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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人生的冰河  

去年秋天，看着景物逐渐萧条，特别去买了两盆长青树，

放在窗前。（穆德平摄影） 

“能不能让这两棵树，就在盆子里生长？”我问花匠。 

“可以！但是冬天一定要在地上挖个洞，把树连盆一起放下

去，春天再挖出来。” 

我没有照他说的做，觉得太没道理了。心想：“我只要按

时浇水，又有什么问题？” 

只是，冬天没过完，我的树已经被冰雪冻死。 

想了许久，我终于了解—— 

长在北国的树木，之所以能熬过冬寒，不单因为冬天还有

微微的阳光，更由于大地可以供给它们不断的暖意。 

花匠教我把花盆种下去，就是为了接受“大地暖意”。 

北极虽冷，但在冰山下的水里，鱼儿照样悠游。南极虽冷，

但大地的深处，仍然有火山的熔岩滚动。 

我们总以为世界的温暖全来自阳光，实际脚下的大地，更

有着令人惊讶的热力。 

我们常以为外来的帮助最重要，实际发自内心深处的力量，

才是使我们熬过冰雪，获得重生的力量。 

天没暖，大地先暖，所以有许多花，能钻出冰雪绽放。 

人情不暖，内心先暖，所以我们能在乱世，做一剂清流。 

                                          

 ——刘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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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战访问北京大学获授名誉教授称号 

2月 19日上午，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董事长连战访问

北京大学，获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夫人连方瑀，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林丰正，

台湾经济研究院董事长、前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立中等陪

同来访。 

这是暌违 9年后，连战再次访问“母校”北大。2005年 4月 29 日，时任国

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北大并发表演讲。对这所其母赵兰坤女士上世纪 30年代曾就

读的名校，连战亲切地称为“‘母校’，母亲的学校”，到访北大倍感“荣幸、

亲切、温馨”。 

此次连战再次来到北大校园，觉得“有回家的感觉”，燕园的山水与自己有

着一番扯不断的情意。 

 

  

党委书记朱善璐与连战先生亲切交谈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首先在临湖轩会见了连战一行。朱善璐在南京市、

江苏省工作期间，曾多次与连战会面，此次老朋友又一次相见，双方都深感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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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朱善璐说，2005 年连战主席来北大访问，一场题为“为民族立生命，为

万世开太平”的演讲感动了北大学子。连战主席一直以来非常关心北大的发展和

建设，多次接待赴台交流的北大师生，与北大结下了深厚的情谊。2 月 1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连战先生一行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

因，两岸关系存在的很多问题一时不易解决，但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有着共同的

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连结、共同的愿景，这是推动相互理解、携手同心、

一起前进的重要力量，并登高望远，提出四点重要主张。连战先生也强调“要共

同珍惜、齐心巩固、合力深化，让两岸关系稳固前进，愈走愈远、愈走愈高”。

朱善璐表示，这必将对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进两岸民众福祉、共圆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起到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朱善璐指出，连战先生学识

广博、学养深厚，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崇高的事业追求，特别是为推动两岸和

平发展的民族大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授予其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既是对其

卓越成就的肯定，也是我们的光荣。朱善璐还介绍了“北大 2048”远景规划，

以及在2018年北大建校 120周年前后，实现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奋斗目标。

朱善璐诚挚邀请连战先生出席 2018年北京大学 120周年校庆活动并表示，作为

国内外知名的学术殿堂、文化重镇和人才培养高地，北大是国家的、人民的，也

是属于包括两岸在内的这个民族大家庭的。当前，北大正处在自身发展的关键阶

段，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牢牢抓住重大历史机遇，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加

快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步伐，全面提升中国在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中的地位，

传承中华民族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为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与教育合作、促进祖国

和平统一、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他希望连战先生能常回

母校看看，在母校开展学术和讲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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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王恩哥向连战先生颁发证书，授予其名誉教授称号 

