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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0 日，2017 深圳国际石墨烯高峰论
坛在我院开幕。论坛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安德烈 • 海姆教授以 “二维晶体异质结研究
进展（Recent Progress on 2D Crystals and their 
Heterostructures）” 为题作论坛报告。

在论坛期间，安德烈 • 海姆教授接受了
我院清芬学生记者的采访。“磁悬浮青蛙”、对
青年学子的建议、石墨烯前沿科技……都谈
到了哪些内容？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记者 ：您曾在 2000 年通过“磁悬浮青蛙”

获得了“搞笑诺贝尔奖”，怎么使科研变成一

个有趣的过程，有什么秘诀可以跟大家分享

吗？

安德烈 • 海姆 ：首先你要有幽默感，否则
就无法在科研中获取乐趣。此外，还应该轻
松地看待自身。许多人认为进行科学研究是
一项严肃的事情，容不得 “悬浮青蛙” 这样的
事发生。像我这样一天会在实验室待上十几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安德烈·海姆教授
接受我院清芬学生记者采访

实验实践教学年会暨联合培养基地年会召开

4 月 13 日，我院召开清华大学深圳研究
生院实验实践教学年会暨联合培养基地年会。
清华大学专业硕士办公室主任高彦芳、项目
主管黄梅花、全国工程教指委秘书处信息主
管卢宇奇、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研究
生处副处长于刚、深圳大学计算机软件学院
副院长路克中、研究生院培养办主任周文明，
光大环境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肖
诚斌、福建柒牌时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
经营管理部总监兼柒牌大学执行校长梁家广、
校企合作项目经理陈炳辉、深圳榕亨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黎忠华、广东电网有限责
任公司人才工作站办公室主任曾艳、深圳华

大基因研究院联合培养主任陈希、中国工程
物理研究院材料研究所人教处马晓青、深圳
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余文晖，
我院副院长王晓浩、各项目指导委员会主任、
各学科教师代表及培养处相关老师出席了本
次会议。我院培养处实验实践教学中心副主
任赵晶主持本次会议。

我院副院长王晓浩首先致欢迎辞，简要
介绍了我院各培养项目的情况，并对到会的
校本部领导、联合培养基地代表、兄弟院校
代表、我院教师的到来表示欢迎，期待各方
的经验分享与交流。

高校交流环节，我院培养处副处长李丘

林作题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总体情况》的
报告，系统阐述了我院培养工作的现状与成
效、特色与突破以及各专业学位的具体情况，
重点介绍了我院实验教学和实践基地建设等
内容。于刚副处长作《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的概况》报告，他分享了哈工大深研院的培
养方案及课程体系、校企联合培养情况以及
问题和措施 ；周文明主任作了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情况相关的主题报告，他深入剖析了
深圳大学专业学位培养目前的情况和存在的
问题。

企业分享环节，梁家广作题为《创新驭
变 协作共赢》报告，他介绍了柒牌集团的业
务范围，分享了柒牌集团与清华大学深研院合
作内容。柒牌集团每年可为我院艺硕学生提
供实践岗位，同时，我院学生利用所学知识
为柒牌集团带去了实际效益，深化合作，双
方共赢。曾艳分享了企业人才工作的政策与
执行流程，以及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与清
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合作模式，重点介绍
了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的校企专家库建设。

学生汇报环节，我院环境工程领域首届
毕业生、第三届全国实习实践优秀成果获得
者蒋沂孜分享了专业实践经验与成果，全面
介绍了实践过程所完成的雨水花园施工工程
项目，以及专业实践经历对她找工作过程中
和工作后产生的积极影响 ；我院第二届专业
实践奖学金一等奖获得者、2014 级电子与通
信工程领域的高鹏飞作专业实践情况的汇报，
在实践过程中，他通过编写、优化算法，加

个小时的人，科研已经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让专业学习成为自己的爱好，这样学习就会
变得更有趣。

