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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学子陈敏台：缘深不断 情定中国
邓璐

出生于泰国有名的海口城市北榄府，广西大学 2015 级文学院硕士生。2011
年，她嫁给了中国广西小伙子，成为了中国广西媳妇。如今，陈敏台为泰国艺人
披拉?尼迪裴善官（Mike）的中文翻译，Mike常年在中国工作，她大多数时间也都
生活在中国。

为践祖父遗愿而心往中国
陈敏台的身上有一根弦，这根弦在她还未出生时，就将她和中国连在了一

起。在她长大后，这根弦日渐牢固，将她和中国越绑越紧。
她的血液中流淌着中国的成分，她的祖父是广东省潮州人，早年为了生计而

前往泰国。这一去，便在泰国成了家，娶了一个泰国女人当妻子，后又生下了陈
敏台的父亲。几十年后的今天，仿佛是在重写祖父和祖母的故事一般，陈敏台成
为了一个中国媳妇。冥冥之中，她身上的那根弦牵引着她和中国越走越近。“我觉
得很奇妙，有那种命中注定的感觉。”祖父在泰国奋斗了大半辈子，临逝世前留下
遗愿：希望一家人当中有一个人可以代替他回到中国生活。

陈敏台的父亲也出生于泰国，虽然一直想回到中国看看，但始终没有这个机
会。他把希望寄托在了陈敏台的身上，当陈敏台还在母亲的肚子里时，他便开始
和她母亲聊回中国的这个话题。不知是否是胎教起了作用，“回到中国，实现祖父
和爸爸的愿望。”一直存于陈敏台的心中。

出于祖父对中国的牵念之前，陈敏台的家庭或多或少流传着一些和中国有关
的记忆，这些记忆也构成了她对中国最初的记忆。

自出生时起，陈敏台便接触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教育。在泰国，陈敏台的家
庭会用中国的传统方式来过春节。在除夕夜，他们会放鞭炮、祭拜祖先、一大家
子聚在一起吃年夜饭。春节期间，他们会走亲戚，收发红包。除了过中国的传统
节日之外，她还接触到了中国另一颗璀璨的文化珠宝——中医药。祖父在泰国起
先是一名中医，故而传了一些治病的法子给陈敏台的父亲。当陈敏台感冒、发
烧，或者是肠胃炎犯了时，她的父亲便会用祖父教的法子来医治她。

心往中国，这是陈敏台父亲身上和她身上所共同具备的一种情愫。这种情
愫，像一位领路人一般，让陈敏台在年幼时，便对未来有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去
中国。对中国的向往，让她在之后的岁月中，与“中国”发生了许多看似“阴差
阳错”的故事。

为回报父亲而身往中国
2009年，陈敏台为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本科大二的一名学生。这一年，她的父

亲因患肺癌去世，她的世界在顷刻间分崩离析。当时的陈敏台和众多孩子一样，
以为等到自己长大工作后，就能赚钱回报父母。而父亲的离去，让她意识到自己
再无这个机会。

从少年时期起，她便不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读高中时，唯有中文成绩最
好，总排在班级的前三名，而其它科目则出现过挂科的现象。“它让我对中文这门
课有了希望。”在家里，父亲时常用潮州话和祖母交流。但系统的接受中文学习，
陈敏台是从高中开始的。“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学好，因为其他科目
成绩不好，对中文也就没有信心。” 和众多刚开始学习中文的外国人一样，中文给
陈敏台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难。“拼音很困难，所以就拼命地去学。”高中时期，
她借宿在一个开农场的亲戚家。放学回家后，往往先要帮助亲戚做两三个小时的
农活，方才开始复习功课，每天都要学习到晚上十一二点才睡觉。

