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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慕尼黑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孟立秋教授

 人才管理也是孟教授非常关注
的方面，这和她担任慕尼黑工大副校
长、中国同济大学及芬兰阿尔托大学
校董的经历有关，从哪里获得人才？
如何培养人才？人才的出路在哪？除
了自己的专业研究，孟教授也注视着
教育界和科技界的人才走势，分析美
国、欧洲和中国不同的人才策略，及
取得的不同效果。

各地的相同点在于都希望获得人
才，不同的地方则是与人才相处的方
式。通常来说，考察一个人是否是人
才，除了看他在学术文章表现出的水
平外，还要近距离的观察，看他如何
与周围人相处，他遇事的态度及处理
方式等，这样才能做出全方位的判断。
当认准人才后，则要花费巨大的代价
去争取。

人才之所以为人才，肯定是有
过人的地方。他们往往不太在乎所谓
的硬件条件，或是上司领导是什么级
别，而是在乎工作环境是否有吸引他
的人，共事的同事是否有共同的理念

和追求。
再比如，吸引来的人才只工作半

年的时间，因种种原因又选择离开，
这时我们的态度又应该如何？是将失
望情绪显露无疑，还是欢送？孟教授
说，当然要欢送，并且依然保持联系。
相信真正的人才都会有感恩意识，未
来只要有机会，人才依旧会在新的平
台上，认真回报他在过去获得的温暖。

除了教育和科技人才，培养管理
人才也是一门学问。以慕尼黑工大为
例，能留校成为管理人员的通常是各
系最优秀的毕业生，他们因为在校的
优异表现，工作中在与教授们打起交
道来，会顺畅许多。

同时，优秀的管理人才必须在科
研、教学和交流部门轮岗，只有适应
了不同角色，他们才能适应更进一步
的工作。

孟教授介绍道，慕尼黑工大校
办的管理人员有时会被派到巴伐利亚
州的政府里，在教育或者财政部门进
行轮岗；或者是在联邦层面的洪堡基

金会、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联邦教
育部里工作一段时间；甚至还有机会
到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进行深造。这
样学校在与各方打交道时，可以做到
知己知彼，更加顺畅地对接工作。同
时，当慕工大的工作人员或是毕业生，
在各个重要的部门都有足够能见度的
话，学校也就拥有了更多的信息优势。

她还提及了建立校友通讯录为校
友提供再培训可能性。德国大学之所
以欠缺欢送文化，是因为它没有校友
传统，不像北美那样需要依赖校友捐
赠。慕工大的欢送文化虽然无法与英
美体系相比，但在德语区已经走在了
前面。

孟教授介绍道，慕工大有比较详
细的校友通讯录数据库，其重点并不
是为了从校友处拉赞助，而是为了在
未来为他们提供再培训的机会，让校
友感到曾经属于这个学校，将来也还
可以从学校获得更多的资源。校友能
够持续感受到学校提供的服务，他们
才会更加认同这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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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时报记者陈磊报道

坚守情怀 追求卓越

当记者走进孟立秋教授的办公
室，一幅醒目的《沁园春 • 长沙》书
法作品映入眼帘。孟教授十分钟爱这
幅作品，是因为诗作的开篇涵盖了她
的名字：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
洲头。

几周前，孟教授刚刚接受了一个
微信团队的采访，话题涉及德国教授
之路、德国高校之谜、华人女性的别
样人生等。而为了此次欧时的专访更
具新闻性，孟教授准备了全新的内容。
她从自身的专业谈起，为读者集中分
享了她在人才管理、智库活动和科学
院的工作等方面的见地。

一个半小时的交谈，也令记者领
略到一位杰出华人女性坚守情怀、追
求卓越的风采。

孟教授学地图学出身，从上大学
至今 30 多年，她从未离开过自己的
本行，而她的研究方向也覆盖了地图
学的所有方面，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
研究。

她说：“地图学是一门古老而常
新的学科。古老在于，任何新出土的
古地图，都有可能改写该学科历史的
第一章；常新则体现在，每天开发的
新地图又不断刷新着该学科的最后一
章。从这样的一个大时空跨度来看这
门学科，文化遗产不断给我们新的启
发，同时我们又锦上添花，增加时代
的色彩，这是很让人兴奋的事情。”

地图学从过去的无所不能，到今

天的无所不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
一部分。我们有时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是因为它随时随地都服务着我们。它
从过去大地测量的一个分支，发展为
现代数字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特别是
对未来的无人驾驶，会起到举足轻重
的作用。

孟教授介绍道，她的许多优秀毕
业生都被汽车企业挖走，参与导航工
作。未来的汽车将与周围的行驶环境
保持连通，并实现同步显示。只有实
现同步显示，无人汽车才能做出快速
反应。

某种程度上说，地图将成为地球
的“数字孪生体”，这个孪生体会及
时地、同步地反映地球表面发生的一
切。地图学家将会和计算机学家和软
件学家紧密合作，这也体现了大数据
时代新的特征。

她进一步表示，地图具备用空间
表达事物、以及事物之间关系的能力，
这种思维的能力也可以借用到其他领
域。很多企业都十分看重设计思维，
就是用地图的表达方式将企业的人事
安排、组织机构等进行梳理。它的表
现形式不是平面的，而是二维、甚至
是三维的，可以让公司每一名员工一
目了然理解自己的位置。懂得地图表
达的人，会拥有更强的战略思维。自
己能走上管理岗位的原因，可能也是
深受专业的影响，不在小节上多计较，
而是在大盘子里看事情。

