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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圈”

栏目主持：李惠钰

陈春花
北京大学已终止其聘用合同

遭遇华为严词割席、后又被质疑博士学
历造假的“网红教授”陈春花，近日在个人头
条号发文，就华为声明事件、博士学历、北大
聘用过程一一作出说明。随后，北京大学也
发布声明称：收到陈春花辞职申请，按程序
终止其聘用合同。

陈春花曾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教授、BiMBA商学院院长。资料显示，陈春
花 1986年本科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2000
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管理研究生院获
得工商管理硕士，2001年获爱尔兰欧洲大
学工商管理博士，2005年在南京大学商学
院拿到博士后。

陈春花称，2003年 2月，《中外合作办
学条例》出台，同年 9月起执行，随后她才知
道其所获得博士学位未被认证。她表示，北
京大学在聘任过程中严格遵照程序，自己也
如实告知过博士学位未被认证的情况。

欧阳卓
“耳朵天使”圆梦北京大学

近日，湖北考生欧阳卓收到了北京大
学的录取通知书。欧阳卓幼时被发现双耳
神经性耳聋、中重度听力损伤，但在困难面
前，他发愤图强、克服障碍、挑战自我。最
终，这位“耳朵天使”以高考 680分、英语听
力满分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

对欧阳卓来说，听力障碍更像是上天
给予的一笔财富，让他静得下心来专注地
追寻自己的梦想。他立志要在机器人科研
领域作出贡献和突破，也希望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造福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顾宁
出任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

日前，南京市委统战部官网发布南京
欧美同学会“会员之家”“知行教育实践研
究院”揭牌仪式暨“留学报国·智汇金陵”院
士论坛举行的消息，并宣布中国科学院院
士顾宁已出任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

顾宁是我国生物医用纳米材料学家，
长期从事医药铁基纳米材料的宏量制备、
表征与标准、生物效应及其生物医学应用
研究，是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士、美国
医学与生物工程学会会士、东南大学首席
教授。

邓
巍
巍
与
他
的
学
生
柳
皓
宇：

师
生
关
系
最
美
好
的
模
样

便
是
相
互
成
就

姻
本
报
记
者
沈
春
蕾

一年前，柳皓宇接连收到了美国耶鲁大
学、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
学圣巴巴拉分校、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明
尼苏达大学共 6所高校的直博录取通知，并且
这些学校都给出了全额奖学金。

彼时，柳皓宇是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简称
南科大）2021 届本科十佳毕业生；如今，他正
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邓巍巍，
也曾在这里求学。
今年 6月，邓巍巍在南科大毕业典礼上发

言时，引用了柳皓宇等人的例子谈延迟满足：
“他放弃了眼前的诱惑，每周花 100个小时用
于学业，最终收获硕果。”

5年前，邓巍巍放弃美国名校终身教职，
举家回国加盟南科大。5年里，邓巍巍在南科
大零距离见证了学生们的高光时刻。日前邓巍
巍向《中国科学报》分享了入职南科大 5年来，
自己和学生的成长历程。

高考失利后遇到“网红”教授

2017年除夕，邓巍巍向美国弗吉尼亚理
工大学（VT）递出辞呈。2017年 4月 27日下
午，邓巍巍讲完流体力学课后，在黑板上写下
“Season Finale”（本季大结局），这也是他在美
国大学讲台上的最后一课。
“在美国做了整整 7年的老师，仅流体力

学这门课就教了上千学生，眼前这是我在美国
的最后 50个学生。”邓巍巍在网络上发表的文
章《美国终身教授海归记》传播甚广，在学术圈
曾一度引起热议。

邓巍巍于 1995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力学
系，完成本硕学业后赴美求学，就读于耶鲁大
学机械工程系，2008 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
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0年 6月，他入
职中佛罗里达大学；2015年 8月，获得终身教
职加入 VT。

2017 年 5 月，40 岁的邓巍巍放弃了 VT
的终身教职，也结束了自己在美国 10多年的
学习、工作和生活，回国全职加入南科大，受聘
该校工学院力学与航空航天工程系（以下简称
力航系）教授。
这一年，柳皓宇因高考发挥失常，“压线”

成为南科大 2017级本科生。柳皓宇形容自己
后来 4年的学习生活是“南科一梦”。
完成了不分专业的通识教育后，柳皓宇在

大一下学期参加了邓巍巍所在的力航系专业
介绍会，一眼就认出了这位在网络发文并引发
热议的“网红”教授。

经过交谈，柳皓宇对邓巍巍在微纳流体方
面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并在大一暑假加入邓巍
巍课题组，正式走上了自己的科研路。

