一种推行教育国际化和扩大网络知识

的特殊手段。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国际合作除了政治

原因以外，进一步体现出新的重要性。校园国际

化意味着国际学生流动的增加。高等教育国际

化既推进了学生的流动、教师的流动、员工的流

动，又推动了课程改革、研究合作、学科基地网

络、远程学习，以及机构合作伙伴关系和国际交

流，等等。
大学国际化的重要性获得广泛的认可。没

有一所大学能够在每一个领域达到最高标准。
国际化是任何大学被边缘化之前的唯一选择。

国际化除了那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和优势外，

还有一个隐形的优点，并且是至关重要的。那就

是，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我们培养了新一代的

学生和学者，他们对于文化差异有了更全面的理

解，同时能够更好地欣赏。这种对文化多样性的

理解和欣赏，又将进一步促进全球化的进程。
三、文化的准备

什么是文化?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话题，它不仅关系到对文化的理解，而且还牵涉

到对文化的保护。在定义文化的概念时，一些人

会假设，历史、语言、宗教及法律制度都构成我们

文化的一部分。此外，我们的音乐、艺术和艺术

表达也构成文化。我去过丽江两次，每次都被美

妙的纳西族音乐和舞蹈所陶醉，这都是纳西族的

文化。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是一个多样事务

的复杂整体，这个复杂整体中每一个部分都是我

们的文化，这个整体也是我们的文化。我经常把

文化比作洋葱，每一片洋葱都是洋葱，而整个洋

葱也是洋葱。
而这又和我今天的话题有什么关系呢?

让我来阐述。首先，在脑海中想象一张白

纸，在白纸的中央，我们来画一座山。现在，发挥

我们的想象力，再画一座远处的山。这个遥远的

山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的呢? 东西方文化的思维

对于如何画这座远山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如

果我们用西方的方式来绘制这座远山，它将是位

于白纸上端的一座小山或一个小山顶。对了!

你现在能看到它了吧? 但如果我们用传统的中

国方式来画这座山，情况又会怎样呢? 这座山可

能会非常大，甚至比我们之前在纸上所画的第一

座山大得多，当然，这座远山色彩更为淡雅。
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产生了这两种不同的

描绘远山的方式，这便是我们的文化。并且，这

种文化差异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我们

与西方人的交往。西方人之间交谈喜欢直奔主

题，即使在商务谈判中，西方人也往往倾向于了

解投资回报率、投资回报期、收益表、资产负债表

等，所以他们更专注于他们的需求。
那么在谈判中，中国人的表现又如何呢? 我

们可以从更大的视角来观察。我们和一些西方

人进行商谈，他们老板 16 岁的儿子想来加拿大

学习，我们想知道这份商业规划如何令他们老板

的儿子受益。商谈人员想知道，他的同事有多少

人可以受益于这项交易，使他们都可以来加拿

大，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并接受“培训”。这并不

是说中国人不了解投资回报率、投资回收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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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和资产负债表等，而是因为中国人有更长远的

规划。
这就是商业。那我们的学生呢? 中国文化

又如何影响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的学习呢?

让我们通过音乐来寻找答案吧。音乐吗?

是的，就是音乐。我们先把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

作个比较。西方的交响乐听起来像是怎样的?

