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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2021届哈佛新生：
　　欢迎你们，2021届的同学们。我

很高兴曾在新生参观日见过你们中的
很多人，我也很欣喜你们这1702人选
择在哈佛度过未来的四年大学时光。
你们就是哈佛的现在和未来。

　　此时此刻，你们掀开了人生新篇

章。这不仅对你们的人生意义重大，
对国家和世界也至关重要。最近几
周，我们听闻了全球核战的威胁，我
们看到了极端天气的恐怖模样。 西班
牙、芬兰、比利时和阿富汗的恐怖主
义正在蔓延，美国大学城里的仇恨色
彩、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暴力事
件同样让人不寒而栗。在这样一个时
刻，大学教育应该是什么？大学教育
意味着什么？大学本身到底是什么？
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和不安的时刻，
我们如何认识大学的责任，也就是我
们此刻肩负的责任？

 

知识和对真理的追求
　

　首先，大学是关于知识和对真理
的追求。

　　我们相信真理，也相信人类不
懈追求真理的力量。我们坚信教育和
学习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和民主政府的
基石。哈佛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意
味着它的教员们正致力于在各个广泛
的领域里不断拓展知识的边界。而当

你开始学习之时，我们邀请你成为在
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广
阔天地里踏上探索之旅的一员。

　　像去年40%左右的毕业生那样，
你最终会完成一份毕业论文。论文主
题可能是你感兴趣的一个项目，你独
立研究的一个问题，又或者你会花一

个夏天成为本科生研究组的一员，与
其他学生研究员一起待在校园，和研
究教师密切合作，探索各领域的新知
识——从工程科学到社会科学，从市
场组织到社区参与，从全球健康到人
文艺术。

　　我们相信，追求真理的过程需

要经过持续不断的测试和评估，经过
无数次地论证、挑战和辩论。我们从
不盛气凌人，相信一切万无一失。

　　真理既是渴望也是灵感。我们
知道知识的探索永无止境，所以我们
必须拥抱新想法和新观点，尝试新可
能，即使我们偶尔可能犯错。这要求
我们所有人具备勇气、慷慨和谦逊的
品质，愿意参与到伟大的辩论中去。

　　作为知识分子群体，我们应该
开放地吸纳别人的想法，有理有据地
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我们希望在你们
每个人身上不仅仅培养这些重要的智
力能力，同时还有其他至关重要的人
类潜能，如判断力，评估力，以及在
新的事实面前，虚心学习和自我成长
的能力。

让毕业生学会明辨是非

　　正是在这个一年一度的欢迎新
生大会上，前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
已故的杰里米·诺尔斯，形容他所认
为的高等教育的最重要目标就是，让

毕业生学会明辨是非。你
在不断地挑战和被挑战中
学到了这种能力，在面对
各种分歧和异议中找到自
己的方向。

　　这让我想到了我今
天要强调的大学的第二个
基本特征。

 
　　在接下来的四年

里，你将会遇到的许多最
重要的想法，都不会来自
教授、实验室、书本或在
线任务。它们将来自现在
坐在你旁边的人。你提出
的许多问题，你学会回避

的困难，你接受的新观点，
都将源于你和他人的互动。这就是为
什么你的班级有必要代表最广泛的背
景，经验和兴趣，覆盖最广泛的地理
来源、社会环境、民族、种族、宗
教、性别认同、性取向和政治立场。

　　在2017年，我们有可能通过在线
教育，积累足够的知识，通过足够的

考试，以获得大学学位。但为什么我
们要求你们所有人离开自己以往的生
活圈，随着满载行李的车来到麻萨诸
塞州，与热泪盈眶的家人道别——我
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相信校
园的力量，那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
力量。这个校园必须好好组建，才不
会只简单地向你展示已知的东西，或
是那些生活
经历与观点
和你一样的
人。正是它
的多样性、
它的陌生元
素、它的不
同之处，使
你在哈佛的
经历非同凡
响，我相信
终有一天你
会发现。

