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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 年代，国内医疗设备比较
落后，我们有时会感觉手术无望。这时
就需要克服焦虑，找到解决办法。1982
年，我考取研究生并被教育部选中派往德
国留学。

在德国 ESSEN 大学眼科医院，我获
得了崭新的知识，见识了全新的世界。
医院的学习和工作压力繁重，病人很
多，仅为病人做检查的语言就需要学习
德英意西 4 种语言。医院诊治眼底病在
整个欧洲都很有知名度，但那时眼底病
在国内没有相应的手术设备，无法治
愈。这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于是，眼
底病成为我主要研究和关注的领域，将
来学成回国就能给病人带来新的希望。

回国后，我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
科工作，当时科室一共只有 6 张病床、6
名大夫、1名技术员兼验光师和 1名门诊
护士。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后，人民医院
眼科已跻身国内第一方阵，成为一流教
学医院的国家重点学科。

1999 年，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使馆
武官曹荣飞在美机轰炸中眼睛严重受
伤，为他实施手术的任务落在了我的身
上。经过手术，曹荣飞的视力从 0.3恢复
到了 0.8。不少人问我当时的心情紧不紧
张，我说那时内心其实很平静，“会者不
难”，我有信心治好他。

如今，中国在眼科临床治疗领域基
本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尤其是手术，
国外能做的我们也能做。近年来，随着
药物审批速度加快，药物治疗领域也取
得了进步。我希望进步的速度能更快
些，这样我们就能守护好那一双双明亮
的眼睛。 本报记者 孙亚慧整理

还有不到一周时间，就是祖国 70 周年
大庆了。我很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伟大的
时代，见证了国家日益昌盛，从而使自己
才能够有不断磨砺、增长见识的机会。

“医学研究的真正价值是让更多的患者获
益。”在长期与粥样硬化斑块患者接触过程
中，我发现传统的影像学检查只能观察到血
管管腔的部分，无法观察到管壁病变，必须
开发一种能够观察全身血管管壁的成像技术。

2014 年，带着自己对医疗技术短板的
不满足，肩负着患者的殷殷期望，我离开

了祖国，来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生
物医学影像中心，从零开始。

两年时间，无数个不眠之夜，终于换
来了管壁成像领域的重大突破，我研发的
头颈一体化管壁成像方法，极大提高了粥
样硬化斑块的检出效率。由于我在心血管
成像领域的学术成果，我得到了在全美心
脏治疗领域排名第二的西德赛耐医疗中心
的认可，成为该中心的研究员。

虽然在该中心的工作和生活顺风顺水，但
我却十分想念祖国。然而，如果回国，一切又
将从“0”开始，我已经放弃过一次，难道又
要放弃一次？在我思前想后的几天里，我突然
看到一组数据：心血管疾病已经超越恶性肿
瘤，成为中国人群死亡首要病因。而我与实验
室共同研发的技术，正是攻克这一难题的第一
关：更早期以及更准确地检出病灶。

此时不回，更待何时？ 2016年，我完
成了人生又一次转折，带着梦想回国。在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陇德和宣武医院副院长
吉训明教授的带领和支持下，我和我的团
队建立了 eStroke 国家溶栓取栓影像平台。
通过平台提供精准的影像指导，中国 20 余
省区市的基层医院享受到国家级团队的实
时影像指导，患者得到及时溶栓治疗。

报国是留学人员的初心。如果有人问
我当初没回国，现在会怎样？我一定会回答
他：留在哪儿这个选择题，永远只有一个答
案——祖国。 本报记者 贺 勇整理

难忘两次从"0"开始
本 世 纪 1 0 年 代

▲ 杨旗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生物医学影像中心实验室。

受访者供图

1964 年中法建交，中国急需一大批外语人
才，教育部在全国几个大城市选派优秀应届高
中毕业生出国学习外语。经过筛选考核后，我
被分派到阿尔巴尼亚学习阿语。

祖国选派我们出国学习，每个人心中都装
满沉甸甸的责任，因为这是中国外交的需要。
我们被分到哪里、留学国发达与否……这些都
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需要高级翻译人才，哪
里都是我们的用武之地。

亚得里亚海岸的“山鹰之国”，从此成了我
的另一个故乡。

周恩来总理访阿的时候，我们有幸亲耳聆
听了他对莘莘学子的殷切期望。周总理还与我
们一同唱歌跳舞。那是 50多年前的事情了，但
我仍旧记得总理对我们说的话：要认真学习阿
语，阿尔巴尼亚人民就是我们的老师。

