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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小小的学院如何创造出如此深远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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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想将加州理工学院的故事用数字来讲述，要从何处开头却并不容易。
加州理工学院拥有 123 年的历史，在它的教职员和校友中（包括 5 名在任教职
员），有 57 位美国国家科学奖章（U.S.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获得者和 32
名诺贝尔奖得主。
它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大学 — 过去三年里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中排名第一，拥有 300
多名教授教职员。
总之，规模虽小，但它的教学确实异常出色。
工程和应用科学院系的讲座教授亚里斯罗萨基斯（Ares Rosakis）这样描述加州理
工学院：“大学中的另类存在…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非常有趣”可能还不足以形
容这所学院。
加州理工学院整洁而不张扬的校园坐落在帕萨迪纳市（Pasadena）一片安静的居
民区内，在圣盖博山（San Gabriel Mountain）山脚下。
尽管离好莱坞只有 15 英里，却与好莱坞的华丽堂皇大相径庭。
但是加州理工学院却有它自身的闪光之处。在它冗长的杰出前教职员名单中就有里
氏地震等级的发明者查尔斯·里克特（Charles Richter）（在南加州派上用场）和
现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的首位主任西奥
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他培育了先驱“火箭男孩”，在 20 世
纪 30 年代不顾人们的嘲讽，将科学漫画书中的宇宙火箭带到了现实世界。学院现
有教职员中的重量级人物包括“冥王星杀手”（他发表著作将冥王星降级成矮行星）
迈克·布朗（Mike Brown）以及 2013 年 12 月 300 万美元的 2014 年基础物理学
突破奖（2014 Breakthrough Prize in Fundamental Physics）联合获得者约翰·施
瓦茨（John Schwarz）。
显然加州理工学院有它的特殊之处，但它是如何取得这样的成功的？Rosakis 给出
的第一个答案就是它的规模。
“我总是说这个小规模与材料中存在的规模效应非常相似，它虽然非常小，但却是
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他坐在通风的办公室中解释到，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落
在写满数学公式的黑板上。

除了 300 位教授教职员，学院还有大约 600 位研究学者，在最近的一次统计中，
有研究生 1,204 人和本科生 977 人。大学私立非营利性的“2017 级”大一新生有
学生 249 人。
尽管小规模对一些学院来说是一个劣势，但却是加州理工学院存在的关键，或许是
它在全球取得非凡成就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加州理工学院有义务采用跨学科的“运作模式，无论我们喜欢
与否” 罗萨基斯如是说。
“工程和应用科学院系有教职员 77 人。麻省理工学院[MIT]有 490 人。我如何与
像 MIT 这样优秀的学校竞争？我们必须让所有科学的工程师互动，反之亦然 — 这
是生存的问题。我们没有足够的广度以大规模的方式做事，除非他们互动。”
如果加州理工学院的规模需要教职员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才能生存，它也会让这种
互动变得非常轻松自然。
虽然这听起来像是陈词滥调，据学院教师说，加州理工学院激动人心的跨学科想法
确实是在校园咖啡厅喝了一杯咖啡后想出来的。
获得本杰明·M·罗森（Benjamin M. Rosen）奖的物理学和天文学教授菲奥
娜·哈里森（Fiona Harrison）曾与航空工程、应用物理学等诸多学科的同事共事。
她说：“你会在咖啡厅中碰到他们后开始聊天，事实证明，你们都在思考一些类似
的技术，因此这种相互交流是很自然的文化，是这个地方的特色。”
“有人认为有些事情必须轰轰烈烈地做。但最终却发现这个环境有一些独特之处，
你不忍破坏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某些研究领域为了集中资源可打破限制。
但是哈里森说：“在加州理工学院，我们有一个说法，如果这个领域已存在了一段
时间，那么加州理工学院就应该放弃它，转而进入下一领域的发明。”
跨学科文化体现在 2013 年底，生物学系（由诺贝尔得主遗传学家托马斯·亨
特·摩根（Thomas Hunt Morgan）于 1928 年成立）转变成新的生物学和生物工
程系。
这种变化是继讲座教授史蒂夫·梅奥（Steve Mayo）所说的教职员主导的工程学
和应用科学学院的生物工程系向合成生物学“有机漂移”后发生的 — 更多地着眼
于操控生物材料。

