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5卷第5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45,No.5
2018年9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September,2018

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校长
与哈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之路

———基于埃利奥特家族网络的历史考察

王 璞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361005)

  摘要: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他对哈佛的改革堪称美国大学发展史上的

经典案例,同时也是哈佛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性一步。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和影响力相同,但创建世界一流

大学的道路却各有不同。通过运用以个体为中心的历史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以埃利奥特校长为中心的埃利奥

特家族及其姻亲家族,用丰富的历史细节勾勒出埃利奥特家族围绕着哈佛大学织就的一个庞大而高端的社会人脉

网络,揭示出埃利奥特家族无论从精神信仰上和实质活动上与哈佛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此,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哈

佛为何选择了年轻的埃利奥特,而埃利奥特又具备何种资源和能量得以克服大学发展与改革固有的保守和巨大阻

力,同时也展示出植根于北美殖民地宗教和文化土壤上的哈佛学院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独特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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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CharlesWilliamEliot)(后文称埃利奥特校长①)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

期美国著名的教育思想家、改革家和社会活动家。埃利奥特以其对哈佛大学的卓越贡献而闻名,被誉为哈佛

大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在其长达40年(1869—1909)的校长任期内,他不仅对哈佛大学进行了成功的改

造,将哈佛从一所地区性的小学院变成现代化的大学,且由于其卓有成效的工作和独特的个人魅力,对美国

社会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因此,这位伟大的校长被誉为“美国最伟大的公

民”[1]77。学界关于埃利奥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以及他推进哈佛改革的个人才能和智慧都有大量的研

究,而关于哈佛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更是令世人津津乐道。
哈佛大学是个古老的存在,到埃利奥特当校长的时候,哈佛已经历经233年的风雨,而此时的埃利奥特

才35岁,无论以过去还是现在的眼光来看,他都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校长。众所周知,哈佛历来对于校长的遴

选异常谨慎和严苛,在他年纪尚轻、资历尚浅之时,为什么哈佛选择了埃利奥特当校长? 换句话说,如此年轻

的埃利奥特何以执掌哈佛? 同时,此时的哈佛是个有着精英传统且日益复杂的机构,早已形成既有的价值使

命和运转模式。作为所有社会机构中最古老也最保守的机构之一[2]3,任何改革都将面临强大的阻力。年轻

的埃利奥特校长,除了他个人超凡的勇气、智慧和能力外,是否还有其他不同寻常的资源和能量,得以撬动古

老哈佛的发展和改革之路? 被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哈佛法学院教授奥利弗·霍姆斯(OliverW.Hol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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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为“波士顿种姓的婆罗门”[3]3的埃利奥特家族,正是这背后的巨大资源和能量。
本文拟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历史社会网络分析法(HistoricalSocialNetworkAnalysis)[4]125-144,通过考

察以埃利奥特校长为中心的埃利奥特家族谱系及其社会关系网络,用丰富的历史细节和新鲜的思路来理解

前述的疑问,并试图揭示出植根于北美殖民地宗教和文化土壤上的哈佛学院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独特开场。
一 埃利奥特家族谱系:名副其实的哈佛家族

美国的埃利奥特家族起源于英国的东库克郡,是最早到达北美定居的古老家族之一。经过几代的努力,
埃利奥特家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为波士顿最有影响力的上层家族。这个古老而富有的清教徒家族恪守

传统而又不断创新,对马萨诸塞州乃至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的政治、经济,尤其是美国的院校和文化影响巨大。
跟其他波士顿上层家族一样,这个大家族有着与众不同的波士顿口音,谨慎低调的生活方式,与殖民地时期

建立的哈佛大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5]217。家族的宗教信仰、财富和地位驱使每一位家族成员都极力争取个

人成就和社会价值,他们与哈佛乃至波士顿文化圈休戚相关,堪称波士顿的知识界豪门。
几乎所有的埃利奥特人都是哈佛的校友,他们不是哈佛的法人团成员,就是哈佛的大学教授。除了大名

鼎鼎的埃利奥特校长外,这个家族中出了好多的大学校长、诺贝尔奖得主、美国各专业协会会长。即使毕业

后选择了跟哈佛无关的职业,比如商人、国会和州的议员或各级政府官员,但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关注哈佛。
他们将信仰、教育和文化的发展视为己任,家族成员多延续家族传统,成为牧师,不从事牧师职业的,也热衷

于文化事业和公益事业,波士顿的公园和图书馆发展中处处可见埃利奥特人的身影。
美国的埃利奥特家族最早可追溯到安德鲁·埃利奥特(AndrewEliot)。他1627年生于英国的东库克

郡,1669年带着17岁的独子小安德鲁·埃利奥特(AndrewEliotJr.)移民到马萨诸塞州的贝弗利[6]3。他在

遗嘱中自称是鞋匠,却因曾是萨拉姆女巫案(Salem WitchTrials)的陪审团成员而被人记住。小安德鲁在新

大陆结婚生子,后在一次海难中丧生,他仅剩的儿子安德鲁·埃利奥特第三(AndrewEliot3d.)就是埃利奥

特的高祖父。此后的埃利奥特家族可以找到较为详细的记载,但其中矛盾错漏很多,且散见在不同的资料

中。安德鲁·埃利奥特第三的两个儿子塞缪尔·埃利奥特(SamuelEliot)和安德鲁·埃利奥特牧师(Rev.
AndrewEliot),分别在马萨诸塞的波士顿和密苏里的圣路易斯形成了两大分支。

