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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信息·

•招聘岗位•
（一） 高层次专家
1.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国家

“千人计划”专家学者等国家级别高层次人才。
2.外籍专家学者及有多年国外工作经历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
3.陕西省“千人计划”“创新创业人才”“三秦学者”等高层

次人次。
（二） 学科专业带头人
具有教授职务，在学科专业领域内有一定影响的带头人。

（三）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及学科建设等需要的博士研究生。

（四） 紧缺专业硕士
护理、美容、口腔等紧缺专业优秀硕士毕业生。
具体招聘岗位详见 《西安外事学院 2018 年人才招聘计划》

http://www.xaiu.edu.cn/info/11859/191700.htm。

•招聘条件•
（一） 基本条件
1.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并取得较高水

平的科研成果；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和职业使命感，认同学校文化
及办学理念，身心健康。

2.高层次专家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可不受年龄限制；学科带头
人年龄一般不超过55岁；博士研究生年龄一般不超过45岁。

（二） 应聘学科带头人条件
具有教授职称，有良好的学术道德、较高的学术造诣、创新

型学术思想；组织协调能力强，能较快提升所在学科某一研究领
域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三） 应聘博士研究生条件
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有国内外知名大学的学历背景，有知名

研究机构、企业或国家学科平台从事前沿科学研究的经历，取得较
好的成果且具有团队合作能力。应届博士毕业生可放宽条件。

•薪资待遇•
（一） 高层次专家和学科带头人根据学校发展实际，结合本

人意愿，一事一议，薪资待遇由双方协商确定。
（二） 有重大成果、世界一流大学毕业、紧缺专业博士研究

生：年薪 30 万—50 万元，提供住房补贴，安家费 10 万元，科研
启动经费 10 万元以上；专业需求博士：年薪 15 万—30 万元，提
供住房补贴，安家费5万元，科研启动经费5万元以上。

（三） 紧缺专业硕士按照学校工资方案执行。

•招聘程序•
（一） 应聘者通过电子邮件、信函、传真等形式提交应聘材

料。学校对应聘材料进行审查后，电话通知符合资质的人员参加
招聘环节考核。（电子邮件命名格式：毕业学校+学历+应聘岗
位+姓名）

（二） 应聘材料包括：个人简历、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证
书、教师资格证书、各类表彰奖励证书和其他证明材料扫描件或
复印件。

（三）招聘考核包括面试、业绩考查、体检等环节，择优录用。
我们热诚期待您的加盟！

西安外事学院2018年人才招聘公告西安外事学院创建于 1992 年，是经
国家教育部门批准成立的一所以本科教
育为主的国际化、应用型、综合性、高
水平民办非营利性普通高校。

学校地处高新技术开发区，开设本
科专业40个、高职专业27个，涵盖经济
学、管理学、文学、医学、工学、艺术
学、农学、教育学 8 个学科门类,形成了
以经、管、文、医为主，工、艺、农、
教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和独特的创
新创业教育、国际化教育、德育和博雅
教育三大办学特色。学校拥有在校学生
2.2万余名，教职工近两千人。

学校先后获得全国先进社会组织、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陕西省文明校
园、依法治校示范校等多项表彰。入选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学案例，荣获新华社

“中国创造力管理思想”大奖，代表中国
形象登上美国纽约时代广场荣耀展示。
被教育部门评为首批“全国创新创业典
型经验高校”五十强之一。

为加强学校人才队伍建设，保障学
校事业快速发展，现面向国内外招聘下
列人才。

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029—88751278 029—88751279
邮编：710077
邮寄地址：西安市雁塔区鱼斗路18号西安外事学院人力

资源管理办公室
投递邮箱：renshichu@xaiu.edu.cn

▼

（上接第一版）
但是他没有乐得享受清闲的时

光。看到科班出身的张晓艳每天研究
荷花，钟扬冒出了想法：“能否把计算
机知识应用到植物研究中？”

张晓艳给出建议：“你得学点生物
学，你得了解数据背后的生物学意
义，不然，你处理不好数据的权重关
系，对这些数据也不会有感情。”