高中时期的陈敏台中文成绩不错，加之祖父的遗愿，报考大学时，家人都支
持她读中文专业。当时她的家境并不富裕，父亲一方面要考虑是否能支付得起学
费，一方面又非常想让陈敏台实现祖父的愿望，遂为她选择了泰国华侨崇圣大
学。它是一家由泰国的华侨经营的慈善机构“华侨报德善堂”创立的四年制私立
大学，是泰国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由华人捐款全资兴建、管理的大学。在父亲
看来，这样的学校是十分适合学习中文的。

然而，进入大学后，陈敏台学习中文的热情却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入
学考试时，她凭着笔试成绩被分去了最好的班级。这就意味着她不用学习初级难
度的课本，直接从高难度的课本学起。“我当时也自以为我的中文是可以的。”结
果，情况与高中时发生了强烈的反差。陈敏台发现同班同学的中文基础比她好了
太多，高中时中文成绩优异的她，到了大学却成了垫底的那个人。“我就像幼儿园
学生，他们就像初中生。”正所谓笔试成绩好，不代表口语也好。她的同学可以用
中文和老师顺利沟通，而她却不行。与此同时，她还面临着泰国老师教中文到中
国老师教中文的变化。缘起于内心的自卑，让她开始害怕跟老师当面聊天，害怕
老师看向她的眼神，也害怕跟同学沟通。学习节奏跟不上同班同学，每次成绩都
是班级倒数，中文科目也开始挂科，这些情况让陈敏台陷入了全盘否定自我的状
态。“不想再去读书，也不想上中文课了。”大一结束，她的总成绩只有1.7（满分
4.0，类似于中国大学的绩点），濒临被学校开除的境地。

在陈敏台怀疑自我的日子里，父亲一直相信并且鼓励着她：不要因为成绩不
好，而以为自己其他的事情也做不好，社会不是这样去评判一个人的。对于陈敏
台而言，2009年父亲的离去，不仅意味着家庭失去了一根顶梁柱，也意味着她的
心灵支撑坍塌了。对父亲的内疚感汹涌而来，将她淹没于无数个日夜。“我还没有
报过恩，没有赚过一分钱给他花，也没有请他吃过一次饭。”而父亲的葬礼，则像
一个分界线，让调皮、任性的陈敏台一瞬间长大了。当时，其他家人都陷入了灰
心丧气的状态。陈敏台想起了父亲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那也是父亲这辈子最后
说的一句话。2009年的2月份，父亲因病已不能发声。而在3月份陈敏台生日时，
父亲却给她打了一个电话。父亲的语气十分微弱，语速极其缓慢：宝贝，你要记
得爸爸的祝福会伴随你一辈子。这句看似简单的话，父亲却用了半个小时才说
完。“虽然爸爸去世了，但只要我能去中国，学好中文，就问心无愧。”彷如在绝
望中看到生存的希望一般，陈敏台身上的斗志被点燃了。她在泰国申请了一笔奖
学金（类似于中国的贷款），申报了去广西的钦州学院（现为北部湾大学）的交换
项目，决定动身前往中国，好好学习中文。父亲的离去，让陈敏台下定决心要踏
上中国的土地，实现祖父和父亲的心愿。也是她的这一决定，开启了她和中国更
深的缘分。

踏上中国土地突破中文瓶颈期
本科大三时，陈敏台通过泰国华侨崇圣大学的交换项目，得到了去钦州学院

交换一年的学习机会。来到中国学习，让她重拾了信心。“我带着爸爸去世的痛苦
来到中国，我以为我会生不如死，可是没有。中国让我快乐，让我的生活重新有
希望了。”

