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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时，一部《历史的终结》让日
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声名鹊起。在书
中，福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西方的自
由民主制度代表了“历史的终结”，其他一
切政治制度最终都会被西方制度所取代。但
在近年来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2011
年)、《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今年9月)以及
相关文章中，福山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转
变，开始转而强调强政府、法制与民主问
责，并以之作为自由民主政治秩序的三要
素，从而再次成为了媒体和学界的焦点。

在福山看来，美国式的三权

制衡体制正在变得越来越僵化，

弊端越来越严重

熟悉福山思路的人知道，他是在中国崛
起的大背景下，对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观念
进行了反思，从而不再简单化地把自由民主
当作绝对价值，而强调强政府、法制化和民
主问责的重要性，甚至在强调三者缺一不可
的同时，把国家建设、国家能力或强政府摆
在首位。对于中国历史上和现时代的政治实
践，他能抛弃俗见，不再用“极权专制”的
标签来简单打发掉，即使这并不意味着他对
所谓“西方民主普世性”的否定，仍难能可
贵；在欧美媒体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更需
要勇气。

与此呼应的是，福山在《衰败的美利
坚——— 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美国《外交事
务》杂志2014年9/10号)一文以及《政治秩序
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2014年10月15日为推广其新书在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所作的演讲)中，对美国民主的种种
弊端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淋漓尽致地抨击。

在他看来，当年建国之父为了防止暴
政、有效保卫个人权利，建立了复杂的三权
互制系统，即两院制国会、可否决立法的法
院、受国会和法院制约的总统。随着时间推
移，这种体制越来越僵化，弊端越来越严
重，美国政治制度因而日渐腐朽。

美国国会问题尤其严重。国会把持着太
多立法权，制订了太多繁琐复杂的规则。其
下设有多个委员会，而委员会之下又设有太
多功能重叠的机构(及“计划”)。由于联邦
政府各管理机构由不同的国会下属委员会监
管，而每个委员会又不愿放权，结果是立法
对行政造成太多掣肘。例如“按照近500项强
制命令，五角大楼每年必须向国会报告各种
事务，没完没了，费时费力”。凡此种种
“削弱了政府的自主性”，使之“日渐臃
肿、人浮于事”，“决策效率低下，成本高
昂”。既然政府表现差劲，民众便不信任政
府；民众越不信任政府，就越不愿增税。于
是“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也就不可能运转良
好，最终陷入恶性循环”，于是福山发出了
美国政治“无路可走”的哀叹。

与政府决策效率低下相应的是，金融部
门政出多头，有“美联储、财政部、证监
会、联邦保险储蓄公司、全美信贷管理署、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联邦住房金融
局”等多个管理机构。由于这些机构分属国
会各下属委员会监管，而每个委员会又不愿
放权，结果导致不必要因而无效力的监管。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说明多头“监
管”之无效力，或者说监而无管；而在金融
危机后要加强监管，同样困难重重。

福山还认为，1980年代民主党尚能控制国
会，然进入1990年代后，民主共和两党对总统
职位和参众两院的争夺越来越势均力敌，“轮
流坐庄”已成常态。两党竞争日趋白热化，对竞
选资金的传统管制被放开，“否决政治”大行其
道，两党关系如“军备竞赛”，“礼让之风荡然无
存”。两党在重大问题上既无法达成一致，立法
势必严重受阻，于是2008年以来没有一份财政
预算案一次性顺利走完国会程序，2013年的预
算案僵局更造成了联邦政府关门的丑剧。不仅
如此，两党在大部分州都巩固了各自的统治地
位，通过重新划分选区而非尊重民意来确保本
党候选人连任。如此这般，哪还谈得上代表性？

