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j巷鋒

﹒ 園藝系畢業( 1958 畢 )

﹒ 香港科技大學

榮 休教授、生物系兼任教授

﹒ 美國馬里蘭大學

榮 休教授

固堅單間
﹒ 1968 力口拿大多倫多大學博士學位

1981-1999 晉升為正教授並兼代京主任、副
院長、創辦農業生勞工程中也主任、副校長

﹒ 1991 應聘為香港科技大學任首府副校長

•

2001 退休並被聘任系，榮休教技和兼任教投
孔教授從事植妙方子生妙學以及主妙工程

方面的研究逾廿年，出中其文學品r-于參考書籍+
餘舟，故多次獲學 5;1\T 論文嬰及文藝嬰，又時常

應邀出府國際會議，被列入十八種國際和美國

簡直選飽飽

名人蹄 。

問: 您在進入母校之前的求學過程很曲

海，以學徒為生。十三蔚離開父母，隨

折，也很感人，請您敘述供我們的

同年長的同學和師長逃到安徽蕪湖，成

年輕人勵志參考 。

了“流亡學生"

。在那半年多的“流亡

答: 是的，我在未讀大學之前，由於戰

學生"蔚月中，溫飽問題都無法解決，

亂連年，未得受過完整的正規教育，斷

哪有上課的機會。

斷續續的連私塾加小學

共讀了大約二
九五 0 年偷渡到香港，那年我才

年左右，其餘的知識全靠在逃難和做工
謀生之外自修而獲。我出生在抗日戰爭

十五繭，初到香港時，人生地不熟又身

的前兩年〈一九三五>

'又生長在整個

無分文，睡過馬路，後來到香港紗廠做

抗戰八年和整個內戰的期間，更不幸的

小工。在紗廠做工人的四年蔚月裡，省

是我出生在烽火連年的地區 一一 山東省

吃儉用，在工作之餘去一私人補習班上

南部的臨 j斤地區。魯南地區，是在抗戰

課，憑著自己百折不撓的毅力和努力，

初期的台兒莊大戰，末日內戰末期的徐蚱

有幸能在

會戰時兵力聚集之地，也就成了兵家必

九五四年考取台中農學院

〈中興大學前身>

'並在九月底離港赴

爭之地。我的家鄉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

台升學。在香港紗廠做小工的日子裡，

四九年，可以說是連年烽火，民不聊

深受失學之苦，因而分秒必爭的把握時

生。因此，我的童年，從兩蔚到十四

間，時時刻刻的在自學、苦學的充實自

繭，都是在戰亂中逃難渡過，明仰里有讀

己，在自我鼓勵和自我鞭策 τ ，

書的機會。從年齡上而言，我是十蔚那

步的向前邁進。總算老天不負苦心人，

年〈一九四五>

'跟父兄離開家鄉，逃

難到蘇北的宿遷縣，同年又遠逃至上

分努力就有

步

分收穫。我之能夠有今

天，靠的不是別人而是我自己，是那份
不折不扣的“努力"和“自信"

，我這

一番努力奮門的經過，在十年前寫成一
本書，書名為“背水一戰"
京三聯書店出版>

<香港、北

'頗受青年們的歡

迎，也頗能為勵志增添一份力量，這是

我未曾預料的一份收獲，以前，總以為

出身微賤，不足掛齒，所以從未提及。
我用“背水一戰"作為自傳書名，是經
過深思熟慮的。在我這一生的奮鬥中，
幾經波折，每次能夠起死回生，都是用
“背水

戰"的精神去克服的:在台灣

讀大學靠的是“背水一戰"的精神，因

為沒有選擇的餘地;在加拿大多倫多大
學讀博士學位，靠的也是“背水

戰"

的精神，否則就無顏見“江東父老"
到馬里蘭大學執教，又何嘗不是靠著
“背水一戰"的精神呢，那時候失去這

“一村"

了;

，就很難再找到另“一店"

九九

年應聘去香港創辦香港科

技大學，靠的也是這股“背水

戰"的

精神。
我的人生經歷很曲折，也可以說是

﹒(全家攝於曲車孔林)

很豐富:我睡過馬路，也睡過總統套

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

房;做過乞丐，也吃過國賓大寶;當過

醋、茶"

