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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创造力、创造性人才、创造 性群体与 多样性 的关系 的研究, 探 讨了高 等院校 中的
人才队伍多样性建设, 试图在建设具有创造性的多样性人才队伍方面提出 一些启发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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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 with diverse creative ability, are most important to the stat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University is
always a primary source of creative persons and new technology. Consequently, the society. s demands for innovational persons,
and its needs for R&D and services of universities tend towards diversity. Owing to this change, cultivating creative groups
becomes much more critical to the innovation of universitie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ve power ,
creative persons, creative groups and diversity, we try to put forward some enlightening viewpoints in order to help enhance
creative capability and the innovation of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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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 教育大众 化阶 段, 现代 社会不 仅对 大学 培养不
同规格的专 门人才需 求和 标准要 求趋 向多元 化, 而 且还对

一致 的看法是定义为: 根据一定目的, 运用 一切已知 信息,
产生 出某种新颖、独特、有社会和个人价值 的产品的 能力。

大学的科学 研究及其 服务 的多方 位需 求具有 多样 性, 这就
要求大学培 养具有高 度的 社会责 任心、过 硬的 社会 竞争力

该定义根据 产品 来判别 创造 力, 标准 有三: 即 产品是 否新
颖、是否独特 、是否有 社会或个人价值。/ 新颖0 主要指不

乃至国际竞 争力、个性 与人格 得到 健全发 展的 高素 质创新
人才。在高等教育质 量评 价与 质量保 障问 题上, 人 们已经

墨守 陈规、破 旧布新、前所未有, 这是一种 纵向比较; / 独
特0 主要指 不同 凡俗、独 出心裁, 这是相 对他 人而 言, 为

有了许多讨 论和 探 索, 目前 取 得共 识的 主 要有 以 下两 点:
一是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人才观和质量 观也必须多 样化。

一种横向比 较。这两 条标 准简称 新颖 独特性, 是创造 力的
根本特征。/ 有社会价值0 是指对人 类、国家和社 会的进步

不能再用精 英教育阶 段对 人才和 质量 的要求 与标 准, 去衡
量和评估大 众化阶段 高等 学校的 人才 培养质 量; 二 是大众

具有重要 意义, 如重大 的发 明、创造 和革 新; / 有个 人价
值0 则指相对 于个体发展有意义, 而非抄袭模仿。

化阶段仍然应当培养社会所需的 / 精英人 才0, 即高素质的
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杰出人才。为 了达到以上 目标,

没有创造出新颖独特的产品的人不一定 不具有创 造力,
因为新产品的产 生除 了与创 造能 力 ( 创 造性思 维) 本 身有

在大学中建设一支具有创造力的多样性人才队伍至关重要。

关外, 还与个 人知 识、技能、 智力背 景和 个性 有关, 同时
受到机遇、环 境等 外部因 素的 影响。所 以, 创造 力具 有隐

一、创造力、创造性人才、创造性群体
与多样性的关系

性和显性两 种状 态, 或者 说具有 狭义 性和广 义性。狭 义性
强调创造性 思维 本身, 创 造的可 能性; 广 义性 强调创 造出

创造力 是个 复杂 而很具 有争 议性的 概念, 目 前, 比较

的产品, 创造 的实 现性。从 创造力 的广 义角度 来看 , 因为
具有 创造性思维而不能将 它变 成产 品与没 有创 造力本 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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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多大区 别的。所 以, 创造 性人 才可认 为是 具有 创造性
思维和实现 转化能力 的人 才, 或者 说具有 广义 创造 力的人

必须在某种 程度 上具备 互换 性。一元 化成才 观, 就是 用统
一的的范式 去规 范、统一 的模式 去培 养, 统一 的标准 去评

才。因此, 创造 性人 才是复 合、全面 、有鲜 明个 性特 征的
新型人才, 必须具备个性化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素质。

