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2021 年 10 月 19 日 星期二
关注 教育·文化

“欲将壮志寄青海，明月何曾是两乡”

“清帮青”，西部一所普通高校蝶变记

青海大学畜牧兽医科学院副院长董全民（左三）带着学生在采集牧草标本（9月25日摄）。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张龙、顾玲、张子琪

　　金秋时节，73 岁的清华大学教师白永毅又
一次来到青海大学。走在整洁的校园内，这位年
逾古稀的老人面带笑容，不时与身旁的人交
流———“高兴、惊喜、变化很大”是她口中的高
频词。
　　 2001 年，在教育部“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
等学校计划”下，清华大学率先对青海大学进行
全方位对口支援。
　　 20 年间，一批又一批教授专家团扎根高
原，将青海大学的发展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
　　千里守望，心手相牵，青海大学也从一所西
部地区普通高校，逐渐成长为国家“世界一流学
科建设高校”、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部省合建高校、国家“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
工程”高校……

“欲将壮志寄青海，明月何曾是两乡”

　　白永毅已赴高原 50 余次，她清晰地记得
第一次来青海大学时的样子。2001 年 9 月 3
日，作为清华大学原党办主任，白永毅统筹协调
清华大学对口支援工作的各项事宜。初到青海，
看到“校舍、图书馆、实验设备都很落后”，白永
毅心情沉重，深感任务艰巨。
　　从那时起，白永毅就与青海结下不解之缘。
设计帮扶计划、推荐赴青教授团人选、设定课程
目标……事无巨细，倾情付出。
　　清华大学先后有 4 位知名专家学者到青
海大学担任校长，19 名高层次专家教授出任院
系负责人，10 批教授团来校指导学科专业建
设，1000 余人次专家教授来校讲课。
　　在白永毅看来，“义无反顾”是清华教师的
特征。
　　 2013 年，正在出差中的清华大学土木水
利学院水利水电工程系教授王光谦接到电话，
征求将他选派到青海的意见。“组织上觉得我合
适，我就去。”没有丝毫犹豫，王光谦成为清华大
学选派到青海的第四任校长，也成为青海大学、
青海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位院士。
　　青海大学外语学院师资紧张，教师流动性
大。清华大学外语学院退休教师侯成源在校园
偶遇白永毅，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赴青海大学
任教的请求，“好啊！我正想为西部教育事业发
展做点贡献，就去青海大学。”
　　青海大学要成立计算机应用与技术系，但
学校没有计算机专业的人才。清华大学立即想
到了刚退休的周立柱教授：“帮青海大学成立计
算机系，想请您去当系主任。”白永毅一开口，周
立柱很痛快就答应了。时至今日，清华大学已选
派 5 任教授接续担任青海大学计算机应用与
技术系系主任。
　　北京和西宁，相距 1600 公里，对口支援的
老师在清华大学还有科研项目和教学任务。夜
晚落地西宁，第二天早晨再乘飞机返回北京，有
时甚至在一天内飞一个来回，这成为对口支援
教师工作的常态。“飞行校长”“飞行教授”成为
他们共同的标签。
　　 2013 年，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梅生伟也
来到了青海。作为电力系统自动化专家，他长期
从事电力系统安全控制与新能源高效利用

研究。
  “西电东送是国家的大工程，青海是清洁能
源大省，怎么把它们有效利用起来，不仅是青海
的课题，更是国家的大课题。青海拥有丰富的太
阳能资源，是国家重要的新型能源产业高地，在
这里我们将大有所为。”梅生伟说。
　　 2021 年中秋节，恰好是梅生伟的生日。在
北京忙完清华大学的事务后，梅生伟连夜坐飞
机前往青海。中秋阖家团圆，梅生伟却常常与家
人分别。今年是他对口援青的第八个年头，相较
一般援青干部的 3 年期限，他已经“超长服
役”。但梅生伟说：“青海有一片广阔的天空，我
们就是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做事业，在离月亮
最近的地方过生日。”

