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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父母情：同学们很快就要经济上
独立了，将会有更好的条件报答父母的养
育之恩了，别忘了父母对你们的期望不只
是事业有成，更重要的是健康幸福。工作
后，除了经济上的支持，别忘了常回家看
看，和父母沟通思想，汇报工作，对他们
给予心灵上的慰藉。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
今天我提议，典礼结束后，同学们给自己
的父母一个深深的、紧紧的拥抱，因为他
们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感恩母校情：母校不仅培养了我扎实
的知识基础和卓越的学习能力，培养了我
不断进取、追求卓越的工作态度，更培养
了我重任在肩、胸怀天下的情怀。毕业后

母校也一直关注着我的发展，2010 年我
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后，校友会的老师
第一时间就来采访我。2013 年我又光荣
当选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与会期间，学
校还专门邀请我回校看看。我非常感谢母
校对我的关怀和鼓励。此时此刻，我发自
肺腑地想说一句：我读清华门下，清华助
我一生！
同学们，幸福不仅在于登顶后的“一
览众山小”，更在于攀登过程中的不断自
我超越。坚定、坚持、坚守你的理想吧，
若干年后，你们一定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为母校争光！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成功！

他们毕业于清华，志愿服务在雪域高原
○扎

西

史鹏飞

守望
对于准备赶赴边疆基层的学生们，清
华大学党委在培训中经常会泼“五瓢冷
水”：一是长期在基层工作失去关注，能
否撑得住？二是琐碎的工作往往使人缺少
成就感，能否经受得住？三是当理想在现
实中备受打击，能否扛得住？四是长期过
清苦的生活，能否熬得住？五是有了权力
后，面对诱惑能否守得住？谈起这些学生，
一位清华校友说，他们扎向基层，在物质
层面是“沉下去”，在精神层面却是“跳
起来”。这样的经历，会让他们了解基层，
了解中国，在 20 年、30 年后更有可能成
为所在工作领域中的领军人物。

刘之爽

从 2008 年起，高云亮、石岩、阎伟
隆……18 名清华大学毕业生，陆续志愿
来到西藏，在村官的岗位上，开启他们的
职业生涯，探寻人生价值。
5 年过去了。从北京到边疆，从平原
到高原，当理想触碰现实，青春直面成长，

2012 年 5 月，返校参加活动的赴藏清华
大学村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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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记者探访西
藏、北京两地，全景记录了他们的选择、
经历与思考。

“把梦想紧贴老百姓，赤子是
不会孤独的”
雅砻河谷地，是藏民族早期的活动中
心和吐蕃国古都，也是藏文化发源地。
2010 年，刚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毕
业的高云亮来到这里的昌珠镇。他开始对
山南地区的旅游资源和人居环境进行调
研，跑遍 12 个村，走访户户农家，有时
干脆就住在藏民家聊到天亮。一年后，高
云亮等人先后完成了《2011 年山南地区
旅游产业规划》和《彩绘藏域之宗》两本
书的编撰，并在此基础上修改完善“昌珠
历史文化名镇规划方案”。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由高云亮负责的
昌珠历史文化名镇建设已取得实质进展。
预计总投资 2.3 亿元的“昌珠历史文化名
镇”建设项目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中。其
中投资 960 万元的沿河景观带和投资 1400
万元的沿街立面改造工程已基本完成。
采访期间，记者很难将这一连串庞大
的数字与眼前这个简朴、青涩、黝黑的小
伙子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个进藏后头发就

高云亮与当地孩子拉珍一起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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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稀少、聊起藏文化的开发与保护便停
不住嘴的小伙子，的确做到了。他说，这
里的工作尽管清苦，有时寂寞，但每一个
坚守的梦想都紧贴着老百姓的生活。
2012 年 2 月 23 日，藏历新年初二的
晚上，守在电话旁的张娜急得团团转：丈
夫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每个新年前后，
为了让藏族干部回家过年，丈夫总抢着在
单位值班，但他会和张娜通个电话，而这
一天，电话迟迟没响。张娜开始不安，后
来终于知道，他住院了。
张娜的丈夫叫阎伟隆，是个忙起来生
病也顾不上吃药的人，他是西藏山南地区
桑日县桑日镇的镇长。西藏冬季寒冷干燥
的气候、极低的气压和忙碌的工作，使得
阎伟隆经常流鼻血，症状不断恶化，最终
因感染和鼻窦积液晕厥，辗转 4 家医院才
控制住病情。回京治疗期间，阎伟隆已经
虚弱得走路都要张娜搀扶。
类似的故事不少，但属于这个群体的
故事并不悲情。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史宗
恺说，自己接触这些在基层工作的学生时，
总想到傅雷的一句话，“赤子是不会孤独
的”。从 2008 年至今，陆续有 18 名清华
毕业生放弃大城市的工作，告别亲属朋友，

