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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怎样成长 
 

杨福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核物理学家。 1958 年

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199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学部委员），1987

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1993 年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现任英国

诺丁汉大学的校长（Chancellor），也是出任英国著名院校校长的第一位中国

人。代表著作有 《原子物理学》、《原子核物理》、《现代原子与原子核物

理》等。 
（摘自解放日报  9 月 22 日第八版） 

 

 

    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和各位青年朋友们交流些看法。关于科学，有一种说法我非常赞成

——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我查了下 《大英百科全书》，其中对文化的定义很清楚：人类

知识、信仰和行为的整体。这三点都与科学有关。中国的 《辞海》对文化有广义的定义，

也有狭义的定义，意思都差不多。但是我今天不想从理论到理论地讨论定义，我想用一些例

子来说明我的观点。 

 

我心目中的好大学 

    可以说， “美丽心灵”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文化，没有文化的大学称不上是一流的大

学。普林斯顿大学有一组雕塑，是一群没有头的人，其寓意是：希望从学校毕业后，不要成

为没有头脑、没有思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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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来讲讲我心目中最好的大学。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哈佛大学，但知道普林斯顿大学的

却不太多。美国大学的排名有很多种，最权威的是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 （U.S.News& 

WorldReport）的排名，分 5 个评价指标，学术研究、雇主评价、师生比例、国际学院、国际学生。

其中从研究型大学的角度排名的话，十有八九都是普林斯顿位列第一，第二名一般是哈佛，第三

名比较固定，是耶鲁大学。 2010 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了一个世界大学排名，它主要是对

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学校进行排名，根据家长、社会对学生的综合评价等评下来，普林斯顿是第二

名，第一名是威廉姆斯学院 （Williams Col－lege），但是今年普林斯顿得了第一名。 

所以，我说普林斯顿大学既是最好的研究型大学，又是最好的博雅大学。第一句话大家能理

解，第二句话可能有人就有疑问了。博雅大学与研究型大学的区别在哪里呢？ “博”就是指广

博的知识， “雅”是指有比较高的素养、品质。普林斯顿大学称得上是博雅大学，而哈佛不是。

因为哈佛除了本科生之外它还有专业的学院，普林斯顿只有一个研究生院，统管数理物化生，它

培养出来的学生是没有一个特定的职业方向的。我在英国呆了 12 年，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有些学校专业分得很细。英国现在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但要改是很难的。我做复旦大学校长第一

年，有新生家长来找我说：我儿子明明要读国际经济，你怎么给他分到经济系去啦！愤愤不平。

但是没有经济哪来的国际经济？这种趋向现在有所改善，但我感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普林斯顿大学最好的旅馆并不大，只能称作 “Inn”，也不是五星级，但充满了文化的气息。

普林斯顿大学强在哪里？我举几个例子。它拿了将近 30 个诺贝尔奖，其中三分之二是物理诺贝

尔奖，还有菲尔茨奖，它堪称数学诺贝尔奖，世界上到现在为止大概有 50 个人拿到这个奖，其

中一半是美国人，普林斯顿就占了四分之一。除了物理和数学是强项，它在文科方面，比如对俄

罗斯的研究也是很有特色的。但就是这样一所大学，如果用我们国家的某些排名指标来评价的话，

它是上不了前榜的。比如我们很看重的在 《科学》和 《自然》上所发的文章数，但普林斯顿的

强项数学和物理的主要文章，并不在这两个期刊上发表。 

    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位获得菲尔茨特别奖的教授叫安德鲁•怀尔斯（AndrewWiles），他从剑桥

研究生毕业以后到普林斯顿大学做教授，之后大约有 8 年时间他几乎没有发表一篇文章。更奇怪

的是，这 8 年里，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学校、院系领导也都不过问，这就是它的伟大之

处，这就是信任。怀尔斯最后解决了数学史上困扰了 350 年的难题——费马大定理。这样的学校

很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比如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有一位教授 WendelinWelner，校长允许他七年

