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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出生的郝平深受孔孟文化浸染

当当选选大大会会主主席席先先讲讲中中国国““和和””

少年老成，话剧

团里专演老头
当在电视上看到“小伙伴”

郝平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
会主席时，在青岛市中心医院骨
科工作的马伟咧嘴笑了。

“我们上小学时就是同班同
学。那时候班里有很多穷小子，郝
平家境稍微好点，经常帮助别人。”
马伟说，俩人从小学一块读到高
中，他一直视郝平为榜样，“他从小
学习就很刻苦，成绩很好，还喜欢
打篮球和乒乓球，长跑也很好。”

1973年到1978年，郝平在青
岛44中从初中读到高中毕业。
1976年“四人帮”刚刚被粉碎，
“学生们的思想都很混乱，可郝
平头脑很清醒，还是很认真地学
习。”郝平高中时期的班主任、72
岁的宋伟老师告诉本报记者。

1978年夏天，班上就郝平一
个人考上了北京大学。如此大的
喜事，可朋友记得，郝平那时看
上去很平静。

平静而从容，这性格一直伴
随着郝平。“(郝平)可以说是少年
老成，北大78级历史系那批人里，
大的三十了，二十五六岁的很普
遍，他只有十七八岁，像个小弟弟，
但人很能干，办事缜密，对人很友
善，没见过和谁急过，有主见，该表
达时表达，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又
能协调，把事儿办得很圆满。”郝平
的大学同学、北大历史系教授牛
大勇对本报记者说。

“读大学那会儿的郝平块头
大，兴趣很广泛，是北大话剧团里

的重要成员，演过很多角色。”郝平
的另一位同学、北大历史系教授王
红生回忆，郝平比一般学生都要成
熟稳重，因此在话剧团里专演老
头。印象最深的是在话剧《命运》
里，郝平演的是个爱国知识分子，
一生坎坷，郝平从二十出头一直演
到老，表演很到位，外人根本看不
出这是小伙子装扮的。

王红生说，郝平还很热心，
班里有一个同学跑1500米始终
过不了关，而体育不达标就拿不
到毕业证。为了帮这个同学过
关，郝平天天陪着他跑1500米，
直到他过了关。

在北大每年迎来

送往三四万人
1982年本科毕业后，郝平进入

校长办公室工作，后来到学生工作
部做副部长，从夏威夷大学读书回
来后，他继续在北大工作，先后担
任北京大学外事处处长、分管外事
的副校长，长期做外事工作。

“外界对他评价最多的是
‘nice’、幽默、在工作上最大的特
点是缜密，协调能力强。比如克
林顿来访，从进校门到出校门，
一系列的活动，会见领导、参观、
讲演、提问，各个环节组织和主
持，基本上滴水不漏。连战来演
讲也一样，在办公楼礼堂，处理
得很好。”牛大勇告诉本报记者。

管外事的北大副校长并不
好当，北大外事工作繁重，“每年
有七八个总统元首级外宾，还有
总理、首相、王室成员，总要有二
三十个，至于部长副部长、校长

副校长的没法数了，每年门卫那
里登记的来访外国人，有三四万
人。他都要迎来送往，安排会谈，
不容易。”牛大勇说。

在这种忙乱中，郝平坚持出
了三本书：《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
源》、《孙中山革命与美国》、《无奈
的结果——— 司徒雷登与中国》。季
羡林给他的书写前言：北大最忙
的人可能就是郝平，居然能拿出
一本书来，还是很下功夫的。

写书的时间，则来源于“晚
上回到家后，每天挤一个小时两
个小时，天天坚持写，才能写出
一点东西”。

在北大期间，郝平做的另一
件对他来说影响重大的事，就是
建立北京论坛，如今已经十周年
了，成了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高
端学术论坛。

“在这里，不是狭隘的论坛，
而是文明的对话，让外国接触中
国，了解中国的文化，什么话题
都可以展开讨论，经常有人在论
坛里吵起来。”几乎每年都旁听
论坛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博士高兴说。

“北外校长长得

像唐国强”
2005年6月，郝平离开北大，到

北京外国语大学担任校长。郝平跟
学生们做了一次名为《中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讲座，那天晚上，北外
的逸夫楼三楼座无虚席，大家听到
了校长著名的“国际人才九论”。

郝平对学生们讲，他眼中的国
际化人才应该具备九种素质：一、语
言基础扎实，具备一流外语应用能
力；二、知己知彼，加强对对象国国
情的学习；三、较高的中国传统文化
修养；四、国际关系、国际法领域知
识基础扎实；五、政治能力过硬，坚
持原则，不卑不亢；六、讲究沟通技
巧，创造融洽氛围；七、灵活机动，兵
贵神速，培养应急处置能力；八、以
情动人，细节决定成败；九、纪律严
明，精诚团结，坚忍不拔，心胸开阔。

台下的学生开始哗然：这么高
的要求啊，都可以当外交部长啦。

“他总是要求学生把国际视野
和中国情怀结合起来，因为我们学
校会有很多学生走出国门，或跟国
外接触，郝平校长要求学生在具有
国际视野的同时，不能忘记中国人

的身份，要重视增加中国文化的修
养。”北外孔子学院工作处处长张
晓慧告诉本报记者。

“就是在他的推动和倡导下，
北外一批新的来自欧洲、亚洲和非
洲的语种专业得以建立，在中国实
现了‘开齐所有欧盟国家官方语
言’的构想。”北外欧洲语言文化学
院院长赵刚对本报记者说。

而郝平也在不断地向外推
广中国文化。2007年，郝平在北
外专门成立了孔子学院工作处，
目前，已在20多个国家建立起了
孔子学院，极大推动了中国文化
的对外交流。

