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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大学校长：靠什么盛产诺奖得主
本报记者 夏 颖

又到 一 年 诺 奖 颁 奖
季，在目前已经颁

出的获奖名单中，大村智
和梶田隆章分别凭借医学
界和物理学界的研究成果
再为日本的荣誉簿添分增色。值得一提
的是，在新世纪诞生的十多位日本诺奖
获得者中，有 6位都是与名古屋大学密
切相关的研究人员。一所高校如何产出
如此多的尖端人才？带着这个问题,《环
球时报》记者日前专访到首次来华的名
古屋大学校长松尾清一。

环球时报：自2000年以来，名古屋
大学已经培养出 6名诺贝尔奖得主。在
您看来，能够多次获奖的原因是什么？

松尾清一：我认为这和名古屋大学
自由豁达的学风密不可分。名大是一所
有 140多年历史的日本高校，最早是从
一所临时医院转型而来，发展到1939年
成为二战前日本最年轻的帝国大学。
1945年战争结束后，学校搬到现在的校
址，再次白手起家。这样的经历让我们
比其他日本高校少了上下级的辈分界
限，学术气氛更为豁达，研究人员也更
年轻有活力。

去年，我们学校的赤崎勇和天野浩
两位教授凭借蓝色发光二极管的研究成
果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两个
人其实是师生关系。赤崎老师在带领弟
子方面有很高热情，为后者提供了大力
支持。师生一起获诺奖，这在世界上都
是少见的。天野教授现在刚刚五十出
头，是正当年的业务骨干。他也是第二

位还没退休就拿到诺奖的名古屋大学学
者，第一位是野依教授。这在诺奖获得
者中也不多见。可以说，强调自由和传
承的特色帮助我们取得了现在的成绩。

环球时报：截至目前，中国大学培
养出的诺奖获得者很少。您是否认为中
日两国高校在培养人才方面存在差距？

松尾清一：我认为日本能频繁获得
诺奖，主要得益于可以自由发挥的学术
环境。特别是二战后，日本进入一个新
的学术时代，自由科研的气氛很浓，这
对经济重新起飞的日本来说发挥了重要
作用。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没有这种
氛围。这次对中国多地的走访就让我发
现，中国高校之间有着比较好的竞争关
系。另外，中国近些年发表的高质量学
术论文在国际上的引用率也在增加。高
校研究者拿诺奖只是时机问题。我个人
对中国目前的研究体制和享有的学术自
由并不悲观。

从另一点来说，中国学者也不必为
追求诺奖有太大压力。如果学术圈弥漫
着急功近利的空气，有些事情就会变
味。中国在其他领域已经取得令世界瞩
目的发展，我认为学界更要遵循循序渐
进的原则，等待水到渠成的那一天。

环球时报：日本政府于2001年提出
“50年内培养 30名诺贝尔奖得主”的计

划，但日本国内有人对设定量化目标的
做法表示反对。您怎么看？

松尾清一：我觉得获得诺奖的数量
和这个国家的实力强弱没有必然联系。
对于你提到的这个“诺奖计划”，日本国
内确实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我个人认
为，设立一个目标不是件坏事，各行各
业都应该奔着既定目标去各自努力，这
不光是诺奖的问题。当然，在推进过程
中，一些勉为其难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比如强行将指标落在某个地方。

环球时报：在名古屋大学就读的中
国留学生有多少？未来是否打算和中国
教育界开展合作？

松尾清一：名古屋大学的外国留学
生目前占学生总数的 10%，而中国学生
在留学生中占到 46%。据我所知，目前
回到中国工作的名古屋大学毕业生有上
百人，他们活跃在各个领域，这是很好
的事情。不过也许是受到日中两国关系
趋冷的影响，这两年来校的中国求学者
数量略有减少。大家都知道，日中两国
人才交流的历史远远早于战争年代，如
今亚洲地区的发展在世界上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在这样的背景下，日中
学界的联手更具重要意义。