表1.埃利奥特家族谱系②

AndrewEliot(1627-1703)

AndrewEliotJr.(1651-1688)

AndrewEliot3d.(1683-1749)

Rev. Andrew
Eliot (1718-
1778)

SamuelEliot(1713-1745)
*ElizabethMarshall

Samuel Eliot
(1748-1784)

SamuelEliotJr.(1739-1820)
*2-CatherineAtkinsDudley

William Green-
leafEliot(1781
-1853)

William Harvard
Eliot(1796-1831)
* Margaret Boies
Bradford

SamuelAtkinsEliot(1798-1862)
*MaryLyman(1802-1875)

·Mary Harrison
Eliot (1788 -
1846)*Edmund
Dwight
·ElizabethEliot
(1790-1874)*
BenjaminGuild
·CatherineEliot
(1793-1979)*
Andrews Norton
(1786-1853)
· Anna Eliot
(1800-1885)*
George Ticknor
(1791-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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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William
GreenleafElio-
t,Jr(1811-
1887)
* AbigailAd-
amsCranch

SamuelEliot(1821
-1898)* Emily
MarshallOtis

CharlesWilliamEliot(1834-1926)
*1-EllenDerbyPeabody(1836-1869)
*2-GraceMellenHopkinson(1846-
1924)

· Mary Lyman
Eliot (1827 -
1924)*Charles
EliotGuild
·Elizabeth Ly-
manEliot(1831
-1895)*Ste-
phenH.Bullard
·Catherine At-
kinsEliot(1836
-1882)*Fran-
cis Humphreys
Storer (1832-
1914)
·Frances Anne
Eliot (1838 -
1897)* Henry
Wilder Foote
(1838-1889)

·EdwardChipm-
anGuild(1832-
1899)
· Charles Eliot
Norton(1827 -
1908)
·AnnaEliotTic-
knor (1823 -
1896)

Henry Ware
Eliot (1843-
1919)* Char-
lotte Champe
Stearns

Emily Marshall
Eliot(1857-1925)
* John Holmes
Morrison

SamuelAtkinsEliotII(1862
-1950)
*FrancesStoneHopkinson

·
Charles
Eliot
(1859-
1897)
· Anna
Peabody
Eliot*
Rev.
Henry
White
Bellows

Henry Wilder
Foote (1875 -
1964)
*EleanorTyson
Cope

Richard Norton
(1872-1918)

T.S.Eliot这里
便是T.S.艾略
特 (1888 -
1965)

SamuelEliotMor-
rison (1887 -
1976)

Samuel
Atkins
EliotJr.
(1893-
1984)

Theo-
dore
Lyman
Eliot I
(1903-
1996)

Thomas
Hopkinson
Eliot
(1907 -
1991)

ArthurFooteII

  数据来源:wiki;geni;ELIOTWG,ASketchoftheEliotFamily,NewYork:PressofLivingstonMiddleditch,1887.
(一)波士顿的埃利奥特家族

波士顿的埃利奥特家族就是埃利奥特校长所在的一支,塞缪尔·埃利奥特是埃利奥特校长的曾祖父,他
是波士顿的一名书商。真正奠定家族财富和社会地位基础的则是埃利奥特系校长的祖父小塞缪尔·埃利奥

特(SamuelEliotJr.),他凭借自身的聪慧和勤奋,从做学徒开始,成功经营进出口贸易,成为当时最富有的波

士顿人。此后担任过马萨诸塞州银行③ 行长,还曾任波士顿市长。小塞缪尔毕业于哈佛神学院,虽未当牧

师,但乐善好施,尤其喜欢捐助教育和母校哈佛。

1814年,他捐资2万美元设立了埃利奥特希腊语讲座教授席位(EliotprofessorofGreekliterature),还
资助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Everett)到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除埃弗里特之外,再加上乔治·提克诺

(GeorgeTicknor)、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Bancroft)和约瑟夫·科格斯韦尔(JoseophG.Cogswell),这
便是由哈佛派出的首批留德成员,由此拉开了19世纪美国人留德潮的序幕。埃弗里特不仅是埃利奥特家的

亲密朋友,也是后来的哈佛第16任校长。小塞缪尔还非常关注波士顿公共教育的发展,他是城市学校委员

会的成员,极力将音乐教育引入公共学校[7]73-74。
埃利奥特校长的父亲塞缪尔·阿特金斯·埃利奥特(SamuelAtkinsEliot)于哈佛神学院毕业后,赴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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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游学两年,是哈佛大学法人团成员之一的财务主管,他将为哈佛筹措资金视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促

成了劳伦斯科学学院的建立,并积极招募工程教授,因为他坚信哈佛可以跟欧洲的大学一样好。怀着对哈佛

的深厚感情,1848年他出版了一本哈佛校史《哈佛学院的历史概略及其现状》(SketchoftheHistoryof
HarvardCollegeandofitsPresentState),还编辑出版了一位论派的布道集,还热衷于教堂的唱诗班。塞

