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曉犁將出任哈佛院長
復旦畢業 負笈美國 統計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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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今天在其網站首頁公布，該校統計
系主任、Whipple V.N. Jones教授孟曉犁被正
式提名為哈佛大學文理研究生院（GASA）的新
任永久院長（permanent dean）。他或將成為
首位出任世界頂尖大學研究生院院長的華人。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十五日電】

深文化產品出口一枝獨秀

特稿

1978年至1986年間，孟曉犁在上海復旦大學完成本科
和研究生學業。記者今日從復旦了解到，孟出生於教師家庭
，自小接受嚴格的啟蒙教育，並從小學習書法。1977 年內
地恢復高考，正念初中的孟曉犁參加了上海川沙縣的跳級高
考選拔試，取得全縣第一名。這讓初中還未畢業的他獲得了
參加 1978 年高考的機會，並取得高分。受徐遲關於陳景潤
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報告文學的影響，孟曉犁進入復旦大學數
學系。

自創課程 贏得交口稱讚
初入大學時，孟曉犁只有 15 歲，是當年數學系裡 100

多名本科生中年齡最小的學生之一。1986 年，孟曉犁在復
旦完成概率統計研究生班的學習後，赴美國哈佛大學統計系
留學，並於 1990 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此後，孟曉犁
先後在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統計系任教，並於 2004 年起
出任哈佛大學統計系主任，成為哈佛歷史上第一位擔任系主
任的大陸學者。

多年來，孟曉犁教授的學術能力和領導能力得到了哈佛
大學和國際學術界的一致認可。在擔任系主任期間，他推行
了很多匠心獨具的改革，使哈佛大學統計系從課程設計到師
資的培養，都獲得了長足的進步。他為本科生親自創立的新
課《實際生活中的統計：幸福和痛苦的機遇之差》從實際生
活中的統計問題出發，深入淺出的探討當代各個統計分支，
贏得了師生的交口稱讚。

八年耕耘 主修人數激增
哈佛大學校長福斯特評價認為，孟曉犁是一個 「真正的

創新者」，作為一個日益關鍵的研究領域的領導者，他投入
了巨大的熱情和精力，促進並見證了哈佛統計系 「神奇的發
展壯大（dramatic expansion）」。過去 8 年中，哈佛統計
系的本科主修學生從個位數增加到了超過70人，統計系開
設的本科生核心課程的人氣也同時激增。

同時，孟曉犁對學生熱心慷慨，曾因此獲得芝加哥大學
的優秀研究生教育獎。除教學外，孟曉犁還常與學生交流談
心，鼓勵學生努力上進。他的許多學生已成為優秀的統計學
家，有些更是知名學者。

而對於自己的母校復旦大學──這個他口中的 「事業起
步的地方」，孟曉犁更為推動復旦與哈佛的學術交流做出巨
大努力。在他的直接參與下，2009 年起，哈佛大學每年都
會在復旦舉辦 「復旦─哈佛暑期學校」，讓數十位哈佛大學
學生，得以與復旦師生一起，在暑期裡共同學習、研究。

記者從近年來近距離接觸
過孟曉犁的復旦師生得悉，儘
管聲名顯赫，但孟教授對於母

校始終滿懷謙遜和感激之情。近年來，更頻頻推動
哈佛與復旦的師生交流活動。他不止一次對復旦師
生表示： 「我很願意做哈佛和復旦之間的橋樑。」

復旦新聞中心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孟教授幾
乎每年都會回一次復旦。除了學術交流，他還樂意
與學弟學妹們分享自己當年的求學心得。

圖書館搶座 走廊背英文
在復旦提供的講座記錄中，孟教授對於復旦生

活侃侃而談： 「當時我們每天晚上要去搶圖書館的
位子。通常是一個人提早去，帶上很多書包，然後
一個個放在座位上，一般待到圖書館關燈了才走
……晚上寢室是要熄燈的，我們若要背英文，就要
到走廊上去讀，因為那裡的燈是常亮着的。」這些
幾乎所有學生都做過的事情，如今讀來，令人倍感
親切。

復旦新聞中心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在孟曉犁看
來，對他影響最大的是教微積分的秦曾復老師和教
線性代數的屠伯勳老師。這不僅是因為這兩門課的
內容他至今受用，更因為兩位老師的授課風格頗具
特色： 「秦老師的板書非常漂亮，講課非常有條理
；屠老師則充滿激情，講到哪裡寫到哪裡，講完課
後滿身粉筆灰……」