我这次的中国高校行不光是为搭个
话儿，更想谈谈实质性内容。日本高校

十分重视教育问题的全球
化，名古屋大学正在和国
外高校展开合作，培养双
方共同认证的学位人才。
颁发证书不是目的，我们

希望的是让年轻人获得更多先进理念，
将来成为学术带头人。

环球时报：安倍内阁去年出台的中
长期安保指针，强调了平时把握科技动
向的必要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松尾清一：从常规角度看，很难严
格界定哪项科研是只限于民用，哪项是
只限于军事。不过我能确定的是，名古
屋大学进行科研的目的是为造福生活，
追求世界和平。我也相信大部分的日本
国立大学不会有意去追求涉及军事方面
的研究。

环球时报：2014年的诺奖获得者中
村修二曾批评日本学界的性别歧视。在
推进女性参与高校事务方面，名古屋大
学走在前列，您还入选“积极提高女性
地位的全球10所大学校长”名单。为什
么如此重视这项工作？

松尾清一：在和中国同行的交流
中，我吃惊地发现中国有很多女性教
授。而日本女性在生育之后不太容易就
业，企业里做到部长级的女性更少。为
了扭转现状，日本正在着手一项“启发
活动”，着力打造男女共同参与建设的社
会。作为大学校长，我愿意为女性创造
更多就业机会。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影响
更多高校甚至企业，希望日本有朝一日
也像中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

白俄罗斯“争议”女作家斩获诺奖
“2015年诺贝尔

文学奖授予
白俄罗斯作家阿列
克谢耶维奇——她
的作品是对我们这
个时代的苦难和勇
气 的 纪 念 ”。 8
日，瑞典学院新任
常务秘书萨拉·丹尼斯揭开了猜测已久的
谜底。美联社称这是诺奖首次颁给记者
出身的作家。法新社认为白俄罗斯人并
非此前外界认定的最大热门，不过她最
终成功击败呼声更高的美国、挪威等国
候选人。

尽管阿列克谢耶维奇曾因撰写“敏
感题材”报告文学而被白俄罗斯宣布为

“不受欢迎的人”，但该国作家联盟主席
还是在第一时间送出祝贺，并表示她的
获奖是白俄罗斯的重大事件，有助于增
强世界对白俄罗斯文学的认知。

“她的作品令人感动，有
时也让人恐惧”

白俄罗斯 《苏维埃白俄罗斯报》 8
日称，阿列克谢耶维奇成为白俄罗斯历
史上首位获得诺奖的作家，“这个国家为
她感到骄傲”。白俄罗斯作家联盟领导人
之一萨琴科表示，“我们早就期待这一奖
励。虽然白俄罗斯文学是整个欧洲最有
趣的文学之一，但外界一直对其评估不
足”。

俄罗斯媒体也在第一时间报道了这
一消息。俄罗斯《消息报》称，阿列克
谢耶维奇曾表示“俄罗斯及俄罗斯文学
近年愈发受到欢迎”。该报认为诺奖评委
会做出的这一决定是俄语文学的胜利。
俄罗斯《报纸报》以“诺奖授予讲俄语
的作家”为题，称赞阿列克谢耶维奇的
获奖将俄语文学推向世界之巅。

阿列克谢耶维奇1948年出生于乌克
兰，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
人。记者出身的她采用与当事人访谈的
形式记录下很多重大事件，如第二次世
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以及切
尔诺贝利事故等。不过因过于关注阴暗
面的内容令她与白俄罗斯政府关系不
佳，所从事的新闻活动也曾受到限制，
甚至一度处于半流亡状态。1992年，阿
列克谢耶维奇在政治法庭接受审判。她

还曾被指控
为美国中情
局工作，电
话也曾受到
监听，直到
2011 年 才

回到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阿列克谢耶
维奇的主要作品已在 19 国出版，包括

《战争的非女性面孔》《最后一个证人》
《死亡的召唤》《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
灾难口述史》等。

