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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出国， 薛俊青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三
福” 牌“土鳖”， 本科， 硕士、 博士都是本校培养，
但硕士毕业的薛俊青恰好赶上了“老布” 时代的到
来， 从福州到意大利特鲁托， 从“土鳖” 到“海龟”，
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国际化不是简单的你来我往
———记福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国际化建设

■通讯员 许晓凤 翁李焱

教师要晋升、 评职称， 要发核心
SCI （科学引文索引）。 一些学科的SCI
走路就能达到， 而土木学科则要飞出
去， 才能接触到本学科的SCI。 不走出
去， 怎么能了解国际刊物的用刊规则？
怎么让别人认识我们呢？ 每次谈起国际
化建设的初衷， 福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的教师都会这样反问道。

机遇出现在8年前的一次国际学术
会议上。 该校土木工学院院长陈宝春在

会议上结识了意大利著名桥梁专家布鲁
诺教授。 第二年， 布鲁诺作为兼职教授
出现在福大课堂， 迅速与福大土木人打
成一片， 并有了一个亲切的称呼“老
布”。 随后不久， 老布入选国家首批外国
专家“千人计划”， 作为福建省“外专千
人” 计划的第一人， 以全职教授的身份
进入高校。

而对于一所地方高校的土木学院来
说， 抓住机遇只是国际化建设的第一步，
这条路要走好， 更需要小马过河的勇气
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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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土木学院大胆进行改革， 提出
打造“引进一个人才， 搭建一个平台，
招来一支团队” 的引智模式。 积极配合
布鲁诺教授将其在世界最长的整体式桥

台桥梁———414米的整体式桥台桥梁的
改造中的思路， 引入到国内空心板梁的
无缝化改造中， 并形成一个适用于中国
国情的“无缝拱桥” 新技术。 并成立了
国际化科研平台“可持续与创新桥梁福
建省高校工程研究中心” （SIBERC中
心）， 致力于无缝桥梁等桥梁可持续与创

新技术的研发与推广， 短短两年， 已建成
和在建的无缝桥梁就有十余座， 占国内无
缝桥市场的一半以上， 迅速成为国内的
“无缝桥” 推广中心。

平台搭建了， 老布留住了， 下一步就
是用老布吸引“老布们” 了， SIBERC中
心则成为一个良好的海外专家引进磁场。
来自加拿大、 美国、 意大利等国的专家与
学者成为福大土木工程学院的座上宾。 福
大土木人在海外资源并不占优势的地方高
校， 享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最优秀专家带
来的科研资源和宝贵的学术思想。

成果需要时间鉴定， 影响则是潜移默
化，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桥梁专家， 第一
次来中国便是到福州大学。

这些问题在福大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结构工程” 硕士点负责人季韬教授去了
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后不久便找到了答案，

国外“快速施工” 的技术给他留下了很
深的印象。 在美国， 一座桥出现故障，
一般要求24小时或者更短时间整修完
毕， 保证正常使用。 对于这些后建设时
期出现的问题， 我们研究得很少。 “国
际化不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更让我们
预见到一些问题。”

韦恩州立大学每年一度的研究生博
览会让季韬看到中美研究生教育之间的

差距。 “这种很成熟的形式， 国内还没
有。” 在行业发展上， 季韬也深感压力，
“我们每年有大量的工程项目， 但是都做
得比较粗， 不够深入。 所以在精细与应用
方向我们的确应该向美国的同行学习。”
走出去， 让季韬们看到了未来科研发展的
新方向， 增强了学科建设的责任感。

而对陈宝春来说， 看到差距只是第一
步，国际化建设不是简单的你来我往，而是

要寻找更深的交流，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碰撞
的火花。 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让他看到了
思维碰撞中“火花”的重要性。“传统国内做
钢管混凝土拱桥，多从混凝土拱的角度看问
题， 而日本同行则从钢结构的角度去想，角
度完全不一样。”后来陈宝春由此突破，提出
了钢管混凝土复合拱的新桥型。