来到钦州学院后，陈敏台非常努力地学习，不再像大一大二时那样黏着朋
友。只要老师说的话她听不懂，便会去请教。如今，她回想起来，中国人的宽容
和鼓励，给了她向前走的动力和勇气。父亲去世后，她曾以为自己只剩下自我勉
励了，而中国人的包容却让她惊喜。在她的记忆中，只要对中国人说出“你好，
我是泰国人，你们可以说慢一点吗？”中国人便会热情地对她说“哇，那你中文好
好哦。”每次被中国人夸奖时，陈敏台都会很迷糊，她便不知道自己的中文到底好
在哪里，但这无疑也让她一点点的在消除内心的自卑。“我感觉我也不差哦，还可
以让自己变得更好一些。”彼时，为了让自己每天说中文，她结识了一位中国朋
友，这位朋友后来曾一度与她形影不离。这位朋友曾经去泰国交换学习了一年，
回到钦州后，她担心自己丢失了泰语，便主动联系了在钦州学院学习的泰国留学
生。让陈敏台觉得奇怪的是，朋友和她待在一起时，都是用中文进行对话。而与
其他泰国学生在一起时，朋友才会用泰语进行对话。这颇有一番逼着陈敏台说中
文的意思，“她对我真的太重要了，每次有人问我中文怎么说的这么好，我就会想
起她。”加之陈敏台是一个十分喜欢参加活动，与人沟通的人，“没办法，我只能
说中文，不说中文没人懂。”之后，陈敏台在钦州学院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两人每
天都会用中文来对话。来到钦州三个月以后，陈敏台突破了中文的瓶颈期，她不
再只是想说却不会说、害怕说。大三学期结束，她的所有成绩都在80分以上，有
些科目甚至达到了90多分。

本科大四时，陈敏台回到泰国华侨崇圣大学继续学习，她发现她不再害怕老
师的眼光了。通过在中国的一年学习，她的中文水平提升了许多，已经可以和老

师面对面沟通。伴随着自信的回归，她对父亲的内疚之感也没有大二时那么强烈
了。“我给自己订了一个目标，要以3.0的成绩毕业。”在陈敏台看来，在泰国学习
是很困难的。老师不会给出考试范围，需要学生把整本书都看完，并且猜测老师
会出什么样的题目。“就比如 《三字经》，我要站在老师面前，从头到尾把它背
完。”为了实现3.0毕业的目标，大四的陈敏台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书本上被她
作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那些书，我都留了下来作纪念。”

来到广西大学读研收获意外惊喜
本科毕业四年后，因怀念校园学习的氛围，陈敏台决定继续读研究生。因在

广西待的时间较长，她选择了广西大学，拜师于文学院李寅生教授的门下。她身
上与中国的弦，牵引着她，在失去父亲后，又与李老师结缘。“我从来不觉得他是
我的老师，我觉得他是我的第二个父亲。”

李老师的女儿出生于3月11日，陈敏台出生于3月17日。李老师因出生日期
记住了陈敏台，陈敏台则因出生日期感受到了她与李老师之间奇妙的缘分。“我跟
很多中国人都是靠缘分的，跟李老师也是这样，真的特别奇怪。”作为陈敏台的研
究生导师，李老师不仅指导着她的学习，还引导着她的生活。在得知陈敏台与她
丈夫的故事以后，李老师便一直关注着两人的家庭，“他很喜欢这样有缘分的故
事。”研究生毕业以后，陈敏台便一直在娱乐圈当翻译，经常和丈夫异地。李老师
觉得这是一个诱惑力极大的圈子，便不时发消息给陈敏台，担心她对丈夫的感情
发生了变化。“李老师一直没有变过，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每次李老师到泰国讲
学时，无论多忙，陈敏台都要和李老师小聚一下。今年春节时，李老师又到泰国
讲学，陈敏台开车跨越了三个府，行程两个小时来看自己亲爱的导师。在导师温
暖的话语中，陈敏台仿佛又回到了那令人怀念的西大读研岁月……