发布会后，《环球时报》记者对颁奖
人萨拉进行了采访。萨拉介绍说，读阿
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能让你听到数百个
被采访人的声音。她并不是在创作故
事，而是让这些角色自己说话，以此加
深人们对个体生命的了解。萨拉向记者
推荐了 《战争的非女性面孔》 这本书。
该书记录了二战期间参加苏联军队的百
万女性的故事。她们从事着与男性一样
的工作，也经历了苦难。“作品令人感
动，有时也让人恐惧”。

“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政治奖”
有人猜测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可

能与当下的乌克兰危机有关，对此萨拉

向《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瑞典学院关
注的只是文学作品的质量。诺贝尔文学
奖不是政治奖”。记者还在现场采访到瑞
典通讯社的记者拉什·尼尔森。在他看
来，阿列克谢耶维奇更像一个历史书写
者。她的作品在瑞典市场销量一般，不
属于畅销书，但的确与众不同。

俄罗斯文学领域学者王志耕 8日接
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阿列克谢
耶维奇近年来在俄罗斯语言区乃至整个
欧洲拥有一定影响力。但是她的作品并
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著作，而是倾向于
将一些被官方屏蔽的信息重新讲述给读
者。王志耕认为，白俄罗斯文坛上的知
名作家相较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较
少。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在文化上的密切
关系也令前者的文学作品缺少一定的独
特性。19世纪俄罗斯文学繁盛时期，白
俄罗斯几乎没什么知名作家，20世纪才
开始涌现文坛人才。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阎国栋对
《环球时报》说，目前中国国内对白俄罗
斯当代文学的研究几乎属于空白。阿列
克谢耶维奇的获奖提醒我们，不仅应当
研究俄罗斯文学，对俄语文学也应当给
予更广泛的关注。

北京大学中文
系教授张颐武 8日
对《环球时报》记
者表示，阿列克谢
耶维奇获奖“并不
意外”，因为她多
年来一直是很有竞
争力的作家，在欧

洲具有很大影响，此前已获过众多奖
项，包括德国莱比锡图书奖、法国国家
电台“世界见证人”奖、美国国家书评
人奖等。2014年，她还曾获颁法国艺术
和文学骑士勋章。

张颐武表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成
就主要体现在纪实文学领域，类似于中
国人常说的报告文学，这在诺贝尔文学
奖的竞争中是比较特别的。此前获奖的
作家多数擅长于虚构文学，更多的则是
小说家或剧作家、诗人等。“阿列克谢
耶维奇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稍显陌生，但
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恰恰多是小众作
家”。

日本人为村上春树惋惜
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的消息一出，

立刻成为互联网上的热搜词。据了解，
阿列克谢耶维奇目前已有 4本著作被译
成中文。《环球时报》 记者 8 日浏览当
当、卓越等网上书店时发现，由她撰写
的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我还是想
你，妈妈》《锌皮娃娃兵》《切尔诺贝利
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 等均有出售。
其中，中国读者较为熟知的是2012年出
版的中译本《切尔诺贝利的回忆》。《纽
约时报》对该书的推荐理由是，“每一页
都是奇异而残忍的故事，就像那些残留
在幸存者身上的辐射。”

谈及今年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再次与
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张颐武认为

“并不奇怪”，因为诺奖的口味一直聚焦
在纯文学作品上。对于白俄罗斯女作家
获奖的消息，日本各媒体只是迅速进行
了简要报道，但对民众惋惜村上春树的
落选却给予大篇幅的关注。《产经新闻》
称，纪伊国书店 （日本知名大书店） 8
日在其新宿总店设置了村上著作专区，
还播放了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村上的
粉丝们互相打气说，“相信明年村上一定
能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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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阿列克
谢耶维奇；右图为
她的著作在瑞典学
院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