古老而常新的地图学

吸引人才 尊重人才
孟立秋教授，江苏常熟人。她于 1988 年作为国家

公派留学生赴德留学，于 1993 年获得汉诺威大学工程
博士学位。1998 年，她成为瑞典皇家工学院教授，同
年获聘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地图学终身教授。2006 年至
2014 年孟立秋教授先后担任慕尼黑工大土木学院常务副
院长和常务副校长，主管国际关系和校友联盟，是首位
跻身德国高校最高管理层的华人。2011 年和 2013 年她
先后当选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巴伐利亚州科学院院士。

谈管理

谈专业

孟立秋教授坦言，与欧美体系相
比，在德国智库中的华裔实在太少了，
而这些机构，往往能够起到影响德国
国家教育和科技政策的重要作用。

自 2013 年起，孟教授成为洪堡
基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该基金
会的使命，就是物色全球最优秀的人
才。而在与洪堡学者们的交流中，她
也不断地思考和学习。

基金会的一次论坛主题为：如何
定义博士后，他们到底是不伦不类，
还是未来顶尖人才最重要的储备？

孟教授介绍道，美国大约有 12
万名博士后，他们在学术上最多产，
但命运也最为坎坷。当这个群里完成
博士后的工作时，基本已超过 35 岁，
这时企业界不要他们，大学也不要他
们了，前途一片迷茫。这是因为当今
社会发展更新的速度太快，以软件行
业为例，许多优秀的人才，在不到 30

岁就面临被淘汰的局面。所以顶层设
计者需要思考，如何善待这个为大学
排名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

孟教授说，洪堡基金会每年有
很多类似于这样的议题讨论会，自己
既是顾问，也是学生，在讨论的过程
中，学会从更高和更全面的视角来看
问题。而讨论的结果，往往都会成为
德国政府决策的重要文本。

2009 年至 2012 年，孟立秋教授
曾担任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参议会成
员。该协会在全德设有 18 各中心，拥
有约 4 万 5 千名研究者，是德国科技
战略的重要智库。每年德国政府为该
协会拨款 40 亿欧元，用于六大领域的
研究，当时她与德国前环境部长联合
监管地球和环境领域，负责经费的合
理分配和使用。为此，她每年都要看
大量资料，关注各项目组的科研动向，
审查他们的业绩。

此外，孟教授目前还是德国航
空航天中心和德国地学中心监事会成
员，中国同济大学和芬兰阿尔托大学
校董。

她说，阿尔托大学是芬兰高等教
育改革的产物，是由三所公立大学合
并而成的一所私立基金会大学。作为
校董，也有幸成为芬兰教育改革的亲
历者，对于学校合并后出现的各种问
题十分了解，也参与到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目前，阿尔托大学已享有相当
的知名度和教学科研水平。

对孟教授而言，在科研以外的智
库活动中的经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也使她成为了一个“局内人”，对欧
美国家科教战略政策制定和高校管理
体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与此同时，
她积极地将自己的经验与国内分享，
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华裔能进入到智库
这个广阔的天地中来。

德国智库的广阔天地
谈人才

孟立秋教授。                                                             欧洲时报记者陈磊摄

谈起慕工大的中国留学生，孟教
授表示，她从来不担心这些尖子生们
的智力，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忘记过去
自己有多优秀，对新事物总是抱有好
奇心，肯观察、肯提问、不断提高适
应和学习能力。

孟教授对记者说，新一代留学
生面临新的社会环境和挑战，也总会
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瓶颈。希望华
人学子能够多多利用德国大学的导师
（Mentoring）机制，多与更有阅历和
社会经验的导师们交流。在导师们的
正确引导下，逐渐走上正轨，实现有
意识地发展和终身学习。

孟教授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培

养考试能力，而是学习能力。无论人
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教育的目
的就是让人通过不断的学习，能够自
觉地行善，这里的善是指广义的善。

每个人都追求成功，孟教授也分
享了她对成功的认识：“回顾自己从
接受中国式基础教育到成为德国大学
教授的整个历程，我人生档案里那些
碰巧的里程碑不过是些抵达和离开的
标记而已，不应误读为成功的代码。
成功不是自己说了算的，而失败也由
不得我不肯言败。如果说当年我带着
民族自尊心走上德国高校的教授岗
位，借此想证明自己的实力和获得同
行认可的话，今日的我对成功这个概

念有了不同的理解。它不再是考试获
得满分、竞技获胜、得奖、涨工资或
者升职等容易考量的个人业绩，而是
在坚守人格的前提下，通过自我调节
和不断学习来适应飞速变化着的异域
环境的能力，以及带领一个多元化群
体一道进步、造福社会的责任心。”
她寄语青年学子道，坚守意味着将持
之以恒的耐心贯穿于工作和生活的方
方面面，比如：压力再大不忘守时，
危急关头保持镇静，受轻视不失自信，
遭中伤仍能助人，等等。当正直进取、
荣辱不惊的人生态度成为一种习惯，
我们在做人和做学问的时候便不再彷
徨，无所畏忌，跌倒后仍会站起来。

成功是一份责任心
谈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