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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代蕾、顾震球

山东农村出生，澳大利亚留学，英国高校当正
校长，逯高清的人生经历称得上独一无二。

作为执掌英国顶级高校的首位华裔校长，逯
高清凭借不懈奋斗和实力，实现了华人在西方高
等教育界的一大突破。

无论是在澳大利亚从事纳米技术科研，还
是出任英国萨里大学校长，他始终积极推动西
方与中国教育、科技和工业界的交流与合作。

他说：“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愿意发
挥自身优势，做中西方交流的桥梁和使者。”

从农村到海外，“吃苦耐劳的经

历都是财富”

跟逯校长约采访，他爽快同意，但采访时间只
有一个小时。他的助手说，逯校长的工作日程已经
排到明年 11 月份，每天都满满当当。

“(当校长)太忙，我现在早上 7 点左右到岗，
每天正常工作时间至少十三四个小时，还不算晚
上出席各种活动。”

在萨里大学校长办公室里，逯高清向记者坦
言：“很累，但我喜欢并早已适应了这种充实的工
作状态。”

质朴而谦和，这是逯校长给人的第一印象。
在中国农村长大的他坚信，吃苦耐劳是人生财
富。

1963 年，逯高清出生在山东东营的一个农民
家庭。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他很小就要自己干
活，八九岁到离家很远的水井去挑水，12 岁独自
赶集卖蒜头补贴家用。“现在回想，这些吃苦耐劳
的经历都是财富，锻炼了我的能力，磨炼了我的意
志。”他说。

1979 年，他参加高考，考入东北工学院(现在
的东北大学)，读完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后留校工
作。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国门逐渐打开，大学里
的年轻人纷纷出国留学，逯高清也申请到澳大利
亚昆士兰大学的奖学金，成为改革开放后首批自
费公派到海外深造的留学生。

“飞机落地布里斯班时，我全部积蓄只有 20
澳元，打车到学校花掉 17 块，身上就剩下三块
钱。”他回忆说。

靠着这 3 元钱和同学的接济，逯高清度过了
开学前暂时没有奖学金的一个多星期。

不过，对逯高清而言，这段小插曲绝对算不
上吃苦经历，因为他的“花钱观”和别人很不一
样。

那个年代，整个布里斯班只有 20 多个中国
学生。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住在使馆提供的学生中
心，学习之余都去打工，和当地同学的交流非常
少。

逯高清截然相反。他从不打工，自己出去找房
住，还很舍得花钱参加学校里各种聚会和社会活
动。

“我就是要抓住所有社交机会和外国同学
混在一起，这对我锻炼语言、了解和融入当地社
会很有帮助。聚会都要花点钱，有的人舍不得，
但我认为这笔钱必须花。每个聚会都能让我学
到新东西。哪个新词是在哪个聚会里学到的，我
至今都还记得，永远也不会忘。”他说。

这样的“玩法”不仅帮他迅速过了语言关，更
为他用西方思维去交流沟通、融入西方主流社会
打下坚实基础。

成功秘诀：“我总选更有挑战的”

上世纪 90 年代初，博士毕业的逯高清没有和
其他同学一样选择留在澳大利亚，而是远赴新加
坡到南洋理工大学当讲师。

当时很多人劝他别去新加坡，觉得“弹丸之
地”没有前途。

“但我认为，这份教职对我未来学术生涯促进
会更大。当教师既要教学，也要参与管理事务，更
富挑战。我不能只看眼前利益，眼光要更长远一
些。”他说。

这份工作让逯高清迅速从一个刚毕业的博士
生成长为能独立领导研究团队的大学老师。

3 年后，他回到母校昆士兰大学任高级讲师，
一路升至副教授、首席教授。

在澳大利亚工作的 20 多年间，他致力于纳米
材料研究，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百
篇，出任昆士兰大学纳米材料中心主任，当选澳大
利亚最年轻的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成为昆士
兰大学副校长。无论学术研究还是教育管理，他都
获得傲人成绩。

2015 年，英国萨里大学遴选正校长，逯高清
凭借出色的履历从全球上百位候选人中脱颖而
出。经过几轮严格筛选和面试，一份出任正校长的
邀请摆在了他面前。

和昆士兰大学相比，萨里大学在规模和排名
方面并无优势，但逯高清毫不犹豫接受了这份工
作。

他看重的不是正校长这个头衔。
“萨里大学在小卫星技术、工业合作方面很

有特色，其知识创新和应用能力在英国排名前

十。此外，英国的工业机构比澳大利亚更全面，
大学更能够为工业界服务。对我而言，这正是
大学重要价值所在，我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和
治学理念，真正实现大学为社会服务。因此，当
这样的机会在面前，我不会犹豫。”他告诉新华
社记者。