如今， 走出去， 看差距， 找火花， 成
为福大土木人国际化建设的目标指引。

走出去，看差距，找火花

“见了老外再也不躲了， 单词也不再
是一个一个地蹦。 不管遇见多大牌的专家
与学者， 都敢自信地上前交流。” 赶上了

学院国际化建设首列“动车” 的薛俊青
开门见山地谈起最显著的变化。

意大利特鲁托大学科研思维和教学
方法给了薛俊青很深的印象，“国内情况
是学生听得多，思考得少，而国外学生对
思考的主动性和独立性要求更高， 课堂
不再是结论的批发市场了。”这些变化让
薛俊青在压力中蜕变。对薛俊青而言，国
际化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 也让他有
了与世界顶尖高手过招的机会与勇气。

“钢筋混凝土桥墩抗震修复试验研究”
的课题实验是由研二硕士生聂尚杰和三个
意大利圣马力诺大学的留学生丹尼尔、 安
杰尔、 马瑅奥一起做的。 他们分工明确，
注重团队合作。 丹尼尔负责理论计算和分
析， 安杰尔负责制作汇报课件， 马瑅奥动
手能力比较强， 负责试验具体实施。 在支
座模型过程中， 由于很难买到合适的桥墩
模板， 3个留学生就要求聂尚杰带他们亲
自到建材市场， 一个个商家问过去， 直到

找到合适的模板。 聂尚杰说： “我们用了
大半天的时间， 才找到想要的东西。 而平
时， 我们很少亲自跑市场挑材料。”

让学院国际教育中心主任洪海星印象
深刻的是， 一次学院主办国际学术会议需
要几个学生志愿者， 负责外专接待工作，
来了几个学生， 站在门口怯生生的。 洪海
星鼓励他们大胆和老外交流。 7天后， 再碰
到他们， 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
的国际化思维明显增强。” 洪海星说。

从“土鳖”到“海龟”，影响悄然发生

亚当说： “和我一样优秀的同学，
完全可以申请去欧美等发达国家学习，
经济上， 他们的奖助学金更丰厚， 往往
每月还有结余， 而我却常常月光”。 亚
当不好意思地耸耸肩， 摆摆手。 “语言
是最大的困难， 只要会说英语在其他国
家， 我可以随便搭公车出门， 而在福
州， 却常常感到无能为力。”

语言上的不通， 生活上的不习惯，

以及学业最初的不适应， 让亚当来了个
把月就成为落跑生。 回去后亚当想了很
多。 “在尼泊尔有很多拱桥， 绝大部分
都是中国公司设计和建造的， 尼泊尔还
没法建设最先进的拱桥， 而福州大学的
钢管混凝土复合拱桥研究是走在世界前
列的， 技术是一流的。”

所以两个月之后， 亚当又回来了， 土
木学院依然给予他最友好的欢迎。 “只是
希望下一次， 你有困难能第一个告诉我
们。” 如今， 亚当成为福州大学土木工程
学院第一位全日制海外留学博士生。 谈到
未来， “回国开一家公司， 建设尼泊尔自
己的钢管混凝土拱桥。” 亚当说。

在福大土木人看来， 有了过硬的学术
成果， 才不担心招不到优秀的海外留学

生， 也有底气与世界一流的专家学者“促
膝长谈”， 相互切磋。 而与国际顶尖土木
专家的“华山论剑”， 也给学院的科研发
展和教学改革打开了新的局面。

庄一舟教授是学院第一位全职外籍专
家， 他对无伸缩缝桥梁的独到见解则让福
大土木人看到了桥梁科学发展的新方向。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瑞尔森大学萨德埃教
授“基于输出的本科工科教育评估” 的新
理念与新技术， 则让学院看到了未来工科
教学评估的改革方向， 为学院本科教学的
国际论证、 国际化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
而世界知名线性与非线性动力学与振动专
家劳沃伦思教授的来访， 则让土木人在家
门口与全球顶级专家就非线性振动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

引进来，用科研实力说话

搭平台，吸引更多的老布

荩意大利留学生和中国学生在福大土木实践基地做实验。 翁李焱 摄

“我国正处于土木的大建设时期， 土木专业的人
才需求旺盛， 与之相关的国内合作项目和课题也不
缺， 但是再过10年、 20年呢， 当我们进入后建设时
期， 我们科研的方向在哪里？ 学生出路在哪里？”