随后，在英杰交流中心举行了连战先生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授予仪式。北大校

长王恩哥为连战颁授名誉教授证书，并在致辞中表示：连战先生是台湾杰出的政

治家，也是一位在政治学领域获得杰出成就的学者，近年来为促进两岸合作交流、

造福两岸同胞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授予连战先生北大名誉教授称号，既是对先生

学术和社会活动成就的肯定，同时也必将有助于促进北大与台湾的文化、教育、

学术交流。面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机遇，北大将以自身的学术优势和影响，

在两岸教育、学术和文化交流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积极促进两岸同胞增进两

岸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增强民族自豪感，增进振兴中华的共同信念。北京大学一

直以来十分重视海峡两岸的教育、学术交流与合作。截至目前，北大已与台湾大

学、中研院等 17所台湾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建立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交流合作关系。北京大学还是最早面向台湾地区招生的大陆高校之一，早在 1979

年，北大就开始招收台湾学生。目前，共有 468名台湾学生在北大攻读学位，每

年还有近百名台湾交换生在北大交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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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战先生致辞 

连战表示，虽然 2005年北大就决定授予其名誉教授称号，但由于庶务太多，

拖延至今，能够重回“母校”接受称号，对他来说是最珍贵的荣誉。“今天我能

够由校长亲自颁赠证书，对我来说不仅是崇高的时刻也是最珍贵的荣誉。” 他

说，“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们有共同文化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我们在族

群上有共同意识，在主体上有共同认同。”他强调，今天世界千变万化，充满挑

战，中华文化如何在新的未来更为精彩，知识分子肩负特别的责任。因为知识分

子是文化的承载传播者，大家要一起奋斗。连战表示，自己虽已离开教职多年，

但一定会秉承理念，在促进两岸交流上尽一份微薄的力量。今后会有较多的时间

与北大师生相互切磋，共同为民族、为未来努力。仪式由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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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战先生与北大师生座谈 

授予仪式结束后，连战先生与来自两岸的北大师生进行了座谈。学生们就关

心的在台陆生待遇、两岸学生交流、学生社会服务以及文化创意发展等话题与连

战进行了探讨。座谈中，连战夫妇还“解密”了儿女名字的由来。连方瑀女士说，

连战的母亲原本想将连战的弟弟取名叫“连胜”，但因未再得子，才将“胜”字

用在孙辈的名字上。至于长女叫“惠心”，则因连战的母亲认为自己一直未生下

女儿，而连战生下了女儿是上天的“恩惠”，于是就将长女的名字加上“心”字，

取名为“惠心”。 

座谈会最后，连战一行与北大师生合影留念。  

名誉教授是高校授予著名专家学者的荣誉性学术称号，北京大学自 1977年

以来曾先后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日本早稻田大学校长白井克彦、著

名作家金庸、土库曼斯坦总统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等人士名誉教授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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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陆军参谋长雷蒙德•奥迪尔诺上将来访北大 

2月 21日下午，美国陆军参谋长雷蒙德•奥迪尔诺（Raymond Odierno）上将

来访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等在临湖轩中厅

会见了来宾一行。王恩哥校长对奥迪尔诺上将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向其简要

介绍了北京大学与美国高校的交流情况。奥迪尔诺上将对王校长的热情接待表示

感谢，并希望以此次来访为基础，与北京大学建立更多联系。 

 

 

  

王恩哥校长与奥迪尔诺上将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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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迪尔诺上将与国际关系学院师生代表举行座谈会 

会谈结束后，奥迪尔诺上将在临湖轩西厅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师生代

表举行座谈。贾庆国主持座谈会，他首先对上将的个人经历作了简要介绍。奥迪

尔诺上将也与师生分享了自己在美军中的主要职责以及职业经历，并表示非常高

兴有机会与北大师生交流观点、增进了解。在随后的提问环节中，师生代表与奥

迪尔诺上将就国际环境、军事原则、中美关系和局部热点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

讨。奥迪尔诺上将强调，未来军队的职责应沟通各方，军事领域的交流将是增进

中美交流的重要方面之一，因此中美更应该积极对话，建立信任，这对于整个世

界都有着深远的意义。（文/张伊妍） 

背景链接：雷蒙德•奥迪尔诺上将，1954年出生，毕业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后即前往

欧洲陆军和驻德国的美国第七军服役，先后在第 41和 56野战炮兵旅担任初级指挥官，完成

炮兵军官高级课程后调往位于布拉格堡的第 18空降军，作为营长参加了沙漠风暴行动。曾

经担任过第一装甲师副师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助理，前国务卿赖斯的军事顾问，2008