“家有梧桐树，凤凰自来栖”

　　“以往牧民会在母羊分娩后 4 至 6 个月断
奶；经我们研究指导，现在母羊 60 天就可以断
奶，泌乳期缩短了 3 个月，母羊对草地的依赖
性也减少了。”青海大学农牧学院教授、青海省
羊产业技术研发与孵化平台首席专家侯生
珍说。
　　一场秋雨一场寒。薄雾笼罩在广袤的金银
滩草原上，侯生珍带着学生，在草原上收集藏羊
组群补料的相关数据。
　　青海省藏羊的存栏数为 1200 多万只，约
占中国藏羊存栏总数的 46%，藏羊产业是青海
牧区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
　　“清华大学给我们带来了人才和资源，让我
们在学科交叉方面享受到了红利，现在我们正
考虑怎样把高原农牧业和机械学、计算机结合
到一起，打造青海藏羊的大数据平台。”侯生

珍说。
　　地处地球“第三极”的青海气候条件特
殊，生态地位极其重要。高海拔、日照充沛、冷
凉干燥、病虫害少、种质优良等比较优势，为
青海打造生态有机农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有利条件。但长期形成的传统落后的生产方
式，也制约着现代畜牧产业的发展，作为青海
大学品牌特色的畜牧学科也常遇梗阻。
　　青海大学畜牧兽医科学院副院长董全
民举例说，在畜牧业研究中，牛羊在各个阶
段的生长数据是一项基础研究，对畜牧学科
的各个领域都至关重要。“以往获取数据的
方式，都是我们人工测量，严重影响效率，而
且牛羊的攻击行为也让这项工作变得颇具
危险性。”
　　对口支援工作开展后，董全民结识了清
华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副教授陶品。“陶品
老师一年往距离西宁 300 多公里的河南蒙
古族自治县跑了 46 趟，研究智能称重系统
如何适应青藏高原的冬季，经过不断组装改
造，原本一套 25 万元的设备现在只需要 9
万元。”董全民说，在积累牛羊生长过程科学
数据的基础上，我们进而开发建设高寒草地
生态畜牧业信息化管理平台。让科技为牛羊
赋能，也让青海大学的畜牧学科走上了信息
技术的“高速”，开辟了一片更广阔的天空。
　　 2006 年，清华大学在教育部支持下，先
后携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华东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化工
大学形成团队合力，全方位推动青海大学发
展。在各支援高校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青海
大学立足优势特色学科，结合所处区域地理
位置特点，逐渐形成了联合支援高校、共同服

务区域和国家战略、共同支持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格局。
　　传统的优势学科打开了视野、拓展了“朋
友圈”。董全民团队目前正在进行退化草地恢
复研究，他说：“现在我们的研究团队中，来自
中科院、兰州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
的研究者们济济一堂，共同在青藏高原为我
国的高原农牧业发展贡献力量。”
　　新建学科依托青海的特色资源，建设初
期就瞄准“头部学科”发力。2013 年，梅生伟
团队在青海大学建立起新能源学科，创立了
新能源光伏产业研究中心和新能源产业试验
基地，基地采纳国内外最先进的太阳能前沿
技术，为青海省新能源光伏产业发展提供技
术与人才支撑。青海大学光伏产业研究中心，
目前已成为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功能最齐全的
研究中心。
　　家有梧桐树，凤凰自来栖。在青海大学，
一个个优势平台吸引各方人才聚集。清华大
学校长邱勇说：“原来我们是对口支援，现在
可以改为‘对口合作’。”
　　青海大学也在回馈和帮助清华大学等高
校及其教师取得更高的成就。清华大学教授
魏加华、钟德钰、黄跃飞、李铁键紧密围绕三
江源水源涵养与生态保护、空中水资源开发
与利用，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的重大成果，为
政府管理提供了重要决策咨询。
　　“这 20 年来，通过清华大学对青海大学
的全方位帮扶，青海大学已聚集很多高层次
人才，新知识、新技术、新理论源源不断输入。
通过大力建设平台，大大提升了青海大学的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能力，使青
海大学有了脱胎换骨的进步。”青海大学党委

