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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时代 感恩复旦

岁月光华 与你同在
———记计算机学院何永保教授

共成长

复旦最新出版

“选择很难，但实现价值之后
生活会更幸福”

从高楼林立、流光溢彩的魔

都上海，到雪山脚下、小桥流水的

柔软丽江，再到金沙江畔、古城区

最为艰苦偏远的乡镇———金江白

族乡，这是蒋可欣在两年之中做

出的两次选择。

选择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而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次

选择。但对蒋可欣而言，这两次选

择可谓是最彷徨徘徊的，反复思

考才作出决定。

生长在春城、求学在上海的

蒋可欣，直到毕业，从来不曾离开

过城市。成为选调生后初到农村、

初到基层，在陌生的环境中，乍见

曾经远离自己生活的贫困、落后，

自然就产生了焦虑、委屈、迷茫。

但是，在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复

旦精神浸润中的她深刻地明白，

选调生不是“光环”，而是责任、是

担当，更是服务基层的坚守。所以

必须尽快打消顾虑，增强定力，以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状态迅速

融入丽江的山水，深入基层的热

土。

这就是一名当代复旦人面对

人生选择时交出的答卷：从入职

到前往金江乡这段期间，蒋可欣

在区政府办工作了 6 个月。这 6

个月里，有开展旅游转型升级工

作时，她留在古城石板路上的一

串串脚印；有节假日在单位值班

时，家人打来问候的一个个电话；

有上传下达时字斟句酌的一份份

拟办意见；有起草工作报告时的

一个个不眠之夜……时光如梭，

蓦然回首才品味出，在每一天顺

利完成工作任务后那发自内心的

欣喜。她明白了择业不仅仅是寻

找安身立命的方向，更是一门如

何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

一的学问。这些充实的经历、由衷

的喜悦，源于复旦精神一点点地

润入丽江土地，哺育着她扎根抽

芽，从一个初出茅庐、不谙世事的

大学生长成了一名基本可以独当

一面的国家公务员。她说选择选

调生，感知基层体温，让自己与时

代的发展血脉相连，是她让自己

感到幸福的一个选择。

“基层很苦，但脚底踩泥之后
信念会更坚定”

从行政区划上看，普勤村隶

属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金江乡，

地处金江乡北边，离市区 80 公

里，似乎并不遥远。但走一次就

知道，普勤村是绝对贫困村，到区

里只有一条全程路宽仅 7 米的盘

山公路，因为有大小弯道 600 余

个，最低处与最高处海拔差接近

1500 米，需要近 3 个小时的路程

才能到区里。第一次去的人几乎

都会晕车，深受晕车折磨的干部

职工们因此戏称普勤为“一个来

了就不想走，走了就不想来的地

方”。此外，由于金江乡地处金沙

江干热河谷地带，属于石漠化综

合防治区，雨季极易发生泥石流、

滑坡等地质灾害，普勤入村道路

沿线经常发生塌方、路基塌陷，只

有通过不间断组织干部群众清理

塌方土石，才能基本保障道路通

行安全。

但贫困乡村的苦远不止是交

通落后，更多的苦是时刻被煎熬

的“初心”。蒋可欣回忆刚进村时，

孤零零一人，每当夜色降临，身处

只有点点星光的茫茫大山之中，

就会想到此时的城市华灯初上、

车水马龙、朋友们相聚放松；每当

跋山涉水、换乘几次交通工具才

可以和自己的另一半见面时，就

会想到其他情侣爱人可以朝夕相

伴、一起慢慢变老；还有当孩子嗷

嗷待哺最需要母亲的时候，却不

得不把小小的他交给年迈的父母

照顾时冒出的自责……在乡村的

日复一日里，蒋可欣也有过犹豫

有过动摇，在许多夜深人静的晚

上，向来报喜不报忧的她也会忍

不住跟家人抱怨。

复旦精神抚慰着初心，激励

她考验就是磨练。复旦人的家国

情怀不应当只是一腔热血、纸上

谈兵，遇到现实困难后就产生畏

难、退缩情绪，而应当是一种心有

大我、义不容辞的担当。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好，民族好，

大家才会好”。每个复旦人都应该

心有大我，不仅为自己活着，也为

更多的人活着，超越小我，顾全大

局，担当重任，为实现中国梦作出

更大的努力，这也是代代复旦人

的初心。

“人生很长，但懂得感恩之后
道路会更宽广”

代代复旦人报效祖国、服务

社会，反过来，时代也哺育了代代

复旦人。蒋可欣说，学会感恩，感

恩当前，感恩基层，感恩时代，常

怀感恩之心，就可以卸下包袱、轻

装上阵，也提供了不断砥砺前行

的动力。基层确实条件艰苦，但正

如习总书记所说，青年时代，选择

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

也就选择了高尚。

蒋可欣感恩时代，给了挑战

和机遇；感恩复旦，给了方向和力

量。这份感恩化为了她的动力，支

持她选择了成为选调生，选择了

在基层发出光和热。她将永远从

这份感恩中汲取战胜困难和挫折

的不竭动力，化为支撑自己奋斗

的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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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可欣： 云南昆明