邓巍巍课题组对本科生与研究生标准一
样：每周要交一份正式的研究进展报告；每个
月全组开一次小型学术会议，大家在规定时间
内讲述当月工作，而且要深入浅出。
有一段时间，邓巍巍每天早上召集学生

们，讲 10分钟当天的《华尔街日报》头条新闻。
他结合时事来解读英文写作如何做到简洁有
力和逻辑清晰。

在长期训练下，本科生柳皓宇不仅养成了

每日读英文新闻的习惯，提升了用科技语言来
表达和沟通的能力，还从博士研究生的师兄师
姐那里“抢”过两次最佳报告奖。

每周花 100小时在学业上

邓巍巍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他希望学
生每周花 100小时在学业上，包括课业、科研
和英语。这意味着即使每周无休，平均每天也
要投入超过 14个小时。
“虽然不轻松，但也不是什么难事。”邓巍

巍表示，要在科研上取得成绩，没有一定的积
累是很难实现的。

他以推免和保送研究生的面试经历解释
道，前来面试的学生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
学生做了很多项目，参与了很多竞赛，每一页
PPT都有很多内容，但整体感觉零散；另一类
学生一直在做一个项目，每页 PPT都是围绕
这个项目的研究展开，非常深入扎实。

邓巍巍更欣赏后者，他将其行为定义为延
迟满足。“延迟满足是为了长期满足而放弃即
时满足的自我控制，通常意味着选择做更难的

事情。”
经历了 2017年高考发挥失常，柳皓宇在

4 年后的夏天收获了延迟满足———完成南科
大本科学业后，他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2021年的最后一天，柳皓宇作为第一作
者的研究成果以封面文章形式发表于《物理评
论快报》。这项研究发现了连续激光诱发液体
射流共振的新现象。

虽然在申请国外高校的时候，这篇论文还
没有正式发表，但柳皓宇在每份申请中都详细
介绍了自己的研究以及最新的进展，这些均得
到了申请学校的高度认可。

在给美国密歇根大学生物医学工程领域
一位知名教授发送的申请函中，柳皓宇这样写
道：“目前我们对于胚胎早期发育的许多阶段
是了解不够的，通过微流控以及微结构加工的
许多工程手段，我们可以逐渐打开这个黑盒
子，看清楚胚胎发育的每个阶段。我将这个研
究看作研发一台‘高速相机’，用以观察胚胎发
育，并不断提高拍摄的帧率来窥探更多人类胚
胎发育的细节。”

该教授给他的评价是，“广泛涉猎而且同
时深入探究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教授不仅
给他发了录取通知书，还给予了全额奖学金。

面对 6份来自不同大学、不同专业的录取
通知书，为什么柳皓宇最终选择了耶鲁大学？
“因为那里是邓老师曾经奋斗过的地方，我可
以在那里继续从事界面现象的研究。”他的回
答也勾勒出师生关系最美好的模样。

优秀的学生可以成就老师

在给柳皓宇申请博士学校的推荐信中，邓
巍巍这样写道：“优秀的学生只需要一个就可
以成就一个助理教授的终身教职（tenure），柳
皓宇就是那种可以成就 tenure的学生。”
“柳皓宇是为数不多的、达到我要求的

每周花 100 个小时在学业上的学生。”邓巍
巍表示，“他的例子印证了‘天道酬勤，功不
唐捐’。”
“暴饮暴食是容易的，自律锻炼是很难的；

追逐热点是容易的，冷板凳坐热是很难的；玩
游戏刷抖音是容易的，终身学习是很难的；围
观吐槽是容易的，躬身入局是很难的……”在
今年南科大的毕业典礼上，邓巍巍讲述了这一
段话，希望同学们选择挑战，选择延迟满足，激
励自身行稳致远。

对学生要求严格的邓巍巍对自己要求
更严格。被问及对深圳的印象时，他甚至有
点儿不好意思：“我每天活动范围仅限于南
科大校园这‘一亩三分地’，深圳很多地方我
都没去过。”

邓巍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在美国
成熟的大学，我只是螺丝钉；但是在南科大，我
可以做 DNA。”

他不仅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17
年，他加入南科大时，这所大学还没有一个博
士点。同年，南科大一举拿下包括力学在内的
4个博士点，其中有邓巍巍的努力与付出。

