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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文化与高新区文化建设互动关系初探 

——以中关村文化建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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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中国 上海 200062) 

 

摘要：作为高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在高新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往往被忽视，但硅谷、中关村等的成

长历程则表明，高校文化对于高新区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主要拟结合中关村核心园区的发展历程，

初步探讨高校文化与高新区文化互促发展的机理，以期对高校和高新区的创新能力建设有所裨益。研究显

示，高校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以及蓬勃向上的青春气息，往往是高新区克服各种困难实现技术创新产业

化的重要精神支柱，而高新区的产业发展活力和财富神话，也能为高校文化建设不断输入鲜活的元素。产

学研合作的目标不应仅仅局限于人才培养或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在高校文化与高新区文化的交流扩散中营

造创新创业、包容多元的文化氛围将对高校创新能力提升和高新区高科技产业竞争力建设发挥巨大的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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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新区的发展虽然时间不长，但发展速度很快，尤其是北京中关村等地，依托良好

的区位条件和优惠政策，迅速崛起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之地，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

结构转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在起步发展的阶段中往往处于就产业发展谈合作的较

低水平，各地的高新区逐渐形成了雷同发展、粗放经营的局面。而在近 10 年的高新区“二次

创业”时期，高新区着力谋求创新转型，寻找核心竞争力。而在高新区的创新网络中，主体

质量、体系架构等硬性条件长期受到关注，而从文化层面丰富高新区竞争力的相关研究并不

多。特别是我国高新区十分注重引入高校，发挥产学研一体化的作用，借此提升高新群的创

新能力。而独特的高校文化将可能对高新区文化建设、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发挥重要作用。在

生态文明的观点下，区域发展已不能仅关注于传统的工业文明，更应从文化层面审视区域发

展（孔翔，2011），从人地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文化互动中探索区域发展的优良路径。

在高新区发展中，注重高校文化的作用和高校与高新区的文化互动，将可能使高新区更容易

形成开放、创新、多元的文化，以此更加突出高新区的技术高新、文化先进，为高新区提供

健康的发展环境。 

1   高校是高新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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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新区创新文化建设中高校的地位 

1984 年，国家科委提出制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孵化器的政策起，高新区的发展经历

将近 30 年的时间。这三个十年分别经历了初期探索、成长推动和创新发展三个阶段[1]。尤

其在 2000 年以来的“二次创业”时期，高新区寻求由集群制造向集群创新的进化[2]，创新能

力的提升成为高新区发展重要目标。由此，高新区也成为建设创新网络的重要地方。1990

年，英国学者 Cooke 率先进入区域创新的研究，并提出了“区域创新体系”的概念：“是由在

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
[3]。

而创新体系对应于某一区域或集群时，以企业之间、大学与研究机构、金融机构、政府及行

业协会、中介机构之间的长期的、正式的、非正式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以增强创新能力为

主要目的的合作关系就此产生，成为了具有特定作用的创新网络[4]。创新网络是高新区发展

的重要支撑骨架，通过网络中主体间的资源共享、知识溢出、集体学习、创新积累、降低创

新风险，来实现“聚集经济”向“区域创新”的演进[5]。在我国，已经建设起不少有特色的创新

网络，如青岛蓝色产业创新网络[6]、仍在完善摸索中的兰州高新区创新网络[7]、无锡以传感

网及光伏光电产业为重心的创新体系、杭州以新材料及物联网为特色的创新体系[8]等，创新

网络建设的优劣直接影响高新区发展的绩效。 

创新网络在高新区实现区域创新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对创新网络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创新网络主体、创新网络架构和绩效评价等方面。这些组成了创新网络的

硬件要素，成为了创新网络良好运行的必备内容。同时，不少研究指出，地方文化、网络氛

围等软实力建设对创新网络的优化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们也是创新网络架构中的重要内

容。Asheim 和 Dunford
[9]指出创新是一个社会性的、地域性的、嵌入性的互动过程，是一

个不考虑其制度和文化背景就无法理解的过程。Remigio
[10]等曾提出创新“文化根植性”的观

点，创新网络也根植于特定区域内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且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还会推动