人，毕业于法学院，2017

年成为云南省定向选调

生，目前为丽江市古城区

人民政府办公室驻金江白

族乡普勤村工作队队员。

选择之难、工作之艰、路途

之长……如何才能不负初

心、坚定信念？她通过在基

层的日日夜夜，已然坚定

了自己的使命。

《中国民俗学通论》（全三卷）

作者：仲富兰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潜心专研
中国民俗学的一部全面、系统、创

新的力作。为了写好这部著作，作
者整整耗费了三十年的心血，从田
野调查到遍读当代和前人的民俗
学著作，作者站在学科前沿和一个

比较高的层次，以较开阔的视野，

率先提出了“民俗文化论”的理论
框架，逐步形成了“民俗传播论”

“民俗资源论”的理论观点。有别于
前人和传统的民俗学理论体系，本

书对于中国民俗学学科建没是一

个宝贵的贡献，具有填补学科空白
的意义，不论是民俗学者还是民俗
文化爱好者，都会从中受益。

时至今日，民俗学这门学科变
现为与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交融

汇合。要拓展民俗学的广阔空间，

再也不能仅仅局限在民间文学的
狭小天地里，尽快使这门学问社会

科学化。

《三国志》专名研究

作者：何凌霞

《三国志》是传统史学的著名
典籍，专名研究是传统学术的重
要课题，本书以《三国志》和裴注

为语料，对其中的专名作了专题
研究，通过历时比较与共时描述
相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相

结合等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从

六个方面展开论述：专名理论研

究；《三国志》人名研究；《三国志》

地名研究；《三国志》物名研究；裴

注引书名研究；专名研究的现实
意义和应用价值。本书系首次对

《三国志》专名作专题研究，其成

果希望对中古汉语和中古文献的
研究能有所推进，对正在进行的
《三国志》修订工作及相关辞书的
编纂有所助益。

涓涓溪流汇入大海，方得深

邃隽永；砖石瓦砾筑成长城，才

能万古流芳。而我们每一个人，

将自己完全投入祖国建设的长

河、民族复兴的功业中，自身的

价值才会升华，愈发闪耀；智慧

的财富方能传承，经久不息。何

永保教授就是千千万万个全身

心投入为祖国教书育人和科研

发展事业中的一员。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

放。16 岁的何永保初中毕业，而

父亲却生了大病，切断了家庭的

主要经济来源，何永保开始担忧

自己无法继续学业。但是，当时

政府为市民开设了培训班，可以

边学习、边工作挣钱，这让何永

保喜出望外，他参加了培训班，

学习无线电装修技术等，并顺利

地读了高中，毕业后进入电表厂

工作。何永保动手能力很强，乐

于钻研，但是他发现自己的知识

水平不够，因此决心继续深造。

1954 年的一天，《解放日报》头版

头条刊登了一则新闻———“祖国

需要你”，这则新闻为何永保的

人生拉开了新的序幕。当时他在

电表厂做技术员的工资近 100

元，而大学毕业生的工资 40 元

左右，他毅然做好了放弃优厚薪

资待遇的思想准备，瞒着家人报

考了大学。考试持续了三天，白

天考试，晚上回厂里上班。1954

年 8 月 15 日，何永保被复旦大

学物理系录取。录取新生名单被

刊登在解放日报上，他至今还珍

藏着那张录取名单。

1958 年，何永保毕业并留校

任教。1959 年，复旦建立了上海

市第一个微波实验室，任命何永

保为实验室主任，这虽然是他第

一次接触微波方向的研究，但是

他认为，国家的需要就是自己的

研究方向。他带领实验室的同志

们刻苦钻研，在微波波谱学和量

子电子学研究方面做出了一些

开创性的成绩。1969 年 4 月开

始，何永保被调去负责开展自动

控制方面的研究，带领物理系几

十名师生深入上钢三厂，与厂里

的技术人员一起，成功地完成了

多项自动控制方面的技术革新

项目，培养和锻炼了这些复旦师

生们的计算机应用和自动控制

系统的设计和研制能力，写出了

计算机和自动控制方面的多本

教材，为厂里培养了一批技术骨

干。1975 年，复旦成立了计算机

科学系，何永保被任命为第一任

系主任。他先后派出多名教师出

国到卡内基梅隆、麻省理工等世

界一流大学做访问学者，深入了

解其培养体系、课程设置、实验

室设置、先进设备以及教学管理

方法等，并邀请优秀的计算机科

研人才到复旦讲学或做交流研

究。计算机系的实力迅速积累，

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20 世纪

90 年代后，我国不断扩大对科研

的 支 持 力

度，何永保

在深入研究

国内外计算机应用前沿动态的

基础上，提倡开展跨学科联合研

究项目。他参与和领导了多项国

家大型研究项目，其中光学 / 计

算机混合功率谱特征采集系统

的研制成功，实现了在海浪分

析、人体矽肺病 X 光片诊断、遥

感图片筛选等方面的应用。当国

际上“人工智能”研究还在起步

阶段，何永保就联合了数学、物

理、生物、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

等系科的研究人员，共同组成跨

学科的神经网络与计算智能研

究组，在“神经网络智能应用研

究”、“模糊控制和神经控制方法

研究”等项目中取得了具有国际

先进水平的成果。20 世纪 90 年

代，何永保领导的跨学科研究组

加入了国家“攀登计划”项目，取

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何永保培

养了许多出色的学生，他总是叮

嘱学生：成才必先立德，一定要

先树立良好的品德，想着报答祖

国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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