价。一元成 才 观, 可 以 说 这 是 一 种 没 有 营 养 的 / 西 式 快
餐0 , 可以果腹, 但于长远发展 不利。一元观下, 意 味环境

再来考察创造 性群体。 判断队 伍是 否具 有创 造力, 同

容忍度降 低, 甚至 很低, 人 的发展 受限, 将 会导 致群 体发

样适用于上 面给出的 用产 品来评 价的 方式, 创 造性 群体也
应该是复 合、全面、有 鲜明 个性 特征的 新型 人才 群体, 群

展的不稳 定和不 可持 续。例如, 在 大学 里, 有可 能某 些人
科研能力强而教 学能 力弱, 有 些人 教学能 力强 而科研 能力

体组成人员 必须具备 个性 化的知 识结 构与能 力素 质, 群体
必然是多样 性人才的 有机 整合体。 创造性 群体 具有 以下一

弱。如果不能 予以适 当评 价, 则可 能导致 很多 人不能 达到
评价 指标而打击了积极性和创造性。

些新特点: 一是创造 性和 成就 性, 这是组 织形 成的 目标和
动力; 二是 组织性, 群 体必 然是 有组织 的, 这种 组织 在一

如果这个社会存在丰富多样性的人才培 养和发展 道路、
环境和模 式, 那 么每 个 人身 上 的压 力一 定 不会 那么 巨 大。

定时间内具 有稳 定性, 但 随着 任务的 变化, 组 织随 时面临
解体和重组; 三是独 立性 和差 异性, 每个 人的 知识 结构和

环境、观念的 多样 性, 会导 致社会 范式 的多元 , 行为 模式
的多样 化, 才会 有多 样的人 有多 样 / 骇俗0 的举动 。只有

能力肯定是 发展 不均 衡、不一 致的, 而这 种独 立性 和差异

在这样真 正 的情 况下, 这个 社 会的 人才 能 得到 全面 发 展,

性是创造力得以发挥出来的良好 / 生态环 境0, 是实现创造
的基础; 四是创造动 力多 元化, 每 个人都 有关 于自 己成才

社会生活 才 能丰 富多 彩, 真 正 的自 主创 新 才能 得到 实 现,
多元 社会的发展才能有新的思路。

的精神追求, 都有 运用 各自的 个人 能力寻 求自 我满 足的途
径, 也就是说, 都具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追求。