记者 ：目前各种石墨烯制造方法中，哪

一种最具有量产化的前途？

安德烈 • 海姆：目前主要有两类制备方法。
第一类方法类似 “捣具”，将石墨分离成单层
原子结构，产量以千克和吨来计量 ；第二类
方法则有许多制备途径，包括气相沉积（CVD）
技术等，这种方法可以得到以平米计算的单
层原子，成本更高，但也是更高科技的方式。
而工业化中两者都不可或缺。比如你要制造
轮胎，就不会用到 CVD，而是用低成本的方
法将单层石墨制作成 2D 异质结构并放进炭
黑，使得轮胎更持久耐用。而制作触摸屏时（就
像我们使用的手机触摸屏），就不能使用这种
杂质多的石墨烯了，而是用 CVD 或外延生长
法来制作高质量的石墨烯。所以必须要根据
具体用途来选择不同的方法。

记者 ：除了量产之外，目前石墨烯的工

业化还有其他的困难吗？

安德烈 • 海姆 ：实际上量产并不是石墨烯
工业化的困难，因为大量化生产从原理上已
经可以实现，但问题出在制造成本。当成本
降低时，石墨烯就可以得到更多应用。所以
我认为目前最大的障碍是时间和人力。首先，
需要人力来将两种方式制作的石墨烯试用于
各种工业用途，目前各高校的科学家已经进
行了尝试并做出了示范，但想要真正实现工
业化，我们还需要产业者的努力。现在石墨
烯已经有了各种产品，包括更为坚固的头盔、
硬度更大的人造革，更持久的颜料、更耐用
的轮胎，以及和碳纤维一起用于增加汽车的
抗冲击力等。最近三年，石墨烯正渐渐从实
验室渗透到商业领域，这正是雪球效应，带
来的改变会越来越大。

快了特征点算法的速度，并申请专利一项、
发表论文一篇。改进的算法在中关村医院以
及长庚医院的数据进行了实际测试，其结果
已达到精度要求。他感悟到专业实践既学到
了知识又锻炼了能力，最主要的是解决了企
业的实际问题。而后，与会嘉宾为第二届专
业实践奖学金获得者颁奖。

随后的交流讨论环节在 501 会议室举行，
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专业硕士办公室主任高彦
芳首先作《清华大学校外实践基地实践课程
建设思考与建议》的主题报告，介绍了清华
大学新模式探索案例、校外基地实践课程建
设等内容，她强调，专业实践是学生培养的重
要环节，需要不断探索，才能推陈出新。与
会的企业代表与各高校的老师就校企合作的
培养重点、工程硕士的项目定位、实践课程
建设等主题进行了交流讨论，现场气氛活跃。

最后，我院副院长王晓浩作大会总结发
言。王晓浩表示，校企联合培养过程中给企业
带去的效益对高校的人才培养起到了很大的
作用，政府在相关的政策制定方面也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希望政府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
营造校企联合培养大环境。他强调，虽然在
培养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挑战，但我院已逐
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企业培养是
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希望加强各方的交流，
促进校企联合培养体系更上一层楼。

（文 / 刘虹豆  摄影 / 王炎磊）

 安德烈 • 海姆爵士，1958 年 10 月 21
日生于前苏联索契的一个德裔工程师家
庭，拥有英国和荷兰双重国籍。现为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教授。2004 年，安德烈 • 海
姆和康斯坦丁 • 诺沃肖罗夫发现了二维晶
体的碳原子结构，即著名的石墨烯。2010
年 10 月 5 日， 瑞 典 皇 家 科 学 院 宣 布 将
2010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安德烈 • 海姆
和康斯坦丁 • 诺沃肖罗夫，以表彰他们在
石墨烯材料方面的卓越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现石墨烯之前，
早在 2000 年他还获得“搞笑诺贝尔奖”——
通过磁悬浮技术克服重力作用，让一只青
蛙悬浮在半空中，并推论使用类似的方法
可以让人克服重力作用漂浮起来。他也是
世界上唯一一个同时获得过诺贝尔奖和
搞笑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记者 ：面对不同的需求，怎样制造出具

