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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出差、开会、坐车深入戈壁滩试验

场、亲临现场分析数据是吴北生退休生活

的主要内容。他对科学技术的孜孜以求，

“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深深影

响着年轻一代工作者。

吴北生极具亲和力，很少用“我”，

而多用“我们”这样的字眼。面对事业上

取得的一系列丰硕成果，他常说：“都是

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我的贡献微不足

道。”型号队伍里无论男女老少，谁生病

了，他也记挂着，亲自嘘寒问暖，分房子、

评职称，他也都主动让给更需要的同志。

对于“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这

样的经典之问，无论任何时候我们的回答

不应有改变，犹如吴北生，英雄之于国

家，先锋之于民族。伟大的成就生发于一

以贯之的家国情怀，行者无疆，星辰大

海；心怀炬火，点亮苍穹。

（吴新姿根据马杰、宋晓明主编《导

弹人生》等资料编写）

西域边城的科研探路人
——访 1998 级水利系校友孙福宝

○任风远

孙福宝，2002年和2007年分别于清华
大学水利系获学士和博士学位，现任中国
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副所长、党
委委员，二级研究员，兼任荒漠与绿洲生
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新疆阿克苏
农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站长。

一场洪水过后，结缘水木清华

近年越来越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干

旱、洪水等灾害常常令孙福宝感到“时不

我待”。他长期关注全球变化与陆地表层

水热格局，水资源与河流保护更是他决心

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和信仰。他总对学生

说：“没有发自内心的爱，你很难把水利

作为终生奋斗的事业。”而他与水利的缘

分，还要回到1998年全国范围内洪水肆虐

的那个夏天。

那一年，孙福宝刚刚参加完高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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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很清楚，去学校车轴山中学报志愿的

那天，家乡河北唐山下着非常大的暴雨，

洪水淹没了农田和村庄，连回家的路也

被淹没了。曾经温柔的母亲河为什么变

成了摧毁家园的猛兽？忧心忡忡的孙福

宝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只花了几分钟

时间便填写好了唯一的志愿——清华大学

水利系。

来到清华园的第一天，孙福宝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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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门走到东大操场报到，跨越了大半个

清华，每一栋建筑、一草一木都让他感到

新奇。“一时间有点眼花缭乱，不知道

该怎么学习。再加上我高中就入了党，

在清华参加了一些党组织活动和社会工

作，也不知道每个方面该占多大比例，可

以说是懵懵懂懂地过来了，但整体还是很

兴奋。” 

“双肩挑”是清华的传统之一，尽管

学业压力很大，孙福宝还是担任了年级党

支部书记、党课组长，以及系里的团委副

书记和辅导员。“清华的辅导员向来对低

年级同学非常爱护，学弟学妹有什么问题

也愿意求助于辅导员。例如每次考试后，

总有些学生情绪低落，那么辅导员就要去

疏导，有时候还会帮着辅导一下具体的

功课。有段时间，我经常跟学生谈话，聊

到晚上一两点钟也是常有的事情。” 孙

福宝在辅导老师、学长、助教的多重角色

中，逐渐学会了站在不同人的角度来想问

题，在集体中尽量考虑到大家方方面面的

诉求。“清华给了我一个这么丰富的世

界，让我有机会不单纯只是关注课业的学

习，也有机会生活在一个积极向上团结的

班集体中，还有机会得到了组织协调能力

的锻炼和身体素质的提高，这使我更全面

地成长，对我后来从事管理工作有着很大

的帮助。”

难忘恩师教导，坚定科研道路

在孙福宝看来，清华之所以能塑造

人，很重要在于有一批德才兼备的大师，

他们在向学生讲授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

传达着内心的理念和责任。孙福宝的本科

毕业设计指导老师、博士生导师雷志栋就

是其中之一。他一生致力于水文水资源学

科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很执着，对学生也

非常耐心、宽容，这对孙福宝的影响非

常大。

 孙福宝读博期间，做了两年辅导

员，牵扯了部分精力，导致博士开题报告

并不顺利，评审得分较低。“很多老师希

望学生只做科研，雷老师却看重学生的全

面成长，他不仅没有反对我做辅导员，还

经常骄傲地对其他老师说：‘福宝现在是

孩子头儿！’事实上，雷老师既是学术带

头人，又当过系主任，本身就是‘双肩

挑’的标杆。”

同时，雷老师从正面来鼓励学生，指

出孙福宝的研究还是有优点的，比如文献

的综合回顾做得不错。他总是耐心地和学

生一起调整研究方向，重新设计题目，在

计算结果中提炼出关键的信息。孙福宝

感慨：“处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甚至有

些功利的学术环境中，很多老师急于让学

生写出论文、发表成果。但学生的成长有

快有慢，有适应和不适应，雷老师能够理

解并包容我慢慢进入科研状态，让我有

足够的时间去看文献、做计算、做实

验，这是很难得的。”