自称在中科大花了 1 万小时去学
习无线电的钟扬，听到张晓艳的话，
没有犹豫，一头扎进生物学的世界。

回忆起钟扬当年的选择，张晓艳
说：“那时大学生很少，国家百废待
兴，他看到了计算机和生物学结合的
广阔前景，觉得将来对国家有用处，
便做了决定。”

觉得对国家有用处，就去做。这
就是钟扬的行事逻辑。

转向生物学不久，因为了解到生
物学中数量分类学的巨大意义，他萌
生了把数量分类学介绍到国内的想法。

从收集资料到完全成稿，一年半
的时间，钟扬全身心投入到这项工作
中。几平方米的小屋里，稿纸堆成了山，
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在爬格子的年
代，修改文稿远没有现在方便。如果改
动少，张晓艳就用剪刀剪一个方格，帮
钟扬贴在需要修改的地方，如果改动稍
微多一点，便只能全部重新手抄。就是
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不断把国际上最新
的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

“当时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
国门一打开，他就赶紧把西方最重要
的科学技术信息传播进来。他是一个
传播者，他传播的科学技术信息对我
国植物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他一起步就走到时代的前列。”许
多年后，陈家宽这样评价。

后来，钟扬和张晓艳喜结连理。
上世纪90年代初，夫妻二人共赴美国
做访问学者，回国时，别人往往带生
活中稀缺的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
钟扬却买了计算机、复印机。

两人一起去海关提货时，海关的
工作人员无论如何都不相信，怎么可
能有人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
给公家买设备？为此，钟扬还来回奔
波了好几天。

1999 年，两人第二次出国，这
次，钟扬心里想着的还是多给单位买
设备。他拉着张晓艳一起送过报纸，
张晓艳自己还去中餐馆端过盘子。钟
扬还挺乐呵：“积少成多，说不定回去
时又多买一台打印机。”

到复旦工作后，钟扬通过几年扎实
的文献研究和野外考察，发现在国家种
质库中，西部地区的标本和种子少得可
怜，特别是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的青藏高
原，几乎没有植物样本的收入。

钟扬说：“现在许多植物都濒临灭
绝，可人们还叫不出它的名字，真可
惜。”

从此，他就踏上了采集植物标本
和收集植物种质资源的道路。

身边的同事都说钟扬疯了。他选
择的是一条既艰苦危险，又没有足够
科研经费支持，更不可能发表高大上
论文的科研道路。

面对众人的不解，钟扬把自己的
“小九九”和盘托出——

“这些种子可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后才能发挥作用、造福人类。生物学
就是这样的学科，我们所做的可能就
是一天到晚采种子，眼前没有任何经
济效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看到光
明。但是一旦我们的工作起作用了，
那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
事。”

于是，16 年间，他在雪域高原艰
苦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上千种植物
的4000多万颗种子。其中，大部分种
子都是首次采集到的，多是青藏高原
特有的珍稀植物，填补了世界种质资
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

他和团队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
峰收集到的香柏和杜鹃，被发现含有
抗癌成分，已经通过美国药学会认证。

有种植物名为拟南芥，实验价值
堪比果蝇和小白鼠。寻找特殊的拟南
芥材料，是全球植物学界竞争的方向
之一。钟扬带着团队在雪域高原追踪
数年，最终寻获全新的拟南芥生态
型。钟扬将其命名为“XZ 生态型”，
那既是团队两位年轻人姓的缩写，更
是西藏首字母组合。

为了收集西藏巨柏的种子，钟扬
和藏族博士生扎西次仁涉险行走在雅
鲁藏布江两岸，花了整整 3 年时间，
给每一棵巨柏树进行登记，直到将仅
存的3万多棵巨柏都登记在册。

钟扬说：“这辈子，一个人留下的
不在于多少论文、奖项，而在于做了
多少实实在在的事。”

“钟扬的追求里始终是人类、是国
家，是科学、是教育。他的追求里有
无数的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复旦
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说。

