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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方科大退休之后， 朱清时
有了更多时间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
事。 图为6月14日， 他在浙江杭州
佛学院作“科学与佛法会合之处”
讲座。

图片来源： 杭州佛学院网站

南科大五年， 教会了他在中科大十年都不曾学会的东西———

朱清时：在舆论旋涡中守住初心

■本报记者 刘博智

2015年5月31日， 一身藏青色衬
衫、 休闲裤、 网口布鞋装扮的朱清时，
出现在北京在旦画院。 从南方科技大学
退休之后， 他一直住在合肥， 此次北京
之行是要感谢曾经为南科大捐款100万
元的企业家王加中。

一些南科大实验班的家长和学生，
像追星一样， 打听到他的行踪后， 自费
从深圳、 香港飞过来， 只为见他一面。

“这些学位服和上面的徽章都是中
科大的。 当时是我们向中科大订了40
多套， 最后要给钱的时候， 他们都不
收。” 家长们送他一本厚厚的、 装帧精
美的毕业纪念册， 朱清时指着毕业合影

上的学位服说。
翻开每一张图片， 他都会给旁边

人解释半天。 这里面既是南科大首批
实验班45名学生成长的印记， 又是南
科大的第一圈年轮。

面对特意前来看望他的学生们，
曾经被外界贴上牢固的“改革者” 标
签的朱清时留给他们三句话： 有勇气
去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事； 有度量去
容忍那些不能改变的事； 有智慧区别
以上两类事。

对朱清时来说， 这三句话似乎代
表了一种心境的转变。

正是在这次答谢会上， 朱清时首
次向外界讲述了自己在南科大数场风
波中的状态。

比如， 2011年夏天， 南科大快要
“翻船” 的时刻。

那时， 朱清时和南科大的理事们
在人才引进上的意见分歧已经公开化。
3位来自香港科大的教授在媒体上发
表公开信 《要改革， 不要口号》， 3位
教授将南科大教改实验班比作是“为
口号服务的人质”。 信中写道， “教改
实验班从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一个课
程培养大纲和方案， 甚至第二学期第
二学年的课程设置到目前都还没有确
定； 培养的具体目标和学科分类也没
有制定； 学生们自己也不清楚”。

彼时， 朱清时的想法则是“互动
式地做规划和引进人才， 先有一个轮
廓规划， 只要大框框下可以， 赶快引
进， 然后再修改规划。 边招生， 边建
科研基地、 作科研”。 在只争朝夕的心
态下， 朱清时认为这是唯一可以迅速
让南科大走上正轨的方式。

矛盾公开后， 朱清时承受了很大
压力。

答谢会上， 朱清时说那段时间，
他药盒里的安眠药的消耗比以前更多。
他的颈椎动脉也有部分堵塞， 压力只
要一大就大脑供氧、 供血不足， 为此，
他的办公室里常年放着氧气瓶。

内忧外困之际， 他常常默念白居
易的 《放言》， 聊以自慰： “赠君一法
决狐疑， 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
三日满， 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
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
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南科大的五年， 教会了他在中科
大十年都不曾学会的东西。 他开始懂
得， 改革如同登山， 不可能走直线，
要登上山顶， 有时要下坡， 有时要迂
回。

在设计南科大校徽时， 他请设计
师为校徽的底色调色， 想要调出宋徽
宗钟爱的汝窑天青釉里的天青色，
“这是道家最崇尚的颜色， 意涵顺其自
然”。

但是， 在涉及南科大的时候， 他
有时还是会有些情不自禁。

今年3月， 他在自己的实名微博
里， 一口气发了4篇博文， 全部和南科
大“改名风波” 息息相关。

此次风波起于南方科技大学章程
的修订工作。 南科大章程修订小组提
出 方 案 ， 建 议 将 原 本 的 “Sout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 更名为
“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他认为校名要尊重历史， 不能随