既然两党关系势同水火，分权制衡又对行
政造成太多掣肘，越来越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
利益，必然造成利益集团泛滥，代表资本利益
的院外活动集团获得过度的话语权。结果便
是：“最吸引国会注意力的利益集团并不是美
国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而是那些组织能力最
强、最有钱(两者往往是同义词)的团体”。如此
这般，那些未能组织起来、缺乏资金、缺乏教育
的弱势群体怎能不成为受害者？如此这般，哪
里还谈得上民主的代表性？哪里还能说民主体
现人民的意志，保护人民的利益？因此福山欣
然赞同这一判断：“美国民主的实际操作与‘民
治、民有、民享’毫无干系”。

民主样式不是一种，而是多

种；福山对新兴国家的民主并不

悲观

尽管福山哀叹美国政治“无路可走”，但他
并不认为美国文明正在衰落。美国仍十分优
秀。但其最优秀之处并不在于政府，而在于“有
创业精神、积极主动、欣欣向荣的私人企业领
域和公民社会”，况且美国经济在新技术开发、
能源等方面仍然领先世界。所以，问题出在美
国政府和特有的民主样式。很明显，在强政府
与法治化、问责制的结合方面，美国的三权互
制逊于议会制国家。原因不是别的，正是过度
分权。

恰成对照的是，在英国式议会制中，“法院
不会如此频繁地干预政府；政府派遣机构也比
较少；立法工作的连续性较高；受到利益集团
的影响较小”。英国民主因采用简单多数选举
制，通常是执政党稳占议会多数票，或两党联
合执政，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政党恶斗的机会。
结果是“只有一个单一的、全能的立法机
关——— 没有独立的总统职位、没有强大的上议
院、没有成文宪法、没有危险审查、没有联邦主
义和地方分权。”事实上，英国议会权力相当
大，大到有“极权”的名声，不仅具有立法、监督
政府和决定财政预算等权力，甚至有组织或解

散政府的权力，这对美国人来说很难想象。在
美国，国会、法院和总统三种权力中任何一种
都可成为另一种的障碍，结果成事不足，败事
有余。

可议会权力如此之大，英国制度还是不是
民主？当然是。福山认为英国式议会制虽倾向
于权力集中，根本上却仍是民主制。因为最重
要的民主问责形式——— 普选——— 发挥着关键
的政治功能。政府或表现不好，但主权在民，选
民拥有把政府选下去的关键权力；不信任票超
过一定比例，甚至首相任期未满也会被赶下
台。这说明“英国政府更注重呈现在选民面前
的整体表现，而非特定利益集团或游说公司的
诉求。”

很清楚，福山对美国政治体制虽然极度失
望，却并不等于对民主本身失望。他也不认为

“存在着世界性的民主衰落或民主危机的问
题”。美国民主固然问题重重，但毕竟还有英
国、德国、荷兰、丹麦、瑞典、挪威等运作良好的
民主国家。美国之所以运转不良，是因劣质民
主或坏民主。英、德、瑞等国之所以运作良好，
是因优质民主或好民主。

既然对三权互制式的美国民主和议会“集
权”式的英国民主作了明确区分，且毫不含糊
地抑美扬英，福山的民主样式便不可能只是一
种，而是多种。甚至除了欧美民主，还有其他民
主样式。他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民主”虽然并
不待见，但对新兴国家的民主却并不悲观，即
使认为这些民主远未达到英式民主的标准。

虽然在中国问题上选择了回

避，但福山对民主含义的新界定

以及强政府、法治化和民主问责

的三要素理论，已经完全可以用

来描述中国已然取得的成绩，以

及正在为之奋斗的方向
然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福山态度很复杂。

中国的“强政府”，他几近盲目地推崇，认为这
是悠久的帝国传统使然。法制？那当然很弱。至
于中国的民主，或者说当代中国有没有民主，
他三缄其口，不作判断，既不说无民主也不说
有民主，哪怕仍是一种成长中的特殊样式的民
主。这很可能是因为强政府、法治化和民主问
责三者间存在深刻的关联性，或者说“强政府”
以最起码的法治、最起码的民主为前提，三者
毕竟缺一不可。