使 命
“一名党员，要敢于成为先锋者，

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 ——钟扬

钟扬在雪域高原的故事，和“种
子”紧密相连。

这“种子”，是植物的种子。
青藏高原是植物物种的巨大宝

库，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高原反
应，甚少有植物学家在那里长期工作。

全球环境的破坏和人类的剧烈活
动，令钟扬很是担忧。他担心，在人
类对生物多样性深入了解并且加以利
用之前，有的植物就已经永远消失了。

怀着时不我待的迫切感，钟扬在
青藏高原的种子搜集之旅，几乎到了

“疯狂”的地步。
按照严格的科学标准，他一年至

少要收集 600 种植物种子，而且每一
种的种子量要收集至少 5000 颗，同
时，不同样本种群所在地相隔的直线
距离还不能少于50公里。

野外工作苦，在西藏的野外工
作，更苦。钟扬血压高，身材又胖，
刚到西藏时高原反应厉害，但他为装
更多采样，出门只带两个面包、一袋
榨菜、一瓶矿泉水，几乎次次如此。

高速公路到了尽头，他们就走
“搓板路”，没地住宿就睡在牦牛皮搭
建的帐篷里。每个人盖着三床被子仍
然冻得瑟瑟发抖。一次，钟扬和一位
博士生住进一家简陋旅馆，半夜想开
窗透气，没想到却一下把年久失修的
窗户推掉了。就这样，他们在零下十
几度的房间捱到天亮。

有的种子，好摘，不好取。
西藏有一种光核桃。普通桃子的

核 （种子） 都有褶皱，而这种桃子的
核却滑溜溜的。大家采集了8000颗光
核桃，装在两个麻袋里拉回西藏大
学，却对怎么把核取出来犯了难。

钟扬说：“我有办法！”他把桃子
摆在实验室门口，所有路过的老师和
学生，每个人必须尝一尝，把核啃出
来。光核桃异常难吃，大家一边吃一
边“呸呸”往外吐，就这样，8000颗
光核桃的种子被清理了出来。

有了这次经历，钟扬逢人便说，
他最喜欢的是蒲公英种子，因为随手
抓一把蒲公英，就有大约 200 颗种
子。大家一了解原委，无不哈哈大笑。

那个时候的钟扬，沉浸在一门心
思做事业的快乐中。他说过：“你说那
个光核桃有啥作用呢？其实没什么
用。但它或许有潜在意义，如果哪天
它和水蜜桃杂交出了很好吃的新品种
呢？在潜在意义兑现之前，我们必须
把它搜集起来。”

这“种子”，更是西藏本土人才队
伍的“种子”。

来了西藏，钟扬才知道，坐拥世

界植物资源宝库的西藏，本土的科研
力量是多么薄弱。

那时的西藏大学植物学专业，号
称“三个没有”：专业没有教授，老师
没有博士学位，申请课题没有基础。

这一事实深深刺痛了钟扬。他暗
下决心，一定要为西藏的教育事业做
点实质性的工作。

他对自己的选择，有一个浪漫的解
读：“中国最长的国道，是 318 国道。国
道零公里处是上海人民广场，到西藏的
终点，要绵延五千多公里。西藏人说，沿
着这条路，就可以走到上海。这就是上
海和西藏的缘分，也是我作为一个上海
援藏教授冥冥中的使命。”

面对西藏大学教师申报国家级项
目没经验、不敢报、没人报的情况，
钟扬不仅帮他们义务修改项目申请
书，还提供申报补助。只要是藏大老
师申报项目，无论是否成功，他都个
人出资补助2000元，用于支付申报过
程中产生的费用。

2002 年，钟扬帮助西藏大学教师
琼次仁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当时他
常常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申
请报告。后来，这个项目成为西藏大学
拿到的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极
大地增强了老师们的科研信心。

对西藏的学生们，钟扬更是给予
无微不至的关怀。

2012 年，西藏大学招收了首届理
科硕士生，却面临学校办学经验不足
和基础课开得不全的双重困境，钟扬
得知情况后，亲自跑到武汉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落实了这批学生 1+2 的学
习模式，让他们第一年在武汉就读，
第二、第三年再回拉萨。