我们已经认 识到 缺少多 样性 是一个 严重 的问题 , 在较
为单一的 评价压 力之 下, 循规 蹈矩, 固 步自封 , 这似 乎已

从以上 可 以看 出, 创造 出 的产 品 是 独 特的, 有 差异
的, 有创造 力的个 体必 然是具 有是 独特的、 有个 性的。个

经成为进行自主创新的 / 瓶颈0 。在大学 里, 如果教 师队伍
的形象是单 一的, 培 养出 来的人 才必 然是形 象单 一的, 因

体是独特的, 群体必然是由个性组成的多样性集成。

此, 建设一支形象 丰富多 彩的 教师 队伍和 培养 具有创 新精
神的 多样性人才是一个命题,

二、人 的个性 发展 和人 的全 面发 展的
关系

三、高等学校中人才多样性队伍建设的
探讨和建议

我们知道, 人 才知 识结构 主要 包括核 心知 识和 扩展知
识。核心知识包括一定的基础理论知识, 主要是逻辑 知识、

大学, 应 该是以 创新 性的知 识传 播、生产 和应用 为中

较深厚的专 业知识。这 些基础 知识 根本作 用在 于形 成科学
的方法论和 哲学 意识, 并 获得 基本的 获取 信息、处 理信息

心, 以培养高 层次精英人 才 ( 包 括大 学教 师) 和 产出 高水
平科 研成果为目标, 营造 / 兼容 并包0 的人 才生 态环 境和

的能力。扩展知识主 要包 括广 泛的邻 近学 科知识、 相关方
面的科技发展状况的前沿知识等。

精神 、拥有一 支由多 样性 人才组 成的 教学科 研队 伍、培养
丰富多样性的人 才对 于国家 和社 会发 展更为 重要。多 样性

从人的个体角 度考察, 每个人 都有 自己 的成 才观。人
的成才观, 就是人的 关于 自己 成才的 精神 追求。多 样性成

人才 , 就是在 群体上 要强 调选择 多样 化, 在个 体上要 强调
评价 个异化, 也就是 说要 尊重每 个个 体的自 由, 提供 能够

才观, 就是尊重每个 个体 的意 愿, 以各自 的个 人能 力寻求
自我满足的 途径。从 知识 结构 和能力 结构 上看, 由 于先天

实现多元化的多 样性 组织和 选择, 给予多 样性 选择以 恰当
的、柔性化、扁 平化、复 杂化 的多元 化评 价和 激励, 从根

的差异和后 天影响, 每 个人的 知识 结构和 能力 肯定 是发展
不均衡、不一致的。外 界对个 体要 求的全 面发 展和 个体发

本上 摒弃单一的评价标准, 实现 / 兼容并包0 。
( 一) 具有强烈批判性的学术自由精神是核心

展的差异性 是不 是存 在矛盾 呢? 回答 是不 矛盾。人 的全面

学术自由精 神是 创新的 思维 氛围。这 种自由 精神 是既

发展, 应该 是人的 知识 结构合 理, 能力 协调, 每 个人 的长
处都能得到发挥, 短处得到 / 扬 弃0, 找到 适合 / 我才0 的

不可以 给予, 也不 可以 被 给予, 但它 可 以被 剥 夺或 放 弃,
也可以被培育。正如卢梭所说, / 人 是生而自由 的, 但却无

适当社会定 位, 也就 是说, 全 面发 展的人 必然 是具 有独特
个性的 / 差异人0 , 每个人都能树立起 能够发挥 个人长处的

所不在枷锁中0 。而马克思的 / 全面发 展的人0 则 是我们理
解自由的创 新氛 围的理 论指 导。要创 新, 就要 培育和 保证

价值观, 形 成的 人 才群 体才 能 是多 样性 人 才聚 集 的群 体、
是丰富多采 的群 体、是具 有巨 大创造 力的 群体。而 选择什

研究者和探索者的 自由, 大学 一定 要建 设 / 兼 容并 包0 的
学术争鸣环 境和 开放自 由的 交流平 台, 从而 支持、指 引和

么样的价值 观和社会 方式 生活, 都 不会有 人向 你施 加更多
的压力, 都 支持你, 认同你 的选 择! 不能 否 认, 有些 人可

激励 探索者永无止境地追求科学的真谛。
在科学迅速发展 的今 天, 在科 学面前, 没有 什么 人是

以成为通 才, 但这 是极 少数, 因 此, 要摒 弃优秀 人才 适合
各种岗位, 放到哪里 都能 发光 的偏颇 观念, 避 免要 求每个

永远不变的 权威, 学 术自 由要特 别强 调批判 性, 也就 是要
强调突破 / 权威0 、/ 条条 框框0 和 / 预设结论0 。学术自由

人都在短处 上下 大功 夫弥补 缺陷, 削 足适 履, 非得 使每个

不否认学者要遵 循学 术规范 和学 术道 德, 给其 他学者 以同

人都成为社会通才, 使任何人适应任何的社会岗位。
在处理全面 发展 和个 性发展 的关 系上, 重 要的问 题是

样的 学术自由, 这也是自由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 二) 具有弹性的多元化院系组织形式

如何评价? 我认为, 在 评价 上必 须体现 出差 异, 评价 指标

任何组织都有一定的组织架构, 大 学也不例 外。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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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将大学描述为 / 结构化的无政府主义0 , 这 实际上反映
了大学主要 活动由下 向上 的基本 特点, 即 学术 人员 知道该

一种无确 定规则 、无限制、 无定向 的思 维, 它主 要凭 借个
人的直觉和洞察 对事 物和现 象作 出推 断, 因而 与直觉 思维

做什么该朝 哪儿走, 无 法像企 业或 政府那 样从 上到 下进行
行政安排, 这就决 定了 大学学 术权 力的行 使更 应该 依赖于

有着密切的 关系。在 创造 性思维 活动 中, 聚合 思维和 发散
思维是相辅 相成、不 可缺 少的两 个侧 面。聚合 思维是 把解

学者治学。
行政组织一般要有相对的稳定性, 从 而保证管理 有效,

决问题的各种可 能性 都考虑 在内, 而后再 寻求 一个最 佳的
答案; 而发散思维 则围绕 着问 题从 多种角 度来 寻找解 决思

学术权力和学术自由要求学术研究组织具 有较大的自 由度。
因此, 大 学 的这 个 特 点 要求 的 组 织 形式 应 该 是 组 织设 置

路。聚合思维强调 在已有 信息 和知 识的基 础上 进行逻 辑的
推理 , 从已有 信息推 演出 结论, 而 发散思 维强 调对未 知信

/ 扁平化0 和权力运用 / 矩 阵化0 , 组 织设 置 / 扁平 化0 使
学术组织能 够根 据研 究需要 选择 实体、半 实体、虚 体等多

息的 想象和假设, 关注于 / 新信息的形成0 。
创新, 特别是 原始 创新, 其 最主要 的研 究方 法是 用发

种形式进行灵活构 建, 权 力运 用 / 矩 阵化0 可以 使行 政权
力和学术权 力相互交叉, 实现行政权力管 / 服务0 、学术权

散思维对未 知信 息进行 大胆 的、具有 想象力 的、适当 的假
设, 再用归 纳思 维去 提炼, 也可 以说 是大 胆地去 / 凑0 一

力管 / 业务0 。
要处理好灵 活构 建与 相对稳 定之 间的关 系, 可以 考虑

个能够 解 释 / 问 题0 的 模 型, 然 后再 用 演 绎 思 维 或 者 实
( 试) 验 进 行 / 小 心 求 证0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科 学 史 上 由

