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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华30年，他不仅成为厦门大学教授，更是传播中国文化的热心使者

潘维廉：“厦门第一老外”
本报记者 熊杰 通讯员 李静

美国人潘维廉定居在厦门、生活
在厦门大学，至今已经有30年了。

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中文，还会讲
几句闽南话，有媒体把他称为“厦门
第一老外”。

不过，这个“第一老外”的名头
可不是光靠说中国话就拿来的。

他是厦门荣誉市民、福建第一位
持绿卡的外国人、厦门大学工商管理
教育中心教授，两次获“福建省优秀
外国专家”称号，获中国国家外国专
家局颁发的“友谊奖”。他的好多名
头，都跟厦门、跟中国有关。

从 1976 年在台湾当兵，到 1988
年来厦门并定居至今，几十年里，潘
维廉一直在做两件事情，一是把自己
亲眼所见的中国实情告诉美国的友
人，让他们“信任”中国；二是用收
集的大量史料证明：中国曾经是世界
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国人是最有文
化、开放且会做生意的人。

他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告诉中国
人，要有“文化自信”。

“厦门最美的就是人”

1976 年，美国在台湾还有驻军，
20 岁的潘维廉来到台湾当兵，一下子
就喜欢上了台湾和那里的人。

不过，那时的台湾还在宣传大陆
人“很坏，很邪恶”。这让潘维廉困惑
不已：“对面和台湾生活的都是一样的
人啊，怎么被说得那么邪恶？”

有一次，潘维廉捡到大陆飘过来
的传单，上面画有群众开展生产活动，
以及介绍大陆风景的内容。年轻的潘
维廉好奇心更加浓厚，他开始有意识地
找书，研究中国和亚洲的历史。

越研究，潘维廉对中国的兴趣越
浓厚。1988 年，已经获得管理学博士
学位的潘维廉，卖掉了在美国的所有
财产，包括一个年收入 70 多万美元的
金融公司，和妻子苏珊带着两个年幼
的孩子，来到厦门，在厦门大学学习
中文。

在美国的家人，尤其是父母，并
不能理解潘维廉的决定。从那时起，
为了让家人，特别是自己的老父亲能
理解中国，潘维廉开始写信，这一写

就是30年。
他画图，寄照片，向他们介绍中

国的风土人情，介绍改革开放的变
化，展示自己的生活。一直到2000年
之后，父亲才逐渐理解潘维廉。

初到厦门的时光，是一段自在快
乐的日子。买不到正宗的美式面包，
潘维廉就乘船，再转车，花了两三
天，从漳州买回石磨。一家人自己磨
小麦，做美式面包。

为了方便带着妻子和儿子出去，
潘维廉还多次找政府申请，并写下保
证书，才买到一辆脚蹬三轮车。有一
次，潘维廉正蹬着三轮车，有一对年
轻 人 拦 下 他 问 ：“ 去 中 山 公 园 多 少
钱？”原来，他们以为潘维廉是人力车
夫。每次回忆起这段趣事，潘维廉都
哈哈大笑。

潘维廉的大儿子出生于 1986 年，
小儿子出生于1988年。一些老厦大人
还记得，厦大教工的住宅区有一个儿
童乐园，那正是潘维廉发起兴建的。
他自掏腰包买水泥，并亲自搬运石块
垒起一座假山，还装上了喷泉。后
来，他又在一棵相思树上搭了一间

“空中小木屋”，用白铁皮做了一个滑
梯。他还去海边，向渔民讨了一个旧
浮球，从自己的车上卸下一个旧轮
胎，造出了孩子们喜欢玩的秋千。

整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到假
期，潘维廉就开着一辆面包车去实现

“走遍中华”的计划。1994 年夏天，他
更是花了80天，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