缪尔·阿特金斯·埃利奥特在马萨诸塞州的政治舞台上也同样举足轻重,他曾是马萨诸塞州的议员,担任过

波士顿市长,还曾作为辉格党党员成为国会代表。他通过各种慈善事业和建立各种带有民众福利性质的慈

善机构,释放对于公益事业的热情,其涉及的领域实难胜数。
埃利奥特校长成年的孩子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在哈佛读书,大儿子查尔斯·埃利奥特

(CharlesEliot)是著名的景观设计师,都会公园系统的设计者,被誉为“波士顿开放空间系统之父”。他对波

士顿的城市规划,不仅创造了今天的波士顿,而且影响了所有大都会的城市规划。他的城市规划结合了公众

精神与美学目的,有学者评论说,尽管具有婆罗门式的傲气,却致力于实现一种超越了他们优越出身的愿

景[8]72。很可惜的是,他正值盛年的时候去世。小儿子塞缪尔·阿特金斯·埃利奥特第二(SamuelAtkins
EliotII)毕业于哈佛神学院,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和纽约布鲁克林担任牧师,是美国一位论派协会(Ameri-
canUnitarianAssociation)④的首任会长,也是任期最长的会长(1900—1927)。(圣路易斯的埃利奥特家族

中也有人担任过会长。)他写了一本历史书《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历史:1630-1913》(A Historyof
Cambridge,Massachusetts,1630-1913),将一位论塑造为独立后的美国传统。

埃利奥特校长的孙辈中,比较出名的有小塞缪尔·阿特金斯·埃利奥特(SamuelAtkinsEliotJr.),他
子承父业,是一名一位论派牧师,同时也是戏剧作家和德国戏剧翻译家。孙子托马斯·霍普金森·埃利奥特

(ThomasHopkinsonEliot)也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当过律师,也曾供职于美国政府各部门。后历任圣路易斯

的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文学院院长以及大学校长(1962—1971)。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孙辈是塞缪尔·埃

利奥特·莫里森(SamuelEliotMorrison),他因为一部哈佛大学发展史《哈佛三世纪:1636—1936》(Three
CenturiesofHarvard :1636-1936)而为教育史学者所熟知。现在看来,他是在书写自己家族和哈佛的历

史。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哈佛从教40年,因航海历史的作品而著称于世,还是海军少将。在他杰

出的职业生涯中,莫里森收到了十个荣誉博士学位,并获奖无数。
(二)圣路易斯的埃利奥特家族

移居到圣路易斯的埃利奥特家族,对当地宗教和文教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而且依然跟哈佛联系紧密。
这个家族日后出了一个名满天下的20世纪现代派诗歌领袖、文学批评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T.S.艾略特

(ThomasStearnsEliot)⑤,从辈份上算是埃利奥特校长的孙辈。他的祖辈安德鲁·埃利奥特牧师是埃利奥

特校长曾祖父的弟弟,从哈佛毕业后担任波士顿公理会新北教堂(NewNorthChurch)⑥的主任牧师。1765
至1778年是哈佛法人团成员,1774年还当选为哈佛校长,但是他拒绝离开本教区的教堂和会众前往坎布里

奇任职。

T.S.艾略特的祖父小威廉·格林利夫·埃利奥特牧师(Rev.WilliamGreenleafEliot,Jr.),是埃利奥

特校长的同辈堂兄,也是一位论派牧师。他的名字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UniversityinSt.
Louis)联系在一起,他是华盛顿大学的创建者及校长(1870-1887)。因此,华盛顿大学1853年刚建立的时

候,它的名字是埃利奥特学校(EliotSeminary)[9]。他还积极建立了许多市政机构,如圣路易斯市美术馆,公
立学校体系、慈善机构等,当然还筹建了圣路易斯市第一座一位论派的教堂。

T.S.艾略特的父亲亨利·韦尔·埃利奥特(HenryWareEliot)则是圣路易斯颇有名望的工业家。他在

去哈佛读书之前都在西部城市圣路易斯,在埃利奥特任哈佛校长的最后几年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有学者认

为,这“实际上是在完成一个美国边疆经验的循环过程,以西部拓荒者之家新一代的身份返回东部”[10]231。
一战之后,T.S.艾略特定居伦敦,后受洗成为英国天主教徒并加入英国籍,也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个17世纪清

教徒开拓美国的循环过程。
二 埃利奥特家族的姻亲家族网:名门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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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中可知,埃利奥特家族与许多家族联姻,这些姻亲家族也成了埃利奥特庞大家族网络的一部分,
如达德利、布拉德福德、斯特恩斯、莱曼、提克诺、诺顿、皮博迪等无法尽数。这些家族中很多是最早来美洲拓