事实上中国不乏民主问责要素，尽管不同
于西方的样式。如果没有，就根本不可能取得
巨大的经济成就。福山不承认这一点，就把一
种可能的民主样式排除在外了。为什么不能表
现出鲍泰利那样的勇气，公开表示中国“可能
是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一党制实现民主的国
家”？应当承认，较之“历史的终结”时代，福山
现在的民主观成熟多了。他明确否弃了三权互
制，不再以之为标杆，而“公平、透明、自由，具
备竞争性的选举，确保国家机器能回应公众利
益，而不局限于精英或领导人的私人诉求”之
语，更可视为一种实事求是、不乏包容性的界
定，完全可用来描述中国已然取得的成绩，以
及正在为之奋斗的方向。可是当他把英国议会
民主树为榜样，把普选这种西方民主操作方式
当作“普世尺度”时，其思想的局限性便暴露无
遗了。这很可能把他的头脑锁闭起来，甚至可
能与他对强政府的重视相矛盾。

福山没能看到，中国目前实施的中纪委巡
视团反腐、纪检信息公开、政务信息公开、公共
信息透明、党内问责、行政问责、制度性的舆情
搜集、群众测评、拟提拔干部情况公示，以及可

能施行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公开、有节制的竞
争性公选等措施，也是制约公权力的方式，也
可望实现公平、透明、自由，保证国家机器服务
于人民利益，公权力受到约束。这也可视为民
主，至少是能够产生民主效果的政治措施。

福山更没有下功夫解释这一极其重要的
现代现象：在“二战”前好几百年里，强政府和
民主化根本上讲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暂且不论
法治的极端重要性)，不是非此即彼、有你无
我，而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从西欧来看，多
个世纪以来市民经济地位的上升打破了封建
社会的权力格局，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由此
爆发。这本质上是一种民主革命，是经济力量
大涨的中产阶级与王室贵族分享政治权力的
革命，是其利益诉求的暴力表达。在英国，这就
是克伦威尔领导的清教革命，最终确立了议会
君主制，颁布了《权利法案》，以法律形式对王
权进行明确限制。由此拉开了近代民主化的序
幕，人类社会开始由传统君主制向现代民主制
过渡。然而其后的历史表明，在长达几百年的
时间里，英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没有削弱政府
权力，反而不断强化政府权力，提升国家能力。

事实上，现代民主决非某一个国家的伟大
发明，而是一种历史必然，有深刻的经济、社会
和智识背景，故在英国、荷兰出现后很快播散
到整个西欧、美洲乃至全世界。而当民主化进
程如火如荼之时，欧美各国都通过集中政府权
力而强化了国家权威。观察研究民主政制的托
克维尔注意到，民主化进程中的英国政府权力
如此之大，以至于“国家就像单独一人在行动，
可以随意把广大群众鼓动起来，将其全部权力
集结和投放到所想指向的任何地方”；美国政
府集权的水平也相当高，“高于欧洲以往任何
一个君主国家。”同样，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及之
后，君主制时代即已形成的中央集权制不仅没
有因革命而被削弱，反而得到巩固和加强。托
克维尔说，“当人民在其内部摧毁贵族政治时，
他们自然而然地奔向中央集权制……民主革
命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
权制”。

较之其他理论家，福山固然对中国政治史
有更多的了解，却没能注意到这一根本事实：
在反抗侵略和实现现代化的巨大压力下，清末
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就像欧洲那样，一直处在
集权和赋权的二重变奏中(按：“集权”指集中
政府权力以提升国家能力，“赋权”指给予民众
更多政治权利以提升其主人翁地位)，这一进
程至今仍远未结束。

事实上，现代中国一直处在民主化进程
之中，现代中国民主也一直在向前推进。尽
管许多应当节制的公权力亟待节制，民众参
政水平亟待提高，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在确保政治秩序的前提下，人大、政协和党
代表大会等民主建制形式之初具规模，各级
权位终身制之根本废除，各级领导职位之和
平更替，各级领导任职时间的制度性限制，
中纪委极有力的反腐措施，凡此种种都说明
民主在推进，国家在服务于人民的利益，公
权力在受到越来越有效的节制。当前执政党
正以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力度强力反腐反贪，
积极推进依法治党治军治国。福山的一个重
要论点是，强政治、法治化和民主问责三者
相互关联，缺一不可。这就像一只鼎的三
足——— 若只有一足，或一足长，另两足短，
鼎便不能稳立。依法治国和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正是要补足和强化强政府外的另外两
足，如此进行下去，失衡的问题终将能够得
到解决，好国家与好民主也会以一种中国特
有的方式最终得以实现。