■福州大学党委书记 陈永正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明确提
出扩大教育开放， 加强国际交流与
合作， 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提高交
流合作水平。 这为我国教育的国际
化之路指明了方向与路径。

福州大学在国际化建设过程
中， 始终注意结合本校特色， 明晰
国际化目的， 即： 主要以自然科
学、 工程技术和跨学科的管理学作
为国际化重点， 引进上述领域国外
先进的课程、 师资、 教育理念、 教
育管理模式。 从而实现在较短时间
内， 借助国外优质教育资源， 使福
州大学的优势学科壮大成为国际性
优势学科。

福州大学确定土木工程学院作
为学校国际化建设的重点之一。 土
木工程学院结合自身的学科背景、
专业发展以及国家、 地方发展规划
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制订了符合学
院发展的国际化方案。 短时间内率
先实现了师资团队国际化、 生源国
际化、 科研平台国际化的突破， 作
为课程国际化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也获得了教育部批准， 即将在2015
年9月份进行招生。

亚当在尼泊尔有两份工作， 既是公司设计师， 又
是大学老师。 最初来福大算是因为他的导师与陈宝春
认识， “知道福大开始海外招生”。 但来了一个月后，
亚当就放弃学业回国了。 两个月之后， 却又回来了。
为什么回去， 又为什么决定回来呢？

谈起老布， 在福大土木工程学院没有人不竖起大
拇指的， 但一个老布只有24小时， 一个老布也只擅长
唱一首曲子， 如何吸引更多的老布来， 奏不同的乐，
唱不同的曲， 让福大土木人能“听到” 全球最优质的
土木“大咖” 合奏的交响乐呢？

■微评

教改一线

高校动态

中国科大
谢毅获杰出女科学家奖

日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科院
院士谢毅凭借利用纳米固体化学原理寻找
新型能源材料， 发现二维超薄半导体在提
升光电、 热电转换效率方面的工作， 荣获

“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
对于此次获奖， 谢毅表示： “‘世界

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 是对我个人和我的
研究组的肯定， 激励我继续从事出色的研
究工作。 我会把这次获奖当成我在科学研
究生涯中一个新的起点。 另外， 我认为这
次获奖还会对所有从事科研工作的中国女
性产生鼓舞和激励作用。”

（俞路石 曾皓）

中石油大 （华东）
助力国家页岩油开发

近日， 国家能源页岩油研发中心在
北京成立，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作为
组建单位， 将发挥高校的科研优势， 为
国家能源页岩油研发提供智力支持。

页岩油是继页岩气之后全球非常规
油气勘探开发的又一新热点， 全国页岩
油资源量在100-200亿吨， 有望成为我
国油气资源战略接替重要领域。 国家能
源页岩油研发中心将紧密围绕页岩油理
论研究、 新技术研发和新产品研制， 搭
建页岩油研发领域国际合作与交流平
台， 引领我国页岩油勘探开发科技创新
与实践。 （李亚军 刘积舜）

中华女子学院
探讨性别平等与媒介责任

日前， “性别平等与媒介责任” 研讨
会暨 《女性媒体工作者遭受暴力和骚扰情
况全球报告》 发布会在京召开。 研讨会由
中华女子学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
与女性” 教席共同主办。

与会者聚焦“妇女制作新闻”的主题，对
如何让媒介有效传播性别平等观念、推动男
女两性平等发展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会上还发布了 《女性媒体工作者遭受
暴力和骚扰情况全球报告》， 该报告由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奥地利新闻机构联合推
出， 由“媒介与女性” 教席进行翻译和推
广。 （刘翩翩）

德州学院
实行“推门听课” 督导制

新学期， 在德州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的
课堂上， 时不时地会迎来一些特殊的听众，
他们直接走进教室听课， 并为任课教师进
行专业评估。 这就是该学院日前实行的

“推门听课” 督导制。
该制度要求督导小组平均每周至少听

课一次， 实时考察任课老师的教学态度、
备课情况、 教学进度， 对课堂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 及时指出， 并对任课老师进行反
馈和交流。

同时， 在督导过程中， 督导小组将及
时对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经验进行推广。

（贺燕）

打造国际性优势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