殖的家族,如埃利奥特校长的祖母凯瑟琳⑦(CatherineAtkinsDudley)来自于达德利家族,她是海湾殖民地

长官约瑟夫·达德利(JosephDudley)的曾孙女,约瑟夫的父亲则是1650年签署哈佛特许状的海湾殖民地

长官托马斯·达德利(ThomasDudley)[11]。如此看来,埃利奥特家族与哈佛的不解之缘可以追溯至哈佛的

建立。T.S.艾略特的母亲夏洛特(CharlotteChampeStearns)则来自古老而有权威的斯特恩斯家族。
(一)莱曼家族

与莱曼家族的联姻源于埃利奥特校长的母亲玛丽(MaryLyman)。玛丽的父亲,也就是埃利奥特的外

祖父西奥多·莱曼(TheodoreLyman)是贸易商人和纺织厂主,他的财富与埃利奥特祖父的财富可以说是不

分伯仲。西奥多外公建造的乡间别墅,现在是著名的公园和房屋博物馆莱曼庄园(LymanEstate)。埃利奥

特的外祖母则来自于塞勒姆的威廉斯家族(WilliamsofSalem)⑧,他们同样慷慨豪爽,经常在庄园邀请名人

聚会,过着富有绅士的生活。埃利奥特的很多青少年时光也是在这里和莱曼家的兄弟姐妹们度过的。外祖

父非常疼爱这个外孙,留给他一大笔遗产。
埃利奥特的父母跟他的舅舅们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和来往,西奥多·莱曼第二舅舅(TheodoreLymanII)

和查尔斯·莱曼舅舅(CharlesLyman)是家中出入最频繁的客人。西奥多舅舅是慈善家,曾任波士顿市长,

1810年哈佛毕业后,曾跟爱德华·埃弗里特一起游历欧洲。埃利奥特跟莱曼家的表兄妹们更是亲密无间,
小时候他跟亚瑟·莱曼(ArthurTheodoreLyman)和莎拉(SarahLyman)一起在家中上课。长大后,表兄亚

瑟和西奥多·莱曼第三(TheodoreLymanIII)都是他在哈佛的同届同学,甚至连科拉表妹(CoraLyman)的
丈夫加德纳·肖(GardinerHowlandShaw)也同在哈佛校园里。西奥多第三日后成为哈佛监事会成员,他
了解埃利奥特的才能和志向,积极支持埃利奥特当哈佛校长。他在哈佛的劳伦斯科学学院学习,热衷和支持

在哈佛中引入自然科学研究,是哈佛比较解剖学博物馆的创始人和赞助人。他在知识和教育界声望卓著,对
于马萨诸塞州的历史、科学、教育多有卓越贡献。

西奥多第三的儿子是莱曼家族中第四个叫西奥多·莱曼(TheodoreLymanIV)的成员,1897年哈佛毕

业后一直在哈佛任教,担任过杰斐逊物理实验室(JeffersonPhysicalLaboratory)主任,并于1921年成为霍

利斯数学和自然哲学讲座教授(HollisProfessor)⑨。他是紫外光谱学的研究先驱,在氢光谱的紫外区发现

了一个线系,被称为莱曼线系[12]417。科学界从此记住了莱曼姓氏。
表2.莱曼家族谱系

Rev.IssacLyman(1724-1810)
*RuthPlummer(1730-1824)

外祖父TheodoreLyman(1755-1839)
*2- 外祖母LydiaPickeringWilliams

Mary Lyman
(1802-1875)
* Samuel At-
kinsEliot(1798
-1862)

George Williams Ly-
man(1786-1880)*
AnnePratt

CharlesLyman
(? -1881)

TheodoreLymanII(1792-1849)
* MaryHenderson

CharlesWilliam
Eliot(1834 -
1926)

· Arthur Theodore
Lyman*EllenB.Low-
ell
·SarahLyman

TheodoreLymanIII(1833-1897)
* ElizabethM.Russell

CoraLyman
* Gardiner
HowlandShaw

Cora Ly-
man (1862
-1869)

Theodore
Lyman IV
(1874 -
1954)

Henry
Lyman

  数据来源:wiki;geni。

(二)提克诺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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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奥特校长的安娜姑姑(AnnaEliot)嫁给了乔治·提克诺,他是哈佛文学教授,波士顿剑桥城文人圈

子的领袖。19世纪20年代的哈佛大学选修制改革的先行者。他撰写的《西班牙文学史》是第一部研究西班

牙文学的专著。他创立了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临终前将所藏大量有价值的关于西班牙文学的书籍赠给图书

馆。
乔治·提克诺由父亲伊莱沙·提克诺(ElishaTicknor)亲自教授学习,1805年直接进入达特茅斯学院

的三年级,1807年毕业,可以说是个极其聪明的人。是前文所述的首批留德成员中的一员,他们回国后对哈

佛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都成了哈佛发展史和美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爱默生曾称爱德华·埃弗里特

之影响对哈佛来说像是“伯里克利之对雅典”。班克罗夫特成了书写美国自己历史的历史学家。科格斯韦尔

归国时带回了大批珍贵图书,包括大诗人歌德赠送的图书,将哈佛的图书馆完全按照哥廷根大学的样子安

排,重塑了哈佛的图书馆体系。
乔治·提克诺1816年还在德国期间就被聘为哈佛的史密斯法语、西班牙语和文学教授(Smithprofes-

sor),回国任教期间,他在哈佛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将学院内相关的科目组建成系,严格考试制度,采
用德国课堂授课制度,修改学校规章,改革课程,取消传统的横向学年班级而改成纵向的按系来编班等。尽