书记俞红贤说。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

终不还”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在
青海大学，这是一句被许多老师引为座右铭
的诗句。
　　受援 20 年，青海大学实现了质的飞跃，
整体办学实力大幅度提升，闯出了一条西部
欠发达地区高校跨越发展的新模式，青海大
学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稳步迈向具
有高原特色的现代化大学。
　　 2004 年成为青海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

“省部共建”大学；2006 年成为博士学位授
权单位，实现了青海省高等教育博士点零的
突破；2008 年跻身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
设大学行列；2014 年获批国家级大学科技
园和国家级新农村发展研究院。2016 年获
批三江源生态与高原农牧业国家重点实验
室；2017 年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大学行
列；2018 年成为“部省合建”中西部 14 所高
校之一；2019 年获批 5 个国家一流专业建
设点。
　　“‘志比昆仑，学竞江河’，我觉得青海大
学的校训真的既符合它的地理位置，又有很
深的意义，所以祝愿我们的青海大学越来越
好！”白永毅说。
　　在新的起点上，青海大学如何去实现高
质量发展，成为支援高校与青海大学共同的
课题。
  青海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
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
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在这种
背景下，青海大学积极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让学科专业设置与国家和青海省着力推进的
三江源生态保护、柴达木循环经济建设、光伏
新能源等相关特色传统产业和新兴战略产业
紧密联系。
　　梅生伟操心最多的，是培养一支青海的
本土人才队伍。经过八年建设，现在的团队在
他眼中是“朝气蓬勃、学科交叉、优势互补”。
能把这些愿意吃苦又充满热情的年轻人吸引
到西部大开发的建设中，共同致力于青海清
洁能源产业的发展，梅生伟引以为傲。
　　“组织和清华交给我的使命，应该是为西
部地区的发展做出长远贡献，而不仅仅是一
时的支援。”在梅生伟看来，只有抓住青海的
优势，为青海大学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为西
部地区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带来“双丰
收”，才算不辱使命、得胜凯旋。“未来我们还
有很多工作要做，要肯下苦功夫，在高原上发
光发热。”
　　“对口支援青海大学是一项使命光荣、责
任重大的政治任务。在对口支援过程中，援受
双方不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也实现了援受
并进、共同提高。各支援高校将紧密围绕青海
大学服务高原的特色需要，精准开展支援工
作；不断创新对口支援体制机制，优化深化长
效合作，提升工作效果，积极助力青海大学显
著提升办学综合实力，不断谱写对口支援工
作的新篇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说。

　　新华社台北 10 月 18 日电（记者陈键兴）
台北士林区，临近外双溪，远离闹市的雨声街一
片静谧。
　　 86 岁的高秉涵将记者引进家门，径直来
到地下一层的小书房。各样的“收藏”使空间显
得局促，那都是老人的“宝”。
　　“这围巾，是我走时，娘从身上取下给我戴
上的。”1948 年秋，天已渐凉，13 岁的高秉涵为
避战乱，孤身离开山东菏泽老家。他一路颠沛
南下，渡海到了台湾。谁曾想，重返故里竟是
40 年后。
　　新华社《国家相册》日前推出《归来哟，归
来》微纪录片，高秉涵是主人公之一。为完成采
访，记者来到老人位于台北的家，听他讲起陈年
往事。“那天，娘把我送到城东门，含泪说：‘儿
啊，活下去，娘等你回来！’”高秉涵轻抚围巾，眼
神哀伤，“这是几十年唯一陪着我的娘的物件，
再回去时，她已走了 10 年。”
　　“多少高堂明镜悲白发，多少妻子长年守空
帏，多少儿女不知父生死，多少异乡客夜夜梦神
州。”1949 年后，海峡两岸陷入长期隔绝对峙，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亲人生离成死别，无
尽的思念之苦郁结为化不开的乡愁。
　　到访高秉涵家前一天，台北下了很大的雨。
记者离开时，看到地上湿漉漉的落叶，回头看看
站在家门口的老人，不禁由彻夜的雨想到半世
的泪。
　　泪，是孤寂的苦思，也寄托重聚的期盼。
1979 年，大陆方面首先倡导开启两岸交流。
消息传来，高秉涵和许多有着相同命运的人
们看到了回家的希望。他很快通过在海外的
友 人 将 信 寄 往 山 东 ，隔 年 姐 姐 的 回 信 辗 转
而来。
　　高老拿出一沓厚厚的从大陆寄来的家书，
小心翼翼翻阅泛黄的信纸，如数家珍。记者在
书房一角还见到一座高秉涵请人制作的小雕
塑，那是记忆中母亲教他读书写字的情景。一