紗廠小工，也任過中、外大學校長;沒

農產品則由於人口的增多、生活習慣的

有中、小學學歷，也有博士學位。而

改變、可耕地的減少，總有

且，我足跡走遍亞、美、歐、澳各大

供不應求，

)V啊，以及海峽兩岸三地。由於我在大陸

的問題，待事到臨頭，再去迎頭趕上，

住過十七年、香港十七年、台灣九年、

就已經太晚了。問題的癥結是:上述的

加拿大八年、美國二十年、英國

問題大家不是不知道，但是知道並非意

年，

，除了鹽之外，都是農產品。

天會變得

“吃"會變成人人天天擔心

所以我的視野很廣、經驗很多，對每件

昧著實踐。從古到今，從中到外，口口

事務的看法，總是加上另類的角度，像

聲聲講農業重要的人多，而切切實實重

是多了一隻眼睛，第三隻眼睛。

視農業重要的人少。為政者如旱，為民
者亦復如是。世界上，尤其是亞洲的農

中興大學，給

民，眾多而純樸，辛苦而貧窮，農業更

了我四年完整的教育，也讓我擁有了有

我感謝我的母校

是人力密集而保守，地力老而衰退。故

生以來第一張畢業證書，這是我在人生

而，歷來為農民不平而革命的人有，為

戰揚上，能有今天的一個主要原因。沒

農民筠苦而獻身的人少。我

有母校這

盡

階段的教育，我就沒有參與

人生競賽的跑道。趁此榮獲母校授與

直希望能

己之力，為農民和農業請命。農民

不能安居樂業，則一定導致社會混亂，

“傑出校友"的機會，我懷著感恩的

農業不能與時並進，則立國基本必會受

心，特別在感恩節期間，回來謝謝母校

到戚脅，因為環顧世界各國，沒有一個

賜給我的良機。

強盛的國家，農民是不富裕的、農業是
不發達的;也沒有

個農民富裕和農業

問: 您大力推動生物工程的發展和農業

發達的國家，是不壯大的。所以，我們

現代化，是甚麼原因讓您這麼投

大家不要忘了“民以食為天"和“國以

入?

農為本"。

答: 別忘了，我出生在山東的農村，是

生長在農村的孩子，比較能夠深知農村

問: 一九九七年，母校第一次以選舉方

的疾苦，更別忘了，我學的是 園藝 ，是

式普選第九任校長，經過一系列競

習農出身，比較起來，更知道農業的保

選程序後，您在七位候選人中得最

守，單從這兩點上來說，您就可以看得

高票當選，復經教育部選聘一人為

出來，為甚麼我會對推動農業現代化如

校長，結果您又是首選，教育部敦

此投入。從目前科技的進展來說，可以

促您回國就任校長，您怎麼沒有到

促進農業現代化的科技，要首推生物工

任呢?

程了，這就是我一直大力推動農業生物

答:

工程的潛因。

問題"使我沒有到任。當時這件事引起

直截了當的答案是:

“雙重國籍的

了台灣教育當局和學界的共同關注，並

從更深

層的角度來說，我對“民

謀求解決之道。多年來幾經多方努力，

以食為天"和“國以農為本"的體會，

現在“雙重國籍"已經不是問題了。我

比生長在城市和不曾習農的諸君為深。

當時對放棄美國國籍的後遺症的了解不

夠，我平時風聞到的和最終從律師那裡

術行政工作 ， 最重要的條件之

得到的實際情況，有著很大的差異，而

能在學術上站得住腳。

，就是

且比事前想的嚴重得多，將使我在母校

校長任滿退休後無法承受。

由於我少年失學，得到博士學位

時，已經三十三繭，又做了六年的博士
謝謝您提出這個問題，給了我

個

後，所以當我在一九七四年獲任馬里蘭

機會，向母校的師生說聲由衷的感謝，

大學助理教授職位時，己年近四十。不

謝謝大家對我的鼓勵和支持，同時也致

過，我在工作上及時追補以前失去的攝

以深深的歉意，沒能夠應母校之召喚回

月，因而在事業的進展速度上不慢，兩

校服務。有機會回母校擔任校長，是任

年多後，就晉升為副教授，再四年後又

何一位校友最大的榮幸。九年過去了，

晉升為正教授。接著就在

九八二年，

我仍然有著揮之不去的遺憾。但是我對

當選為系主任，兩年後升為文理學院學

當年那批邀請並支持我的年輕有為、敬

術副院長。一九八七年受命創建一個專

業有成的朋友們，仍心存感激、仍心存

為生物工程而設置的新興校區，並主持

敬意、仍心存歉意。像他們那樣力求改

建立農業生物工程中心，兼任該中心主

革、愛校如家和捨己為群的精神，在兩

任，

岸三地、美國或加拿大我所熟悉的校園

的代理學術副校長。二十年後的今天，

九八九年，又受聘為這所新校區

中，實不多見。中興大學就是因為有了

上述的中心和新校區，已在馬里蘭大學

他們這批傑出人才，才有今天蒸蒸日上

的系統中，佔有顯著的重要地位，我為

的氣勢，才有不可限量的前景。

之驕傲。馬里蘭大學並禮聘我為終身榮
休教授。

問: 學長的學術貢獻很大，著述甚多，
曾在“科學"和“自然"雜誌上發

一九九

年，前往香港參與創建香

表論文多篇，後來從事學校行政管

港科技大學工作，當年開學招收新生七

理工作，而且很快的就擔任要職 。

百人，灰年我被升任學術副校長，在任

在美國是不是也會“學而優則

七年。一九九八至二 00 一年任生物系

仕"

教授，退休後〈二 00 -) 被禮聘為香

?能不能簡述一下其中的過

程?

港科技大學終身榮休教授並受聘為理學

答: 是，至少在我個人的經驗上是如此

院兼任教授至今。

的。我發表的學術論文有一百二十多
篇，編著的英文專業參考書籍十四種，

如眾所週知，香港科技大學在創校

出版的中文著作近十冊，加上發表在報

僅僅十年之後，就振翅盲飛，成為世界

刊、雜誌上的文章數十篇，著述算是豐

級的一流大學。今年英國泰暗士報所列

富。後來在馬里蘭大學的系、院和校級

全球一百間大學的排名中，香港科大名

擔任行政管理工作，是和我的學術地位

列第五十八，其他擠進“泰暗士百大"

有著密切的關 係 ，這也許就是世 人 所謂

的亞洲大學也不過十所，香港科大的成

的

就令人振奮，令我自豪。

“ 學而 優 則仕 "

吧!在 校園 裡 擔 任學

ìi1

(探訪者戴子 仙 校友， 加 拿大安省 中 興大學校友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