管改革主张多数没能在全校实现,但他在现代文学领域建立了系及选修制,为日后埃利奥特校长的改革奠定

了基础。
从伊莱沙开始,提克诺家的人都致力于教育事业和公益事业。伊莱沙是波士顿一所文法学校校长,他关

注贫困和文盲问题,推动建立波士顿免费公立小学系统,同时还创建了波士顿的第一家保险公司和储蓄银

行。埃利奥特的表姐安娜·提克诺(AnnaEliotTicknor)于1873年创建了美国第一所函授学校———“鼓励

在家学习协会”(SocietytoEncourageStudiesatHome),被誉为“美国函授学校之母”。她也热心于公共图

书馆事业,曾担任马萨诸塞州的免费公共图书馆委员会的首任委员。
还有一位提克诺家族的成员不得不提,他就是威廉·提克诺(WilliamDavisTicknor),他创办了提克诺

和菲尔茨出版公司(TicknorandFields),这个出版公司旗下有两本大名鼎鼎的刊物———《北美评论》和《大
西洋月刊》,这是19世纪上半叶波士顿文化圈的旗帜。还记得埃利奥特是怎么被哈佛法人团注意到的吗?
是因为他发表在《北美评论》上名为《新教育》(TheNewEducation:itsOrganization)的文章,阐述了他对大

学改革的新看法。
表3.提克诺家族谱系

ElishaTicknor(1757-1821)

GeorgeTicknor(1791-1871)
*AnnaEliot(1800-1885)

WilliamDavisTicknor(1810–1864)

AnnaEliotTicknor(1823-1896) HowardMalcomTicknor,
BenjaminHoltTicknor
ThomasBaldwinTicknor

      数据来源:wiki;geni。

(三)诺顿家族

埃利奥特校长的凯瑟琳姑姑(CatherineEliot)嫁给了安德鲁斯·诺顿(AndrewsNorton),他是哈佛德

克斯特神圣文学讲座教授(Dexterprofessor),是一位论派发展史上的领袖人物[13]743。诺顿认为福音文本有

可能因传抄不慎而存在若干讹误,但他依然要证明,它们出自于使徒之手,现今流传下来的文本保存了关键

内容。连英国博物学家和地质学家,进化论的创始人查尔斯·达尔文都受到诺顿见解的启发[14]133。不仅思

想要联系在一起,血缘也一定要联系在一起,此后,塞奇威克家(Sedgwick)的一对姐妹分别嫁入了诺顿家和

达尔文家(见表4)。
埃利奥特的表兄查尔斯·诺顿(CharlesEliotNorton),1846年哈佛毕业后,去欧洲游历学习了近20

年,与欧洲文化界的名人建立了亲密友谊。在此期间,他还是《北美评论》的编辑。1874年开始在哈佛任教,
次年成为哈佛的艺术史教授,直到1898年退休。这是哈佛专门为他设立的教授席位,由他开启了哈佛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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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史教育[15]80。哈佛1936年建立的设计学院(GraduateSchoolofDesign)都可追溯到他在艺术系教授建筑

史开始。他是美国考古学会(TheArchaeologicalInstituteofAmerica)的首任会长(1879—1890)。
表4.诺顿家族谱系

SamuelNorton

AndrewsNorton(1786-1853)
*CatherineEliot(1793-1979)

CharlesRobertDarwin(1809-1882)
*EmmaWedgwood

CharlesEliotNorton(1827-1908)
*SusanRidleySedgwick(1838-1872)

WilliamErasmusDarwin(1839-1914)
*SaraPriceAshburnerSedgwick(1839-1902)

RichardNorton(1872-1918)

      数据来源:wiki;geni。

(四)皮博迪家族

埃利奥特的第一任妻子埃伦·皮博迪(EllenDerbyPeabody)是埃利奥特姐妹的朋友,埃利奥特与小舅

子弗朗西斯·皮博迪(FrancisG.Peabody)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埃伦的父亲依弗雷姆·皮博迪(Ephraim
Peabody)是国王教堂的一位论派牧师,一生积极倡导“波士顿节俭生活”活动,积极布道演讲。当埃伦因病

去世后,埃利奥特校长迎娶第二任妻子格雷斯(GraceMellenHopkinson)时,主婚人便是这位当牧师的小舅

子[16]342。格雷斯与埃利奥特的儿媳弗朗西斯(FrancesStoneHopkinson)都是来自霍普金森家族的亲戚(见
表1)。她的父亲托马斯·霍普金森(ThomasHopkinson)曾当过律师、法官,是波士顿和伍斯特铁路公司的

主席[16]334。
表5.皮博迪家族

EphraimPeabody(1807-1856)
*MaryJaneDerby

EllenDerbyPeabody(1836-1869)
*CharlesWilliamEliot(1834-1926)

Dr.FrancisG.
Peabody(1847-1936)

RebertSwain
Peabody(1845-1917)

CharliePeabody

      数据来源:wiki;geni。

三 埃利奥特家族的社会人脉网

埃利奥特家族信奉一位论,波士顿乃至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位论派领袖和牧师大多来自埃利奥特家族及

其姻亲家族。家族中人基本上都在哈佛接受教育,毕业后即使不当牧师,也都是虔诚的一位论信奉者和践行

者(如前文所述)。埃利奥特家族从埃利奥特校长的祖父这辈开始真正崛起,伴随着新英格兰的经济和产业

发展而致富,丰裕的财富为家族日后的成就和显赫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到埃利奥特于1869年执掌哈佛之