有特定性能的 2D 异质结构？ 

安德烈 • 海姆：举个例子，你拥有铁、铜、
铝等各种性质不同甚至互补的材料，当你将
它们结合在一起，所得到的新材料就拥有了
更多的功能性质，这就是合金。异质结构同
理，石墨烯拥有某项性能，氮化硼有着另一
种性能，但有时这样也是不够的。比如说 “乐
高” 积木，分散的小方块仅仅是小方块而已，
但当你将各种小方块拼合并搭建起来，就可
以起建造有趣的建筑，而异质结构就是纳米
级别的 “乐高” 游戏。

记者 ：您这次到我们学院来参加会议，

对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印象如何？

安德烈 • 海姆 ：清华大学是中国的顶尖大
学之一，我有两个朋友在清华大学工作，一个
是北京的朱宏伟教授，正如之前我在 PPT 里
提到的，他的小组进行着优秀的石墨烯研究
工作 ；另一个是我的好朋友成会明院士，他
同时也是这次会议的主席，获得诺贝尔奖以
前我就与他相识，并一同发表了许多拥有影
响力的文章，他是优秀的科学家。拥有这样
出色的人才，我相信清华大学也同样出色。

记者 ：我们学院即将举办第九届博士生

南山学术论坛，您对青年学子有什么建议吗？

安德烈 • 海姆 ：努力学习，殷勤工作。科
研不仅是一份工作，若能将其变为你的爱好，
生活会有趣许多。( 宋梦昕 )

扫码观看安德烈•海姆教授“磁悬浮青蛙”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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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院师生代表团一行于 2017 年 1 月 9 日至 1 月 22 日赴
澳大利亚进行了为期两周的交流访问，先后前往悉尼和布里
斯班两座城市访问了三所各具特色的高校，分别是悉尼大
学（University of Sydney,USyd）、 悉 尼 科 技 大 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UTS） 和 昆 士 兰 大 学（University of 
Queesland,UQ）。通过会谈交流、参观学习、Workshop 及资料
收集等渠道，对澳大利亚知名高校的研究生教育有了初步了解，
尤其是对澳大利亚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及国际学生教育进行了
具体的交流和学习。本次访问虽然时间短暂但是收获颇丰，澳
大利亚的高校无论是办学理念、教育目标、管理机制、培养方
案还是发展模式对我院国际化建设都具有良好的借鉴作用。

澳大利亚共有 42 所大学，其中 39 所公立大学，3 所私立
大学。2016 年 QS（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排名中，澳大
利亚有 7 所大学进入世界排名前 100 名。澳大利亚国际教育的
发展不仅提升了其教育、科技的国际化水平，还吸引了大量留
学生赴澳留学，国际生比例高达 20% 以上。一个建国历史仅
有 200 多年，高等教育历史也很年轻的国家，却享有 “教育出
口大国” 的美誉，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个中原因引
人思考。带着多种多样的问题，我们踏上了访澳之旅。

研究生培养模式
由于学科特点以及学生需求的不同，澳大利亚的硕士学位

分为课程型硕士（Coursework）和研究型硕士 (Research)。前
者以授课为主，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完成作业及考试来获得学
位 , 学制通常为 1-2 年。而研究型硕士则要求攻读者完成一定
程度的专业研究，只有完成规定的科研任务后才可获得学位，
旨在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学制通常为 2 年。

作为硕士学位的延伸和升华的博士学位也分为两种，即
哲 学 博 士（Doctorof Philosophy） 和 专 业 博 士 (Professional 
Doctor)。前者为研究型，以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为目的，要求
学生完成具有一定深度和创新性的研究课题，学制一般为 3-4
年。而后者则主要针对专业人士和高校教师，教学模式仍以授
课为主，学制一般为 2 年。此外，澳洲一些高校还会对国际知
名人士以及对学科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业界精英授予荣誉博士
学位（Honorary Doctor）。