整个集群创新环境的改善。Anderson 在集群创新系统的相关研究中，将区域社会文化，如

社会信用环境和创新文化环境等，视为集群创新系统的宏观环境之一[11]，这种潜移默化的

作用对区域创新同样重要。聚焦于集群创新网络的研究中，如 Grabher
[12]、Padmore

[13]及

池仁勇[14]等也印证了集群区域内特有的社会文化对于集群或集群企业创新网络的形成与演

进有深刻的影响，进而影响到集群的竞争力。 

由此可见，地方文化建设能够给创新网络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如果说在高新区内，通

过引入高质量的企业、人才，基础设施、成产性服务等完善配套提升了高新区的硬实力；那

末，从地方文化入手，挖掘高新区所在地方的本底文化，则相应能够提升高新区的软实力。

而从高新区建设目标来看，创新创业、科技转化是高新区文化的重要支撑，这与高校重视技

术革新、重视创新文化十分相似。因此，高校文化能够和高新区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高校文化既能快速吸收高新区创新创业意识，同时成为高新区文化的重要基础。 

1.2   高新区内高校文化的主要特点 

高校以“促进人类文明与进步”为宗旨是大学具有永恒魅力的原因所在。大学如此悠久的

历史，本身就是其影响力的最好佐证。而从高校和高新区互动发展的角度来看，高校可能是

时代中思想启蒙的地方；同时是教学与科学紧密结合，催生新科技、新技术的地方；还是在

学术思想浓郁的校园和创业氛围环抱的高新区相互结合下，产生创新创业思想的地方；最终

还因高校和高新区共有的海纳百川的包容态度，可能成为推动高新区多元开放文化的发展。 

“后象牙塔时代”的大学面对着的是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世界：知识和高等教育在现代

化工业国家的运作和进步中占据了中心地位，更庞大和更多元化的学生群体、专业教育和终

身学习的热潮、高等教育市场化与竞争压力以及教育全球化等趋势使得高校成为了产生知识、

思想萌芽的中心[15]。此时的大学不仅仅是学生学习深造的地方，大学更成为产生、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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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新思想的润土。由此可见，在大学将可能是各种思想碰撞发酵的地方，也是新时代思想

的萌生之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剑桥大学委员会提交了莫特报告(Mott reports)，：“必须加强教学和

科学的联系，同时也必须大力将研究成果用于工业、医药和农业”
[16]。莫特报告是剑桥大学

校方对工业发展和当地行政当局的合作态度发生变化的标志。由一所大学在制订此地区的高

科技产业发展规划方面起带头作用，这在当时的英国还没有先例――即是在今天也不多见
[17]。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拥有先进技术的公司设立在剑桥大学和剑桥镇内外，开

始出现了所谓的“剑桥现象”。在此背景下，高校更明显地呈现技术趋向性，特别在当今“产学

研一体化”模式的大热的背景下，更多的高新技术、顶尖技术都源自于高校走出来。 

创新创业文化也是高校文化特征之一，是高等学校顺应社会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趋

势应运而生的先进文化，是高校在不断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培育创新创业精神、提高

创新创业能力、推进创新创业活动、形成宽容失败与挫折氛围的教育与实践过程中，所形成

的全体师生员工普遍认同的与创新创业有关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心理状态、文化氛围、

管理制度和行为方式[18]。2010 年 5 月，教育部在相关文件（《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

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创新创业教育是适应经济社会和国家发

展战略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教学理念与模式，在高等学校中要大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当前

创新创业是时代的主题，创新创业教育是高校应负的神圣历史使命，加强创新创业文化建设，

发挥其特有的育人功能，对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因此，高校还是

一处充满创新文化氛围的地方。 

此外，大学尊重学术交流、鼓励思想碰撞，也形成了开放、平等的氛围。各类个体、组

织在学术交流中获得发言权并吸引听众，没有等级、性别、民族的区别对待。二十世纪 60

至 80 年代，在美国高校则兴起了多元文化变革，体现了青年学生反性别歧视、反种族歧视、

反残障歧视以及反传统课程设置等权力诉求斗争[19]。由此，大学也是百家争鸣、文化多元

的地方，在各种思想、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之下，大学则易成为新兴文化、文化包容性强的