这还不算完。钟扬的父母都在武
汉居住，他又特意把这 9 名学生带回
父母家，请父母多加照顾。从此，每
个周末，老母亲都要把 9 名学生叫
来，炖一大锅香喷喷的红烧肉，给学
生们改善生活。钟扬又自掏腰包，给
他们每人发了1000块钱的生活补助。

对教育援藏，钟扬有着深深的思
考。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让藏族的
高端人才留在西藏。

为了培养好在藏大招收的硕士和
博士研究生，钟扬几乎停招了他在复
旦的研究生。他曾说：“少数民族地区
培养人才尤其难，但培养好了，这些
学生回到家乡，就能成为靠得住、留
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

在钟扬带领下，西藏大学实现了多
项“零”的突破：2011 年获批生物学一
级学科硕士点，为该校首个理科硕士
点；创建“西藏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利
用”科研创新团队，2012年成为西藏第
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2013 年
获批生态学博士点，为该校首批三个博
士点之一；2017 年更是带领西藏大学
生态学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

十几年间，钟扬培养的学生已遍
布西部各省份，藏族首位植物学博士
扎西次仁已成为西藏种质资源库主
任，博士生拉琼已成为西藏大学生命
科学系第一位生态学博士生导师，哈
萨克族首位植物学博士吾买尔夏提也
回到新疆农业大学任教，成为民族地
区急需的科研教学骨干⋯⋯

“我是学生物的，生物讲究群体效
应。就拿高原生态学这个领域来说，
再用 10 年，培养 10 名博士生，聚集
起20个人，肯定能做出有世界影响的
成果。”钟扬说，“没有持久的热情和
长期的投入是做不成事情的。”

2015 年，钟扬突发脑溢血，醒来
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口述了一封给党
组织的信。在信中，他谈到自己多年
在西藏的工作，他意识到在西藏建立
高端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立志将
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责 任
“钟扬是一个心里装满了单位和国

家的人。他头脑里经常想的是，我应该
为这个单位，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事？”

——钟扬妻子张晓艳

“妈妈，听说爸爸是劳模？劳模是
什么意思？”有一次，小儿子突然问张
晓艳。

张晓艳说，劳模就是劳动模范，
这个人要很厉害，要比常人付出很
多，要牺牲很多自己的东西，你想爸
爸是不是那样？

小儿子听了，沉默半响，说：“妈
妈，那你不要当劳模啊。”

张晓艳一阵心酸。
这些年，钟扬每年有三分之一甚

至一半的时间都在出差。2016年，钟
扬坐了 157 次飞机，其中 38 次是凌晨
才抵达航站楼。

西藏大学理学院原党委书记徐宝
慧陪钟扬回过一趟上海，深为钟扬的
工作节奏震惊。

飞机上，钟扬就没有停下过工
作，只在飞机临降落的半个小时，他
才关上电脑休息一会儿。下了飞机，
钟扬又在出租车上打开电脑，处理文
件。到了学校，他直奔教室，研究生
们已经在等着他上课。课上完后，他
又回到生命科学学院，讨论学院的工
作，其间，还热情地领着徐宝慧参观。

后来徐宝慧与钟扬共事的机会越
来越多，他发现，这样的工作节奏，
是钟扬的常态。有一次他跟钟扬到浙
江大学出差，连续两天，钟扬都是工
作到凌晨两点，然后睡 4 个小时，起
来冲个澡，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

有次，钟扬因病住院，学生徐翌
钦负责第一天的陪护。半夜 3 点，钟
扬的手机突然响了，徐翌钦拿起来一
看，是闹钟。

徐翌钦还以为这是钟扬为赶飞机
而设的闹钟。第二天问了钟扬才知
道，闹钟是为了提醒他该睡觉了。

很多人都知道，发给钟扬的邮
件，24 小时之内一定会得到回复。只
不过，回复的时间常常是凌晨两点。

负责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期
间，他常常在办公室工作到半夜。一
开始，物业师傅不知道，还是到点下
班，把大门用铁链拴上。等到身高 1
米 8、近 100 公斤的钟扬下楼，便只
能跨过链条，再吸肚子，一点点从狭
窄的缝隙中挤出去。后来，因为整个
楼里面只有钟扬才会经常很晚离开，
研究生院单独为钟扬设置了门禁。