谈及目前最大的心愿，邓巍巍的回答有点
令人意外：“希望我的女儿可以上个好高中。”

寒门女孩读博：

“虽命运不予馈赠，但我命由我不由天”
姻本报记者张晴丹

父亲患直肠癌晚期与肝转移癌，母亲因手术
后恢复不好，丧失劳动能力；家中有 3个女孩，最
小的妹妹患先天性心脏病离开了人世。

每一件事都是足以击垮一个家庭的伤痛，却
集中发生在一个家庭里。

李林就生活在这个命运多舛的家庭，她一边
支撑着家里，一边勤学苦读。曾经，她读书的唯一
目的，是摆脱贫困、改变命运；如今，她对科研萌
生了兴趣，有了理想与抱负，为理想而活。

从吉林大学本科毕业后，她现在已保送至上
海交通大学，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虽命运不予馈
赠，但她总是散发着温暖和坚韧。面对《中国科学
报》的采访，她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让处于逆境中
的人们，重拾前行的力量。

以下是李林自述：

辗转求学路，如何定义贫穷

我出生在江苏省沭阳县的一个偏僻农村，经
济非常落后。

小时候的记忆都与上学有关，小学六年，换
了 4个学校。那时候并不觉得有什么，现在想想
却有些心酸。

二年级的时候，村里的小学关停合并，把大
家都送到镇上一所民办小学。在镇上上学不仅学
费贵，而且离家远，需要交校车费。

但我家里很穷，印象中是昏黄的灯和掉土的
墙、破旧的衣服和父母辛劳的身影。家里无法承
担我和妹妹上学的费用。

交不起学费，学校就不给凳子坐，上课都
得站着，就算期末成绩再好也不发奖状。对一
个年幼的孩子来说，奖状是多么神圣多么重要
的东西啊。那时候我心里对于贫穷二字有了
“定义”———贫穷是一种错，贫穷的孩子是不配
得到奖状的。

在镇上读了半年后，因学费问题，我被迫转
去了附近的村小学，继续读三年级。幸运的是，在
这里遇到了善良的老师和同学，不仅教给我课本
上的知识，也让我明白努力学习可以有好成绩，
能得到肯定与尊重，这些与贫穷无关。

然而好景不长，五年级时村小学再次被合并
关停，我转入镇上一所公办小学。因为成绩优异，
写字工整漂亮，老师们很喜欢我。在县里中学来
招生时，他们把我介绍到县里最好的初中就读。

于是我知道，努力学习可以为自己赢得机
会、赢得偏爱，这些也与贫穷无关。

父母都是朴实的农民，没什么文化，却在让
我和妹妹读书这件事上，有着异乎寻常的坚持。

在旁人都说“女孩子读这么多书干吗，认得
两个字就可以了”的时候，他们仍坚持让我们上
学。这份执着，哪怕在那些颗粒无收的岁月，也不
曾放弃过。
纵然一路磕磕绊绊，我最后还是走进大学。

父母的坚持、所有好心人的善意与帮助、国家政
府的资助，这些缺一不可。

争一口气，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初上大学时，我也会很羡慕家境好的同学，
他们可以买东西从不看价钱，可以来一次说走就
走的旅行，也可以不用继续努力就有光明的未
来。但我不可以。我知道我的身上还背负着很多
人的期盼，包括我自己的。

想争一口气，因而丝毫不敢松懈。我心里想
的是如何摆脱贫困，给爸妈更好的生活，让那些
瞧不起我们家的人不敢再在背后指指点点。

唯有学习，拼命地学习。每一门课，无论是选
修还是必修，我都倾注心血认真对待，甚至都快
“走火入魔”了。

记得那时，因为疫情在家上网课，我担心效果
不能跟课堂授课相比，于是就把所有可以回放的网
课反复看并做笔记，在返校的火车上也并未停歇。
天道酬勤，果然任何一份努力都不会被辜负。

我连续三年的成绩都是专业第一，这些给我带来的
不仅是奖学金和荣誉证书，更是机会与自信。
家里的负担一直很重。虽然我有国家的资助

和奖学金，但妹妹的学费以及父母的医药费等仍
是大问题。
作为家里的老大，我必须勇挑大梁。
除了学习之外，我利用空余时间做兼职赚钱

贴补家用，发过传单、做过工人、当过服务员和家
教，等等。

不挑工种，也不怕吃苦，各种兼职也让我看
到了人生百态，从别人的故事中汲取力量。

选择科研：成为一粒好种子

大一暑假，学院做大豆育种的老师招学生帮
忙做大田试验。我主动报了名，要完成的任务是
给每株大豆写上对应的品种名字及编号。

就是那次，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关于科研的知
识和意义，让我对科研萌生了兴趣。