“我的眼睛有时是蓝色的，有时是
绿色的，所以喜欢看风景。”潘维廉戏
言。

潘维廉对中国、对厦门的感情，
就在一个个平淡日子里点滴积累。

曾经，潘维廉在厦门中山路上丢
了个包，里面有护照，还有他两个月
的工资。潘维廉心急如焚，沿路寻
找，后来路边一个陌生的裁缝捡到，
把包还给了潘维廉。潘维廉要给他
钱，裁缝一分不要。

潘维廉后来才知道，这名裁缝经
济条件并不好，还得了癌症。待潘维
廉再去找他，他已经去世，留下刚出
生的小孩。

“我当时差点哭了。”潘维廉说，
“厦门人就是这样，厦门最美的就是厦
门人。所以，我不能离开厦门。”

希望让西方人客观认识中国

定居厦门、定居厦大，潘维廉更
希望圆自己的学术研究梦。

他把自己对中国和厦门的兴趣转
化为埋头向学的动力。在他位于厦大
嘉庚楼的不到 10 平方米的办公室里，
书柜里、空地上，堆满了关于中国历
史的书，其中很多书都是英文版的，
内容或是明清时期西方人来到中国写
下的见闻，或是拍下的照片。这些都
是他多方收集来的宝贵历史资料。

近年来，潘维廉又对“海上丝绸之
路”的研究发生很大兴趣。他同样收集
了很多近现代来中国旅行或经商的人
留下的文章和照片、绘画。他还从国外
博物馆、图书馆收集大量反映中国历史
的资料，特别是闽南史的资料。

对厦门历史的研究，潘维廉有自
己独特的视角。他认为，厦门曾经是
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之一。他拿出一张
1853 年外国出版的地图，指出上面

“有厦门，但没有香港或上海”。
他还收集了大量外国人对厦门的

描述，以此来挖掘厦门的开放史。比
如，1575 年 7 月，一名叫马丁·德·
拉达的神父留下这样的文字：“厦门港
的入口处视野很好，因为港湾宽阔，
可容纳大量船只⋯⋯实在是美不胜
收。”

潘维廉还在1909年的 《厦门贸易
年度报告》 中，找到厦门人热衷捐资
助学的内容。里面写道：“所有的教育
机构都报告说，学生人数大增。富裕
阶层积极参与这项伟大的工程，并慷
慨地向各类教育机构投入大笔资金。”

“正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和对教育的
重视，在面积仅有 1.87 平方公里的鼓
浪屿岛上，曾经聚集了整个闽南，甚
至大半个福建的精英，也走出了一大
批学界名人，包括汉语拼音方案第一
人卢戆章、中国第一位体育教授马约
翰、中国妇产科学的开拓者林巧稚
等。”说起那段历史和涌现的著名人
物，潘维廉如数家珍。

他来自西方，最了解西方对中国
的偏见。身为厦大管理学院的外籍教
授和学者，他希望能让西方人更全面
客观地认识中国。

很多西方人认为，古代中国极度
封闭、保守，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西方人对当代中国的看法。

“其实，中国不仅开放，而且与西
方靠战争和强权推进对外贸易不同，
中国走的是和平贸易之路，中国人做
生意不靠刀剑，中国在历史上是唯一
的完全靠经济发展而成为‘超级大
国’的国家。”潘维廉说。

潘维廉解释说，中国人从海上丝
绸之路走出去，靠的不是战争，而是
做生意的头脑，靠的是勤劳。

在潘维廉的著作中，他分析道：
“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士兵处于
最低层。”“中国人会说，我们是文明
之邦。我们用理智，而不是武力来决
定权力和荣誉；我们用争辩，而不是
刀剑来解决争议。”

在潘维廉眼里，这构成了中国和
西方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和文化心理。

“西方的贸易很多是通过战争来推
进的。比如说荷兰，他们的贸易船只
全副武装，四处航行，与其说是贸
易，倒不如说是为了获取战利品、是
为了抢夺。”潘维廉说，“中国人挣
钱，就是靠老老实实做生意，贸易是

‘干净的’。”