旁摆着一坛骨灰。“这是一位来台大陆老兵，生
前托我送他回家。”高老说。
　　 1987 年，众多思乡心切的大陆老兵走上
台湾街头，掀起返乡探亲运动。10 月，台当局
宣布开放部分台胞回大陆探亲，两岸隔绝藩篱
终于打破。隔年，高秉涵回到了故乡，但相识的

一些老人因年事已高或身患疾病已无法踏上
返乡路，临终前将“活已做游子，死拒做游魂”
的遗愿相托。“我从小被老兵照顾，我必须带
他们回家。”1991 年开始，他不断跨越海峡，
送了近 200 位老兵的骨灰落叶归根，如今虽
已高龄，履行承诺的脚步仍未停下。

　　微纪录片中的另一位主人公是高雄市左
营区祥和里里长刘德文。几年前记者去采访
时，正赶上他到眷村送午餐。眷村的老人们
见到刘里长，都亲切地打招呼。老人们说话
带着浓重的大陆各地乡音，记者有时还得仔
细辨识，他却交流无碍，还自豪地介绍起每位

老人参加过抗战哪场战役。
　　因为多年前一位老人临终前的一句话，

“里长，能不能帮我把骨灰送回家”，刘德文从
此一次次背上沉重的骨灰坛，自费前往大陆
各地，将一个个漂泊的魂灵送回生命的原点。
　　高秉涵和刘德文，一位是 20 世纪 40 年
代末来台的“外省人”，一位是家族迁台已好
几代的“本省人”。他们起初都是接受相熟者
托付，而后陌生人慕名而来，他们都义无反顾
接下使命。看到《归来哟，归来》，他们回复记
者的话竟也是同样的意思：希望疫情尽快过
去，还有骨灰等着要送回大陆。
　　海峡潮声阵阵，历史巨流奔涌，骨肉亲情
联结着两岸同胞，割不断、拆不散。高秉涵和
刘德文还有一份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亲人
离散的悲剧不要重演，后代子孙再不要受动
荡飘零的人生苦楚。
　　一水之隔、咫尺天涯，两岸迄今尚未完全
统一是历史遗留给中华民族的创伤。高秉涵
与刘德文的故事，彰显的是两岸血浓于水、守
望相助的天然情感与民族认同，体现的是大
爱、大义与大势。然而，当下台湾岛内一些势
力一些人却抛弃血缘、亲情之念，数典忘祖，
切割两岸，限缩交流，制造对立。记者近日在
台北搭车出行，出租车司机一路痛斥民进党
当局的作为：“我们家从泉州来台好几代了，
我爸讲，两岸就是一家人，就应该好好交流，
为什么现在要搞成这样？”
　　两岸中国人的骨肉情、同胞爱任谁也改
变不了，它不但能够抚平历史伤痛，更能够成
为一种力量，凝聚起把握现在、创造未来的共
同意志。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
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这是历史的大势，亦
是同心的盼望。
　　台湾岛，像一艘船，承载的是两岸亿万同
胞共同的命运与追求。岁月写尽悲欢离合，
台湾终要归航，民族终要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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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秉涵老人在台北家中（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赵颖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