研究生课程设置
澳大利亚研究生教育实行宽进严出的管理模式。研究型的

研究生（包括博士、硕士）没有课程学习要求，全部时间进行
科学研究。在导师指导下，通过完成一篇具有创新内容的学位
论文作为申请学位的主要依据。学位论文通常需要三位评阅人
参与评审，其中两位应为校外评阅人。评审通过即可取得学位，
没有论文口头答辩环节。

课程型硕士生要修完规定的课程，拿到规定的学分才能申
请学位，不需要撰写学位论文。任课教师一般根据学生平时的
课堂表现，包括出勤率、课堂参与度等打分并结合作业和课程
考试成绩计算最终成绩（学分绩 ：High Distinction, Distinction, 
Credit, Pass, Fail）。因为学费与学分挂钩，重修必须再次缴纳
这门课程的学费，所以课程学习与考试对于研究生特别是国际
学生来说压力非常大。

国际教育开展情况
澳大利亚凭借其语言、地域优势及优质的教育资源，吸

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前往交流、学习。在政府、教育机构
和高校各个层面的共同努力下，逐渐形成了由政府、教育机构

和高校多层面、立体化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路径，分别从政
策资金支持、全球推介宣传、招生推广及国际化人才培养等方
面对国际教育工作提供有力支撑。澳洲政府于 2016 年 4 月宣
布启动《国际教育国家战略 2025》计划、《澳大利亚国际教育
2025 市场开发路线图》和《澳大利亚全球校友参与战略》。三
项国家战略的颁布和实施为扩大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市场份额，
扩展新兴市场以及加强国际联系提供了基本框架。根据该战略
内容，计划到 2020 年海外留学生人数将翻倍，达到 100 万人。

参照 2016 年澳洲各大学国际生比例排名，悉尼科技大学、
昆士兰大学和悉尼大学的国际生比例较高，分别是 26.70%、
23.60% 和 22.60%，这是包括所有类型学生在内的统计数字，
如果仅考虑研究生层面，留学生比例将会更高。鉴于国际生源
十分充足，悉尼大学会根据招生情况调控研究生招生中国际学
生的比例，使之保持在 30% 以内，其中华人留学生占国际留
学生的比例在 25% 左右。

教学运行环境
悉尼大学、悉尼科技大学和昆士兰大学都非常重视教学空

间与环境建设，以满足先进学习模式的要求。教室、图书馆、
实验室、休闲区等场所的建筑设计、室内布局和设施等都充分
考虑到师生互动学习、小组讨论和个体学习的需求。各个区域
都致力于营造一种安静、舒适、开放和有序的环境，有利于开
展小班教学、小组学习和自主学习等参与式学习。

一个典型范例是悉尼大学商学院新落成的综合楼，通过精
心的系统化设计，营造出全新的用户体验。基于 “以人为本”
的设计理念、采用现代化便捷的教学设施，给师生营造出一种
“家” 的归属感。无论是教室、服务中心、学生活动区、小型
讨论区，还是学生自习区、休闲阅读吧等，从设计到布局，从
设施到内外装饰，都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在安静、舒适、开
放、有序中构建了互动、互助、积极的学习环境和氛围。此外，
还充分考虑到残障学生的需求，设有专门的无障碍通道、洗手
间等，并在教室前排为残障学生设置了专属座位。

学生服务及信息化建设
澳洲高校的学生服务部门职能延伸至学生学习、生活的各

个领域，帮助学生实现接受教育和个人发展的目标。例如悉尼
大学学生中心是学生事务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为学生提
供便捷的现场及邮件咨询服务，与学生服务部、市场推广与招
生部、国际办公室、学生组织等构成悉尼大学学生事务管理体
系。学生服务部主要负责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学生服务部下设
若干个服务中心，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项目种类繁多。
主要涉及事务管理、学习指导及咨询服务。三所院校的学生中
心、就业指导和心理咨询中心办公环境充满轻松、愉悦的设计
感，工作流程一目了然。