提及陈敏台现在的工作，就不得不提及她的研究生生涯。接触翻译类的工
作，她是从大三下学期中文好转时就开始。她会自己上网查询信息，做一些与翻
译有关的兼职。而接触娱乐圈，则是在广西大学读研期间开始的。当时春节假
期，陈敏台的朋友都回家了，往日热闹的生活突然变得安静下来，她感受到一丝
不适应。一日，她在中泰群中看到一则信息：剧组拍摄，泰国艺人需要一名随身
翻译。她在决定尝试一番后，便孤身一人从广西飞到了三亚的剧组，跟着这名艺
人工作了12天。“我就是很大胆，只要确定了要去做，就不会害怕。”这名艺人就
是Mike,他和陈敏台十分投缘，便保持着联系。毕业后，陈敏台便直接跟着Mike工
作了。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翻译，她自己也更为喜欢当娱乐圈的翻译，“每一天面对
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不仅要当好翻译，还要学会随机应变。”在中国的演艺
圈里，陈敏台有幸结识了成龙、范冰冰这样的国际巨星，汉语的水平更是突飞猛
进。

在广西大学读研期间，每当中国东盟博览会召开时，陈敏台都去南宁会展中
心当翻译。由于她是泰国人，又是中国媳妇，所以无论是泰国商家，还是中国老
板，大家都相信她、喜欢她。由此陈敏台也结交了许多新的中泰两国的朋友，她
在中国的人脉也不断的扩大。李老师曾经和她开玩笑说：“陈敏台说不定将来会成
为泰国第二个女总理呢！”虽然说是玩笑，但老师的话也给她带来了不小的鼓励。

谈及和Mike的相识，陈敏台不忘补充道：“我觉得读研究生，就算它没有给我
额外的收获，也都是值得的。光是去读书，我都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机会。”
学好中文、去中国，成为了她回报父亲的唯一方式。在尔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它支撑着陈敏台，一路奋进。 （作者系新闻与传播学院2015级学生）

矢志不渝，乐育桃李
——记“我心目中的好老师”谢红梅

吴琪

午后的暴雨来得突然，裹挟着树叶纷纷落下，掀起一层凉意。广西大学机械
工程学院三楼资料室内，喧嚣的雨声被隔绝在外，谢红梅老师亲切地同我们交谈
着，轻柔的声音驱散了暴雨天气带来的阴郁。

25年前，谢红梅老师怀揣着“秉红烛之德传道，以园丁之情授业，用仁爱之
心解惑”的教育信条，加入了人民教师的行列。作为一名教师，她始终都坚持着
自己的教学初心，谨记教育之责，以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教育学生，也凭借自身
独具一格的教学方式赢得越来越多学生的喜爱和认可。

谢红梅，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师，被评为2018年广西大学“我心目中的
好老师”。

初心不悔，红烛传道
“我在西大教学已经25年了,对广西大学和这里的学生有着很深的感情。”谈

及自己的教学经历，谢老师脸带笑意，语气轻快地说道。当一名老师，是谢老师
高中时就已经确定的职业目标。

“我的高中班主任是一名数学老师，每次她上课的时候，我都会被她在讲台
上的风采深深吸引，当时我就特别希望自己以后能成为一名老师。”谢老师笑着
说：“我很喜欢站在讲台上讲授知识、解答疑惑的感觉，跟同学们相处也很愉快，
青春活力的学生总是能让我也保持着年轻的心态。”

谢老师所教授的 《机械原理》 是机械类专业学生的学科必修课，学习难度
大，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知识，她每学期都会提前给学生准备辅助资料，
补充课本上没有的知识。“学生们挺重视我这门课的，那我就尽可能的在课堂上把
内容给他们讲解透彻，在方法上尽量帮助他们学习理解，接受起来就没有那么费
劲。”

谢老师说，站在讲台上，看到学生从刚开始讲解时疑惑的眼神到讲解结束时
会意地点头，是自己最开心最满足的时候，因为从学生的反应可以看得出自己的
授课是有成效的。

“谢老师上课的时候很专注，对知识点的讲解深入浅出，还会整理各种课外
的资料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点。”谢红梅老师的学生覃业颖告诉笔者，
在学生有问题向谢老师请教时，她都会细致地一一解答。