时,家族血缘及其姻亲关系,加上家族的有效社交,围绕着哈佛大学织就了一个庞大而高端的社会人脉网络。
网罗其中的都是信仰一位论,受过良好教育,追求个人成就,力求改变社会的富裕的波士顿知识阶层。这其

中的重要成员包括哈佛校长、哈佛教授,以及波士顿文化圈的编辑和文人。
(一)以宗教信仰和观念构筑的社会人脉网

被称为“荒野里的第一种果实”的哈佛,一直都是从英国移民而来的清教徒的精神家园。正如法国政治

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说:“我一到美国,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宗教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作用。我在国家逗留的

时间越长,越感到这个使我感到新鲜的现象的影响强大。”[17]342

这样一个有着宗教灵魂的国家,在20世纪之前,宗教也是学院的灵魂[18]248-249。美国独立革命后不久,
哈佛学院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公理会发生了分裂,一方是正统的加尔文教派,另一方是一位论派。1701年,耶
鲁学院的建立便是这一分裂的端倪,正统加尔文派在哈佛的影响已经开始下降。19世纪初,正统派和一位

论派爆发了更大的冲突[19]12。在极为激烈的争论中,亨利·韦尔(HenryWare)于1805年成为哈佛学院霍

利斯神学讲座教授,哈佛神学院开始传授一位论派的神学。紧接着第二年,信奉一位论的塞缪尔·韦伯当选

为哈佛校长。不仅如此,哈佛很多高级教授的职务都是由一位论派的信徒担任。正统加尔文派无法忍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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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论派在哈佛的胜利,离开哈佛,于1808年在安多弗建立了属于正统加尔文教派的安多弗神学院[20]19。从

此,哈佛和波士顿上层已经是一位论派的天下。
表6.哈佛校长与一位论派

任届 姓名 任职年度 任期 宗教信仰 曾在哈佛的教职

13
塞缪 尔 · 韦 伯 (SamuelWebber,
1759-1810) 1806-1810 4 一位论派牧师

霍利斯数学和自然哲学讲座教授(1789-
1806)

14
约翰·柯克兰(Rev.JohnT.Kirk-
land,1770-1840) 1810-1828 18 一位论派牧师

15
乔赛亚·昆西(JosiahQuincyIII,
1772-1864) 1829-1845 16 宗教自由派

16
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Ever-
ett,1794-1865) 1846-1849 3 一位论派牧师 教授古希腊文学

17
贾里德·斯帕克斯(JaredSparks,
1789-1866) 1849-1853 4 一位论派牧师

麦克莱恩古代和近代史讲座教授⑩ (Ma-
cLaneProfessor,1838-1849)

18
詹姆斯·沃克(Rev.JamesWalk-
er,1794-1874) 1853-1860 7 一位论派牧师

奥尔福德自然宗教、道德哲学和公民政体
讲座教授(AlfordProfessor,1838-1853)

19
科内利尔·费尔顿(CorneliusC.
Felton,1807-1862) 1860-1862 2 一位论派 埃利奥特希腊语讲座教授(1834-1860)

20
托马斯·希尔(Rev.ThomasHill,
1818-1891) 1862-1868 6 一位论派牧师

代理
校长

安德鲁·皮博迪(AndrewP.Pea-
body,1811-1893)

1868-1869 1 一位论派牧师
哈佛牧 师 和 普 卢 默 基 督 道 德 讲 座 教 授
(PlummerProfessor,1860-1881)

21
查尔 斯 · 埃 利 奥 特 (CharlesW.
Eliot,1834-1926) 1869-1909 40 一位论派

哈佛任教(1854-1863),并接管过劳伦斯
科学院的化学实验室

  资料来源:wiki;http://www.harvard.edu/about-harvard/harvard-glance/history-presidency。

从韦伯校长直到埃利奥特校长,哈佛的校长都是一位论派的信徒,有些本身就是一位论派的牧师。哈佛

成了一位神论派的指挥中心。该教派特有的教义也是在哈佛大学酝酿发展的,哈佛也由此产生了一批著名

的哲学、伦理学和神学教授。除了一位论的领袖人物,埃利奥特校长的姑父安德鲁斯·诺顿,于1819至

1830年任哈佛的德克斯特神圣文学讲座教授。詹姆斯·沃克(Rev.JamesWalker)校长在到哈佛当教授之

前,在马萨诸塞州查尔斯顿哈佛教会当了20年的一神论牧师,1838年开始担任哈佛的奥尔福德自然宗教、
道德哲学和公民政体讲座教授,1853年当选为校长后,弗朗西斯·鲍(FrancisBowe)接替奥尔福德讲座教授

一职。鲍也是一位论派的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在哈佛的执教生涯长达54年,大力倡导哈佛大学和一

位论派的传统关系[21]214。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哈佛的校长,还是哈佛的教授,乃至于波士顿知识阶层的名