跨文化传播的使者

如今的潘维廉，依然每天快乐地
生活在厦大，是同事和学生眼中的

“快乐老潘”。
除了喜欢研究历史，他还喜欢音

乐，吹拉弹唱样样会，他的吉他弹
唱是管理学院的保留节目。

潘维廉在厦大管理学院讲授“组
织行为学”等课程。上课时，他有时
会插入魔术，还做游戏，由于课程生
动活泼，深受学生喜爱。学生们说，
他的这些游戏并不是纯粹为了逗乐学
生，很多都与课程紧密结合，让学生
在游戏中弄懂管理与沟通的方法。

厦大管理学院 2016 级学生李嘉
说，潘老师在讲“组织行为学”时非
常注重跨文化传播，因为他对中国文
化、美国文化都非常熟悉，所以课程
很能让学生接受。

最近，潘维廉还准备写一本英文
书，书名就叫 《潘维廉的厦门来信》。
除此之外，他还常开讲座，向一些东
南亚来的学生讲中华民族的文化、讲
一带一路、讲中国人和平贸易的精
神。他希望通过这种跨文化的传播，
让外国人能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也希
望中国人有文化自信。

当年一起工作过的管理学院的同
事回忆，潘维廉是个“工作狂”。上世
纪 90 年代前后，他担任“宏观微观经
济学”“比较管理学”“组织行为学”

“经营战略”“商务英语”5 门课的教
学工作，工作量超过厦大教师额定工
作量的 50%。中午他一般不回家，啃
几个馒头，而不是面包。

当厦大的师生称赞他热衷“向中
国以外的人们介绍真实的中国”时，
他常常笑言，这种对外宣传所得的稿
费还不够买一杯咖啡。

现在的潘维廉，依然保持着年青
时的工作劲头。作为学校环球行政人
员工商管理硕士项目的负责人，他亲
自规划，亲自设计课程，不论是与厦
大教师沟通，还是与国外院校联络，
他都显得游刃有余。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MBA 中心副
主任吴翀说，潘维廉作为项目负责
人，除了对工作细致认真，对同事们
也是做到有求必应，他人缘好，大家
都很喜欢他，都乐意跟着他做事。

展望中国未来，潘维廉说，中国
领导人提出的民族复兴的愿望一定能
实 现 。 最 后 ， 他 提 到 20 多 年 前 在

《中 国 日 报》 上 发 表 的 文 章 中 的 一
段：“我赞赏中国领导人鼓励中国人
民走向富裕时不放弃道德和社会公
德。这不是逃避改革，而是保证改革
进行下去的唯一途径。中国应该向全
世界证明，它能在保证社会主义体制
的同时，使人们富裕起来。也许这
时，西方国家会重新考虑它们衡量成
功的标准。”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每周人物点评

抹灰、练字、晒女儿⋯⋯随着一
条工地练字的视频被推上热门，28
岁的抹灰工石建国瞬间走红。

视频里，石建国头戴工程帽，正
挥毫泼墨，潇洒地写下“落云”两
字。画面一转，他站到室内的钢架
上，用泥模粉刷墙面。

初中时，学校发了一本《书法艺
术》的书，石建国立即被那些字所吸
引，觉得书上的字特别美，瞬间就喜
欢上了书法的美感。而这个爱好，
在他背着行囊外出打工的十多年里
一直都没有放弃。

每天结束10个小时的抹灰工
作后，在纸上随意挥毫泼墨，是他最
喜欢的放松方式。

哪怕身处尘埃，心中也应有山
川湖海。在这个忙碌的时代，很多
人觉得奢谈梦想是浮夸的事情。但
已经有了一个5岁女儿的石建国，从
未觉得梦想是这个年纪的奢侈品。

瞬间蹿红并没有让石建国志得
意满，他觉得自己写得还不够好，以
后还要勤加练习，还希望能得到一
些专业的老师指导，让自己在书法
上有所进步。

每个人都可以有梦想，抹灰小
哥可以，已经为人父的年纪也可
以。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做最
好的自己，因为每个拥有梦想的人
都值得被尊敬。