便改， “这件事关系民主办学的底线，
权力不可任性”。 但是， 除了这原因，
朱清时的激烈反对， 多少有些夹带私
人情感。 南方科大之前的英文名缩写
是SUSTC， 朱清时之所以喜欢这种缩
写， 是因为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了英
文单词sustainability， 意为“持续”。

南怀瑾曾抄录秦末隐士黄石公的
《素书》 送给他， 并嘱他每日诵读，
“若时至而行， 则能极人臣之位； 得机
而动， 则能成绝代之功”。

诵经容易， 风骨难得。 朱清时希
望南科大的基因能在“人在政在， 人
走政息” 的社会逻辑中， 固守一隅，
持续下去。

站在南科大的枝头上， 朱清时瞭
望高等教育的森林， 在他眼中， 这里
早已是满目的“松树”。 “松树固然
好， 但是如果森林里只有松树一种树，
是无法构成一个完整健康的生态系统
的。” 他说。

回首5年， 一步一擂台， 应擂对战
的朱清时总结自己只靠三板斧： 高水
平的教师队伍、 高师生比、 教授治校。
朱清时说： “这也是西南联大成功的
秘密武器。”

在遇见南科大之前， 2015届毕业
生高子昂的高中生涯和他的同学一样，
过着“合规” 的生活， 如果不出意外，
成绩不错的他会被一所不错的学校录
取。 学校的宣传栏里， “只因多看了
一眼”， 他喜欢上了这个“神秘又有
趣” 的学校。

在埋头苦读的高考岁月， 被理想
主义附身是一件“超爽的事情”， 在他
的印象里， 无数个燥热的傍晚，当自己
的同学都在重复低效的题海中磨钝触
感时， 他偷偷准备着南科大的自主招
生，在那些“刁钻古怪”的物理题中，思
维攀峰带来的快感持续轰炸着他。

高子昂记得， 笔试时， 朱清时找
来 《周髀算经》 中证明勾股定理的古
文和图， 用5分钟的时间讲解， 然后让
学生写下他们的理解。

朱清时在一张纸上画两个圆、 两
个三角和两个短线， 让学生用他们组
成一切可能的图形， 让他感到欣慰的
是， “最好的学生居然组成了28个”。

想象力和观察能力是科研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朱清时要通过自
主招生考试淘出的金沙。 这源自他高
中的一次“邂逅”， 他始终忘不了那个

场景： 几何老师周泰金手里牵着一根
线， 线上拴一根粉笔， 用图钉按住一
角， 轻轻旋转胳膊， 一个圆就出来了。
那一刻， 他与数学之美相遇， “太美
妙了， 就几个公理、 逻辑推论， 就可
以推出整个世界来”。

周泰金， 这位教了一辈子几何的
数学老师， 不仅引他进入数理世界的
众妙之门， 还交给他打开这扇门的钥
匙———想象力。 爱因斯坦的那句名言，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他深为服膺。
这也是他花了五年， 教给实验班学生
的第一件事情。

今年， 高子昂提前被香港科大录
取，攻读博士学位，如今，他已经提前进
组做科研了。 他对老校长朱清时说，自
己实验室里的一台仪器数据老是不准，
教授和师哥师姐们按照原来的方法操
作下来， 数据总是有误差， 最后他抛
弃“约定俗成” 的方法， 从零推导，
解决了问题。 听完之后， 朱清时微微
一笑， 在心里给自己点了一个赞。

“南科大教改实验班面临的第一大
考验就是， 我们自授的这个学位社会
是否承认。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学生培
养好， 如果他们到社会上受欢迎， 我
们的改革就被承认了。 如果南科大教
改班不成功， 可能一二十年都不敢有
人再自授文凭了。 从目前来看， 第一
届自授文凭的学生已经开始被社会承
认了， 这对有志教改的人是一个鼓
舞。” 朱清时说。