留学期间，正值中阿关系的“蜜月时代”，
在努力学习阿语的过程中，我们在地拉那大学
与当地师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二十几年
后，我再到访阿尔巴尼亚，见到当年教过我们
的扎娜、安娜、伦杜丽雅几位良师挚友，往事
一幕幕宛如昨日。扎娜老师曾夸赞我语音语调
好，说我以后一定能当播音员。没想到真让她
说中了！

1969 年，中央抽调懂阿尔巴尼亚语的各路
人才创办对阿广播，我有幸入选。虽然缺乏专
业广播知识，但我们拿出全部劲头从早干到
晚。大家心中有着共同信念，就是要在对外广
播战线上，为阿语听众服务好。

工作几十年，听众来信是我非常看重的部
分。听众不远万里写信想与我们联络，这份诚
意难能可贵。这其中有政党领导人、普通工
人、教师、农民……信中每一个字里都包含着
对阿语广播的感情，我们怎能不珍视？

切拉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阿尔巴尼亚听
众。2004年，阿语广播开播 35周年，我在地拉
那接到切拉从斯库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要来

“看一看”我们。活动当天，我见到一位戴墨
镜、被人搀扶进场的听众，得知他就是我们的
忠实听众切拉时，我的心被感动了。凝聚着我
们几代人心血、传向万里之外的阿语广播，恰
如一粒粒生机勃勃的种子，发芽生根，开出了
最灿烂的花朵。 本报记者 孙亚慧整理

上 世 纪 6 0 年 代

■ 何大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广播电台
原阿尔巴尼亚语部主任

我们的声音传万里

▼ 何大明在阿尔巴尼亚留学
时，在中国驻地拉那大使馆前
留念。 受访者供图

2008年前后，跟随着中国学术交流融
入国际的步伐，我有幸先后在南非斯坦伦
博什大学、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比利
时根特大学做访问学者或学术交流，短短
数年间，深深感受到祖国的发展及其国际
地位的快速提升。

那时在国外访学时，尽管已能明显感
受到外国民众对中国发展的尊重，但潜意
识里，作为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中国学
者，在争取话语权方面仍缺少自信。所到
之处，面对国外学者有关中国的话题，无
论积极或是消极，往往被动回应多于主动
交流。这一时期，在对外交流中总有一种
防范或害怕别国学者指责中国的敏感心
理。记得在一次国际会议的分组讨论中，
美国等西方学者凑在一起，不断罗列中国
环境污染的问题，且具体化到三、四线城
市，对中国进行苛责。我发表“严正”看
法后，便以离场回应。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是中国国际
影响力提升的关键阶段。期间，西方官方和
媒体曾一度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作为其
攻击目标。其时正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
访学的我，在正式或私下场合常会遇到当地
学者极不友好的问题。似乎是受到北京奥运
会的鼓舞，更多还是因为中国国力的增强，
我总能给对方有力有节的回应，似乎感受到
中西方力量对比进入相持阶段。

近 5 年来，情况已经发生根本性变

化。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
增强的现实面前，西方学者在交流中总希
望从我们这里挖掘到一些对他们有价值的秘
密或者经验。比如，中非合作论坛及中非关
系的快速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
命运共同体”等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和理念
等，都是近年来国外学界非常关注的内容。

在近年的访学交流中，所遇话题更多
涉及“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等，感
觉中国的崛起越来越接近现实，中国的发
展前景更加美好，中国学者更以自信的心
态讲述讲好“中国故事”。

1990年，我从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
所博士毕业后，被派到德国尤里希核技术研
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当时，中德之间关系愈
发融洽，参与德国方面的研究能够扩大视
野，也能加强两个单位间的联系与合作。

那个年代到国外的感受与现在的留
学生完全不同，现在国内的条件多好啊。
那时国内的研究条件、仪器设备都比较落

后，跟德国的科研环境差距很明显。“如饥
似渴地学习”，是我最强烈的想法，要拿出
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用来进行科研工作。

在德国待到第3年，中科院等离子体物
理研究所拥有了一台俄罗斯的核聚变实验
装置，国内少有人会使用，所内领导希望
我们能回国，将这一装置真正用起来，还
要用好。

要说思想上没经历过斗争，那是假
话。那时，我在德国的月工资相当于国内
两年的收入，妻子和孩子也都适应了德国
的生活。但思前想后，还是得回来。我在农
村长大，是靠助学金完成了大学和研究生学
业，感恩国家培养的心情实实在在。那时正
是所里谋求发展的关键时期，若核聚变实验
装置成功运行，中国的国际地位会大幅提
高。对我们来说，回国出力责无旁贷。