年 9月接替彼得雷乌斯上将出任驻伊美军司令，2010年 9月回国担任联合部队司令部司令，

2011年 5月被提名出任陆军参谋长，接替被提名出任参联会主席的马丁•登普西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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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学院校长来访北大 

2月 21日上午，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校长迈克尔·阿

瑟（Michael Arthur）教授访问北大，北大校长王恩哥在临湖轩会见了来宾。 

 

 王恩哥与阿瑟座谈 

阿瑟教授于 2013 年 9月担任伦敦大学学院校长，这也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访

问中国。王恩哥对阿瑟校长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表示北京大学非常希望进

一步拓展与伦敦大学学院的合作关系。王恩哥说，伦敦大学学院在医学、生命科

学领域有着强大的科研实力，而北京大学也在积极推动北大医学城项目，希望双

方以此为突破口，加强在生命科学、人口健康、生物工程、脑科学等方面的科研

合作与人员互访。 

阿瑟表示，伦敦大学学院非常重视与中国高校的交流，希望与北京大学等中

国知名高校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伦敦大学学院十个学部中有四个和医学有关，

每年全校科研经费中有 60%都投入到医学研究相关领域。阿瑟非常赞成以医学城

项目为切入点与北大建立全面合作关系。同时，伦敦大学学院也希望与北大在学

生交流、英文硕士项目等方面探讨进一步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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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宪法法院向法律图书馆捐赠图书文献 

新年伊始，法学院图书馆收到来自韩国宪法法院（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Korea）捐赠的图书，共计 30种，160余册。该批赠书弥补了我院图书馆韩

文藏书空缺，丰富了多语种的馆藏法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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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宪法法院于 1988年依据韩国宪法设立，是韩国的独立司法裁判机构，

主要职责是通过建立特别的宪法裁决程序对有关宪法的问题进行裁决，以保护宪

法和保障国民的基本权利。 

    该批赠书将为法学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提供更多便利的条件，从而进一

步推动中韩之间学术研究成果的交流和法学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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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律师学院院长杰拉尔德尼古拉先生访问法学院 

2月 26日，巴黎律师学院院长、巴黎律师公会前会长杰拉尔德•尼古拉

（Gerald Nicolay）到访法学院。院长张守文、党委副书记杨晓雷、对外事务办

公室主任李媛媛热情接待了来访客人。 

 

     张守文院长代表法学院对尼古拉先生一行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尼古拉先

生是巴黎律师公会前任会长，现任巴黎律师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法学院与巴黎律

师学院在双方国家的法学教育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尼古拉先生对北大法学院的

发展给予了很高评价，并表示希望借中法建交 50年之际加强与北大法学院的合

作。 

此次会谈主要就人才培养和学生交换等合作事宜进行了讨论。巴黎律师学院

每年派若干法国律师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学习，并组织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优秀学生

到巴黎一大、巴黎二大交流学习。双方将于今年五月份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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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扇门，你曾经推开过么？ 

 

          这条路上，你牵过 TA 的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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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儿酝酿嫩芽，有空回来看看吧！ 

 

 
石舫不大，但是留在上面的记忆是不是灰常灰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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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阳光下，这里不是画，胜似画。 

 
     暮色下，氤氲的湿气中，这湖有别样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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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石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我与万科（2000~2013） 

【丛书】: 道路与梦想 

【内容简介】 

《大道当然》，这既是王石和万科的目标，也是他们的担当。在一个尚待成熟的行业中，选

择规范是要付出代价的。 

一直以来，王石引领的万科把对经济规律的遵从，对人文精神的弘扬，作为万科建立并巩固

市场化的核心竞争优势和实现持续发展的根本。 

万科能否继续乘风破浪，扬帆沧海？万科能否完成新阶段的变革，打造竞争优势，保持高速

成长的同时，担当起时代的责任？ 

【作者简介】  

王石，1951年出生，当过兵、工人、工程技术员、外贸翻译。大学本科学历。 

1983年闯荡深圳，1984年创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任总经理；1988年公司改组，

更名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年辞去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局

主席。业余爱好极限运动、探险旅行及摄影。2003年5月22日成功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