但随着世界各地争相模仿，发展中国家推动快速发展世界一流的学府，这个公式能
否复制？
“我认为我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秘密”，梅奥说，“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其他地方也会
实施这种体制。加州理工学院的存在，在很多方面可能是历史的侥幸。它的文化已
经发展了几十年。如果你想建立一些新的东西，并聘请数百名教师组成一个新的机
构，要找到 300 名雄厚的师资力量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工作将真的很难。”
哈里森认同这种看法，“我觉得加州理工学院的文化，你在这呆一段时间后就能理
解。我知道很多人因为一些文化的不同，去了哈佛或麻省理工后最终还是回到这里。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能自上而下地灌输这种文化”，她说。
“你可以走进你院系的办公室说：‘我有这个伟大的想法’或‘我想改领域和这就
是原因’，行政管理层通常持支持态度。在大多数大学里，教职员认为是他们在经
营大学，但在这里才真正如此。”

“加州理工学院很开放，与其他学术机构相比，建立这样的公司更容易”，梅奥解
释说，“学院明确尽量实现平稳转移，不像很多机构要么故意设障碍，要么用官僚
来阻碍技术转移。”
打破学科和官僚方面的障碍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主题，这也是马库斯梅斯特
（Markus Meister）在哈佛大学工作 20 年后吸引他加入加州理工学院的主要因素，
其他原因是一个专用的先进实验室和一间校园内视野最好的办公室。
“[加州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这所学院的组织非常简单，在这
里做事比在哈佛容易，” 美斯特说。他于 1987 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
现在是获得小劳伦斯 A.汉森（Lawrence A. Hanson）奖的生物学教授。
2012 年 7 月加入学院数月后，梅斯特就已经计划建立一个新的神经生物学研究生
课程，目前正在招生。
“谈论这个课程几个月后就获得批准并记载到学校大事表中，之后就是实施”，他
说，“在哈佛大学要开设一个新的博士课程需要三年，期间你要通知所有利益相关
者，让他们支持你，排除所有障碍。
“我发现过去一年里时间的利用更有效。当你有好主意时，说服其他人，从这步到
实际执行之间的步骤历时很短。真正精简和摒除官僚的确意义重大。”
令他惊叹的是在加州理工学院，他可以拿起电话打给教务长，接通后很快就得到答
复。
“参与决定的人很少，实际上你可以打电话联系决策者，这让人觉得教职员起关键
作用。”
很多关键决策是由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委员会做出 — 教员晋升、工资、聘请新员
工、资金优先分配。它由加州理工学院的六个学术院系的院长、教务长和校长组成，
每月开会一整天。
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都积极参与研究（“如果你金玉在外，你得不到教职员的尊重”，
罗萨基斯说），并密切参与各院系的活动。
结构简单、平稳和灵活。“我把院系之间的界限形容成半透膜”，罗萨基斯说。这
样可以防止整合发展。他说：“跨学科智力是一回事，跨学科资源是另一回事。这
里的资源超越边界，这在人们有保护意识时很常见，并且非常重要。”
因此加州理工学院取得巨大成功的推动因素显然相当简单：它刻意保持小规模，坚
决跨学科，聘请教师时挑选严格，并保持平稳、灵活的管理制度。