我负责的低混杂波电流驱动系统是其
中的关键之一。那时，要是在家中听到电话
铃声，我的心就会提到嗓子眼，因为任何一
个环节出了问题，装置都会停止，几百人的
工作就会停滞不前。后来，经过我们所有人
的努力，终于圆满完成了装置运行工作。

“十一五”期间，强磁场项目在国家
层面立项，我所带的团队争取到了稳态强
磁场实验装置落户安徽合肥的机会。2017
年 9月，装置项目进行国家竣工验收时，
专家组给出了这样的评价——磁体技术和
装置综合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这些年，中科院强磁场科学中心吸
引了很多海归来这里实现自己的抱负，
我们期待有更多留学生加入建设祖国的
队伍中。这是自己的家，作为主人翁，
每天都充满干劲。 业 丰整理

新中国70华诞前夕，横跨两个
世纪的几代海归共话——

我和我的祖国
上 世 纪 5 0 年 代

■ 梅兆荣 中国前驻德国大使■ 梅兆荣 中国前驻德国大使

牢记使命 为国服务牢记使命 为国服务

▲ 1956年，梅兆荣 （后排中） 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期间与同学们
合影。 受访者供图

1953 年，我被派往民主德国攻读日
耳曼语文学。此前，我在北京外国语学
院学习了两年半英语。那时候我们坚决
服从组织分配，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临行前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
理指示我们要“牢记使命、学成归国、
为国服务”。这 3 句话成为我在东德 3 年
学习生涯里不变的座右铭。

揣着两本德汉字典，我全身心投入到德
语学习中。第一年是牙牙学语，掌握得很
快。第二年起开始变得困难，因为要上大学
日耳曼语言文学一年级本科。我那时的德语
充其量不过是小学生的水平，云里雾里地实
在听不懂教授的大课内容，一节课下来仅听
懂几个单词。怎么办？只好课下抄写同室德
国同学的笔记，晚上一点一滴把笔记搞懂，
才部分弄明白老师讲的大致内容。那时我一
心想的就是要对得起国家的培养和祖国的
殷切期望，学出成绩报效祖国。

1956 年，我离大学本科毕业还差两
年，就因工作需要被调到中国驻东德大使
馆做大使翻译。为提高翻译水平，有时走
在路上看到一句德文标语，我就会想它的
中文该如何翻译，译不出来就回去查字典
或资料；看德语电视或中国电影，我也学
同声传译，但只动嘴唇不出声，同事觉得
奇怪。其实我是在练习翻译，要利用一切
能利用的时间提高德语翻译水平。

3年后，组织上安排我为毛主席会见
东德总理做翻译，我的心情既兴奋又紧

张。毛主席谈话言简意赅，湖南口音也
较难懂，而翻译必须准确无误，一旦出错
了担当不起啊！记得当时，毛主席引用了

“引蛇出洞”这个成语，我愣了一下，但
很快反应过来，根据字面意思译为“把蛇
从洞里引出来后再打”，符合原意。

这次，我算是“涉险过关”了，此后
便被确定为国家领导人的首席德语翻译。

多年的驻德经历中，我见证了许多
重要的历史时刻——柏林墙的建立和倒
塌、参与中德（联邦德国）建交谈判、东欧
剧变和苏联解体等等。周总理指出，外交官
是“文装的解放军”，这意味着要随时准备
为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发展利
益进行斗争。事实上，外交斗争有时非常尖
锐复杂，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要勇于为
祖国权益挺身而出，敢于并善于斗争。

1958 年，我离家 8 年后第一次有机
会回国休假。回到家乡，从未谋面的小
妹妹一见我这个“陌生人”就哭了，赶
紧躲到了妈妈的身后。我的祖父和父亲
也在这8年中相继过世了。

回顾一生，我是新中国一手培养、在党的教
育和老一辈革命家言传身教的熏陶下，与共和
国一起成长的一名外交战士。入党誓词里说，
要时刻准备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党的事业。从开
始从事外交工作那一刻起，我就做好了应对一
切困难的思想准备，在服务国家需要中实现我
的人生价值。

本报记者 孙亚慧整理

上 世 纪 9 0 年 代上 世 纪 9 0 年 代

■ 匡光力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 匡光力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

义无反顾回国效力走出国门
见识世界

■ 黎晓新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院长

上 世 纪 8 0 年 代

自信讲好中国故事

本 世 纪 0 0 年 代

■ 张永蓬 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 ■ 杨 旗 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导

▲ 黎晓新 （中） 在德国ESSEN大学
眼科医院攻读博士学位时与同事合
影。 受访者供图

▲ 匡光力在德国尤里希核技
术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

受访者供图

▲ 张永蓬在南非金山大学访
学。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