　　我们
很高兴地欢
迎你们，2021届的同学们，因为你们
自己就是伟大的教育家，注定会互相
引导。当然，同时也帮助我们老师，
因为你们的多样性所带来的缤纷色
彩。当招生办公室决定录取你时，他
们认为学校需要你的声音——你在这
个百家争鸣之地所贡献的一种声音。
所以不要保持沉默。（请不要在网上
虚度你的光阴，就像你不存在于现实
中！）融入到其他人之中。

　　尽量多地发言，这样别人才能
向你学习。尽可能地多听，这样你就
能从他们身上学习。不要害怕犯错的
风险。不要害怕承认你的错误。这是
学习和成长的最佳途径。同时也慷慨
地倾听他人，这样他们也会冒和你一
样的险。将你的同学圈作为你在哈佛
最大的礼物和机会。帮助我们在哈佛
建立一个因多样而更加灿烂而不是分
化的典范。

　　

对多样性的承诺

现在，让我简要地介绍一下我刚才提
到的两个当前问题。在接下来的一年
里，你将会听到很多关于我所描述的
对多样性的承诺，因为它已经在广为
人知的诉讼案中受到了直接的挑战。
（编者按：前段时间，哈佛大学因涉
嫌歧视亚裔被美国司法部调查）

　　正是这个申请流程，才导致了
你的选择，并创造了现在这群了不起
的人，我们很高兴能欢迎你们。我们
也将继续坚定地捍卫我们的招生流程
和秉承多样性的重要性。这是我们教
育理念的基础，也给学生提供难得的
机会，去超越所熟悉的事物，向新的
理解和新的可能性敞开大门。

　　你也很可能会听到很多关于哈
佛终极俱乐部、兄弟会和女生联谊会
的消息，以及一项在你们班级即将生
效的政策。事实上，已经有人在新生
参观日后的问答环节里，问 了我这个
问题，所以我知道你们中有很多人也
在思考这个问题。这项新政策也同样
是出自我们提供教育体验的承诺，以
证明每个学生在哈佛的重要地位，并
鼓励学生向不一样的同学学习。

　　在哈佛的四年里，我们希望你
能超越你之前的自己。我们希望你去

探索那些你所忽略的领域，并培养在
多种不同的环境中成长的能力，这样
你很可能在未来的岁月中发现新的自
己。我们的这些计划使住宿区的生活
学习环境充满朝气与活力。在3月的时
候，将会随机将所有人安排到“三年
生活学习社区”。这些计划也明确表
示，那些歧视性、排他性、压倒性的
团体组织与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目

标是背道而
驰的。

　　在这个
重要时刻，
你加入了哈
佛，为了我
们的国家和
我们的大
学。现在，
你已经成为
哈佛大学这
场将近400年
的实验的一
个重要组成
部分。我们

必须确保它继续致力于对真理的严格
而理性的追求。我们必须确保这个校
园的每一个成员的才能都受到充分的
欢迎和完全的发挥。

成为团结的典范

　　让我们每个人都尽自己的力量，
让哈佛成为相互尊重的地方，让我们
所有人都成为最好的自己。面对全国
各地不断涌现的仇恨和暴力事件，我
们需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团结在一
起。在破裂和分化的时代，让我们努
力成为团结的典范。我们从来没有像
此刻一样期待这所大学的未来。

　　欢迎来到哈佛！

(原文来自哈佛官网)

哈佛大学校长寄语新生： 

在破裂和分化的时代
成为团结的典范 

胡颖 职场漫谈

8月29日，哈佛大学校长德
鲁·福斯特（Drew Faust）向2021届
新生致辞。她认为大学教育的意义在
于对真理的追求. 并且要求新生，面
对不断涌现的仇恨和暴力事件，在破
裂和分化的时代，成为团结的典范。 
这也是她在离任前，最后一次向新生
致辞。