获布伦（Bren）奖的生物学和化学教授梅奥说：“我们认为更好地是将活动与生
物学联系起来，强调工程活动要注重基本生物学”。
他补充说，从行政壁垒中解脱出来后他们可能会面临其他问题，院系研究人员“的
互动可能会促使独特的事情发生。”
梅奥暗示加州理工学院获得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从根本上也和它的规模相关，也
就是它非常严格的教师招聘策略。“我们不会每年都聘请很多教师。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的教员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搜索，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找到合适的人员。”
“我们对如何聘请教师一直都小心谨慎，我们完全致力于让那些来到我们学院的教
师取得成功。”
罗萨基斯更加直言不讳：“我聘请人时不能出错。我真的不能。我们的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有 16 名教职员，卡内基梅隆大学[位于匹兹堡，是一所名列前茅的研究机
构]有 200 名。如果我聘请人时犯了一两次错，会遭受巨大的失败。”
“如果你问我给我们院系带来 1 亿美元和聘请 10 名最佳教职员工哪个更重要，我
会说聘请 10 名教职员工。”
“我们实现卓越的主要目的是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如果我们有最好的人才，那么就
能得到 1 亿美元，因为有人会以书面形式给予他们，他们会激发慈善捐赠者捐资给
加州理工学院，会提高全院的知名度。”
罗萨基斯继续说，这意味着加州理工学院的决策者花费“大量时间确保我们找到最
佳人选，并有足够的资源吸引他们”。
“我们将招聘放在首位。我们聘请人员后给他们一切，让他们成功。其他学校会对
同一职位聘请三四人，让他们竞争。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做出不错的选择，而我们给
他们足够的资金，这样他们不会[因为缺乏]物力而失败。”
哈里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后，两年后留校任教。他强调学院愿意信任年轻的
研究人员。
“我们都听过“不发表即灭亡”的说法，但加州理工学院在年轻人身上进行投资。
它对我说：‘好，你可以冒一次险。’”
哈里森的冒险得到回报。她已经开发了仪器仪表，目前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核光谱
望远镜阵列（NuSTAR）探索使命的主要研究者，配备了轨道望远镜通过高能量的
X 射线来研究黑洞。她还担任教师遴选委员会的主席，选择物理学家、芝加哥大学
现任教务长 Thomas F. Rosenbaum 担任加州理工学院的下一任校长，他将在七月
上任。

当然金钱也是至关重要的，加州理工学院有几个方面的规模不小，捐赠就是其中之
一，目前捐赠额约 18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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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理工学院最显著的捐赠人是戈登·摩尔（Gordon Moore），他是芯片制造商
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1954 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并认识了他的妻子
贝蒂（B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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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他们捐了 6 亿美元（一半来自夫妇的基金会，一半来自他们个人）。
“摩尔捐了一大笔钱，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礼物，因为他说，他希望很大一部分能
用于创新研究 — 做政府不会资助的事情，”哈里森说，“如果你想创建一个新领域，
却无处申请资助，你可以来加州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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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金钱并不是唯一 — 态度也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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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说：“我从来没听说过‘好吧，你最好写份书面报告’，我认为整个加州理
工学院的态度是接受风险因素，赢取大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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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做一些新颖的事情，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这与数字或引文索引无关，
而是超越它们寻找新颖的、真正不同的东西。或许这源自学院一定的自信。我觉得
很多院校都非常在乎外界的评价，但加州理工学院却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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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信也让加州理工学院能抵挡来自政府和资助者的压力，他们更加重视申请的
科研能否带来明确的、明显的经济影响，而不是基本的好奇心驱动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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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家科技机构来说它可以是一个微妙的平衡 — 但加州理工学院的重点是坚持把
那些新颖却未可行的项目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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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奥解释说：“没有人来加州理工学院说‘我想开公司’。他们来此是因为他们想
从它伟大的、开放的、跨学科环境中受益 — 做基础性工作。如果他们碰巧在应用
上有突破或发现，那么商业化是一个附带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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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工程资助中有一个遗憾的趋势就是注重‘我们从中能给应用带来什么’而
不是‘让我们实现历史上已证明能成为世界主导技术的技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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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尽管重点是基础研究，但加州理工学院非常乐意让劳动成果实现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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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是，基础水平的突破对技术产生深远的影响并真正影响到人类，”梅奥
说，“所以在加州理工学院，我们总是大胆追求这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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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突破发展成应用，加州理工学院谨慎地在新颖却未实施的项目研究和商业活动
之间设立防火墙，但它有一个强大的环境，主要通过校外分拆公司促进技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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