答谢会后， 有人问他， 能否给南
科大的五年打个分？

他回答了八个字： “虽不完美，
但是成功。”

4年里，宁波大学女生陈晨痴迷海洋研究，跑遍40多个海岛———

“软化”硬壳蟹“任性”办公司
■本报记者 史望颖

通讯员 屠春飞 游玉增

近日， 由共青团中央、 中国电信集
团公司、 全国学联联合设立的“中国电
信奖学金·天翼奖” 评选结果揭晓， 宁
波大学海洋学院的大四女生陈晨获此殊
荣。 在前往北京领奖的前一天， 陈晨还
不忘跑到梭子蟹养殖场观察梭子蟹的育
苗情况。

进入大学四年来， 陈晨不仅学业成
绩出色， 还与海洋结下了一段特殊情
缘。

跑遍40多个海岛， 进行海洋
生物调查

陈晨来自青海， 来大学前从没见过
海的她从小就对大海充满了向往。 进入
大学后， 陈晨更对大海充满了好奇和憧
憬。 然而第一次见到海， 她看到的却是
黄色的海水、 沿岸的垃圾、 人为破坏的
海岛……这让她十分痛心。

陈晨的专业是海洋生物资源与环
境， 她想： “我能做些什么才能让人们
意识到， 海洋生态保护已到了刻不容缓
的地步？” 于是， 她从大一开始就频繁
进入实验室， 并决定去海岛实地调查海
洋物种变化的规律， 竭尽所能保护那些
快要枯竭的海洋生物。 从此， 海岛成了
陈晨的野外实验室。 她先后去过东极
岛、 南麂岛、 渔山岛等40多个岛屿进
行采样。

然而， 出海调查的过程却异常艰
辛， 除了容易晕船， 蚊虫叮咬也是一大
难题。 陈晨告诉记者， 最多的时候她腿
上被咬过四五十个包， 整条腿上都是一
块一块的， 奇痒难比， 最后只能打消炎
针。 “我前两天去海岛又被咬了五六个
包， 但这并不影响我坚持去海岛， 这个
习惯我一直都保持着， 平均每个月都会
去两趟。” 陈晨说。

随着第一手数据积累得越来越多，
陈晨把大量的数据输入实验室建立的
海洋生态信息系统， 使海岛的生物种
类变化和更替的预测有据可依， 她还
采集了不少贝类标本， 收集陈列在海
洋学院， 这些都为海岛生态保护提供
了重要的参考数据。

深扎养殖场一年， 研究生产
出软壳梭子蟹

频繁的出海， 让陈晨更多地了解
到海边发生的事。

有一次， 她看到梭子蟹被成批运
到岸上， 有一只梭子蟹看起来软软的，
和别的梭子蟹的坚硬外壳形成了鲜明
对比。 请教老师后， 她才知道梭子蟹
在蜕壳时有一个全身柔软的特殊时期，
被称为“软壳蟹”。 她想， “要是软壳
蟹能被开发出来， 岂不是不用剥壳，
全身可食， 资源利用率大大提高了
吗？” 这个想法让她眼前一亮。

在实验室老师的指导下， 陈晨开
始了软壳梭子蟹的研究。 通过实验测
定， 她惊喜地发现， 梭子蟹在软壳状
态时最具高钙低脂的营养价值。 刚好
那段时间她在梭子蟹养殖场实习， 她
决定深入研究开发软壳蟹。

于是， 在梭子蟹还没孵化出来时，
陈晨就开始跟踪观察、 育种育苗， 待
梭子蟹长大后， 对梭子蟹蜕壳的时间
进行监测。 陈晨告诉记者， 对蜕壳时
间的监测是整个过程中最艰辛的， 为
了不错过这个关键时间点， 陈晨和养
殖基地的师兄师姐们轮流三班倒。