“郝平做北外校长时，他常
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把‘把世界
介绍给中国’改为‘把中国介绍
给世界’。”张晓慧说。

“外国媒体对我们的误解大
于敌视。”郝平在接受《瞭望东方
周刊》采访时这样说，他接着反
问记者：“我国2000多所大学，每
年毕业生500万，但有多少人外
语出色，熟悉国际媒体规律，能
和国际媒体对话？有多少人能够
有效地应对和消除国际媒体的
一些误解或攻击，并积极和他们
对话？这种人才还是微乎其微。”

在北外，郝平也经常露出感
性的一面。这位校长有时会去学
校操场打球，当他看到操场上空
空如也，大多数学生都背着大书
包匆匆赶往课堂，“他就会很痛
心，并给我们讲锻炼身体的重要
性”，北外的学生说，学校的体育
设施也越建越好。

而一些女老师女学生则在
私下里嘀咕，“怎么看，校长都长
得像唐国强。”当然，有些人并不
清楚郝平和唐国强都是青岛人。

多年还惦念着中

学传达室的门卫
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在参加第

62届文化讲坛时，郝平上来先开了
个玩笑：“一想到参加文化讲坛我
就非常紧张，特别是面对著名的外
交家李肇星先生，我们俩同是山东
胶南的老乡，同是北京大学的校
友，同是北外的校友。”

家乡，在郝平心里，是一个
绕不过去的坎，母亲依旧住在青
岛，儿时的老师、同学、伙伴也都
在青岛，这让他长久牵挂。

郝平的一位朋友提到，郝平父
亲过世时，她恰巧在青岛，看到郝
平给父亲写了首送别诗，“他跟父
亲感情很深，听郝平自己吟诵那首
诗时非常动情，直到现在想起来我
都觉得心里难受。”

“郝平是个孝子。”他的儿时
玩伴们如此评价。父亲过世后，
母亲执意留在青岛，郝平只要有
空就抽时间回家看望母亲。

“因工作异地，事务繁忙，未能
时常回校拜望，但平日却每每念
及，树影虽长，根基难离。”2010年，
母校青岛44中建校45周年时，郝平
给母校寄来的信中这样写道。

“40周年校庆的那天早上，
郝平来到学校后，第一件事就是
跑到教室，去找那些在那儿等候
的老教师们。”青岛44中校长马
鹏业说，郝平在作为校友代表发
言时，不仅多次提到中学时给他
教诲的老师，“还在发言稿里提
到了传达室的门卫师傅。想不到
这么多年，他还一直记着。”

每次回家，郝平都会去看望
高中班主任宋伟。宋伟说，60岁
生日时，郝平组织班里的学生都
来看她，30多年后师生团聚的感
人场面，让她一直难忘。

“当选背后是强

大祖国”
2009年，上任教育部副部长

后，郝平给人的印象依旧没有
变，他的“国际视野 中国情怀”
也没变。“他是一位稳重、从容型
的官员。”

2010年3月，在参加全国两
会时，政协委员郝平曾跟记者阐
述他“让中国教育走出去，引进
来”的理念。

“郝平的外语水平和他的专
业知识、学术背景都很好，同时
也富有国际交往的经验。”牛大
勇告诉记者，极好的外语水平和
外事经验让郝平“走出去”并无
障碍，而他又非常注重和珍爱中
国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汉语
言文化博大精深，千百年来流传
下来的优秀诗词歌赋浓缩了汉
语韵律、词章之美，寄寓着中华
民族传统的价值追求和审美理
想，闪烁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
主义光辉……”2009年，在参加

“中华诵·2009经典诵读进校园”
晚会时，郝平把一次例行公事的
开场白讲得意味深长。

“这可能与他毕业于北大历史
系，同时又是山东人，受孔孟文化
影响深有关系。”郝平的朋友说。

而在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大会主席后，郝平在发言中向
全世界宣讲了中国的“和”：“我
是临危受命，现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也走到了十字路口，处于改
革的关键时期，我们提倡团结，
中国讲‘和’、和谐，同时讲孔子
的大同世界。就是希望我们195
个成员国家，能够携起手来。”

朋友们纷纷给当选的郝平发
短信祝贺，如同他当选时接受采访
说“我当选背后是强大祖国”一样，
在给朋友的私人回信中，郝平举重
若轻：“谢谢你，是祖国的荣耀和强
大。一定为祖国争光。”

“我们提倡团结，中国讲‘和’，同时讲孔子的大同世界。”11月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一届大会主席郝平在当选后发表演
说，他期待用中国智慧推进教科文组织的改革。

这是该组织历史上第一次有中国人获选大会主席，很多人为郝平感到骄傲，而远在巴黎的他冷静地说：“我当选背后有有强大
的祖国。”

极好的外语水平和外事经验让郝平“走出去”并无障碍，而他又非常珍爱中国传统文化，常说，要把中国介绍给世界。。
这也难怪，生在青岛的郝平深受孔孟文化浸染，愿意从传统中体悟治学、修身之道，对故乡也一直深深眷恋，“每每念念及，树

影虽长，根基难离。”

本报记者 陈玮 李珍梅 赵兵 特约记者 张红光 发自北京、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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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郝平当选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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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平回母校看望自己的老师。 青岛44中供图

郝平，1959年9月生，山
东青岛人，先后毕业于北京
大学历史系、美国夏威夷大
学历史系，曾任北京大学副
校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2009年起任中国教育部副部
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国委员会主任、教科文组
织执行局委员。2013年11月5

日，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大会主席。

人物简介>>


	A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