潜心研究；美国康奈尔大学物理系教授 Icenneth CeddesWil－son，也是好几年没有文章，但是校

长很英明，不为难他，结果 1982 年他拿了诺贝尔奖，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这说明，有没有

一个能让学者安心做研究的环境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你论文发表数量再多又有什么

用呢？ 



 

    再来说一下 “老三”——耶鲁大学。耶鲁全部的学生加起来大概是 5300 名大学生、 2500

名研究生，再加上其他专业的学生，总计 11000 多。美国所有顶尖大学的人数是没有超过 20000

人的。在美国，每所大学的使命都不同，耶鲁大学的使命是：为国家和世界培养领袖。迄今为

止它培养了五位美国总统， 533 位国会议员，还有很多大学的知名校长也是耶鲁出身。这样一

所学校，它把爱国主义教育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耶鲁的校园里伫立着一尊美国民族英

雄、耶鲁校友内森•黑尔的雕像，底座上镌刻着黑尔的一句名言： “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只

有一次生命献给我的祖国。”胡锦涛主席在 2006 年 4 月访问耶鲁大学并发表演讲时，也特地提

到了这位耶鲁的杰出校友。 

    耶鲁大学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还在于，它在 184 年前就把大学的理念讲得清清楚

楚，这就是 1828 年的《耶鲁报告》，这个报告值得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去读一读。报告提

倡：大学教育应该是完整的教育，大学毕业生应该是接受全面教育的人。其间还详细讲到，学

校给本科生所设计的课程并不包含专业的学习，耶鲁大学的教育目的并不是传授特定的知识，

而是传授所有专业都需要的专业课程。这其实就是“博雅”的一种想法。报告中说，任何学科

对于专业技能都有帮助，各个学科之间都是相互映照的。一个人难道除了以职业谋生就没有其

他追求了吗？难道他对他的家庭、对其他公民、对他的国家就没有责任了吗？承担这些责任需

要各种深刻的知识素养，我们培养的人不仅要在专业上非常出色，而且要具备全面知识和高尚

品德，这样才能成为社会的领军人才，并在各方面有益于社会，他的品质使他在社会的各阶层

都能散布知识之光。 

 

与大家共勉的几句话 

    希望所有的青年朋友们快活快活再快活，快活能够导向人生的辉煌，但是自己快活还要使

他人快活，这样你的生活就会更有意义。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记住一个字：China，不要忘记我

们有这么一个古老的祖国，要多考虑怎么为我们的国家做贡献。 

    可能也有人会说，一所培养领袖的综合性大学，当然要把素质教育 （政治）放在第一位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以科技著称的斯坦福大学是怎么教育学生的？ 

    有一位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华裔科学家给我写过一封很长的信，他说斯坦福大学是一所信奉

素质教育的大学，刚进大学前两年是不分专业的，所有本科生不管你喜欢什么都要选修一门为

期一年的基础课——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在这门课上，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经典，如柏拉图、

笛卡尔、马克思等，还要学习东方文化的代表著作，如孔子和孟子等。课程的中心就是围绕 “人

何以为人”这个主题展开的，无论学生将来选择什么专业都必须首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现在

很多学生一提到素质教育，就不是很听得进，其实他们完全误解了这个词的含义。 

    事实上，世界上所有一流大学都讲素质教育，都把育人放在首位。之所以设置这些基础课程，

其目的就是教育学生 “做人第一，修业第二”，这也是我今天要送给大家的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是：要抓住机遇。李政道先生 80 岁的时候出过一套书，其中第一本书的首页有这

样一句话：一个人的成功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其中机遇或许是最重要的，从本质上来说它也是

最难驾驭的。大家知道，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者法拉第，他是靠自学成才的。法拉第小时候

因为家庭贫困，到一个书店给人当学徒，这个工作使他有机会读到许多科学书籍。有一次他在

报纸上看到一则著名科学家戴维 （SirHumphryDavy）要来做演讲的公告，他就去听了。听完以

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戴维，谈了自己的体会。戴维觉得这个年轻人很了不起，于是把他请到自己