“抹灰哥”

奥数天才

◀厦门大学教授、有“厦门第一老外”之
称的潘维廉。

▲上世纪 80 年代，潘维廉买到一辆三轮
车，经常骑车带着家人在厦门观光。为此，他
还向政府部门写了保证书。

潘 维 廉 上
世纪八九十年
代寄给家人的
信，上面配有
自己画的小图。

“牛阿姨，您还记得我们吗？”武昌
工学院第 7 栋宿舍的门房内，近日来了
两个青年学生。

他们是趁从国外留学回来休假的
间隙，专程回母校看望当年的宿管阿姨
牛星梅的。

一位宿管阿姨，为何连出外留学的
学生都还惦记？

“因为牛阿姨不仅是我们生活中的
好朋友，她还更像是‘妈妈’。”一名学生
说。

“想吃了就去牛阿姨家！”这是牛星
梅对学生讲得最多的一句话。

看到很多来自内蒙古的学生不爱
吃青菜，不太适应学校的伙食，牛星梅
每月都会组织他们去自己家聚餐。她
精心烹调的排骨藕汤、油焖小龙虾等湖
北家常菜，广受学生们欢迎。

学生们想家了，就会约着一起去牛
阿姨家拜访，感受一下家的“味道”，就
连学生的外地同学们到学校来玩，也会
一同造访牛星梅，尝尝她做的家常菜。

老这样有人造访，不累吗？
“只要孩子们高兴就好！”牛星梅

说。
学生们也惦记着牛星梅。4 年来，

学生们已自发为牛星梅过了两次生日，
而 48 岁生日那天的校园生日会让她终
生难忘。

2014 年 10 月 3 日，牛星梅正在公
寓值班。由于晚上回不了家，牛星梅已
和家人说好不过生日。没想到晚饭时
分，学生们竟一起买了蛋糕来值班室看
她，还送了礼物，并且悄悄叫来牛星梅
的女儿。

她还很细心。
在第 7 栋宿舍，住着 1236 名学生，

但凡与牛星梅有过接触的学生，牛星梅
都能亲切地叫出他们的名字，还经常与
他们聊天谈心。

“只要孩子有心事，从我面前走过，
我都能看得出来。”牛星梅说。

有一次，大二学生陈浩（化名）在值
班室门口徘徊，想跟牛星梅说话，又不

敢进来。牛星梅从镜子里反射的陈浩
的表情看出了他的扭捏。待手头事情
忙完后，牛星梅便把陈浩叫到值班室。

“叫过来一问，才知道，原来他想找
我很多次了，但每次看到一群学生在，
都不好意思进来。”牛星梅说，从陈浩进
校，她就观察到这孩子总是独来独往，
不爱和室友、同学接触。

牛星梅就和陈浩天南地北地聊天，
讲身边人的故事⋯⋯这次谈话后，陈浩
一有事就和牛星梅商量。2016 年寒假
前的一天，陈浩在自己打工的炸鸡店买
来炸鸡，硬塞给牛星梅，说感谢阿姨每
次开导他，现在打工认识了好多朋友，
和班级同学、寝室的室友相处也融洽多
了。

她和郭雄的故事，更是感动着人
们。

因身患侏儒症，郭雄身高只有 1.3
米。他的老家在湖北老河口市的农村，
经济条件也不好。郭雄入校时，几乎每
餐都吃2.5元的最便宜套餐。

牛星梅很快注意到了这名特殊的
学生。

“我有两个儿子，郭雄你就是我的
第三个儿子。”牛星梅说。

牛星梅时不时把郭雄叫到身边，把
自己准备的荤菜夹到他碗里，有时还把
郭雄带到家里吃饭。

慢慢地，牛星梅对郭雄的关照，覆
盖到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郭雄本科期
间住的寝室，刚好是牛星梅管区的楼
栋。一个晚上，郭雄路过值班室时步履
沉重，还不停咳嗽，牛星梅看到后立马
把他喊到门房，一摸额头，滚烫。