流,都与埃利奥特家族密切相关。毫不夸张地说,从19世纪埃利奥特祖父这一辈崛起开始,直到埃利奥特校

长完成对哈佛的改革,埃利奥特家族无论从精神信仰到实质活动都与哈佛融为一体。晚年的埃利奥特校长

宣称:“我一出生就开始接触一位论,从小受到它的熏陶;……我天生就是一个一位论者。”可以说,他天生的

性情和后天的教养预先确立了他对民主、利他主义和科学方法的信仰[16]34。也可以说,埃利奥特校长就是预

定要来领导哈佛的,并按照他的信仰来改造哈佛。
所谓一位论,顾名思义,就是不相信三位一体,只认为基督是凡人,是一个伟大宗教的创始人,而不是上

帝的儿子。上帝只是一个,而不是三位一体。耶稣是人,不是神。信仰的依据是《圣经》和理性,而不是教会

和国家。否认原罪论和人类堕落论,认为通过基督教教义的熏陶,人能够达到尽善尽美。而且,上帝是宽容

仁慈和充满着爱的圣父,虔诚的基督徒不但在来世,而且在人世间,都会得到报偿[22]403。一位论派是一种乐

观的、具有理性的宗教;认为教会的作用在于促进道德观念和精神境界的提高,而不是为了教义本身,主张对

真正虔诚的善男信女之间的分歧争论应采取宽容的态度;坚持人的尊严,力求培养人们的良知。一位论的宗

教信仰和信念给埃利奥特家族以及哈佛带来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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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位论派留给哈佛最主要的遗产是宽容精神。正如一位论派信徒更愿意称自己为自由派基督教

一样,这种精神从根本上是反对宗派主义的。约翰·柯克兰(Rev.JohnT.Kirkland)校长就声称一位论派

是非宗派主义派。在19世纪,这种精神使得哈佛大学有别于美国其他的高等学府。1816年成立的哈佛神

学院,是美国第一所不限于某一个教宗教派的神学院。哈佛监事会的大门也向所有基督教派的成员敞开。
这种宽容带来了一个更加世俗化、更加自由的哈佛。哈佛日渐摆脱教会和政治的控制,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朝着更加自由、更少偏见的方向开创自己发展路径。

其次,一位论派是一种乐观的、具有理性的宗教,因此,坚持人的尊严,力求培养人们的良知。19世纪以

来,尤其是南北战争后,受过良好教育的波士顿上层都充满着这种乐观的理想主义氛围。他们都寄希望于教

育和公益来改变和完善社会。埃利奥特家族就非常相信家庭、政府、教会和学校等制度设置,还相信应用科

学是国家繁荣的必经之途[3]4。日后哈佛改革中完全选修制和现代学科的引入与此关系密切。埃利奥特的

父亲促成劳伦斯科学学院的建立,并积极招募工程教授。埃利奥特哈佛毕业后也是先到劳伦斯科学学院工

作和学习化学,在他任内,学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最后,一位论派的普世情怀和启蒙责任,衍化为强调研究、服务社会。一位论派的牧师认识到,他们不能

独揽伦理道德方面的领导权,要启蒙就要向平明百姓传播知识。正如安德鲁斯·诺顿所说的:“我们特别需

要的是那些能在情趣、道德、政治和宗教方面引导并制造舆论和影响民情的人”[23]181。哈佛大学恰好适应这

一目的。在一位论派信仰的影响下,哈佛的改革不仅是适应社会,更是引领社会的发展方向。小亨利·韦

尔对1837年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学生说,他们应该“像酵母那样去影响整个社会,使之情趣高雅并有良好的

风尚”[23]140。我们看到埃利奥特家族除了当牧师研究神学外,多投身于教育和图书馆事业。
正因为如此,哈佛与基督教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有助于它成为一艘引领美国教育思潮的旗舰,也使得

哈佛在19世纪末期轻易恢复了在全国高校中的领先地位[24]201。
(二)以财富和高端社交构筑的社会人脉网

埃利奥特家族不仅在精神信仰上与哈佛以及波士顿上层的发展融为一体,同时家族凭借着巨大的财富

和远见卓识,构筑起了一个庞大的家族社交网络。这一网络让埃利奥特成为哈佛校长提供可能,也让他很早

就对哈佛的改革有了清晰的愿景和规划。
埃利奥特校长的祖父每年都会照例举行两场奢华的宴会,首先宴请的是在任的州长和副州长,随后是最

高法院的全体法官及法庭的主要成员[25]9。而他的父亲在灯塔街31号的居所也是名流聚集的地方,其中贾

里德·斯帕克斯和约翰·帕尔弗里(JohnGorhamPalfrey)会随时过来晚餐。斯帕克斯是日后的哈佛校长;
一位论派牧师帕尔弗里则是哈佛监事会成员,诺顿姑父1830年退休后,他接任为讲座教授以及哈佛神学院

院长,成为哈佛神学院早期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日后很多著名的一位论派牧师都是他的学生,如一位论派和

超验主义的核心人物威廉·钱宁(William HenryChanning)、埃利奥特的堂兄和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校

长小威廉·格林利夫·埃利奥特、埃利奥特的女婿亨利·贝洛斯(HenryWhitneyBellows)等。
表5中的哈佛校长,多数是埃利奥特家庭的亲密朋友。且不说埃弗里特校长受埃利奥特校长祖父的资