2013 年 4 月，阎伟隆（左 2）在拉龙村
了解青稞产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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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平为“我们的汉族儿子”。

“不是所有的出发都为了抵
达，有时候方向就是目的”

2013 年 5 月，在古荣乡党史教育基地，
胡建平（右）向农牧民人大代表介绍党史

选择西藏高原，从村官工作做起。与阎伟
隆同批赴藏的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 05 级
学生邹圣兰，戏称这一批清华人是高原上
的“打拼团”，大家彼此互称“战友”。
胡建平是清华大学 2007 届工程物理
系本科毕业生，在校期间曾任校学生会副
主席，现任拉萨市堆龙德庆县东嘎镇古荣
乡党委书记。最初来这里工作的时候，领
导和同事认为他是来“镀金”、“踩跳板”
的，但现在“谦虚肯干”成了他的新标签，
身边的领导和同事开始认可他。
胡建平申请承担包村工作的东嘎村曾
经是有名的“难点村”，村民几乎全部失地。
如今，东嘎村民跑运输、搞物业，成为了
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在包村的三年间，胡
建平拜群众为师，向“老基层”学习，还
拜师学习藏语。2013 年乡人代会，胡建
平全程用藏语主持和发言，每说完一句，
群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这种鼓励是我
努力工作的动力。”胡建平说。那嘎村乡
人大代表次仁卓玛，曾找到胡建平希望他
帮助村里一位贫困老人解决一台电视机，
胡建平第二天就想办法将电视机送到了老
人家中。从此，每当次仁卓玛看到胡建平
路过那嘎村，都要把他拦下来，拉到家里
坐一会。东嘎村一些老干部亲切地称呼胡

邹圣兰在自己的随笔中说，2008 年
进藏的石岩是“打拼团”里经历过大起大
落的人。石岩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
生，有浓烈的理想主义情结，又有切问近
思的习惯。
石岩是一个能干的人。他曾同时兼任
全区 3 个办公室的主任，常常回家累得在
沙发上昏睡到半夜再起来工作。有段时间
着急上火，溃疡横生，回家以后累到呕吐。
咬牙坚持下来，他用工作成绩为自己赢得
了城关区 2009 年度“十大杰出人物”、
城关区“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他因工
作出色，年纪轻轻就担任了拉萨老城区某
街道党工委书记。在当选区人大代表的那
天，他在博客里写道：“一条条哈达积累
下来，汇聚成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责任。”
由于工作能力突出，他被抽调去主持
城关区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试点工作。正
当他将满腔热情投入到改革创新中时，拉
萨发生了一起影响恶劣的社会事件。尽管
当时石岩已脱离街道工作近三个月，他还
是主动向组织提出由他来承担责任。
这几年，有很多人热心地给石岩介绍
对象，他都婉拒了，“每个人在不同的阶
段总有不同的重要事情去做，现在还不到
我去谈情说爱的时候”。在石岩的博客中，
他写道：“每一个白天都是奔跑于若干办
公室和干部群众之间，每一个夜晚都是在
仅有的五六个小时的睡眠中慌慌度过，似
乎忙碌得没有时间去寂寞。其实，海拔
3650 米处的寂寞，才真的是高不可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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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石岩本科毕业照