澳大利亚高校的信息化建设程度也很高，通过在学生管理
和服务中广泛应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既提高了工作效率，也
使工作开展更加规范，充分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如悉尼大学的
Sydney Student Portal 是一个既能够为学生相关事务提供一站式
服务，又能实现远程实时交流沟通的网络信息平台。通过该系
统，学生可以方便、快捷地提出需求，各部门实时受理各项事
务。信息化在校园管理工作中的普及实现了学生管理和服务的
精细化。

校园文化及学生社团
澳大利亚高校的学生大多不住校，国际学生比例高，多元

文化共存。悉尼大学宿舍机构包括六所书院和其他宿舍机构，
其中六所书院是根据宗教派别进行划分的，其他宿舍机构包括
了国际学舍、大学村等。考虑到学生的生活习惯以及大多数学
生不住校的实际，学校在很多场所配置了冰箱及微波炉，方便
学生带餐及热饭。

悉尼大学的校园是古典与现代的完美融合，其校园宣传非
常一体化，从校园网站、校园主路、校园手提袋到校园宣传册，
不仅颜色一致，而且文案简洁有力，让人印象深刻。昆士兰大
学校园静谧优美，芳草如茵，体育设施完备，体育活动品类繁
多，除此之外，昆士兰大学的科研实力亦不容小觑，我们参观
的生物医学工程中心的核磁共振技术更是世界顶尖水平，体现
了这所学校的传承与创新。悉尼科技大学校园虽小却五脏俱全，
很多建筑都独具特色，其中量子计算与智能系统中心（QCIS）
大门前陈列的琳琅满目的高档次学术论文和获得的国家科研课
题彰显了这个年轻学校的野心与实力。

澳大利亚的学生会及学生社团的建设与国内有较大差异，
三所学校的学生社团也因各自特色各有所长，在校园文化和学
生课余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澳洲高校学生会是独立
的法人组织，学生会拥有独立的财产、活动场所、服务设施等，
在相关法律制度及严格的学生会章程下进行自我管理。学生会
的经费来源主要通过校内的商业经营及会费等，同时学生会为
各学生社团提供经费支持并进行管理。学生会提供的服务作为
对各大学学生服务部所提供服务的重要补充。

澳大利亚高校的学生社团种类繁多 , 从体育、文艺、学术 ,
到政治、信仰、地域、兴趣爱好等，社团类别非常广泛。悉尼
大学学生会支持和管理着 200 多个社团，悉尼大学是传统的澳
大利亚体育强校，在体育及辩论赛方面具有显著实力。而昆士
兰大学学生会管理着 190 个注册社团，学校赛艇队为昆士兰大
学赢得了众多荣誉。悉尼科技大学虽然建校不足百年，但社团
数量也已近百。在这种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学生
会运行模式中，学生的综合能力不断得到锻炼和培养。

启示与思考
澳大利亚高校的国际化程度普遍较高，各校都非常注重学

生的海外学习经历，培养 “国际型人才” 几乎是每所学校都提
出的培养标准，这与清华大学提倡的培养学生 “全球胜任力”

（Global Competence）的要求不谋而合。“全球胜任力” 的基本
要素包括以全球视野、跨文化认知及全球背景下对自我文化再
认知、了解世界历史和现状、外语能力、社会情感能力及领导
力。这些能力不仅可以通过出国交流来培养，而且可以在国际
化的校园氛围中得到熏陶。

澳大利亚高校师资力量雄厚、科研氛围浓厚、教学设备完
备，教学与科研条件世界一流。尤其是学生培养方案（包括培
养目标、专业结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等）与国际全面接轨，
要求部分专业的研究生到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教学实习与实践
活动。