毕业时，孙福宝获得了清华大学优秀

博士论文一等奖（共20名）及清华大学优

秀博士毕业生（前1%），这两份荣誉对

孙福宝来说意义非凡，他从此坚定了做科

研的信心。如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曲折，

只要一想到老师对自己的信任和包容，想

到自己曾是清华优秀毕业生，获得过清华

优秀博士论文，就觉得学术这条路还是应

该走下去。

此身远渡重洋，仍记归国初心

毕业后，孙福宝选择出国深造，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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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东京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从事

博士后研究，并于2011年开始在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担任讲师。在国外学习、工作期

间，虽然孙福宝的研究方向随着不同项目

经历了几次调整，但他都能很快适应，陆

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还获得了欧

洲地球科学学会杰出青年科学家奖。“这

得益于我在清华读博期间打下的基础。

对于如何阅读海量文献，如何把一个科研

项目从0推进到1，我内心还是比较有把握

的。”孙福宝说。

孙福宝所在东京大学的科研团队是一

个人数较多的大团队，受东方文化的影

响，气氛相对严谨，看重敬业精神、守约

守时的工匠精神；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科

研团队则是个小团队，两位著名科学家

指导一个博士后，可以说是手把手地教，

气氛也更轻松，更容易给人思考的空间。

“我的很多想法都是在与导师一起喝咖啡

聊天的过程中萌发出来的，而那些想法后

来证明是比较有原创性的。特别是我在澳

大利亚的导师Graham Farquhar教授，他

是澳大利亚科学院副院长、美国国家科学

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士，另一位

Michael Roderick教授是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会士、道尔顿奖章获得者，他们视野非

常开阔，聊天时思路很发散，对我的启发

非常大。”在孙福宝看来，拥有东西方两

种不同的经历和视角是非常宝贵的，对后

来自己带团队颇有帮助。

在外深造的这些年，孙福宝时常思考

回国事宜，当初出国的目的很简单，就是

想去开拓视野、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理

念，学成之后肯定是要回来服务国家的。

“我18岁就入党，算是一名‘老’党员，

一直想回国发展，心里总有这个情结。” 

2014年，他辞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职，

作为“中国科学院海外杰出人才”回到北

京，进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工作。刚回国的时候，孙福宝的收入比

在国外工作时低了不少，尽管让人有些不

理解，他却认为回国并不是多难的选择。

“报效国家不是一句空话，国家对你的需

要比国外对你的需要大得多，你不再只是

单纯做实验、分析数据、发表论文，而是

要切实解决国家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我在清华读书时，清华老一代教育家邢家

鲤先生常对我们说，清华的学生不应追求

做世俗意义上的‘精英’，而应在人生的

道路上坚守理想并为之奋斗，不忘为人民

服务。邢先生是一位‘达摩祖师面壁九年

终留影于壁上’式的教育家，那种‘有温

度的教育’影响了我们一代清华人的选择。”

    科研行政“双肩挑”，
“自强不息”是一种韧性

孙福宝回国之后，赶上了中科院地理

资源所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时期，资源环

境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题受到了国家前所

未有的重视。“中国地大物博，各种典型

的地理单元都有，以水为纽带的地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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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题很多，可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大。” 

孙福宝找到了归属感，组建了科研团队，

看到了未来事业的方向。

让孙福宝略感意外的是，不久，地理

资源所领导决定任命他为综合办公室主

任。办公室主任主管行政事务，通常很少

由一线科研人员担任，孙福宝一时犹豫，

但回忆起自己在清华“双肩挑”的经历，

他还是决定接受这个任务。“无论在哪

里，都得把国家的需求和个人的特点相结

合，在科学院系统工作也是如此。我很感

谢组织的信任，应该平衡好自己的时间，

珍惜难得的机遇。” 

办公室杂七杂八的事情特别多，孙福

宝就周一到周五处理各种事务，晚上和周

末加班做科研。那段时间，孙福宝需要处

理各种综合材料，接触到了地理学的各个

分支学科。“每个分支都有自己的理论方

法体系和阐释问题的方式，原来地理科学

是这样一门大学问！我利用这个机会进行

交叉学科研究，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地理科

学的内涵和经世济民的使命，从关注纯水

文问题拓展到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以及

自然灾害的适应性，逐渐聚焦于全球变化

与陆地表层水热格局这一方向。” 孙福

宝就这样把旁人眼中繁杂的事务性工作经

历转化成了科研优势，陆续在国际高质量

期刊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几十篇，

多次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作特邀报告，入

选国家级人才计划，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晋升为二级研究员……孙福宝以

第一作者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

论文时，有同事开玩笑调侃：“所办主任

也能发表PNAS论文！” “知难而进，这

大概就是‘自强不息’吧，” 孙福宝对

记者说，“人生都是曲曲折折的，有时候

顺一点，有时候阻力大一点。毕业越久，

对清华校训的感悟就越多，我理解的‘自

强不息’就是一种人生的韧劲和坚持。”