的方式是: 在学校 和学 院, 管理 层机构 保持 相对 稳定, 但
科研组织和教学组织能够灵活构建。

/ 问题0 出发 / 凑0 出来的重大创新成果 不胜枚举, 如普朗
克的黑体 辐 射理 论、爱 因斯 坦 的相 对论 和 光电 效应 理 论、

( 三) 人得其所的多元化评价激励机制
评价和激励 机 制是 培养 价 值 观多 元 化的 关 键, 其 中,

海森堡的 矩阵力 学、光谱 的巴 耳末 公式等 等。因此 , 要进
行创造性 思维的 培养。但 是, 我们 知道, 现 有的 队伍 是不

主要的 是教 师 层面 的柔 性 化、多 元化 评 价和 激 励, 因 为,
只有有丰富多样的老师, 才会培养出丰富多样的学生。

可能全部 / 回炉0 进行 重新 培养 创造 性思 维的 , 那么 只能
在现有的教学科 研实 践活动 中进 行提 高, 培养 的途径 应该

教师来 源要 多样化, 强调师 资 / 远 缘交杂0 是一 流大
学的共同特 征。例如, 许多著 名大 学都有 不直 接留 任本校

是多样性课程体 系的 设计和 实施, 这里的 课程 体系不 是简
单的 教学和上课, 而是教 育科 研实 践中 研、教、学、 做的

毕业生的习 惯做法, 优 秀本校 毕业 生必须 先到 其它 大学或
机构工作 一段 时间后, 才能回 校任 教, 这样, 既 可以 通过

一切环节, 在 这个 体系中, 将实现 师生 携手同 行, 教 学相
长。首先, 编著 教材和 知识 培养就 应从 提出问 题开 始, 通

/ 远缘交杂0 带来新空 气, 又有 利于 提高 教师 的整 体水 平。
但是, 由于我们国家 目前 的人 事管理、经 济社 会发 展和社

过多样性的 课程 培训体 系培 养归纳 、演绎、发 散等多 种思
维方 式。其次 是通过 提供 多种学 科的 核心课 程培 训, 把学

会管理现 状所 限, 短 时 期内 还不 能 实现 / 完 全引 进0 , 因
此, 要把教师作为学 校发 展的 战略资 源进 行统筹 规划, 进

科的基本规 律讲 透, 从而 掌握学 科的 核心前 沿、思维 方式
和研究 方法。 同时, 素质 教育 也 应该 是 基础 扎 实的 教 育,

行动态管理, 在来源、流动等方面做到综合平衡。
要按照不同的岗位 和不同 模式 建立起 有利 于人 才创新

要把核心部分的 基础 理论和 学术 功底 打扎实。 没有很 好的
学术功底, 就不会有那种发散的 想象力, 也不 会有那 / 凑0

潜能和业绩 发挥的评 价激 励机制。 评价激 励机 制的 核心是
绩效管理, 要把绩效管理、合作关系 管理、集体荣誉 激励、

的功 夫和求证的能力, 就没有原始创新的基本条件。
多样性不能 简单 和学了 其他 学科很 多课 程划等 号, 特

个人荣誉激 励等多方 面措 施结合 起来 使用。要 区分 不同的
群体和人才 特点, 实行 具有一 定自 由度和 个性 化特 点的行
为锚定评价、结果导 向评 价等 多种评 价方 法。要使 各层各

别不能把 / 多样0 理解为 大量 开设 多学科 的发 展历史 概论
课, 大量概论 课既耗 费了 教师的 有限 时间和 精力, 也 使学
生事倍功半, 耗费 了大量 的时 间学 了只能 用来 进行知 识竞

类群体和人 才都能找 到自 己最合 适的 位置, 使 得大 多数人
才既感到有一定的压力, 又感到工作有劲、心情舒畅。

赛的 东西, 应 有的研究能力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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