而對於自己的授課風格，孟曉犁直言不諱：
「我可能比較接近屠伯勳老師的講課風格，比較

excited。我的板書不好。」說完又笑了。

史上最牛班 人才遍東西
玩笑歸玩笑，言談中，孟教授反覆強調的是，

他的數學基礎和研究的基本功都受益於復旦的教育
， 「那段時間正好是我成長發育的時候，我的文學
、藝術方面的興趣愛好是在這裡培養的，很多人生
觀也是這麼確立的。」

孟曉犁所在地78級復旦數學系，被網友稱為復
旦 「史上最牛班級」。授課的不僅有蘇步青、谷超
豪等數學大師，當年的學生如今已有幾十位成為世
界一流名校的終身教授，除了孟曉犁外，還有哥倫
比亞大學統計系主任應志良、史丹福大學終身教授
李駿、牛津大學首席教授陳貴強以及香港中文大學
統計系教授顧鳴高等。 【本報上海十五日電】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十五日電】深圳外貿
出口 7 月份再度出現放緩跡象，但文化產品出口
卻逆勢強力上揚，表現搶眼。據深圳海關今日透
露，今年 7 月份外貿出口增長僅 5.2%，比上月放
緩 1 個百分點，但文化產品 7 月份出口大項視覺
藝術品、視聽媒介卻成倍暴增。

受累歐債危機衝擊，深圳今年外貿出口雖居
全國首位，但7月份表現差強人意，出口223.7億
美元，增長 5.2%，比上月放緩 1 個百分點，其中
對美國出口下降5.5%；對歐盟下降9.3%。同時，
今年前 7 個月的累計出口 1467.7 億美元，增幅僅
有6.2%。

但文化產品出口 「一枝獨秀」，逆勢上揚。
數據顯示，今年前 7 個月，深圳文化產品出口整
體激增 25.1%，一舉攀上 10 億美元水平，成為今
年增速唯一超 25%的出口產業，尤其美國市場增
長迅猛，對香港出口亦出現良好態勢。

香港成出口 「定心丸」
深圳海關統計處科長林培忠受訪稱，今年前

7個月，印刷品的出口額度5億美元，漲勢穩定。
另兩項主要文化出口產品視覺藝術品、視聽媒介
出現成倍的瘋漲，較為罕見。

其中，以珠三角作為主要生產基地的視覺藝
術品增長最快，今年前7個月的漲幅超過200%。

主要出口種類如雕像、油畫、版畫等視覺藝術品
表現搶眼。海內外知名的油畫交易中心深圳大芬
油畫村今年出口大幅增長，其中美國油畫訂單成
績喜人，持續成為珠三角文化產品出口的主要市
場。而受益深港雙邊貿易快速增長，今年深圳輸
出香港市場的文化產品亦出現兩位數的增長，成
為 「定心丸」。前 7 個月，深圳市對香港地區進
出口769.9億美元，增長20.4%，並佔全市進出口
總值的30.8%。

政策扶持助安度危機
據大芬油畫村管理辦公室朱姓工作人員稱，

大芬油畫村出口量逐年增長，要得益於中央及地
方對文化產業的扶持政策。據介紹，大芬油畫村
因金融危機衝擊，2009 年境外訂單劇降 7 成，不
少油畫企業瀕臨倒閉，畫工、畫家流失。

近兩年，中央及深圳政府出台一系列扶持文
化產業政策，幫助大芬油畫村渡過危機。現在，
大芬油畫村已成為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基地，深
圳政府大手筆出資建設數10棟廉租房，並出台優
惠入戶深圳戶籍等政策，吸引逾3000名畫工及畫
家回流聚集。同時，建設大芬油畫美術館，引進國
際高端畫展，向國際市場展示原創油畫作品；另
組織參加文博會等文化市場交易會，推銷訂單。
今年，大芬油畫村銷售量有望接近2億元人民幣。

前七月逆勢增25% 總額達10億美元

▲深圳觀瀾版畫基地的產品遠銷歐美。圖為一名版畫
師在展示作品 唐剛強攝

在珠三角外貿出口形勢整體
不明朗的情況下，深圳文化產業
不僅出口逆勢增長，而且內銷產

量驚人，足見中央及地方鼓勵文化產業政策奏效。但同
時，也出現文化出口產品種類不多，文化產品整體質量
有待提升等問題。

據深圳海關透露，今年前7個月，深圳90%以上的
出口產品為印刷品、視覺藝術品和視聽媒介。珠三角雖
有一批具有世界意義的歷史文化資源，但文化遺產的出
口比重不足1%。

同時，出口的文化產品質量仍有待提升。以中國第
一油畫村深圳大芬油畫村為例，雖出口油畫的規模驚人
，一年售出600萬張行畫，佔據歐洲市場60%的份額，
但大部分是模仿作品，藝術附加值低、利潤率低。

目前，文化產品出口竟面臨與代工廠同樣尷尬的狀
況，產量上是巨人，利潤上是矮子。據統計，全國500
多家出版社的收入總和，不及德國貝塔斯曼集團一家的
年收入。

鑑於此，越來越多的大芬村油畫企業開始推銷原創
油畫作品。大芬油畫村管理辦公室藝術總監梁劍表示，
現在，大芬油畫村聚集了超200名的原創畫家，向歐美
市場銷售新設計、原創的油畫作品，期望能提高利潤率。