“对我个人而言，这里更有发挥和上升余地，成
就感会更强，当然挑战也更大。”说到这里他笑了起
来，“我的习惯是，总选择更有挑战的。”

在萨里大学履职后，逯高清被英国高校联
合会(Universities UK)吸纳入会，成为其理事
会中唯一的华裔。今年，他又获得任命，加入英
国政府科学技术委员会(CST)，与英国最杰出
的科研精英和政府官员一道，就英国“脱欧”后
如何维持科研发展水平等重大议题为英国首相
出谋划策。

他还希望能把萨里大学带到更高平台，在 10
年内把其综合排名提升到世界大学前 100名内。

心在中国、根在中国

逯高清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尊孔子雕像
和一座雄鹰展翅摆件，前者是国家汉办送他的
礼物，后者来自澳大利亚的好友。办公室书架上
还陈列着一些纪念品，都来自与萨里大学有合
作的中国高校。

兼具东西文化背景、融通东西思维方式，
这是逯高清的独特优势。他说，从小接受的中
国文化教育对他在西方当校长有着深远影
响。

“比如，管理好一所大学，必须要平衡各方利
益，儒学里的中庸之道会帮助我处理一些棘手问
题，在尽量不伤害任何一方的基础上，让所有参
与方都感到结果虽然不十全十美但对自己有
益。”（下转 7 版）

心系中国 甘作桥梁

英国大学,有了首位华裔校长

本报记者李坤晟

清如碧玉的塔什库尔干河一头扎进混浊的叶
尔羌河，往东边的塔里木盆地奔腾而去。

站在桥上，姑丽扎尔·阿布热合曼对我们说：
“还剩最后一段路了。”

沿着塔什库尔干河岸边的峭壁，我们的车队
已经颠簸了 3 个小时。目的地大同乡是“新时代国
门行”新疆小分队在塔什库尔干县调研的最后一
站。那里是姑丽扎尔的家乡，也是塔什库尔干塔吉
克族自治县最贫困的地方。

姑丽扎尔现任塔什库尔干县长，工作忙碌的
她回大同乡的机会不多。这次因为保障小分队采
访回大同，姑丽扎尔早早买好给乡亲们的冰糖和
奶茶。

姑丽扎尔第一次离开大同乡时只有 6 岁。
她的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塔县县城的贸易公司工
作。一家人从大同乡一个叫小同的村子迁出。那
时候，大同乡的孩子到县城读小学只能骑六七
天毛驴或者牦牛，待放假才能回家。于是，姑丽
扎尔在县城的新家就成了整个家族所有孩子的
住宿点。

姑丽扎尔说，现在大同乡的孩子不用像当年
那么辛苦。村里就有幼儿园。小学低年级就近在大
同乡中心学校念书，三年级以上的孩子去县城学
校，升了初高中会到喀什城区上学。大同乡与县城
公路距离一百六七十公里，过去骑牦牛六七天的
路程，现在只要 4 个小时左右。

姑丽扎尔第二次离开大同乡是 2000 年她 24
岁的时候。17 岁那年，刚参加工作的姑丽扎尔回
到大同乡担任农业技术干事。

当时，乡里没有通公路。要去下村，乡里副科
级以上的干部骑马，普通办事员走路。路太远，年
轻的姑丽扎尔只能去村委会借牦牛。

大同乡政府前是大同河。河上没有桥，只有吊
着滑行的铁索。吊铁索过河，双手容易受伤。乡里
上肢残疾的人特别多。

村民没钱，更没地方花钱。每一两个月才有贩
子领着驮鞋子、衣服和奶茶的牦牛到乡里交易。在
像一只口袋的山谷里，位于口袋深处的大同乡，基
本生活用品总是供不应求。

一块普普通通的砖头也成了奢侈品。村民从
河边搬来大鹅卵石，层层叠上用泥土一敷，就盖好

一间房子。这样的房子不抗震不防冻。年轻的姑
丽扎尔常要半夜起来加炉子。

24 岁那年，已是大同乡党委副书记的姑丽
扎尔调动工作去了 500 多公里外的阿巴提搬
迁镇。6 年之后，她才重新调回到塔县。2016
年，姑丽扎尔任塔县县长至今。

终于，我们的车队赶到了大同乡政府所在
的阿依克日克村。小有遗憾的是，道路塌方，姑
丽扎尔出生的小同村道路中断，此次无缘拜访。

在阿依克日克村，姑丽扎尔拎着准备好的
冰糖和奶茶敲开了一户人家。几个年轻的塔吉
克族女人簇拥着一位老奶奶走了出来。老奶奶
见到姑丽扎尔，还没说话，眼眶就湿了。姑丽扎
尔弯下腰向她问好。老人用塔吉克族长辈问候
晚辈的方式亲吻了姑丽扎尔的眼睛，又拉住姑
丽扎尔的手，在她耳边说着什么。