从甘肃到新疆，愿做一名探路者

2016年，受组织委派，孙福宝前往位

于甘肃张掖的河西学院挂职任副校长。

“因为我是科学院来的，学校领导非常重

视，把分管科研的重任交给了我。虽然我

是挂职，实际上和任职并没有差别，而我

也全力以赴地去做事情。” 

祁连山是我国西北地区的生态安全屏

障，长期以来局部生态环境问题却十分严

重。2017年，中央督查组对甘肃祁连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专项督

查。孙福宝清楚祁连山地理环境的重要

性，于是建议学校领导重视祁连山生态环

境保护并从生态环境的保护来理解学校的

学科定位。2017年，河西学院联合中国科

学院、张掖市政府成立了祁连山生态研究

院，并邀请甘肃乃至全国的研究力量参加

祁连山生态论坛，共商祁连山的生态保护

和生态文明建设。2018年，河西学院还成

立了祁连山菌物保护利用院士专家工作

站。在此期间，孙福宝鼓励学院教师积极

申请科学基金和科技专项，并组织有经验

的专家帮助大家完善科研计划，大幅提高

了国家级项目的批准数量，有力提高了学

校科研水平。

2019年，孙福宝又作出了一次重要的

人生选择。他决定远赴新疆，担任中国科

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副所长，从事

科研和管理工作。“中科院党组和新疆生

地所考虑到工作上的需要，想选拔一位专

业性强的、年轻的干部去任职。刚开始找

到我，我有一点迟疑。除了家庭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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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考虑在北京的科研团队。好在院里

和所里都很重视，不仅对我的家庭生活比

较关照，还保留了我的科研团队，让我没

有后顾之忧地奔赴新疆。”

新疆地域广大，约占国土面积的六分

之一，虽然有多个国家级的野外台站，但

地理位置或分散或偏远，要进行试验测试

和实验研究都有很多困难。面对这样的科

研环境，孙福宝身上却散发着一种革命浪

漫主义精神。他将自己比作探路者，相信

这份工作会带来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独特

收获。“新疆潜藏着非常多的科研课题。

来到新疆，我最大的任务是在内地与新疆

科研工作中发挥桥梁作用。”

新疆地理研究亟需地方政府和国家层

面的支持，面临着经费短缺、人才流动性

大、队伍难以稳定的困境。2019年在中科

院领导的支持下，院里启动了“新疆可持

续发展研究”特别专项，孙福宝参与了这

一专项的前期设计和组织实施，并与团队

一起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严格执行

工作部署，高质量完成了任务，推动专项

研究工作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为新疆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这当然

不是我个人的功劳，但我作为骨干全程参

与其中，很有干劲儿。为了科研，再苦再

累也值得。”

与此同时，孙福宝还兼任荒漠与绿洲

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阿克苏农田

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

阿克苏地区是天山南麓的西域边城，从乌

鲁木齐出发，孙福宝需要先乘飞机到阿克

苏，再开两个小时的越野车，才能到达阿

克苏站。为什么要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承担

这项工作呢？这其实与清华还有千丝万缕

的联系。“我的导师雷志栋院士长期关注

该流域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曾亲自

带队来此做野外调查，前后进行了几十年

的研究工作，这里有很多科研人员至今还

记得他。雷老师获得的两项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都是以阿克苏站所在的塔里木河流

域为核心内容，我永远不会忘记雷老师去

世前在医院对我的教诲和嘱托。我当这个

站长是对清华精神的一种传承，也算是完

成了我内心的一个小愿望吧。”

在新疆工作的这些年，孙福宝全身

心地投入到一线科研工作

中。野外站、课堂、餐

厅、宿舍、篮球场，都留

下了他的足迹。如今，传

统水利已逐渐向生态与智

慧水利迈进，孙福宝也从

一个单纯的清华学子成

长为一位站得高、看得远

的学者和管理者，斗转星

移，气象变换，不变的则

是在一代代清华人身上传递

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的爱国情怀和使命担当。2021 年，孙福宝（中）参加新疆第三次综合科学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