的实验室做助手。法拉第抓住了这个机遇，在科学研究领域大展身手。戴维在临终之前说，他

一生中最伟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了法拉第！这说明发现人才是多么重要，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

会，法拉第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今天你们面前的机会就比我们年轻时代要多得多，问题是你

能不能把它给抓住了。 

    我要送给大家的第三句话是：要文理兼学。年轻人如果能做到文理结合，拥有广阔的知识

背景，你的生命就会变得更充实，你也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今天的世界。古语说得好：腹有诗

书气自华。古典的诗文充满了人文情怀和道德的教育，科学与科学史中也充满了做人的道理，

长期浸润其中会受到良好的影响。 

    有一位科学家，他大学本科是学历史的，但是后来拿了诺贝尔数学奖。有人觉得很奇怪，

历史和数学怎么能结合在一起呢？实际上，历史并不只是背背书那么简单，从本质上说它是一

种批判性的阅读。历史上有很多东西是需要你有自己的判断，需要有批判性的精神，这一点与

数学有共通之处，因为数学最讲究的就是逻辑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美国的大法

官都是历史系出身的，因为做法官也要有批判性。还有一位科学家，本科硕士学的英国语言文

学，最后却成了 1989 年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这其实就是斯坦福大学所强调的：没有专业之

别。 

    美国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本科院校，英文叫 LiberalArts College，很多人把它翻译为 “文理学

院”，其实更好的翻译应该是 “博雅学院”，还是强调做人第一。我今年 4 月份和几位朋友去

美国，访问了威廉姆斯学院，这个学校位于波士顿东北 200 公里左右的地方，它在很多排名上

都是第一名，那么它到底厉害在哪里？访问过程中有一件事留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总说，看一个学校好不好就看它是不是关心学生，是不是把学生需求放在第一位。这

话大家都会说，关键是看你怎么做。威廉姆斯学院一位教师发现，有一个学生在数学物理化学

上很有天分，实验也做得非常漂亮，但是他却拼命选修法律的课程，于是就找他谈话了。学生

说，我的学费 4 万多美元，都是家长借的，家里希望我能找一个容易赚钱的工作来还债，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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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拼命学法律。教师把这个情况汇报给校长，结果校长做出一个决定，所有学费全部还给那个学

生，而且从现在开始不要交一分钱。我听了之后非常惊讶。这才是真正的关心学生，把学生的需

求放在第一位。 

    我们现在都非常强调素质教育，真正进行素质教育是要有具体措施的，一方面师生之间要有

非常密切的联系，学生能够近距离接受名师的教诲；另一方面还要有非常丰富的第二课堂，鼓励

学生相互讨论相互质疑。可以说，世界上最杰出的本科学校都是贯彻博雅教育的。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想跟大家共勉的第四句话：要有质疑的精神。现在创新二字我们谈得非

常多，创新的关键就看你能不能提问题，能不能质疑。复旦的校训是两句话：博学而笃志，切问

而近思。李政道说他最欣赏每句话的第二个字——“学”和 “问”，是学习问问题，而不是学习

回答问题。有一句话叫做：创新植根于讨论，创造源于讨论。大家知道，在梵蒂冈有一幅拉斐尔

所作的壁画 《雅典学派》，描绘的是一群智者争论不休的场面，画面中心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师生之间争得面红耳赤。讨论，这是创新的开始。老师是老师，但是老师不一定代表真理。这也

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哈佛早期的校训就是 “真理（Veritas）”。 

    我要跟大家共勉的第五句话是：育人第一。我理解共青团是一个青年人的组织，也是一个育

人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不只是培养几个干部，而是通过这些干部影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