地方。 

由此看来，高校在思想萌芽、技术集聚、创新创业文化、容纳多元文化等方面对高新区

发展形成关键重要的作用。本文在相关案例分析中，也主要基于这四个方面，剖析中关村发

展过程中高校文化和高新区文化互动关系。 

2   高新区发展赋予高校文化新的活力 

2.1   高新区发展为高校提供了创新文化 

在高新区的成长进程中，既会受到原有地方文化的影响，也会对本地文化产生影响。高

新区是高科技产业密集发展的地方，在高新区内的高校也不免受到高新区文化变化的综合性

影响。 

首先，高新区聚集了大量高科技、创造能力强的企业，通过文化扩散将对高新区内的高

校形成直接的文化影响。按照 Trigger 的理解，文化扩散是一种“被社会接受的过程”
[20]，高

新区的创新等文化被高校接受，就是高新区文化被高校所接受的过程。高新区创新创业企业

高度集聚，这些企业是向高校传播创新文化的重要主体。2011 年，示范区当年新创办科技

型企业超过 4000 家，亿元以上企业较上年增加了 200 余家。中小微企业是示范区创新创业

最为活跃的群体，吸纳了中关村五成的就业，贡献了中关村六成以上的专利[21]。这些创新

文化在高校研究合作、学生就业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关村内企业招聘人才方式

中，通过直接到校园招聘毕业生的比例达到了 30.69%，比居于次席的网络发布招聘信息高

出了将近 10 个百分点。而在高新区的建设中，高新区管委和企业也会通过与高校合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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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共研重大项目、建设大学科技园、联合培养人才、鼓励提供兼职机会等方式加强高新

区和高校人才互动工作，并以此将高新区创新文化深度渗透到高校中去。 

此外，在高新区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拆迁，而此过程中，普通民众在高新区建设中具有

较少的话语权。高新区建设在将区位条件较好的乡村地域迅速转变为厂房和城区的过程中，

也大量重塑了这些地方的文化景观，高新区给人一种与普通居民划清界限、现代化、都市化

的印象，这直接影响到高校师生对高新区的直接感受。在相关调研中，能够看到即使高新区

高校学生对高新区的具体产业不清楚的情况下，对高新区的向往程度和发展前景有较高的评

价[22]。由此看出，高新区似乎依然成为了“现代化”、“高科技”的代名词，这种略盲目的好评

也折射出高新区对大学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即使高新区往往建设在市郊土地改造较

为容易的地方，高新区往往仍能够给人留下现代化的印象。 

2.2   高新区发展丰富了高校的发展方式 

高新区内，在高等教育产业化以及应用科研项目兴盛等背景下，高校不仅是知识生产的

重要基地，而且还可有效推进知识的流动[23]。高校成为了高新区知识流动的重要结点，为

了迎合高新区的产业特点，高校的专业分布、研究重心也向高新区的特定产业倾斜。如上海

张江有两所高校，本别是中医药大学（针对生物医药）和复旦大学张江校区（针对软件信息）。

因此，高校通过与高新区的不断合作联系，强化了自身推动知识流动的作用，丰富了高校建

设的职能。 

1809 年德国的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和 1876 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首先将大学的职能从

单纯的教学拓展到科研，产学研一体化成为了高校发展的一大趋势[24]。而高新区的产业发

展活力和财富神话，也能为高校文化建设不断输入鲜活的元素，大学院所有机会凭借科研资

源优势，直接将研发植入产业。比如华中科技大学的华中数控、天喻信息等，武汉大学的武

大弘元、武大吉奥等，武汉理工大学的南华高速、港迪电气等都是高校成为高新区技术孵化

基地的典型例子[25]。这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高新区内的高校原本的基础研究职能，强化了