澳大利亚研究生教育中的研究型学位与课程型学位有着明
确的区分。研究型学位项目主要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方法和能
力，学生在学习期间没有任何课程的学习，而课程型学位项目
主要进行课程的学习，着力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和技能。
按照对研究生进行分类培养的目标，根据研究型和应用型两类
不同的培养目标，设计与之相匹配的培养方案，实现了研究生
培养的多元化和个性化。

（文 / 宋晓光、高春萍、袁博）

——澳大利亚三所高校访问交流见闻录

我院访问教师与UTS教师合影

悉尼大学法学院图书馆 悉尼大学校园 悉尼大学商学院讨论教室 UTS学生中心

我院访问师生与昆士兰大学师生合影我院师生交流讨论UTS商学院教室

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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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读书 越幸运 清华蕴美景
诗词寄深情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微信公众号

有一天，舍友问我 ：“你说我们毕业就要
离开生活这么久的园子了，你最舍不得园子
里面的什么？”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图书
馆。” 俗话说得好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现
在回想起来最近几年的生活，读书和健身占据
了我科研之余大部分的时间。我去过的每个
陌生城市，都喜欢去他们图书馆逗留。虽然
游览过很多图书馆，但是我最爱的还是清华
的老馆。周末早晨七点半，伴随着洒在主干
道上的第一缕阳光，悠闲地骑着自行车来到
古典优雅的老馆，寻觅一个安静的角落就坐，
泡上一杯绿茶，再寻觅几本自己喜爱的书作
陪，可以在老馆待上好久。来到深圳，在大学
城图书馆里仿佛看到了老馆的影子，这座屹
立于大沙河畔的优美建筑拥有百万余册藏书，
静雅的学习坏境和细腻的后勤保障。在这座现
代化的图书馆里，坐在舒适的沙发上与古今
中外的名师大家惬意的幽会也让人回味无穷。

2014 年之前，我的读书方法可以用碰运
气来表述，去图书馆随便翻翻看看，碰到自己
感兴趣的就大致阅览一下，并没有很科学合
理地建立自己每年读书的计划。2014 年在豆
瓣读书频道随便看看的时候，很偶然地碰到
了一位即将毕业的哲学系学生分享大学本科
四年时间所读过的书单，震惊之余颇受启发，
虽然比不上那位同学四年读书 400 余本的宏图
大业，但是以此书单为例，制定了自己关于
读书的计划，由此开始了有计划的读书生活。
这个书单包含的范围之宽泛让人叹为观止，
既有对我们古典儒家经典解读的《论语别裁》，
也有对北欧现代诗歌解读的《北欧现代诗选》，