后来，姑丽扎尔告诉我，这位老奶奶叫帕沙
比格木·阿地力沙，今年 87 岁。在大同乡工作的
7 年，姑丽扎尔长期借宿在帕沙比格木奶奶家。
她现在还记得奶奶用胡萝卜、羊肉做的面食的
美味。那天见了面，奶奶埋怨她回来的次数太
少。

据大同乡党委书记张国碧介绍，大同乡辖
4 个行政村，均为深度贫困村。551 户居民，贫
困户达 318 户。

如今，通过国家政策扶持以及兄弟省市无
私援助，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大同乡
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年，大同乡通了路，架了桥，村里有了
小商店，家家户户都搬进了抗震房。2014-2017
年脱贫 86 户 349 人，2018 年拟脱贫 156 户 576
人，2019 年完成剩余 76 户 282 人脱贫任务，如
期实现整村退出，摘掉“贫困帽”。

最可喜的还是整齐划一，家家户户 80 平
方米的抗震房。“砖从莎车县拉过来，运费很
贵。这样一套房子造价要 30 万元，靠村民自己
很难住上这样的好房子，都是政府负担。共产
党太伟大了。”姑丽扎尔说。2017 年，大同乡建
设抗震房 408 套，安全住房达到 100%。

村民曼合图玛一家过去住 120 平方米的土
房子，现在搬进了 80 平方米的新居。面积虽然
小了，但新房更结实保暖、空间结构更合理。房
间还装上了抽水马桶。不过，张国碧说，现在乡

里还没有集中处理污水的能力。乡里计划给家家
户户做一个化粪池。

虽然姑丽扎尔为家乡的发展欣喜，但她更清
楚大同乡的落后。姑丽扎尔对驻村干部说：“干部
驻村，不是要和村民打成一片。你们是来把村民
的生活和愿望向上拉动的。你们不能随着向下，
而是带动向上。你们就要与村民不同。”

电是大同乡脱贫攻坚道路上最大的拦路虎。大
同乡是塔县目前唯一没有用上动力电的行政乡。虽
然当地农牧民生活用电、乡村两级办公用电已利用
太阳能户用光伏基本解决。

“但没有动力电，冰箱和洗衣机这些家电用
不了；乡里卫生院不能拍 X 光做 B 超，生了病还
得去县城医院。最关键的是没有动力电很难实现
产业扶贫。”姑丽扎尔说。

小分队到塔县调研赶上夏天，这是当地一年
中最好的时节。据说，一到冬天，当地依靠光伏太
阳能的生活用电，每天只能维持一两个小时。所
以，在 2018 年的今天，蜡烛仍是大同乡家家户户
的必需品。

乡党委政府用一台小型发电机维持正常办
公。但大同乡工作人员说，笔记本电脑还能用，台
式电脑就不行了。

大同乡能够用上动力电是姑丽扎尔心心念念的
一件事。据了解，因为大同乡地理位置偏僻、地形险
峻，当地要接入国家电网是一笔塔县乃至喀什地区
都很难承担的数字。

既然经济成本高，记者就说起在各地调研
时看到的易地扶贫搬迁的成功案例。姑丽扎尔
回答说：“这里是边疆。人都离开了，就不是国土
了。”

在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牧民为国守边护边
的历史非常悠久。即使在中央政权最虚弱的清末
到民国期间，塔吉克族人也没有叛离中央政府。
姑丽扎尔的回答不禁让我想起了电影《冰山上的
来客》中的塔吉克族战士阿米尔。

据了解，大同乡 1850人，现有护边员 540 人。

帕米尔高原上 ,姑丽扎尔县长的心事

▲姑丽扎尔入户看望 74 岁的大同乡村民出丽番汗·塔依尔。王其冰摄

新华社记者华义

伴随着“祝你生日快乐”的旋律，
在一百多位中日两国官员和学者的祝
福声中，88 岁的日本著名科学家有马
朗人一口气吹灭了 8 根生日蜡烛，全
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发生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内的这
一幕，让人感受到中日两国科技界长
久以来的友情。

“米寿”老人的中国情

一个“米”字拆开是八十八，因此
88 岁生日在中日两国都被称为“米
寿”。今年 9 月 13 日，有马朗人在中国
驻日大使馆度过“米寿”生日。中国大
使馆为何会给一位日本老人庆生？就
是因为他与中国的深厚情缘。

有马朗人是日本著名物理学家，
也是诗人、教育家和政治家，曾任东京
大学校长、理化学研究所理事长、文部
科学大臣等要职，在日本社会和科学
界声望很高。他长期致力于推动中日
科技交流与合作，曾获中国国际科学
技术合作奖，还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多所中国大学
的名誉教授，迄今已访华百余次。