应用研究的技能，使得创新文化以产学研合作的方式渗透进大学。 

3   高校文化与高新区文化建设互动机制 

高校在高新区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的作用，因此在高新区文化建设中，

高校文化是十分重要的内容。这首先由高新区的区位选择决定。张庭伟[26]在对美国高科技

工业园的选址研究中，总结了高新区选址原则，主要有靠近大学和科研机构、优惠的地方政

策、专业人才聚集、具有创业精神的城市气氛、整体生活质量优良等，很明显，具有创业精

神的高校文化正是高新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独特优势；顾朝林[27]等认为，高新区的区

位选择应依次考虑高新区智力密集程度、开发性技术条件、信息资源、基础设施条件、生产

和生活环境等；而许陈生[28]的研究同样关注智力资源、开发性技术条件等的影响。大多高

新区选择的条件中体现了高校文化对高新区的独特贡献。由此看来，高校文化的确是高新区

布局是所非常重视的因素，因为高校为高新区提供了创新要素集聚的机会。毕竟作为人类创

造物的诸多优质要素，更倾向于孕育和成长在文化环境适合的地方。这不仅是进一步促进创

新和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有利条件，也将促使高新区更好的创新发展。 

此外，高校也是参与高新区建设的重要主体。每所高校供应特定知识，需要不断进化并

应付来自全球日益激烈的竞争。高校作为基础研究的执行者，必须将研究结果转移到其它社

会组织形成产出[29]。20 世纪中叶，一些发达国家相继发展起一批“以大学为主体，以城市为

依托，以产学研为支撑”的大学城。这些大学与社区相融互动发展，形成了“没有围墙的大学”，

大学城以高等教育产业为特色，带动地缘化高科技产业、旅游业、服务业等全面发展。如今

鼎鼎大名的斯坦福大学在出租了 7.5%面积的校园用地给工业园区后，创业氛围萌生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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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成为推动全球 IT 产业发展的“心脏”。2003 年初以复旦大学为核心的杨浦知识创新区的

构建，提出了“三区联动”（校区、园区、高新区）理念。由此，从高新区的创新网络看，高

校是重要主体，高校文化也是高新区文化建设的重点工作[30]。 

而在这高校作为主体的校-区互动结构中，高校文化和高新区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并

且能够在良好的政策和充分合作下良性互动。高新区的健康发展需要高校提供前沿的技术和

理论基础的研究，而高校在高新区建设的背景下也能够增强理论应用能力、提升技术成果的

产业转化能力。因此，在高新区建设的过程中，不能忽视高校的作用。尤其是高新区网络建

设中，除了要关注提升高校的新、尖技术的研究和产学研的充分互动合作之外，有意识地关

注高校文化对高新区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是十分必要的。 

 

图 1 高新区文化与高校文化互动机制图 

高新区内的高校在思想萌芽、技术集聚、创新创业文化、容纳多元文化等方面对高新区

影响颇深。高校是以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为宗旨，是思想碰撞、萌芽的地方，这将直接影响高

新区人的价值观；其次，高校也是高、新、尖技术的温床，将为高新区的发展提供核心竞争

力，优秀的技术研究能力将为高新区发展特色产业提供保障，当然这也与高新区的特定产业

基础有关；第三，以学术交流、科研创新为重要工作的高校洋溢着创新文化，在产学研一体

化的背景下，这种创新有和创业结合起来，形成高新区的高校独有的创新创业文化。高新区

的生产氛围也从创新创业文化体现出来；第四，高校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地方，多元文化的交

融是的大学容易成为引领文化潮流、孕育新兴文化的地方。这些大学文化的突出特点，将随

着高校文化和高新区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下，影响着高新区的健康发展。 

4   中关村高校与园区文化建设互动实践 

4.1   中关村的起步源自于高校云集带来的思想突破 

几十年前，中关村还主要是明清时期太监修建的庙宇、养老庄园和坟场，因太监又被称

为“中官”，这里便被称为“中官屯”。当时，该地位于京城西北郊外，介于汉族聚居区和北方

游牧民族之间，较少受到外部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正因如此，该地也避免了简单的工