苏幕遮·校园春正好

暮初微，花已俏，

桃映丁香，枝上夕阳绕。

满院芳菲春意闹，

檐角依稀，玉树临风笑。

意风发，年恰少，

志在天涯，勤勉还需早。

水木清华春正好，

学子菁菁，他日传捷报！

西江月·荷花池

夕照晚塘如卷，彩霞湖面微澜。

一幅水墨映荷园，垂柳轻风送暖。

白鹭去来随愿，野鸭独享安闲。

小桥之下水如天，生态明园呈现！

浣溪沙·读樱

一树雪白花似云，

几番风雨始读君，

斜阳半缕沐凡尘。

为赋新词寻乱眼，

恰逢初媚露芳心。

娇莹满面醉微醺。

阮郎归·春曲

桃花零落李犹香，东风行未央。

一池波碧映雕梁，小丘艳众芳。

连翘密，早樱藏，春曲换乐章。

新梅凭水望斜阳，那堪霾又长！

画堂春·春分逢霾

繁花渐次已春分，霾阴重雾黄昏。

柳垂几缕雨纷纷，怎奈愁云！

已看黄花日瘦，粉桃香碾泥尘。

唯怜棠韵伴梅魂，恰正骄人！

清平乐 . 水木之晨

春归已半，绿水凌波滟。

新柳扶风携乳燕，婉转啼鸣传遍。

朝晖揉碎清泠，山桃斜倚浮萍。

薄雾池边轻拢，意浓更待芳晴。

晨经荒岛

丝条绽嫩芽，

碧水映黄花。

桃粉撷新韵，

湖蓝暖故鸭。

园丁忙细作，

学子计生涯。

待到春深日，

芬芳蔚彩霞。

采桑子·春雪

校园飘雪庭前美，景色宜人。

学子欢欣，烂漫天真赤子心。

亭台水榭尤沉醉，竹映黄昏。

春雪氤氲，绿意回归指日寻。

办公室观雪

碎玉琼花忽漫卷，

润泽草木沁香甜。

晶莹澄澈飘如絮，

碾土携尘净宇寰。

贴梗海棠

浓浓绿意藏红蕊，贴梗而生万种情。

春尽一朝芳韵退，纷纷尘碾沁香盈。

（溪谷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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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描绘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大历史》。
除去这些宏观描绘外，书单里面包含的一些
小人物的故事也从侧面表现着我们未曾经历
过的社会和生活。其中有《人类群星闪耀时》、

《上学记》、《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等，可能
我现在还处于一种寻找自己偏好风格的阶段，
所以就是广泛涉猎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从
而找到自己最爱的作品类型。但就目前看来，
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品类型还是属于现实主义
的著作，比如《许三观卖血记》、《活着》、《目
送》、《穆斯林的葬礼》。余华作品中描述的生
活可能是我未曾体会过的，但是通过作者的
视角可以了解一些人的生活，这将在很大程
度上对我的思维状态产生影响。

其中有一件事情现在想来还是记忆犹新。
书单里有一本《人的潜能与价值》，当时学校
的图书馆没有收藏，在网上各种书店也买不
到，就在豆瓣发帖抱怨为什么这么有价值的书
却没有资源，下面跟着说同求相关资源的人
很多很多，后来有一位博闻广识的好心读者，
将自己收藏的《人的潜能与价值》扫描之后
发给了我一份电子版本，当我看到扉页的一
刻，真的有一种第二次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的快感。所以后来，如果有人遇到同样的问
题，而我恰好有能力解决时，我一定竭尽全力，
因为对于每一个爱读书的人来说，得到自己
梦寐以求的资源带来的幸福感真的是无法言
喻的。

《我们仨》是杨绛先生的一本回忆录，也
是我在 2015 年读的第 48 本书，读来很暖很感
动。他们不求名分不求富贵，他们拥有最温

馨的家庭生活，也忍受过最艰难的社会压力，
他们有的只是学术上的钻研和追求，甚至还略
带呆板之气。可是就是这样普通而又不平凡的
生活，度过了 63 年。“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
易散琉璃脆” 看到书中平淡的字句中透漏出的
美好，了解到他们这种感情需要深厚的阅历才
能领悟。所以有一个爱人，平平淡淡地走下去，
不管前路是近或是远，不管时光是长还是短，
有一个家，有事可以去做，有目标可以去奋斗，
有悲喜可以去感受，能看到最亲近的人在自
己身旁安然地活着，就是最好了吧。

2016 年 的 47 本，2015 年 的 54 本，2014
年 62 本……每年科研任务加重，但是也不能
停止读书。每年的读书短评我也会分享到朋
友圈，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参考我的书单进
行阅读，也算是本人对于大家读书生活的一
点微不足道的推进吧。要问我读书的目的何
在，我想借用三毛的一句话来表示：“读书多了，
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
多看过的书都成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
它们仍在潜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
无涯，当然也可能先露在生活和文字里。”

    空闲之余，我最喜欢的两件事情，一
件是健身，另一件就是读书。锻炼身体让自己
有充沛的精力来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而
读书让我有充足的知识储备来达成这个目标。
始终坚信自己走过的路，读过的书都深深地
融入到了我的血液之中。谢谢读书让我在繁
忙的科研之余拥有了一个舒适的避风港。

（魏乐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