朗玛峰；著作包括：《让灵魂跟上脚步》、《灵魂的台阶》、《徘徊的灵魂》、《生命高处》、

《走在路上》、《第八峰》（摄影集）等书。 

http://book.douban.com/search/��
http://book.douban.com/series/21522
http://img3.douban.com/lpic/s2721111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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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猫乐团•千与千寻 经典动漫原声视听大型交响音乐会 

时间：2014年4月6日（周日）晚7：00 

票价：40、60、80、100、180、280元 

主办：北京大学会议中心 

承办：北京天利时代国际演出策划有限公司 

 

“2014指弹中国风” 走音&陈亮 北大演奏会 

主   办：指弹中国 

协   办：北京大学会议中心 

时   间：2014年4月11日晚7：00 

地   点：讲堂多功能厅 

票   价：50、60元（1.2米以下儿童谢绝入场） 

 

甲午未名之春古琴音乐会 暨张子盛古琴中心十五周年庆典 

主    办：张子盛古琴中心 

协    办：北京大学会议中心 

演    出：张子盛 魏胜宝 贺小帅 罗苏理 谢迎春 刘锐 等 

倾情助演：华夏正声编钟乐团 

时    间：2014年4月13日（周日）晚7:00 

票   价：20、40、60、80、100、150元 



 

关于开辟新栏目“110 周年院庆系列活动报道”的预告 

亲爱的校友： 

   您好！ 

   今年是法学院建院 110 周年。为了庆祝学院诞辰，也为了让

广大校友们更好地了解学院的新发展，同时也希望借此机会加深

与老校友的沟通交流，校友会决定在《校友双周刊》中增加一个

新的栏目——110 周年院庆系列活动报道。 

     新栏目主要内容有： 

     1.对学院各个科系学术活动、庆祝活动的跟踪报道； 

     2.采访老校友、老教师，和大家一起回忆当年。 

     新栏目将在下一期，即第 38 刊开启，并于院庆结束时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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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海 拾 贝 

——校友征文启事 

也许，你也曾坐在教室的窗前，凝视着四季变化多姿的燕园发呆；也许，你也曾趁

着初夏的清爽晨读未名湖畔，为自己享有这一方净土而怡然自得；也许，你也曾和拥有

同样稚气而潇洒笑容的同学，驻足图书馆前拍照留念；也许，你还用过更多更充满自信

的方式，记录着你在北大的饱满青春。 

时隔多年，当你再次翻出以前那泛黄的照片，当你再次提笔书写那乐趣无穷的校园

故事，捧在你手里的、落在你笔下的将不仅仅只是一张影像、一段文字，而是一只承载

着所有与你有关、与他/她有关、与北大有关的美丽贝壳。这贝壳舀起的那一汪清澈的

海水，就是对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最好的见证。 

收集你的回忆，纪念彼此的青春。校友会在此隆重启动老照片、老故事的征集活动，

并将在以后的校友录期刊中开辟“怀旧情怀”的栏目，将各位校友邮寄来的照片、投寄

来的稿件刊登出来，让我们一起分享那些铭刻于心的峥嵘岁月。 

具体活动办法： 

1、老照片征集 

①照片内容： 

既可以是集体照片，也可以是几个好友的合影； 

既可以是正式活动的照片，也可以是休闲娱乐时的随拍。 

②投寄方式 

照片为电子版的，请将其发送至我们的联系邮箱； 

照片为没有电子版的老照片的，请将该照片邮寄至法学院校友会，我们将负责将其

扫描为电子版，并会及时、完好地将原照片邮还给您。 

③注意事项： 

请在电子邮件或者普通邮件中写明照片中的人物、事件以及大致时间和地点。 

2、文章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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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内容、体裁、字数不限，既可以回忆大学时光，表达自己的感受，抑或讲述奇

闻趣事，也可以记叙自己人生经历，回望过去，展望未来。 

3、联系方式 

①邮寄地址：北京大学法学院校友办公室李媛媛  100871  

②电子邮箱：pkulaw@pku.edu.cn 

如对本次征文活动的相关事宜有任何疑问，请于工作时间电话联系 010-62755209，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pkulaw@pku.edu.cn。我们期待您的积极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