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成为大学和科研院所的集中地。建国以后，大学校园纷纷挺近京城西

北，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石油

学院、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等纷纷向中关村方向迁移，而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也在此扩大了自己的面积，科学院也搬来了数学所等研究机构。到 60 年代初期，中关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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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已拥有 42 个研究所、67 所大学和至少 35 个军事机关，这些单位全都集中在半径 4 公里

的范围内。高楼深院散落在乡村之中，每个院子都有一群文人按照城市生活方式自成一体。

现如今，中关村更已成为北京高校最密集的地区。据 2012 年的统计数据，中关村示范区内

共有各类高校 39 所，占北京地区的 42.86%。其中，“985 工程”高校 8 所，“211 工程”高校

18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 17 所。这为中关村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而各高校重

点学科与中关村示范区高技术产业的结合，则体现出产学研一体化的价值。紧邻高校和科研

院所，为中关村注入了追求学术创新的文化，而学者们对真理的追求和对自由人格与独立思

想的坚守，也为中关村构建更为民主、多元、开放、包容的文化创造了条件。 

正是从中关村周边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中，走出了新中国第一批将科研成果市场化的探路

者。这些人不仅肩负着学者的头衔和科研的使命，更有意尝试在市场竞争中彰显其知识积累

和学术研究的重大价值。不过，受到长期“左倾”思想的影响，他们也必须承受先行者面临的

巨大压力。例如，后来被称为中关村开路人的陈春先，在美国访学时深受启发，认为“我们

有技术有想法，另外一些人有钱，二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创造先进产品”，并由此在回国后

开始经营自己的小公司。但这完全不能被领导接受，甚至被指控谋取私利、玷污了神圣的科

学殿堂 。虽然保守主义思想仍是领导层的主流，但中南海传出了支持陈的声音，胡耀邦的

批示认为陈春先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并肯定这一做法开创了新的局面，既可以较快地把科

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又能打破铁饭碗，让部分科研人员先富起来。此后舆论跟风，白

颐路的电子一条街也逐渐形成。不过，当时中央政府对科研的支持仍然通过传统方式，白颐

路的先行者们无法获得政府的无偿拨款，只能把一只脚踏在市场上，销售、成本、利润和顾

客需求成为了先行者们最关心的事情，但这恰恰造就了中关村最早的商业精神。到1988年，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得到了政府的绝对支持，之前暗流涌动的商业文化成为学习和仿效硅谷

促进中关村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有效元素。从这点看，中关村地区高校、科研院所的原有人力

资源结构和文化氛围，对于中关村创新文化建设具有极重要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化演进虽

不是由政府主导的，但却是由中关村人自发推进的，并通过与传统主流文化的抗争，日渐深

入到每个中关村人的思想深处。从中关村的起步发展来看，高校文化不仅仅指科研成果丰富、

理论基础扎实，更重要的还包括了追求真理、自由的学者之风，这对于高新区的健康发展具

有重要的精神支撑作用。 

4.2   中关村在传统和现代思想的碰撞下加快技术产业化的脚步 

我国是一个有着 5000 多年历史的国家，传统历史文化中有许多积极的东西，如“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以善待人，以德律己”等，在中关村发展中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儒

不经商，仕不理财”等消极思想也对科技产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过去 30 多年来中关村

科技产业和地方文化的发展，就是在中西方文化不断碰撞、冲突和融合中逐步实现的。 

中关村的科技创业始于 1980 年 10 月，陈春先率先成为民营科技创业的先行者。当一

代创业者走出大院大所时，我国仍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创业与计划经济体制及其传统的观念