(作者系深圳大学教授)

建立于公元七世纪的大唐帝国，是当时世
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处于我国封建社会鼎
盛时期的唐朝政权，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
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在建立封建社会的
法律制度方面，也有堪可称道之处。唐代的法
律思想，从其整体来说，同我国当代的法律思
想无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就其某些具体组
成部分来说，则也颇有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吸
收的积极因素。

礼法互补，综合为治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封建礼制的主要功能

在于“别贵贱，序尊卑”，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纲
常等级和社会秩序。在礼与法的关系上，首先，
礼制对于法律起着指导作用。其次，礼制影响
着司法实践中的定罪和量刑。再次，礼法互补，
共同维护着社会稳定和国家巩固。

尽管唐代的礼仪制度和法律制度与我们
今天已有很大不同，但作为一种基本的治国思
路，仍有其借鉴价值。在我国当代的社会生活
中，法律和道德，作为调节和控制人的行为的
两种基本手段，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不能仅重
一个方面而轻另一方面。重视道德教化，始终
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一份具有积极意义的
历史遗产，我们现在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重视法律的
预警和教育作用，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对
罪犯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等等，都或
多或少地批判继承了我国古代法律思想中强
调道德教化这一点。

以法治理，明德慎罚
在唐代，为了保证健康稳定的社会秩序，

统治者对于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给予了
足够的重视。唐朝贞观年间，是我国历史上的
封建盛世，这和唐太宗李世民重视法律的努力
是分不开的。他很欣赏魏征提出的“法，国之权
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
正曲直”的主张，把健全法制看作是“安民立
政，莫此为先”的大事。贞观之治不仅表现为立
法的相对完备，尤其表现为执法的严肃性。《唐
律疏议·断狱律》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
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这是依法执法思想在
法律条文上十分明确的表述。李世民也曾明确
表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并强
调“人有所犯，一一于法”。由于当时封建法律
秩序的健全和完善，不仅使国家充满了生机与
活力，而且推动了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

唐初大臣魏征曾指出，建立法制的实质，
就在于通过国家强制，明确地告诉人们，这个
社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通过这种反复的强
调，使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与国家所确立的规
范达到认同。正是这种认同，才使得一种社会
秩序得以形成。

徒法难行，执法在人
“徒法不足以自行”，这是孟子提出的一个

重要观点：即使具备了相当完善的法律，也需
要有人去遵守，特别是需要有合适的人去执行
和适用。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这样指出：“虽有
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
乎。”要解决法律的实施和运用问题，不能完全
依赖法律工作者的个人素质和个体作用，而必
须在思想和制度上对法律从业人员给予更为
有效的教育和制约。唐代在司法行为方面就有

着许多严格而具体的规定。
执法公允，有时难免与领导者的意见产生

分歧。贞观年间的大理寺少卿戴胄，在处理一
起官员考试舞弊案时，顶住了唐太宗李世民有
违法律的“圣旨”，坚持按照法律办事，从而在
历史上留下了一则依法办事的佳话。在我国社
会主义民主制度下，人民享有当家做主的权
利，各级法律工作者，从本质上说，都是人民生
命财产的守夜人。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逐
步健全和完善，人们不再需要像封建社会那
样，寄希望于某些“为民做主”的清官。但仅就
基于个人素质的公正廉明、刚正不阿等品德来
说，戴胄等历史上不畏权势、独立司法的“清
官”群体，仍然是值得今天的法律工作者学习
的。

权力制衡，相互监督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封建国

家的政治体制也基本上趋于成熟，为了保证皇
帝意志的贯彻，国家所设的各级官吏，其手中
权力的正确行使，是至关重要的。对这种权力
运行机制进行监督和约束，就有某种客观上的
政治需要。