以，我希望学校能真正把培养年轻人作为第一任务，育人第一。 

    我们来看看著名的剑桥大学是怎么做的。首要的一条，设立住宿学院。这个住宿学院和我们

普通的住宿学院不同，他们的辅导员都是些 “又高又大”的人物。为什么说 “又高又大”呢？

因为他们中有诺奖获得者、英国科学院院长、各大学院的院长等等。这才是真正下本钱的育人第

一。我曾经问过耶鲁大学的校长，耶鲁的王牌是什么？我以为他会讲是医学院或者法学院，不是

的，他说住宿学院是我的王牌。我又问，你手中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他说都是校友捐的，因为

他们感到这个学校改变了他们的一生。所以我觉得，大学在本质上必须把学生放在第一位，如果

不把学生放在第一位，它是无法生存的。 

    我在香港科技大学碰到一位讲座教授 （Lecture Professor），我问他给学生讲不讲课，他很奇

怪地说，我这个讲座教授是终身的，但有一个条件——必须要讲课。我记得我进复旦读书的时候，

都是一流的教授给我们上课的。第一年，是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的国家二级教授兼系主任

王福山给我们上普通物理；第二年，是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的一级教授周同庆给我们上课。

那时候，这些赫赫有名的大教授都是非常关心学生成长的。我觉得，大学现有制度是值得进一步

研究改进的。 

    说到底，我希望大家 “快活与辉煌”，这四个字是最近伦敦奥运会闭幕式上，国际奥委会

主席罗格讲话的主题 Happy and Glorious。我希望所有的青年朋友们快活快活再快活，快活能够

导向人生的辉煌，但是自己快活还要使他人快活，这样你的生活就会更有意义。同时，我也希

望大家记住一个字： Chi－na，不要忘记我们有这么一个古老的祖国，要多考虑怎么为我们的

国家做贡献。我把这个词的每个字母拆开： C 就是 Citizen，一个大学是要培养优秀公民的；H

是 Honesty，如何重树诚信，是当前非常关键的； I 就是 “我”的意思，要善于发现自我，温

家宝总理在两年前的教育工作会议上讲到，要知道自己的火种在哪里，点燃自己的火种你就会

有所成就； N 是 Never give up，面对困难，不要放弃，要坚持下去；最后一个 A 是 Ability，人

不仅要有学习的能力、思考的能力，更重要的，还要有与人相处的能力。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这句话出自大文豪海明威的名著 《老人与海》——“生活总是让我

们遍体鳞伤，但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年轻人要在艰苦的环

境下锻炼，一定会有更多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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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师生参加第二届全国益生菌与食品微生物学学术会议 

 

9 月 25 日—27 日我院刘箐、董庆利老师和张意锋、王伟洁、杜银花研究生到上海海洋大学

参加第二届全国益生菌与食品微生物学学术会议并分别作报告交流。此次会议由中国微生物学

会、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市微生物学会、上海市食品学会、上海市预防医学会共同举办。与会

代表包括微生物学界、食品安全领域国内外著名院士、专家教授专家以及企业代表和高校学生

共 150 余人。会议内容涵盖益生菌研究、食品微生物检测与控制技术、食品微生物风险评估研

究、食品微生物资源及利用、食品微生物学研究与应用的新方法和新技术、食品安全研究等。 

我院中组部“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刘箐老师作为特邀代表在大会主题报告“食品微生物与

肿瘤发生”，对食源性致病菌与肿瘤的相关分析进行了概述，特别是对食品检测当前研究热点

进行了思考，受到与会者普遍好评。董庆利老师做了“食品致病菌的风险评估”的报告，针对

几种食源性致病菌的定量风险评估进行了综述。随后举行的研究生论坛上我院食品科学专业硕

士研究生张意锋、王伟洁、杜银花结合自己的课题研究方向分别对嗜酸乳杆菌微胶囊技术、微

小杆菌产核苷磷酸化酶培养基和乐果敏感细菌筛选进行了报告。董庆利主持了研究生论坛。 

此次会议呈现了国内外益生菌研究的方向和趋势，对热点研究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加

强了与会者对益生菌与食品微生物的了解，同时激发了学生对微生物的研究热情，开拓了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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