不免要发生激烈的碰撞。如陈春先在创办“先进技术服务部”期间，对兼职科技人员每月发

10～30 元服务津贴费，却被指“腐蚀干部”的行为。又如到 80 年代中期时，“两通两海”与“中

关村电子一条街”已经初步形成，中关村首批科技企业开始赚钱，投机倒卖的非议之声更是

不绝于耳。对此，北京市纪委与中纪委、国家科委共同商量，组成调查组进驻中关村展开调

查。持续了 2 个多月，才澄清了事实，肯定了中关村的技术开发公司在技术开发与科技成

果转化方面做出了成绩，还指出要加强指导，完善各类制度和有关政策，使其逐步走向正规。

虽然调查有明确结论，但“骗子一条街”、“倒买倒卖”等不实之词似乎并未销声匿迹。在面对

辉煌成绩的今天，人们不难发现这些非议其实更多地反映了人们思想深处的一种矛盾，反映

了改革初期、中期，乃至现在，在价值观念、思想道德、行为规范、思想方式等方面，传统

文化中的负面影响与现代科技创业文化的一种碰撞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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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创新文化和创业文化逐渐成为中关村文化的灵魂 

创新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创业则促成了创新成果更高效率地实现产业化。中

关村一直以科学、民主为原则，抱着理性的态度来探索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规律，因而能够主

动地拥抱新经济和全球化。数据显示，2011 年，中关村示范区评选出 3502 家瞪羚企业，

近两年瞪羚企业的数量也均在 3000 家以上。这些瞪羚企业正是创新、创业文化的实践者[21]。 

作为中西文化的重要交汇点，中关村的科技企业成为文化创新的重要主体，也为中关村

文化注入了许多新鲜血液。在文化的借鉴、吸收和创造中，许多中关村科技企业发挥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联想集团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联想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第一个在中关村崛起

成为上千亿元规模的企业，2004 年时曾并购比自己大若干倍的 IBM 个人电脑，2007 年曾

进入世界 500 强，在金融危机中又成功规避巨大风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无不与创

业者柳传志等同志构建的“联想文化”有重大关系。从 1987 年以来，联想先后提出“大船文化”、

“发动机理论”、“入模子理论”以及中西文化融通、正确借鉴西方企业管理的经验等，为联想

的长远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关村志》中也记载了许多企业有价值的文化理念，这些都

对于创新与创业的结合具有启示价值。当然，中关村也还有相当一批科技企业，文化建设比

较滞后，一再错过发展商机，这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尽快改善。 

2000 年 5 月，北京市政府确定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宣传口号为“中关村：拥抱未来！”其

基本含义是，“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高新技术

象征着新世纪的美好未来；中关村科技园区具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良好基础和条件，这里

拥有一大批国家级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高素质创新人才；6000 多家高科技企业在这里

竞相发展，具有强劲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关村是中国 21 世纪更加开放的

地区，这里最具有创新活力，这里离未来更近，充满了机遇和希望，美好未来属于抓住机遇、

艰苦拼搏的高科技创业者；中关村科技园区以人为本、面向国际、全面开放、海纳百川的博

大胸怀，寓意中关村科技园区是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高地，是高科技企业家的摇篮，是创业的

沃土，成功的家园，财富的源泉。”这一宣传口号不仅展示了中关村文化建设的目标和方向，

也折射出文化建设的价值。 

4.4   多元文化的融合促进中关村与时俱进发展 

随着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中关村的产业结构和人口社会结构也渐趋复杂。在由单纯的教

育科研功能转向科工贸一体化发展的同时，其社会空间也从纯粹的单位社区逐渐演变为在高

校和社会双重力量作用下各种类型居民分布混杂的复杂型空间[31]。在中关村建设初期，居

民多居住于单位福利分房，高校师生是居民的主体，社区的同质性较高。但 20 世纪 90 年

代以后，伴随着中关村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住房制度改革，中关村地区的居民结构

趋于复杂。新世纪以来，中关村外来人口的数量继续增长，流动性明显增加，社区文化趋于

异质化。本地农村居民被搬迁到别处，外来人口已经占到很大比例，中关村也已转化成为高

度城市化的社会空间，原本纯粹的单位社区也不复存在，这就使得中关村也面临空间重塑下

的地方感重构问题，丰富的外来文化与北京本地文化、中关村原有的高校院所文化不断融合，

催生出更多元的中关村文化[32]。而硅谷的文化建设经验表明，多元文化的融合对于高新区

发展是积极有效的。特别是大批海外学子归来创业，更带回了西方先进文化元素。如能在吸

收借鉴多元文化的基础上，促进中关村人形成更富有创新、创业意识的价值理念，那将对中

关村文化建设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中关村最早的创业者都深受“使命感”的激励，体现的是一种爱国奉献和时代精神。例如，