“那个时候的我， 每天都是一顶大
草帽， 一条沾满泥巴的裤子和一双拖
鞋， 晚上在办公室挤挤就睡。” 回忆起
那段时光， 陈晨觉得辛苦但很欢乐。
经过长时间的观测， 他们终于发现梭
子蟹是在凌晨蜕壳的， 整个蜕壳过程
能持续两三个小时， 这让他们兴奋不

已。
随后， 陈晨和她的团队经过对实

验数据的分析， 掌握了梭子蟹蜕壳变
软的规律。 然而在软壳蟹的养殖后期，
陈晨又遇到了瓶颈。 她发现， 全身柔
软的软壳蟹很容易被未蜕壳的坚硬的
梭子蟹攻击杀死。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陈晨多方请教， 尝试了很多办法， 终
于找到了避免梭子蟹相互残杀的方
案———“单体筐养”。 “就是让每只梭
子蟹都住进‘别墅’”， 陈晨打趣地说，
让它们找不到对手， 成活率也就大大
提高了。

在第十三届“挑战杯” 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 陈晨带
着 《软壳三疣梭子蟹产品的开发研究》
参赛， 她的软壳蟹第一次登上了全国
舞台。 陈晨的展示区吸引了在场的二
十多位专家、 院士前来参观,� 成为全
场的焦点， 最终夺得全国一等奖。

创办养殖公司， 首年产值突
破200万元

科研不能仅仅停留在实验室， 如
何让软壳梭子蟹走出实验室？ 陈晨开
始萌生了自主创业的想法。

经过前期的市场摸索， 她发现国
内对软壳蟹这种新型水产品的期待值
非常高。 在几位创业导师的指导下，
她和几位队友注册成立了“宁波格瑞
特水产有限公司”， 这也是国内首家研
究、 生产、 销售软壳三疣梭子蟹的公
司。 陈晨作为股东之一， 主要负责软
壳蟹商业价值的开发。

创业初期， 陈晨每天跑酒店和生
鲜超市， 但是往往还没见到采购经理
就被赶了出来。 “面对一个新产品，
人们的接受度不高， 会质疑是不是转
基因产品， 是否含有化学添加剂？ 存
在虽然没吃过但应该不好吃的误解。”
陈晨说。

万事开头难， 陈晨没有放弃， 而
是继续开拓市场。 随着权威的安全报
告出炉， 证明软壳蟹营养成分测评效
果良好， 消费者试吃后也给予了好评，
软壳蟹的知名度渐渐扩大， 逐步打开
了销路。

2014年， 陈晨的公司产值达到了
200多万元， 市场主要集中在宁波和
上海。 “2015年， 公司将继续实现产
品和养殖技术的再研发， 预计产值突
破400余万元， 市场也将向全国拓
展。” 陈晨说。

在经营公司的同时， 陈晨还带着
她的软壳蟹参加了2014年“创青春”
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并捧回了
全国金奖。 她与队友组成的“软壳三
疣梭子蟹综合开发创新团队” 还被共
青团中央授予了大学生“小平科技创
新团队” 称号。

如今， 陈晨已被保送攻读宁波大
学硕士研究生。 谈到未来的规划， 陈
晨的嘴边露出一丝微笑： “我会延续
我的海洋梦， 让软壳蟹与海洋继续陪
伴我的研究生时光！”

盘点

陈晨去海岛进行海洋生物调查。 （资料图片）

朱清时向为南科大捐款100万元的企业家王加中题字表示感谢。
本报记者 刘博智 摄

高考状元疑似“高考移民”

邢程远可能是今年最低调的高考
状元。

6月底陕西高考成绩出炉， 榆林
市文科状元花落华栋中学。 这对学校
来说， 是大好的宣传机会。

可就在同市理科状元面对镜头侃
侃而谈时， 多家媒体试图采访华栋中
学都被拒绝， 文科状元邢程远本人也
联系不上， 同校学生都说不认识这个
人， 更有网帖称这名神秘的高考状元
其实是“高考移民”。