日前熱銷海外的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創下每
集價格超過6萬美元的銷售紀錄。一位在大芬油畫村做
了2年畫匠的美術學院畢業生魯星，目前正在轉型作原
創油畫，他說，希望有一天，自己的作品能像《舌尖上
的中國》在美國產生更大的文化感染力。

【本報深圳十五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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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復旦大學數學系數學
專業，獲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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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哈佛大學聘為終身正教授

出任哈佛大學統計系主任

獲WhippleV.N.Jones冠名統
計學教授

【本報記者夏微上海十五日電】作為國
內全民閱讀活動的重要品牌及示範平台，以
「我愛讀書，我愛生活」為主題的 2012 上

海書展暨 「書香中國」上海周今日在上海展
覽中心正式拉開序幕。本屆展覽特設 「迎接
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主題館，吸引了大批
各年齡層的讀者。

佇立捧讀黨建讀物
新華傳媒主任助理馬長中在接受本報記

者專訪時表示，主題館共展出了400餘種優
秀黨建和紅色經典讀物，其中像《關於黨的

建設工作》（曾慶紅著）、《李瑞環著作集》、《喬石談民
主與法治》、《簡明中國歷史讀本》（江澤民著序）、《中
國為什麼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胡德平著）這類由
國家領導人親自撰寫或題詞、著序的讀物達30餘種。展館
以 「迎接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為主題，分設了 「光輝歲月
」、 「偉人故事」、 「建黨傳奇」、 「紅色風雲」、 「歷程
回顧」、 「走進新時代」、 「黨性修養」、 「黨建理論」、
「紅旗頌」和「豐碑集」共10個專題，引領讀者系統回顧和總
結十七大以來，黨帶領全國人民落實貫徹科學發展觀，在推
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取得輝煌成就和成功經驗。

記者發現，此次展出的大部分 「紅書」並非市民傳統觀
念裡純粹的獻禮書，從封面設計到內容梗概都更為貼近生活
，更具可讀性。開展僅半天，讀者便絡繹不絕，不似其他展
館 「找書─付款─走人」模式，這裡的許多讀者都會選上一
本細細品讀，捧書而立，久久不曾離去。

老中青各取所需
還在讀大學的小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正津津有味地看着

《中國要淡定》，他告訴記者，雖然政治類書籍一般來說，
難以勾起學生的閱讀慾望，但由於他對中美關係、中國崛起
與定位這類社會熱點相當感興趣，而這方面屬紅色讀物承載
的信息最詳實，因此很喜歡。相比小陳較強的時代性，更多
的老年讀者則較為關注黨的歷史與光輝歲月的故事，一位現
場的老黨員稱，黨史類的書可以幫他重溫年輕時的回憶。而
中年讀者群則較關注當下的黨建工作與政策制度。

此外，許多出版社也藉着上海書展這個大平台，推出了
向十八大獻禮的書籍，世紀出版集團設立了以 「迎接黨的十
八大」和 「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主題出版為主的圖
書精品展。

孟曉犁：願做哈佛和復旦的橋樑
本報記者 張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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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閱讀 「紅書」 的大學生 夏微攝

市委書記回應千億造汴京

開封壓抑千年需重新輝煌

▲孟曉犁（中）與學生們共享愉快時光 網絡圖片

▲哈佛文理學院的研究生活動中心 網絡圖片

▲孟曉犁或將成為首
位出任世界頂尖大學
研究生院院長的華人

復旦大學提供

【本報記者楚長城、實習記者袁小玉開封十五日電】近
日， 「開封千億打造汴京」的報道見諸報端，瞬間使這座七
朝古都成為關注焦點。開封官員15日獨家接受記者採訪稱
，開封從未說過要實施清城計劃，更不可能拿出 1000 億元
巨資進行拆遷。開封市委書記祁金立亦透過微博回應： 「儘
管記者的報道不是我們的準確表述，但開封確實需要這樣做
！她塵封了千年，她壓抑了千年，她需要重新輝煌。」

近日，內地媒體報道，開封為重現北宋 「汴京」盛景啟
動造城計劃，正在推進一項宏偉的老城改造計劃，即從今年
開始，開封將在4年內把老城區約580萬平方米的棚戶區拆
遷完畢，改造成一個近20平方公里的人文休閒旅遊城市，
同時建造另一座工業新城。報道稱，僅拆遷就將耗資 1000
億元。

開封市新聞辦主任岳傑說， 「千億」的概念是外界的一
個推測數。這是對開封城市棚戶區、城中村改造和保障性住
房建設工程的誤讀。

祁金立對網友和媒體的 「熱議」表示感謝。他說，請相
信我們的 「開先」和 「復古」戰略一定會快速推進，一定會
避開 「千城一面」的誤區，一定會打造出一個 「外在古典，
內在時尚」的富有文化特色的國際文化旅遊名城。

數據顯示，目前開封老城區約有數十萬市民居住在房屋
危舊、環境髒亂、設施較差的大雜院或老樓房裡。祁金立曾
於今年初表示， 「棚戶區是我們對開封市民的歷史欠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