助赴欧留学,斯帕克斯校长则得到埃利奥特校长的父亲塞缪尔·阿特金斯·埃利奥特的资助赴德留学。塞

缪尔·阿特金斯·埃利奥特在担任哈佛法人团的财务主管期间(1842—1853),昆西(JosiahQuincyIII)、埃
弗里特、斯帕克斯相继担任校长。斯帕克斯不仅是埃利奥特家的座上宾,塞缪尔·阿特金斯·埃利奥特还亲

自为他的《华盛顿传》收集资料。斯帕克斯在任校长时期,正是埃利奥特在哈佛上大学的时候,等到埃利奥特

在哈佛工作的时候,此时的沃克校长,关注并极为欣赏埃利奥特的管理才能。所以,难怪连埃利奥特校长本

人都将自己的祖辈描述为“波士顿的埃利奥特家族,连续几代都是颇有影响的重要人物,连同母系的莱曼家

族延续三代,也都度过了有益且成功的一生”[16]3。
除了家族血缘和姻亲关系,埃利奥特家族世代都通过哈佛的同学情谊,扩展了家族的社会网络。埃利奥

特在哈佛读书期间,与许多同学成了密友,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了他在哈佛的同事,给予他充分的信任,并
对他的事业给予鼎力支持。这其中有他的亲戚,如莱曼家的表兄弟亚瑟和西奥多,以及埃利奥特姑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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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吉尔德(EdwardChipmanGuild),还有成为他妹夫的弗朗西斯·斯托勒(FrancisHumphreysSto-
rer)。斯托勒是农业化学家,他与埃利奥特在哈佛的劳伦斯科学学院和 MIT都共过事,他俩共同制定了第

一个无机化学实验室手册[26]875。埃利奥特校长一上任,立刻就将斯托勒从 MIT请到哈佛伯西生物研究所

做了37年的主任,任职时间直逼埃利奥特的哈佛校长任期。
埃利奥特校长对哈佛法学教育的彻底改革令人印象深刻,而埃利奥特力排众议启用的哈佛法学院的首

任院长克里斯托弗·兰德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l)是他的大学室友[27]198。埃利奥特的同届同

学,就是那个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总统的约翰·亚当斯(JohnQuincyAdamsII),与他同为哈佛法人团成员。
埃利奥特当校长时任命的哈佛图书馆馆长,将图书馆提升为大学的中心。图书馆专业的创始人之一,《图书

馆杂志》(LibraryJournal)的创刊人贾斯廷·温莎(JustinWinsor)也是埃利奥特的同届同学和好友[16]42。从

能够搜集到的哈佛校友记录以及埃利奥特的通信集中还有更多于这些的令人惊异的同学和朋友,但限于篇

幅,仅举出几个例子得窥一斑。

1869年10月19日,查尔斯·埃利奥特就任哈佛大学校长,其优雅简约、雄辩有力的就职演说清晰勾画

了今后改革的框架,向时人充分展示了其理念、意志、能力和胆识。正如《波士顿邮报》评论的那样:“……埃

利奥特的执政将被证明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将会使这个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制度更加开放,将
会产生一批精干的、训练有素的、有实际经验的学者,这些学者将长期有力地影响各种专业与职业。”[16]201-202

由此,庞大的埃利奥特家族与哈佛大半个世纪以来的灵肉合一,成就了美国史上最伟大的校长和最伟大的大

学,也向世人展示出植根于北美殖民地宗教和文化土壤上的哈佛学院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独特开场,也证明

了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和影响力相同,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却各有不同。

注释:
①本文涉及的埃利奥特家族等大家族,重名者极多,且常在名字中加入母系姓氏,以此来表示对长辈和家族姓氏的尊重和纪

念。正因如此,国内相关文献中时有混淆错漏之处。为以示区别和指称明确,本文主角称埃利奥特或者埃利奥特校长。

②图标释义:*表示婚姻关系;*1表示第一任配偶;*2表示第二任配偶;每一横行代表一辈。文中所有表格均采用相同的图

标。

③马萨诸塞州银行成立于1784年,刚刚独立的殖民地想要用美国的银行汇款结算来替代英国的银行,这是根据美国联邦特许

批准的第一家股份制国有银行,并且是第二家根据美国宪法成立的银行。该银行在美国经济发展史上意义非凡,现名波士

顿银行。

④由信奉一位神论的教徒于1825年联合建立的宗教派别。

⑤英文缩写是T.S.Eliot,国内文学界约定俗成的译名是T.S.艾略特,仅此一个名字采用约定俗成的译名。根据新华通讯社

译名室编《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2004),Eliot的标准译法是埃利奥特,因此本文中的姓名均参照该手册。

⑥一位神论派的大本营,现名圣斯蒂芬教堂(St.Stephen’sChurch),波士顿重要的宗教建筑之一。

⑦因女性嫁人后随夫家姓,因此如无必要,文中均只翻译名字。

⑧威廉斯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古老家族姓氏,家族后代从英格兰移居到马萨诸塞的塞勒姆。

⑨1727年由托马斯·霍利斯捐赠建立的的讲座教授席位。

⑩美国大学中除基督教会史教授外的第一个历史学讲座教授席位。

前文亨利·韦尔的儿子,继承父业,也成了哈佛神学院教授和一论派神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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