这是身为研究生院院长的钟扬，
唯一的“特权”。

后来，钟扬频繁往来于西藏和上
海之间。按照一般的进藏规律，大家
总以为，他每次进藏，总要在拉萨适
应一两天，再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然而，钟扬的节奏又一次次震惊
着人们。

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曾是钟
扬的博士研究生。他印象最深的，是
钟扬的一份飞行计划表。

因为工作需要兼顾上海和西藏，
钟扬专门整理了这份计划表。比如，
上海到成都最晚的航班是凌晨 2 时到
达，在机场休息室眯 2 个小时就到凌
晨 4 时，正好成都飞拉萨的第一班飞
机可以安检了，早上 7 时起飞，9 时
30 分到达，直接开始工作，一点不耽误
事儿。

这份表排好之后，钟扬特别得
意，经常跟人炫耀。然而他的每一次
炫耀，都让拉琼心头一痛，“哪有这么
逼自己的啊”！

与钟扬多次共事的西藏大学理学
院原院长白玛多吉，回忆起钟扬在西

藏的工作节奏，心情沉痛。
白玛多吉来自西藏那曲，那里有一

个钟扬负责指导的观测站。有一天，钟
扬从上海飞抵拉萨，又立刻赶上开往那
曲的火车，在晚上9点抵达那曲。

十几个小时，从海拔只有 4 米的
上海一下子上到海拔4500米以上的那
曲，白玛多吉当时就激动难抑：“钟老
师，您再忙也不能这样搞，您这样是
在玩命！”

可是又有什么用呢？类似的话，
谁没有对钟扬说过？每次钟扬都是大
手一挥：“不碍事，工作要紧！”

甚至，2015 年他因脑溢血紧急入
院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经过这次大
病，他会放慢工作的脚步。可是出院
后，他不仅没有放慢工作节奏，反而
还加快了，西藏也是照去不误。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
院、西藏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科
技馆⋯⋯钟扬的工作涉及多个单位和
部门。很难有人一下子能说清他到底
承担了多少项工作，人们只知道，他
如同陀螺一样，没日没夜地连轴转。

他为什么要这么拼？
他希望，为复旦，为西藏，为国

家培养更多的人才——身为一名教
师，这是他的理想。

他希望，在10年时间内，收集到
占西藏植物比例 40%的物种样本——
身为一名科学家，这是他的追求。

他希望，推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
不断发展，在各方面都达到世界一流
水平——身为一名管理者，这是他的
责任。

大病之后，他说，他有一种紧迫
感，希望老天再给他十年，让他把未
竟的事业完成。

“钟扬是一个心里装满了单位和国
家的人。他头脑里经常想的是，我应
该为这个单位，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
事？”张晓艳含着热泪追忆丈夫。

钟扬去世后，张晓艳独自在家整
理旧照片，她发现，全家最近的一张
全家福，竟然拍摄于12年前。

不是没有全家一起拍照的机会，
但每一次，钟扬都因为工作临时缺席。

这些日子，张晓艳彻夜难眠。有
时到了凌晨两三点，她会条件反射般
想起，钟扬该回家了吧？

她常幻想，他工作太忙了，是不
是现在还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忙碌着呢？

情 怀
“他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

来生根发芽！” ——钟扬的学生

在浦东临港的一块试验田里，种
着一片上海唯一的红树林。这是钟扬

“要送给未来上海的礼物”。
此前，红树林在中国最北也就长

到温州。当钟扬提出这个想法的时
候，几乎没人相信，纬度更高的上海
可以成功种植。2005年，钟扬第一次
向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申报种植红树
林的课题遭到失败，他不服气，又接
连申报了两次，才获得通过。

红树林在上海的生长异常艰辛。
第一年，种下去的红树纷纷死掉，只
剩光秃秃的杆子，叶子全部掉光。

经过艰苦的筛选、摸索种植方法
以及和吃树苗的野兔的“斗法”，如
今，一些红树品种已繁衍至第二代、
第三代，耐寒性大大提高。

更让钟扬惊喜的是，第一年“死
去”的红树，竟然又“复活”了，它
们的根仍在生长，仍在吸收着养分。

那天的钟扬很高兴，他对同伴
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寓意，人和树都
要坚持下去。”