因材施教，与时俱进
在每个学期开学的第一堂课上，谢红梅老师总会与学生们分享经验、交流想

法，引导同学们对自己的学业、职业进行合理规划。“有的学生擅长学术研究，适
合读研考博继续深造。有的学生擅长实践，适合多参加社团活动增长见识。每个
学生都各有所长，课堂上的分享交流能够引导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大致的设
想。”

开学第一课，除了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规划，她还会与同学们约定：在课堂上
不交头接耳，不玩手机，更不能睡觉。第一次会提醒，第二次也还是提醒，第三
次就直接请出教室。“与学生提前约定好课堂规矩，可以让老师和学生都能够得到
相应的尊重，也可以让学生对老师信服。”谢老师随即又笑着补充道：“但是这么
多年来也没有学生被请出过教室，大多都是提醒第一次之后，就不会再有同学违
规。”

在谢老师看来，现代社会信息来源十分丰富，学生获得信息的途径也拓宽了
很多，现在的学生与以前的学生相比，在学习方面投入时间和专注度下降了，但
是实践能力、创新思维等方面不能简单下定论，反而是教师应该针对学生的变化
对教学做出调整。“教师授课不能一成不变，更不能一昧僵化地限制学生的行为和
思想，而是应该灵活多变、因材施教，以引导者身份去帮助学生。”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游刃有余地把控课堂节奏，深入浅出地讲解知识，没有十几年的教学实践

经验是不可能做得到的。”谢红梅老师认为成为一名好老师，首先要经过实践的不
断检验。“老师多年来讲授同一门课，看似简单，实则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历练，不
断积累经验才能达到游刃有余的程度。”

在谢红梅老师看来，责任心是一个老师必备的素质，也是评判“好老师”的
最重要的标准。“没有升学压力的大学课堂，如何评价教学质量并没有统一标准，
也更加考验一个老师的责任心。”

课前认真准备课件、整理教辅资料，课上珍惜每一分钟，课后耐心细致地帮
助学生解答问题，这是谢红梅老师负责任的教学态度。

“我的高中班主任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影响了我，我也特别希望这种态度
能够感染我的学生，让他们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生活上都能有一个认真负责的态
度。”
红烛的风采在于在燃烧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春蚕的意韵在于羽化时超越重生的境
界。讲台边朝朝暮暮，书桌旁寒来暑往，谢红梅老师就是这样25年如一日认真负
责地坚守着自己的教师岗位，以自身为典范教育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

（作者系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级学生）

黄锦嫦：热爱红树林的女神外教
韦玉晶

黄锦嫦，广西大学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老师，林
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博士后，她致力于红树林的生态保护研
究。2016年入选广西自治区高校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百人计划”。曾多次前往广
西至东南亚一带的红树林分布区进行科学研究，为红树林的生态环境保护而努力
不懈。

初见黄锦嫦老师，是在一个凉爽的下午，黄锦嫦老师看起来非常年轻，与大
学本科生一般青春靓丽，但气质又多了一份优雅和成熟。

黄锦嫦老师的办公室不大，但很简洁，办公桌面对的是一面写满单词的白
板，上面写着各种植物的单词，背后则是一幅梵高的“白玫瑰”画，让人感受到
科学和艺术的气息。

血浓于水，心系中国
黄锦嫦是马来西亚籍华裔，英文名为Alison Wee。她的爷爷和奶奶是海南人，

外公是福建人。虽然她出生和成长于马来西亚，但是黄锦嫦从小到大的生活都与
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家人很重视中文教育，家里的五个小孩，其中就有四
个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学校上学。黄锦嫦从小就开始学习中文，中文发音标准，与
我们交谈毫无障碍。

马来西亚的华人学校上课时虽然还是用马来文教学，但在课余时间老师和学
生通常是用中文交流。在初中和高中阶段，中国书法和诗词等都是必考的科目，
这大大加强了她的中文听、说、写的能力，同时也使她对中国的文化更加喜爱。