邹圣兰说自己佩服石岩的另一个原
因，是他很“真”，就像季羡林说的，“质
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
怀真情，讲真话”，石岩说他就想做一个
“真”的人。在博客中，他写道：“经常
想，怎样的人生才算是成功的。我想，等
老去的那一天，回顾这一生，没有因为追
求错误的东西而放弃更宝贵的东西，那么
这一生就是成功的。身处雪域，虽不是修
行，却胜似修行。我不求名，不求利，只
为内心的宁静。”这是石岩的文字，也是
他选择的生活。
这样的想法与做法，在“打拼团”中
并不少见。史宗恺说，他们选择了西藏，
选择了基层，其实是选择了一份具有方向
性意义的事业。“不是所有的出发都是为
了抵达”，对于每一个赴藏工作的清华学
子，其个人贡献和付出都不能做简单的价
值判断，“他们的意义是引领，有这些人
愿意去这样艰苦的地方，才会有更多的人
愿意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不论多艰难，梦想的阳光终
会照亮前行的道路”
阎伟隆身体出现问题后，张娜立马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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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北京稳定的工作进藏。“觉得他一个
人在那边太难了，两个人多少有个照应。”
大家都说，张娜牺牲太大了。可张娜讲，
她喜欢阎伟隆的坚定、执着和知恩图报。
“伟隆大学期间受过一些助学补助，他有
回报社会的心。他是真心喜欢在西藏工
作。”张娜说。
任霄泽是一位因支教与西藏结缘的
“大个子”。身高 1.9 米的他毕业于清华
大学经管学院。任霄泽是家中独子，母亲
徐淑萍起初不愿他去西藏工作。任霄泽的
父母在山西，妻子和孩子都在浙江，“他
都快 30 岁了，每天回到家一个人做饭吃，
自己能吃什么好的呢？”念起儿子，徐淑
萍心疼地说。可也只能尊重他的决定，
“家
里的反对意见他不愿意听”。
让任霄泽更感愧疚的是他的妻子，
同样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袁淑颖。2012 年 4
月 6 日妻子早产，但任霄泽身在西藏，焦
急之中却没有任何办法。
由于早产，孩子的发育情况一直不太
好，现在女儿已经一岁多了，还不会走路。
袁淑颖自己身体也不好，每天还要一个人
带着女儿去医院做康复治疗。
任霄泽嘴上不说，心里一直自责，觉
得远在西藏，没有照顾好妻子。但他说：
“毕竟现在的选择是当初经过深思熟虑
的。不论多艰难，我都会一直努力、一直
坚持，梦想的阳光终会照亮前行的道路。”
对于这份坚持，袁淑颖选择了支持。
从他们在一起的第一天起，她就知道，任
霄泽完全没办法照顾这个家，她已经答应
他，家里的钱、事、人都不用他管，她支
持他的理想。
自 2008 年以来，清华已累计引导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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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任霄泽在曲水县孤儿院支教

派 200 余名毕业生赴西部基层县及以下党
政机关工作。18 名毕业生，18 颗从清华

撒向高原的种子，放弃了大城市相对优越
的环境，放弃了同家人相守的日子，无怨
无悔地来到祖国边疆，在西部扎根、抽芽、
成长，追逐理想，耕耘生活。他们，将自
己的青春真正奉献给了这片雪域高原，扑
下身子，勤勉工作，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在
这片深爱的土地上……
今年，王全明、索多两名清华毕业生
主动申请到西藏基层工作，雪域高原上的
“打拼团”又迎来了两位新“战友”。
从清华园到高原，他们以高原特有的
纯粹，守望雪山。风雪吹不灭青春之火，
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植厚土、情献祖国。
（转自《人民日报》2013 年 9 月 6 日）

水磨镇上着画卷
——专访程莉校友
○唐

曼（1987 级热能）

程莉 , 上海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 2007 级硕士研究生，曾获全国优秀青年
志愿者奖章。2009 年，程莉考取选调生来
到汶川工作，先后担任汶川县委政策研究
室科员、水磨镇镇长助理、水磨镇副镇长、
县博览事务局副局长（主持工作）、映秀
镇副镇长（挂）；现任水磨镇镇长，同时
还担任四川省青联委员、阿坝州青联副主
席、阿坝州人大代表、汶川县政协常委。
行走在水磨镇，映入眼帘的，是一排
排黄墙青瓦的藏羌民居；店铺林立，雕花
木门呈现了明清风韵，每家每户的窗棂雕

刻着不同的装饰图案，点缀在青山绿水之
间，好像一幅幅水墨画卷。程莉就工作在
这风景如画的水磨镇。

遵循内心的声音 追逐自己的梦想
人生处处充满着诱惑，每一次的选择，
都将给整个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程莉
说：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路，社会总会给
你评判。而我们能把握的只能是自己的内
心，只有将兴趣、专业与社会的发展结合
起来的人生，才是最有价值的人生。
程莉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中学时代
获得过上海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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