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曾这样指出：“元置
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
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
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
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
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等特须灭私
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在唐代，中央行政机构设三省六部(三省，
即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六部，即吏部、户

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三省的职权，既
有分工，又相制约。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
议，尚书省执行，以三省之长共议国政。这种
分工制约关系当然不同于当代西方政体的
三权分立原则。这种不同在于，后者的关键
在分权，前者只是分工；而分权的特征在独
立，分工的特征在统一，即统一于皇帝个人
的意志并保证其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行使。即
使如此，李世民关于“元(即原)置中书、门下，
本拟相防过误”的思想，不能不承认，的确有
着权力制衡的因子，不过这种制衡的特征，
仅在于互补、弥合、相辅相成。

应当指出的是，唐初关于权力制衡的政
治设计，与当代政治文明所强调的权力监督
与权力制约有着本质区别。这种权力监督和
制约的对象，是在皇权例外或者皇权凌驾之
下进行的。而当代政治的权力制约，是将所
有权力纳入监督和制约的范畴。孟德斯鸠指
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在他看来，一个自
由的、健全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权力受到合
理、合法限制的国家。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古老
国家，虽然正在走向现代化，但历史传统对
于今天的国家治理、社会生活仍然有着根深
蒂固的影响，这是我们的根脉所系。因此，批
判地继承包括唐代在内的中国古代法律思
想中仍有价值和生命力的部分，对于丰富和
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一步健全
和促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仍然有着重要的
现实意义。

如何看待福山的转变
□ 阮 炜

唐代法律思想的借鉴意义
□ 安立志

时下之民国热，常以彼时高等教育为范本，用来对
比如今大学校园之风气日下。譬如许多年轻人不买书、
不翻书、不读书，整天忙着谈恋爱、干兼职、玩网游。其
实民国何尝不是如此。眼瞅着学子们不求上进、虚度光
阴，北大教授刘半农曾吟诗讽道：春天不是读书天，夏
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虫冬有雪，收拾书包好过年。

此劝学诗仅可算作刘小试牛刀而已。有一年秋天，
刘半农参与北大招考新生阅卷。孰料考生错别字多得
出奇，令阅卷老师大为恼火。有人写“民不辽生”的；有
人写“欧州”的；有人写“倡明文化”的；还有人写“苦脑”
的。可见，民国不少学子国文水平之低丝毫不逊于当下
某些大学生。看罢如此让人哭笑不得的考卷，刘慨叹之
余，做打油诗云：“民不辽生”缘国难，“欧州”大战本应
当；“倡明文化”何消说？“苦脑”真该加点糖。有的考生
把留学生写成“流学生”，刘半农云：先生犯了弥天罪，
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

“面筋熬尽一锅油”，乃指吴稚晖曾言：外国为大油锅，
留学生为油面筋，意思是指留学生出国镀金，去时小而
归来庞大。另有一个考生说：“严嵩是汉朝人，为王昭君
画像者。”手捧这等极似“穿越剧”的答案，刘半农张口
又云：严嵩分发汉朝去，画了昭君失了真。止水老爹开
口笑，我家少却一奸臣。

考生们各种光怪陆离、令人捧腹的答案，着实不
少，刘将其汇总一起，连缀成篇，以《问卷杂诗》为题在
报刊上发表了一组诗作，并很快引起社会极大反响。人
们纷纷对民国学生的语文水平担忧不已，不少读者致
信刘半农请其提供解决之良方。本来意在吐槽的刘教
授，面对时人这般高难度的求助，一时也不知从何解
答。其实就连当时执掌北大中文学科的胡适也为此事
苦恼不已，不断强调“北大招考新生，国文试验，以最容
易的国文常识测试，而结果大多数学生不及格”，并一
再向教育部反馈改善建议。