同在 9 月 13 日，中国驻日本大使
馆还为 2018 年日本“中日青年科技人
员交流访华团”举行欢送会。访华团的
行程在 10 月底，提前一个多月举行欢
送会，“就是为了凑上有马先生的‘米
寿’”，日本科技振兴机构中国综合研
究交流中心副主任米山春子一语道破
玄机。

她告诉新华社记者，每次中国大使馆欢送
“中日青年科技人员交流访华团”，有马朗人都到
会致辞，勉励两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加深交流合
作，所以才将今年的欢送会安排在他生日当天。

“米寿”的有马朗人再次回顾了与中国科技
界交流的经历。他说，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
尤其中国科技将取得惊人成就。历史上中国就
是日本的老师，日本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现在
他希望日本年轻科研人员多去中国交流学习。

当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
院副院长丁仲礼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
学院大学校长李树深也都发来贺电，感谢有马
朗人先生对中日科技交流作出的突出贡献。

“樱花科技计划”的发起者

1940 年出生的冲村宪树比有马朗人小 10
岁，也是一位获得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奖的日本
专家。

冲村宪树任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理事长
期间，启动了不少促进中日科技合作的大事，如
设立“中国综合研究中心”、发起和组织“中日大
学展暨中日大学论坛”等。后来，他在担任日本

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特别顾问时发起“樱
花科技计划”，每年邀请数千名亚太地区
青少年赴日参观交流，截至 2017 年已邀
请 9000 多名中国青少年访问日本。

2015 年，冲村宪树荣获中国国际科
技合作奖归国后，日方也为他举办了祝
贺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来贺辞表示，
冲村宪树获奖是对其为科技领域日中交
流贡献的高度评价，令人高兴，期待以此
次获奖为契机，继续发展日中之间的科
学技术合作。

冲村宪树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科技
发展、科技政策等，他希望日本科研界加
强和中国同行的交流。他说，日本人口约
为中国的十分之一，长远来看，中国的整
体实力也可能达到日本的十倍。因此，日
本应从实际出发，发挥自己的特长，在对
华合作中实现双赢，而在这一过程中，加
强和中国在科技等领域的合作非常重
要。

78 岁高龄的冲村宪树仍活跃在中
日科技交流第一线，并继续担任“中日青
年科技人员交流访华团”团长。他此前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将一如既往
地推动中日科技交流，并扩大“樱花科技
计划”的实施。

中国院士们的老师

有一位日本著名化学家和教育家，
常年是诺贝尔化学奖的热门候选人，培
养的中国留学生中已有三人成为中国科
学院院士。他就是日本化学界赫赫有名
的藤岛昭，他的弟子、中国科学院院士刘
忠范称之为“现代光电化学的奠基人”。

约 40 年里，藤岛昭培养了 38 名中
国学生，如今他们大都成为中国科技界
杰出人才，其中姚建年、刘忠范和江雷已
当选为中科院院士。“院士是中国科技界
的至高荣誉，他们能够当选院士非常了
不起，我也非常高兴。”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藤岛昭为爱徒的成就感到骄
傲。

姚建年院士回忆，他初到东京时住
在简陋的公寓里，藤岛昭亲自给他送来
了冰箱等家电，还经常邀请他到家中聚
会，这种温暖关怀缓解了漂泊异乡的寂

寞心情，使他能将精力集中到学习和研究上。
刘忠范院士说：“是藤岛昭先生将我领进了

科学的大门。”他 1993 年离开日本回北京大学
时，藤岛昭等人送了 64 箱仪器设备和材料，“这
些仪器设备和材料一到位，我在北大化学院的
实验室立刻成为国内一流”。

藤岛昭非常推崇中国古代先贤的思想，认
为这对现代科研人员有启发意义。他一直研究

《论语》等经典，并与人合著了《简易科学家语录
和论语》等多部著作。书中既有日本学者对中国
古典名著的解读，也有藤岛昭本人从科学家角
度对中国先贤格言的思考。他希望中国科研人
员也能读读他写的这些书。

今年 3 月，76 岁的藤岛昭卸任东京理科大
学校长，成为“荣誉顾问”，不过他还继续坚持科
研工作，丝毫没有退休的打算。对于中国科技的
快速进步，藤岛昭说，中国政府对科研非常重
视，有着长期稳定的科研政策，也投入了大量的
资金，中国又有十倍于日本的科研人才，因此中
国的科研成果自然越来越多。他说，今后中国科
研人员可能会获得很多诺贝尔奖，其中可能就
包括自己的中国弟子。

新华社东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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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执掌英国顶级高校的首位华裔校长，逯高清（右一）实现了华人在西方高等教育
界的一大突破。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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