于是，郭雄手里就多了牛星梅塞
的退烧药。

“每次他生病，我总是第一个知
道。”牛星梅挺骄傲。

郭雄身上的毛衣破旧了，牛星梅
留心观察郭雄的身高尺码，给他织了
件毛衣。拿到毛衣的时候，郭雄感动
不已。如今，这件毛衣郭雄早就穿不
上了，但他仍把它放在衣柜里珍藏

着，几次搬宿舍都没舍得丢掉。
“这是我最珍贵的一件衣服。”郭

雄说。
“他就是我一个不省心的儿子，我

看不得他受苦。”牛星梅说。
郭雄则说：“牛阿姨和我妈妈一

样，没有她，我的人生很可能会改
写。”

如今的郭雄，已是武汉轻工大学
的研究生。他们的母子情并没中断，
郭雄隔三岔五就会回母校看望“妈妈
宿管员”牛星梅。

一件件小事，一个个学生，牛星
梅从不懈怠，从不忽略。

正因为此，那些学生不管走多
远，都还记得，曾经有这么一位“妈
妈宿管员”。

“没想到不少学生毕业后还经常回
来看我，我真的感到很幸福！”牛星梅
对此无比自豪，“他们回来看我，拉住
我的手说‘阿姨，我想你了’，我就很
感动，觉得自己干得再累都值！”

在武昌工学院第7栋宿舍，有一个学生们最信赖的人

牛星梅：“妈妈宿管员”
本报记者 柯进 通讯员 雷蕾 许东

曾经的奥数天才付云皓，这些
天又回到人们的视野。

这次，并不是因为他又拿了国
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尽管
这项赛事的金牌，对他来说一度如
探囊取物——这次，是因为他现在
是广州一所普通师范院校教师的事
情曝光。

这样的反差确实有点大。有人
开始“伤仲永”，认为这是“天
才”的陨落，付云皓没有从事学术
研究可惜了。

不过，付云皓并不觉得自己在
陨落。

“没有什么星辰大海，只想尽
自己的力量，让初等教育越来越专
业化，越来越有水平，提高师范生
的教学能力，让尽量多的孩子受到
正确的引导。”他说。

得过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冠
军的人，他们的征途就一定是高等
数学的星辰大海吗？如果成了付云
皓这种去给普通高校师范生讲课的
人，那就是天才陨落了吗？

成功的定义有千百种，付云皓
只不过选择了自己认为的一种。

奥数学得好的人，本没升天，
所以，也就无所谓陨落。

上海小学生梁夏福对学校的运
动会期盼已久，然而就在她和小伙
伴们换上篮球队服准备开赛前，学
校突然宣布比赛取消了。原因是临
时发布的空气重污染预警。

上海市环保局近日在调研中被
该学生“吐槽”：空气污染预警你们
不能提早一点发布吗？她希望“空
气污染预警能够像天气预报一样，
预测未来7天”。环保局局长寿子
琪向她承诺，尽最大努力向这个方
向迈进。

有人纳闷，小学生的话何必较
真？何况从专业层面看，这个小朋
友的“吐槽”可能真的不是太“靠
谱”，空气质量预测的基本原理，以
及预测过程中种种专业门槛，大人
都不一定闹得明白。但童言无忌，
小学生们的建言，来自他们有限却
真实的生活经验，这是孩子们可能
有点幼稚，但却真切的呼声。

面对呼声，是先入为主地因为
他们孩子的身份，而不予重视，还是
就事论事，认真倾听，着眼问题、寻
求解决的办法，这不仅是当政者姿
态的问题，而更关乎未来。毕竟，今
天的小学生，也是未来的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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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槽与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