原来， 邢程远2009年以投亲名义
将户口从山东鄄城迁至榆林市榆阳
区， 落在华栋中学校长李锦成名下，
李锦成为其“舅父”。 但双方并没有
任何亲属关系。

7月6日， 李锦成出面解释， 邢程
远的母亲杨某2008年左右在华栋中学
当英语老师， 他为了外地教师稳定教
学， 就“找关系” 给其女儿邢程远办
了户口， 上在了他的名下。

不知是否都基于“关爱外地教
师”， 李锦成名下至少落过3名外省籍
考生的户口。

网上炸开了锅。 有人怒斥： “落
户本身有问题， 空户籍、 空学籍， 属
于变相‘高考移民’！” 有人展开联
想： 她一个山东娃在榆林考了第一
名， 原本的第一名就成第二名了。”
有人替邢程远描写内心独白： “完
蛋！ 一不小心考太好了。” 还有人同
情这个小状元： “放过那个孩子吧，
你行你移民也考个状元试试啊？”

那些只能在山东本地参加高考的
考生， 则表示“已哭晕在厕所”。

评论区观众生相。 网友们基于不同
立场各持己见，生动诠释着“复杂中国”。

但， 网友可以自由评论， 相关部
门的公职人员必须明确各自职责范
围、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处理此事。

当地教育部门调查称，邢程远学籍
和户籍满3年，符合相关政策，不属于高
考移民。 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表示，
户口迁入审查主要以申请人提供的资
料为主，可能存在漏洞。 相关部门组成
的调查组还在对此事进行调查。

至于校长李锦成， “关爱教师”
的目的不能证明其手段的合理性。 钻
政策空子虚构亲属关系落户、 为不在
本校读书的学生捏造3年学籍， 该怎
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本报记者 唐琪 点评）

李开复“向死而生”的启示

在癌症降临之前， 从微软到谷歌
大中华区总裁， 再到创新工场董事
长， 李开复的事业一帆风顺。 他还出
过好几本书， 以大学生的创业导师形
象示人， 连他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的作息习惯， 都被很多大学生效仿。

但就在2013年， 李开复被医生宣
布罹患淋巴癌。

最近，他以“我修的死亡学分”为
题， 在公开场合反省自己这些年对健
康和家人的忽视。 他说：“健康、亲情、
爱，才是永恒。牺牲健康去换取所谓的
成功和梦想，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

珍爱生命、珍惜亲情，这样简单的
道理， 李开复从鬼门关前走了一圈才
明白。 还有很多人，到现在也不明白。

如此“文风” 相信读者不会陌
生： 某校长为了照顾学生常年不回
家， 老母亲临终前都没空看其最后一
眼； 某教师重病不下讲台， 边咳血边
讲课， “因为学生需要我” ……

和基层教师聊起这个话题，闻者无
一不反感：这不是让我们不顾自己和家
人死活吗？如果要当先进人物需要这么
大的牺牲，我还是别那么伟大了吧。

塑造“高大全” 的典型人物形
象， 在宣传领域是个历史积习， 其存
在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 然而， 在新时期， 价值理念逐渐
回归“人本”， 肆意拔高、 不说“人
话” 的宣传逻辑早该废除。

如果今天的教育工作者仍在做这
样的牺牲奉献， 我们不仅不能学习，
还应当批评制止； 如果今天的新闻宣
传工作者仍在歌颂这样的行为， 甚至
替人物捏造事实、 编造“语录”， 那
简直是把读者往门外赶。

教师也好， 任何职业也罢， 首先
应当是个人。 连自己和亲人都不珍视
的人， 那叫亡命之徒， 如何让人可亲
可近？ 恐怕只会让人可憎可惧。

呼吁教育工作者乐于奉献的前提，
是其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况
且，连领袖人物都在纷纷走下“神坛”，
教育宣传更应接地气、说人话，才能获
得更好的宣传效果和学习效应。

李开复
近照。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