2013年，黄锦嫦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毕业。2014年8月，她来到中国科学
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工作，这是她第一次来到中国。因为从小就有接触中国文
化，初到中国的她感到陌生而又熟悉。但她很快就适应了，并对今后在中国的日
子充满期待。

结缘版纳，安居西大
2014年在西双版纳工作的时候，黄锦嫦与来自荷兰的科研人员尤瑞·斯特里克

博士相识相爱，并于2015年走入婚姻殿堂。
尤瑞·斯特里克先来到广西大学工作，担任广西大学亚洲与非洲植物基因组

学、系统学、生物地理学和分类学等课程教师。2016年，黄锦嫦应邀参加现任广
西大学林学院曹坤芳研究员的科研团队，来到广西大学林学院，夫妇均为副教授。

“广西大学的科研条件很好。”黄锦嫦说。她很高兴广西大学能够提供分子实
验室以及满足科研需要的实验设备器材，这些良好的科研条件非常利于她的科学
研究。而如今，黄锦嫦夫妇也有了属于自己可爱的宝宝，在西大有了一个温暖的
小家。

黄锦嫦2004年便离开马来西亚到新加坡求学，在新加波学习和生活了十年，
早已习惯在外奔波的日子，良好的适应能力使她很快就适应了在广西大学的生
活。在校园里，黄锦嫦的生活朴素但却很充实。不喜热闹的她，生活圈子仅仅局
限于广西大学校园内以及校园周边，平时除了到学校附近的沃尔玛超市买一些生
活必需品外很少离开校园了，只有好朋友相邀聚会时才会偶尔到南宁市中心去。

对工作充满热情和干劲的她也会注重劳逸结合。她喜欢运动，在生活中的闲
暇时光有时到校运动场跑步，有时去东门外的健身房上瑜伽课。“在广西大学这样
的生活方式与我在新加坡的学习生活很像，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黄锦嫦最大的爱好就是画画。来到中国后，她对中国画很感兴趣，常常利用
工作之余的时间自学或向中国朋友请教中国画的画法。采访之时，她向我们展示
了她的白描作品，彼时，黄锦嫦神采焕发，语气里充满喜悦之情。

追逐梦想，乐此不疲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黄锦嫦也不例外。从小热爱自然的黄锦嫦被英国

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的魅力所深深吸引。幸运的是，在新加坡求学的时候，黄锦
嫦有机会旁听了珍妮·古道尔的演讲，并与她互通了书信。这封信件，黄锦嫦至今
还细心地保存着。

黄锦嫦从小就致力于保护生态环境，她觉得人类应该要好好爱惜自然。因为
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对偶像——珍妮·古道尔的崇拜，她主动选择在大学本科时期就
读于生命科学专业和硕博连读时就读于生物科学专业。

科学研究对于很多人来说常常是枯燥无味的，甚至充满危险。野外考察对男
士来说也是一门挑战，更别说是一位瘦弱的女人。我们无法想象，这位举止端
庄、温柔的女士，如何在艰苦的地方进行科学考察。做红树林研究的女性很少，
因为红树林地带是很危险的并常常是泥沼。但黄锦嫦一点都不畏惧：“做科学考察
时，我就变得像女汉子一样，这真是很有趣。”

即使周围充满危险，也阻挡不了黄锦嫦对工作的热爱。在澳大利亚海岸冒险
进行科学考察时，面对咸水鳄随时出现并攻击人的危险，换成平常人恐怕早已是
胆战心惊，但是黄锦嫦当时更多心怀着科学研究的热爱胜过了内心对咸水鳄的恐
惧。

黄锦嫦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当初在新加坡采样。那次采样，她只身一人，当
时采样的地方突下暴雨，河水迅速上升，同时海面正在涨潮，可谓是前路不能
进，后路不能退。河中的水快要漫过胸口，稍有不慎就会被冲走，不会游泳的黄
锦嫦就这样被困住了。“当时后悔了。”她眼看水面越升越高，再不转移就会被洪
水冲走。好在她最后幸运地另辟蹊径，找到了小路，翻过工厂的墙，到达安全的
地方。每每回忆起此事，黄锦嫦仍然心有余悸，此后她便开始学习游泳了。