按照常理，老师有权出题，便有责任批卷，不过也
有不走寻常路者，师大教授钱玄同便是一例。每逢考
试，钱将试卷发下后，便从皮包里拿出一叠文稿，开始
写作，永不抬头。等考试完毕，他把试卷收齐，也不打
分，径直交给教务处。师大教务处更是特地为他刻了一
个木戳，上写“及格”二字。只要卷上有字者，便可盖上
木戳，记入学分册。考而不阅，这恰是钱的高明之处。因
为课堂所学是入门，自修研究乃个人之事，考试仅是应
付形式，根本无法检验学生的学术水平。所以在考试上
过于较真反而只能适得其反，浪费精力，何不放手不
管，一律开绿灯。不过，钱玄同的这种做法也非屡试不
爽。他在燕大兼课时，期末考试结束，照例不看考卷，交
给学校。学校退回，钱玄同还是不看，亦退回。如此三番
五次之后，燕大依据校规通知钱玄同，如果不判考卷，
则将扣发薪水。钱玄同马上复信，附上一沓钞票。信中
说：“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双方互不让步，
此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钱对个人理念之坚持，实可经
得起金钱之考验。

其实，不管考生素质如何，老师所拟试题绝不应敷
衍懈怠，且往往其中颇有玄机，待有心人来解码。民国最
著名因试题引发的事件，莫过于1932年秋的清华大学

“入学考试风波”。此次国文试卷由陈寅恪命题。陈氏别
出心裁给考生出了一道“对对子”题目：“孙行者”，还有
一道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这在当时诚可谓突破高
校考试定规。陈之所以大胆创新，实有其隐衷。上世纪
20、30年代，西学甚盛，洋风劲吹，人们对传统文化日渐
淡漠，反映在中学国文教育方面，即年轻人大都对古典
很隔膜，更谈不上熟用，陈曾叹“连岁校阅清华大学入学
国文试卷，感触至多”。其同事浦江清更是明言：“今日一
般人国文程度太坏，大学生几如中学生”。故陈破常例之
举，当含有引起社会关注中学国文教育之深意。

一石投下，果然泛起层层涟漪，只是国人之反应却
出乎陈氏意料。比如有人指出“大学入学试题影响到中
学课程，非常重大；以堂堂国立清华大学，竟标奇立异的
出‘对对子’，丝毫不顾全国中学的国文课程”，甚至告诫
清华管理层，“希望清华大学负责者对于这个出‘对对
子’的问题详细研究一番，如以为可，请发表颠扑不破的
理由；如以为不可，请设法矫正；切勿持‘相应不理可也’
的态度”。更有甚者，认为这种题目背后隐藏着不可明说
之“阶层歧视”。如有文章指责“梦游清华园记”是“一个
漂亮的麻木不仁的游清华园的题目”。对于从穷乡僻壤
赴京赶考的学子而言，清华园就像天堂般遥不可及，因
此游清华园是“小资产阶级的先生们所想望的事”，穷孩
子们“不敢崇拜伟大的清华大学所在的清华园的学生，
连那妄想也不敢存，那如何敢梦游呢？”面对种种质疑，
陈寅恪虽如学生回答老师提问般去尽力解释，但也颇感
时人未能领会其本意之无奈。正因忧恼相叠，陈氏也不
禁略失风度，同傅斯年说了“明年若清华仍由弟出试题，
则不但仍出对子，且只出对子一种”之气话。奈何“民意”
大过天，来年清华大学迫于压力，只得换人命题。

作为象牙塔，高校向来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故教
授讲课与命题亦有其自主性。一旦入学考试之类的环
节进入公众视野，并成为社会关注甚或监控的话题，那
即意味着教授在考察学生之同时，亦须接受社会大众
之考验，正如今日每年之高考作文题，同样会引起社会
无数评议。无论教授们情愿与不情愿，其命题完毕之
际，等待他们的，既要主动给考生们做“结案陈词”，又
得被动地静候国人之“三堂会审”。大学之独立性自此
逐渐消解，而这似又是现代国家演进之趋势。

教授在考察学生之同时，亦须接受社会大
众之考验。

试题风波
□ 王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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