陈春先看到美国硅谷高技术企业的技术扩散时，深感我国科技体制的落后，置自己的研究方

向和个人前途不顾，从大局出发，第一个在中关村创办了“先进技术服务部”，用自己所掌握

的知识去进行技术扩散。他下决心去冒市场风险的动力就来自于对我国旧科技体制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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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于爱国奉献和时代精神。京海集团总裁王洪德也曾表示，“我们是从忧国忧民走向科技

报国之路的。我们从大院大所出来到‘中关村一条街’上创业，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而是为推

动科技与经济结合，为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改革成功了，我们庆功；改革失败了，我们则为

铺路石。”五笔字型的发明者、王码电脑公司总裁王永明也说，“我觉得文化是国家间最根本

的区别”，“我出来搞五笔字型，目的是为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当感受到“古老的汉字遇到了

生死抉择”，“于是从 1982 年起，我全力投入汉字的信息化开发，后来就发明五笔字型和数

字王码等”。这些创业者的感言表明，中关村老一代科技人员出来创业，不是凭一时的热情

冲动，也不是为自己升官发财，更不是什么某个“中子流的撞击”，而的的确确是为了国家富

强和人民幸福，是爱国奉献精神的体现，是过去中关村“五四”、“一二九”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这是中关村创业文化中的精华，应进一步坚持传承与发扬下去。 

另一方面，中关村文化是自下而上的文化，也是与时俱进的文化。由于文化理念来源于

草根和鲜活的实践，因此更能敏感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四年前长城所曾经对中关村文化做

过一次概括，但就目前来看，这份文件已经远远落后于今天的中关村文化了，中关村文化正

以非常快的节奏随时代而变化。与时俱进、随事物发展随时调整的文化，也是高科技园区始

终充满活力的保障。 

5   结论与启示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中关村科技园已经成为中国高新区的代表。研究认为，中关村已

经初步形成“创新创业、知识创价，宽容失败、孵化成功，和而不同、协作积聚，以人为本、

诚信至上”的中关村文化，这是中关村不断取得发展成就的重要保障。通过对中关村发展和

文化建设历程的分析，不难看出，高校在中关村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在各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

正是从高校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凭借着对真理的追求和学术的执着，打破了计划经济的禁

锢，大胆地将高校研究中的科技成果产业化、市场化。而高校的多元包容文化也给中关村的

扩容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氛围，保障了中关村创新活力的维持。 

因此，在高新区创新网络的建设中，不但要加强产学研合作以加强高校在知识流动、人

才培养、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作用，产学研合作的目标不应仅仅局限于此，在高校文化

与高新区文化的交流扩散中营造创新创业、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围将对高校创新能力提升和高

新区高科技产业竞争力建设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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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University Culture and Construction of High-tech Zone Culture: 

 A Case of Zhongguancun 

 

CHEN Jun-yan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Colleges, as an important part in high-tech zone, are often overlooked i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however, achievement of high-tech zone like Silicon Valley and Zhongguancun shows that 

colleges’ culture is significant in high-tech zone healthy growing. This paper preliminary discusses on the 

mutual mechanism between colleges and high-tech zone, through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Zhongguancun central park, to help promoting innovation ability of colleges and high-tech zone. The 

study shows that colleges’ pursuit of scientific truth and spirit of vigorous youth make high-tech zone 

overcome difficulties for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high-tech zone; industry dynamism and wealth 

myth of high-tech zone also could provide new elements to colleges’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 Cooperation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training talents or 

industrialization of innovation fruit, and to build cultural atmospher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pen and multiculture in cultural communicating and diffusion between colleges and high-tech zone 

w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f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ability and cultivating high-tech industrial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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