今年的新生之一: 前总统奥巴马的女儿
玛利雅            图: 哈佛家长

在美国这个民族的熔炉里，任何少
数族群（犹太人、非洲裔或亚裔）都
在各自族群里整合力量，为自己的权
益抗争，这是美国族群政治的基础。
但是我们作为少数族裔也应该认识
到，在美国从集体的角度最少为自己
的族群谋福利的种族就是美国白人。
他们控制了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但
是他们在美国近五十年制定的法律基
本上都是向着美国民族的和解的方向
努力，多数是为美国的少数民族的利
益着想的，我这样说当然不包括久远
的《排华法案》。美国联邦没有纪念
任何白人的杰出人物的单个国家假
日，包括华盛顿、杰佛逊、富兰克
林、汉密顿和林肯，美国只有一个从
华盛顿生日演变来的纪念美国过去和
现在所有总统的总统日，但是美国有

马丁·路德·金的全国性假日。
就拿我们知道的平权法案，平权的

前期确实在帮助少数族裔上作出过历
史性的贡献，但是现在却演变成了逆
向种族歧视的政策。直接的结果是使
非犹太白人在常春藤变成了只有大概
30%的少数，大家想想，他们的先祖
创立了美国并且建立了哈佛和耶鲁大
学。在美国经常使用一个叫Under-
represented minority (URM) 的词，专
门为少数民族争取权益发明的，也就
是说你的民族在某组织或学校不被代
表，与你在人群中的比例不符。现在
最新数据表明，哈佛的非洲裔的比例
已经超过了他们在美国人口中的比
例，亚裔在哈佛更是几倍于自己在人
口中的比例，美国白人在哈佛才是真
正的URM。平权也照顾妇女，所以就

出现了所谓的Angry White Man（愤怒
的白男人）的说法。我与要好的白人
朋友聊天时，他也自嘲说自己是Damn 
White（谁让我是无可奈何的白人)，
因为他们什么福利和照顾都靠不上。
大家不知注意到没有，我基本没有看
见在Charlottesville游行的人中有白人女
性。老中朋友说：““白人”有时候
特“傻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莫非他们真读了英文版的毛主席语
录？

我们当然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白人
至上，应该像德国那样立法禁止纳粹
的标语和图案。这在美国宪法修正案
第一条的框架下似乎不可能，除非再
次修宪，美国确实为禁酒和解除禁酒
令而两次修宪。我们希望生活在很少
种族歧视的国家，而通向这一目标首
先应该克服的是美国政客热衷的族群
政治。

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多不多？很
少。我们在美国见到过三K党没有？
没有。他们大多在美国偏远的乡镇，
进步的地方没有他们的市场。相反，
我们在不好的区最恐惧的是被什么人
的抢劫或枪杀？还是让美国著名的黑
人领袖Jesse Jackson告诉你吧：“There 
is nothing more painful to me at this 
stage in my life than to walk down the 
street and hear footsteps and start thinking 
about robbery. Then look around and see 
somebody white and feel relieved.”。
（大意解释：在我人生的这个时期，

没有什么
比这更令
我痛苦的
了：当我
在街上行
走，听见
脚步声时
联想到抢
劫，但是
当我发现
那脚步声
是来自白
人，顿时
觉得放松
很多）。

如今的
美国白人是所有美国种族里面最不具
歧视的种族，这得益于美国的进步思
想和宽容的民风。但是美国白人现在
也堕落沉沦得厉害，家庭解体和嗑药
都很严重。有位白人朋友从阿肯色去
波士顿读完大学，来到华大做研究并
且申请医学院，在宾大和阿肯色大学
医学院选择时，他说出重回南方的顾
虑：他那些儿时的玩伴，三十出头已
经离过几次婚了。这位朋友面对宾大
昂贵的学费，还是选择重回南方的故
乡，现在应该早就行医了。现在极端
白人又以纳粹这种自暴自弃的方式反
击社会，而他们不读书也应该明白纳
粹是人类经历的最大灾难之一，美国
是真正让人担心了。

奥巴马替爱女搬进宿舍， 和所有家长一样， 依依
不舍

        从另一角度了解美国现状 
「谁让我是无可奈何的白人？」 吴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