首先，交响乐有许多的小结和部分。你左手边第

一位置是小提琴，第二位置还是小提琴，接下来

是中提琴，然后是大提琴，最后是低音提琴。弦

乐器之后是管乐器，然后再是敲击乐器。西方交

响乐的特殊之处在于，每一节都有自己的旋律，

每节彼此可以是风格迥异，但合奏时，他们会产

生出美妙绝伦的交响乐。
中国音乐又如何呢? 我们也有很多乐器，或

许有更多不同类型的乐器。但是你听说过中国

传统音乐吗? 他们都演奏同样的音符。中国音

乐与西方音乐的不同在于，所有不同的乐器演奏

同样的音符。但在许多不同声音和音调的共同

作用下，产生了一首美妙动听的音乐。
我们可以从中领会到什么呢? 我们并不知

道。我们中国人顺从，喜欢保持一致。喜欢用同

样的方式做事情，并被教导不要偏离规范，要循

规蹈矩，不要与众不同，这样我们才能共存。这

就是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这决定了他们在课堂

上的表现，以及他们在朋友和同伴之间的行为。
在西方文化中，我们重视个性。我们表达自

我，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想。有时，我们甚至尝

试并鼓励不同，这样我们每个人就可以有自己的

特点。我们既能共同地茁壮成长，同时又能激励

个性。
我想你已经明白我在说明什么问题了。这

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在案例演示或在课堂参与

中，中国学生不善于参与小组讨论。这不是说中

国人不明白课堂上所提出或讨论的问题，他们只

是源于他们不想与别人不同。当他们在课堂上

表述自己观点时，他们不希望令别人或自己难

堪，这有 一 部 分 是 为 了 自 己 和 其 他 人 面 子 的

缘故。
西方人也关心面子，但他们更倾向于尝试并

且能从错误中学习。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丢

面子并不只是丟自己的脸，而是丟整个家庭和家

族的脸。

四、为培养精英作准备

我查阅维基百科发现，“精英”一词源于拉

丁语，eligere，意思是“选举”。在社会学的一般

用法中，éLite( “选举”源于法语) ，是指在一个较

大团体中的一个相对较小的优势群体，享有特权

地位，并由社会地位较低的个体组成。精英是社

会结构中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产物。由于政治和

能力的叠加作用，社会在形成伊始，就有把各阶

层进行分层的倾向。由于精英处于社会的上层，

因此它几乎总是被置于领导地位，他们承受着精

英阶层所需担负的压力，以维持他们作为精英的

地位。然而，尽管承受着来自于同伴的压力，精

英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存在，是未曾改变的。
精英们通过学习学会管理。普通的公共教

育旨在教育大众，培养有知识、有技能的公民，而

精英的教育方式通常是在一个更有知识和要求

更高的层面，是培养领导者的方式。它通常被定

义为“能够在比一般人更有知识的层面进行思考

的个体”，包括不同的哲学理念和理论，以使精英

能够合乎情理地评估情况。
通过以上对受过教育的精英的描述，我们可

以看出，为什么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从不提任

何形式的高等教育是在培养社会精英。实际上，

我们当然会选择最好的学生，并竭力为他们提供

最好的教育。
麦克马斯特大学是加拿大一所中等规模的

大学。我们的目标和使命是成为加拿大最好的

“以学生为中心的研究型大学”。我们是加拿大

最具研究型的大学之一。即便不是第一，也被连

续评为加拿大排名前三的研究型大学。我们也

一直被评为加拿大最具创新性的大学。
在国际化、跨文化和精英培养的背景下，创

新意味着什么呢?

在培养我们的学生迎接上述三个要素挑战

时，我们扩大了我们所有的学生包括国内和国际

学生之间的国际交流。我们现在与世界五大洲

的大学达成了超过 60 个国际交流协议。如果我

们的学生参加一个国际交流计划，我们会向他们

中的每个人提供2 000加元，以减轻他们的旅行

费用。我们有超过2 000名来自世界 80 多个国

家的国际学生，这是加拿大所有大学中国际学生

比例最高的大学之一。我们有20 000个全日制

学生，而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的国际学生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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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学生的百分比高达 10%。
虽然我们不提供许多外语课程，但我们提供

了许多关于跨文化知识的课程。我们的英语系

并没有那样简单地被命名，而是被恰当地命名为

英语和文化研究系。在这个系，多种文化的学习

是语言和文学学习的一部分。我们开设了有关

全球化、人类状况、和平研究等方面的课程，我们

的工程学院甚至计划在未来的一年里，将工程学

和国际研究合并为一门课程，而不仅仅只是工程

学和管理学。
为了在全球化的社会里高效地工作，掌握几

门语言不仅是必要条件，而且也是充分条件。我

们需要培养能够理解文化同时尊重其他文化，并

保护我们自身文化的一代学生。为了保护我们

自身的文化以及尊重其他文化，我们需要一个非

常重要的元素———信心，对自己、对环境、对竞争

的知识都要有信心。这就是教育的功能，大学旨

在培养学生的信心，为全球化的社会做好准备。
最后我想说，教育工作者如同园丁，我们播

下种子，辛勤地灌溉，剔除杂草，并满怀信心地希

望: 在不久的将来，很多种子都会绽放成美丽的

花朵!

( 责任编辑: 康兰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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