2001年，复旦大学征集选派援藏
干部，钟扬第一个报名。后来复旦大

学对口支援地区改为甘肃，钟扬就自
己联系西藏大学自费援藏，这一去就
是16年。

“光这一点，我就佩服他。”复旦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工会主席杨亚军说，

“他不是为了镀金，不是为了让自己履
历表好看，他是真心实意去做事情。”

这是怎样的一种“真心实意”！
上海科技馆的分馆——上海自然

博物馆建设期间，需要寻找一个能够
承担全馆图文写作的团队，但因为学
科跨度大、文字要求高，始终找不到
合适的人选，先后联系的几家高校都
因这个项目难度太大而婉拒。

钟扬得知后，毫不犹豫地揽下。
自然博物馆图文文稿的内容涵盖

了天文、地质、生物、人文等学科，
文字要求兼顾准确性、前沿性、可读
性，其创作过程漫长而痛苦，一天的
时间通常只能讨论十几二十块图文的
内容，而整个自然博物馆有将近五百
块知识图文。

不论多忙，钟扬始终和工作人员
坐在一起字斟句酌地讨论每一段内
容。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每次听说钟
扬从西藏回到上海，博物馆都会立刻
去预约时间，他也总是爽快地答应，
哪怕只有半天的时间，也会赶过来和
大家一起讨论。

“做科普没有利，更没有名。五百块
图文，又不署名，观众谁知道是他做的
呢？”博物馆展览设计部主任鲍其泂说。

但是钟扬乐意，看到孩子们在博物
馆里流连忘返，看着科学的种子就这样
悄悄埋下，他便感受到巨大的快乐。

高原反应有近二十种，每一次上
高原，钟扬都会有那么一两种。但无
论是出野外，还是上课，作报告，他
从来没有耽误过。

他对张晓艳说，他心里有一个很
大的梦想，而梦想都是需要付出心
血，付出牺牲的。

2017年9月25日，钟扬又是在凌
晨起床，准备出发。

他原本是受邀讲课，完全可以要
求主办方安排一辆车送他到机场。但
他担心麻烦别人，自己联系了一辆网
约车，趁夜悄悄离开。

凌晨 5 时左右，他乘坐的车辆与一
辆铲车相撞，钟扬被甩出车外，因地处
偏僻，直到天亮才被人发现、报警。

噩耗传来，好友杨亚军连声哀
叹：“钟扬啊钟扬，你为什么不让当地
学校送你，为什么自己找了一辆廉价
车，为什么不等到天亮再出发！”

已经没有如果，一颗纯粹的心
脏，已经停止跳动。

人们在西藏大学钟扬的住处收拾
遗物，翻出来一双沾满泥浆、开了
口、鞋底花纹都快磨平的运动鞋。有
学生当场痛哭失声：“老师，您给我们
买的都是最好的运动鞋，说我们常爬
山，要穿好鞋⋯⋯”

钟扬八十多岁的父亲几近昏厥，
悲痛之余，他向治丧小组提出唯一的
要求：“我们只希望在悼词里写上，钟
扬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
经常有人问金力，你眼里的钟扬是

什么样的？金力说，他就像一个战士，冲
锋在最前线，他一心只想着前方的高
地，忘记了喘息，也忘记了自己。

这样一位忘记了自己的男人，把
大半生融入植物的世界，也把自己活
成植物的样子。

千万种植物中，钟扬最喜欢的是
裸子植物。因为只有在艰苦环境中生
长起来的植物才有韧性，生长得慢却
刚直遒劲。他常说，自己最希望成为
松柏，在艰苦中以挺拔的身姿矗立，
纯粹地生长。

在他离去后，他的故事不断被人传
颂。至今，讲起他的故事，念起他的人
格，同事们、学生们依然会泪流满面，泪
水中，一句话被反复提起——

“他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
来生根发芽！”

本报北京3月25日电

为 使 命 而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