谈到这些艰辛的科学考察点滴往事，黄锦嫦的脸上也全是笑意与坦然，正是
对大自然的真心热爱激励着黄锦嫦一步步坚持探索与前进。

初为人师，奉献西大
来到广西大学任教，对黄锦嫦来说是一件既快乐又充满挑战的事。
课堂上,与学生们交流讨论学术问题在她看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她尽自己的

能力“授人与渔”，大家一起畅所欲言，一起探索科学的未知领域。“看到一个个
学生慢慢进步，很有满足感。”和学生们一起进步是她最开心的事，学生的成功也
令她感到光荣。

对黄锦嫦而言，其挑战，便是如何在学生面前树立一个model （模范）。她认
为细节可以决定成败，一定要从细节上严格要求自己，再用细节去影响学生。作
为一名老师，一定要为学生树立正确的标杆，这是一位老师的责任。

有一次，她刚从医院动完手术回来的第二天，就来到办公室工作了。这件事
深深感动和影响着她的学生。

黄锦嫦认为老师还要掌握许多教学技巧，要利用教学技巧让学生更好更快地
掌握专业知识。

作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和外籍博士生导师，黄锦嫦善解人意，常常听取学生们
的意愿，尊重他们的选择。和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第一次见面，她都
会问他们一个问题——“你的理想是什么？”，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学生完成理
想。有的学生毕业后并没有选择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放弃对植物的科学研
究；对此种情况，黄锦嫦虽感到遗憾，但还是会尊重学生的选择。

对于未来，黄锦嫦表示，只要广西大学需要她，她将继续留在广西大学任
教。现在，黄锦嫦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的课题团队得到更好的发展，对红树
林的研究有更大的进展，同时，她还希望自己的研究组能招揽到更多的顶尖人
才，广西大学能早日建成“一流”。

作者札记
正如居里夫人所说，“科学的探讨研究，其本身就含有至美，其本身给人的愉

快就是报酬；所以我在我的工作里面寻得了快乐”，黄锦嫦就是这样，热爱生活、
更热爱红树林，她从红树林里寻得了她的快乐。

红树林是热带、亚热带海湾、河口泥滩上特有的常绿灌木和小乔木群落，它
生长于陆地与海洋交界带的滩涂浅滩，是陆地向海洋过度的特殊生态系。突出特
征是根系发达、能在海水中生长。红树林对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红树林可谓是“消浪先锋”、“海岸卫士”， 红树林消浪带是构筑海岸防护林体
系的首选防线。1986年中国广西沿海发生了近百年未遇的特大风暴潮，合浦县398
公里长海堤被海浪冲跨294公里，而凡是堤外分布有红树林的地方，海堤就不易冲
跨，经济损失就小，人们感受到红树林是人类的“保护神”。由于围海造地、围海
养殖、砍伐等人为因素，我国的红树林面积由40年前的4.2万公顷减少到1.46万公
顷。从上世纪60年代起，仅广西沿海一带的红树林就锐减了66%。我国红树林生
态系统正面临严峻的现状。

我们需要更多像黄锦嫦一样致力于保护环境的有志者，来共同保护我们生存

的环境。 （作者系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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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学校建设发展路上，涌现出一批批优秀师生，在从教生
涯，老师们悉心从教，严谨治学，用责任、才能和爱为学子们的茁壮成长
铺路架桥；在求学岁月，学子们用勤奋、创新和健康为青春注入了天天向
上的源动力。他们在学校建设“双一流”，深入推进“部区合建”，建成布
局合理、特色鲜明的国内一流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实现建校百年目标征程
谱写了昂扬的奋进之歌。

———我校优秀师生专访选编—我校优秀师生专访选编（（二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