从那时起，我慢慢接触科研工作，负责并
参与多项科研项目。其中包括国家级大学生创
新创业项目“炭疽病菌 T-DNA 插入突变体库
的构建及生物学鉴定”、预研课题项目“盐碱土
中活性微生物分离提取及生防菌的筛选”，以
及创新实验项目“基于 GAL4/UAS 转基因果蝇
验证外源解毒基因功能”。这些项目均获得了
优秀结题。

后来，我在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还参
与了“吉杂四号”优秀黄瓜品种的包装推广工作，
以及草莓品种比较试验和市场调研工作、农药市
场调研工作等。

这些经历让我确认了今后要奋斗的方
向———微生物。

我很喜欢跟这些显微镜下的小生命打交道。
看似微小的病原菌却有着巨大的杀伤力，吸引着
我去钻研它们如何感染宿主使其生病。这些未知
的过程激发了我的探索欲。

这些年，我的心理也渐渐地产生了一些变
化，走出了曾经因无知所产生的狭隘与偏见，从
最初的一心只想摆脱贫困，到有了理想与抱负。

人总要有点信念才有奋斗的动力。
我出身农村，知道农民的不易。他们在辛勤

耕耘后所盼望的大丰收、那些洋溢着真诚笑容的
脸，是我最想守护住的。这也是我坚持选择科研
的原因。

我一直特别敬佩一位科学家———他就是袁
隆平院士。他曾说，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

种子。
年轻的种子播撒希望，那是祖国的未来。我

也想成为他口中的好种子，真诚纯粹，一生耕耘，
一生奉献于科研事业，成为对他人、对国家都有
帮助的人。

直到我亲身参与农学大田育种试验，经历了
处理庞大的作物样本量、许多次失败后的一点点
成功以及烈日酷暑的考验，我才明白育种工作如
此艰辛，也意识到这份工作之于百姓粮食安全、
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

往后想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活

我向来对苦难的记忆不深，不会让自己沉溺
于伤痛，自我调节情绪的能力很强。

因为我有一位很了不起的母亲，命运给予她
的苦难比我多得多。

丧女、丧父、丧母、丈夫患癌……每一件事都
是足以击垮一个普通人的伤痛。但她从来都是积极
乐观的心态，即使偶有抱怨也很快就烟消云散。

她是一个有着浪漫英雄主义情怀的勇士，在看
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仍然愿意选择热爱生活。

榜样的力量，让我也成为了和她一样的
人———虽然个子小小的，但体内藏着“小太阳”，
像田野上顽强生长的野草，风吹不折，火烧不尽。
永远热情洋溢，永远乐观向上。

在我们面前，母亲唯一展露出来的负面情绪
是自责。

在我兴高采烈地跟她分享我获得国家奖学
金的时候，她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对不起女儿，

没能给她更好的生活条件。”当我看到这句话时，
心头一酸，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我从来不怪自己的出身，也不希望她因此愧
疚，这并非她的错。生活的挫折与苦难都是我必
须经历的风雨，这些是为了让我成为更坚强、更
了不起的人。

我深深感慨于“寒门贵子”庞众望接受采访
时说的话。他说自己有这么好的父母和家人，大
家都应该羡慕他。

有的人一出生就在罗马，而有的人终其一生
也到不了罗马。

或许同样的东西，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
能得到，但那又怎样？自怨自艾是弱者的表现，抬
头向前、奋力奔跑才能到达梦想的彼岸。

就像《哪吒之魔童降世》里说的那样，“我命
由我不由天”。

所以，我不想止步于大学，也不想给自己设
限，我想继续在科学世界里探索钻研，努力成为
一名科研工作者。

去年，我获得了推免资格。六七月份的时候，
我一共参加了知名学校和科研院所的 3个夏令
营，最后综合考虑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

未来，我想从事生物防治及微生物致病机
制的研究，去探寻未知世界的更多秘密。选了
这条路，就不会停下脚步，背起行囊，再次踏上
追梦之旅。

如果说从前是为了争一口气，那往后我想
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哪怕能够为人类
科学的进步做出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贡献，这辈
子都值了。

邓巍巍

柳皓宇 南科大供图

李林（右）在吉林省
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进
行草莓品种比较试验。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