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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做
了三年院长后，鞠建东感到理论研究和传
道授业比行政工作更加能够实现自己学术
报国的人生愿望，他重返清华园，来到清
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原中国人民银行
研究生院这所中国金融界的黄埔军校、学
术高地，把他最前沿的金融研究、国际经
贸研究与中国的金融和经贸实践、政策结
合在一起。

鞠建东谦逊地说，每一个教授做的研
究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每一篇论文
对社会的贡献是多少，答案是零，但是所
有学者的研究加在一起就推动了社会的发
展。个人就像一滴水，一滴水没有什么力
量，但是把所有的都汇聚在一起，就产生
了无穷的力量。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炎黄
子孙，对中国复兴的努力，作用不会太
大，但是亿万炎黄子孙的努力汇集起来，
排山倒海，势不可挡！

故乡血脉
说到家乡如皋，文质彬彬、温文尔雅

的鞠建东眼里总是放射出特别的光芒。在
离开家乡闯荡世界之前，从出生到高中毕
业，整整15年的童年少年时光，他都生活
在故乡如皋的一隅——戴庄，那里的人们
和如皋这个世界长寿乡的百姓一样，与世
无争，就像土地上最常见的扒地草一样，
坚韧自强，辛勤朴实。15年的时光，在鞠
建东的身上留下了故乡深深的烙印。

鞠建东从小学业优良，一路走来都在
国内外顶级大学学习，但是他说，你们不
要以为我的人生就是那么一路顺畅，他开
玩笑地说，我也是在“学霸”和“学渣”
角色之间不断转换。但是不论在顺境还是
逆境，鞠建东都继承了家乡父老血脉中坚
忍不拔的秉性。多年后，他在教导他的学
生时常常说，成绩好重要，但是不out、
不出局、“打不死”更重要，只要不

out, 就有翻牌的机会。
1978年，从戴庄中学高中应届毕业，

15岁的鞠建东参加了恢复后的第二年高
考，他的目标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虽
然高考成绩很好，鞠建东开玩笑，他中途
被南京大学“忽悠”走了，南大招生老师
找到他，承诺填报就一定录取，于是父亲
拍板，志愿改投南大，来到南大数学系，
但是这并不是他最喜欢的专业，他在日记
里写道，考上南大数学系，对他来说“又
喜又怨”，因不太喜欢纯数学，“上了数学
系后就开始痛苦”，同时由于小时候农村外
语教育的薄弱，鞠建东的英语一直是个短
板，甚至有一年在大学老师的照顾下才勉
强得了个60分，但他咬牙坚持下来，19岁
从南大毕业，分配到南京农学院（现南京
农业大学）当老师，也是这一年，他决心
考研，继续自己的学术生涯。

考研的时候，鞠建东有一半以上的时

间是在背英语单词，但怎么背也记不住。
研究生考了三次，第一次是1982年大学毕
业之后，报考南大数学系本系的研究生，
英语考了43分，没录取；第二次，1984
年报考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英语考了61
分，又没有录取；但是他不屈不挠，第三
次，英语考了70多分，终于成功录取清华
大学，进入了更热爱的经济学领域。

鞠建东不是那种死读书的学生，他喜
欢学习、也喜欢运动。大学四年，他基本
上是这么度过的，白天认真读书，到了下
午四点多就去打篮球，几乎每天都打，吃
过晚饭接着打，一直打到天黑。工作后，
鞠建东同样注意劳逸结合，在南京农学院
期间，他常常在周末闲暇时间跟着年长同
事一起去钓鱼。他后来说，在人生经历
中，很多时候尤其是快扛不过去的时候，
就是在拼身体、拼意志，自己的好身体就
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清道光 《如皋县志·名
宦》有一段不足百字的文字记
载，让我们对如皋知县左元镇
的政绩有所了解。他上任伊
始，就十分重视如皋水利设施
的建设和维护，先后展开了
内、外城河的疏浚工作。

嘉庆十年秋，左元镇对皋
邑的旧有河渠进行巡察，发现
两边有大量的泥土高于河道。
他与乡绅商讨疏浚之事，得到
支持。此时，如皋周边有多个
县遭受水灾，数以万计的灾民
进入如皋。为此，他以灾民安
置为要事，捐奉银两并亲到城
乡富户劝捐，得银二万余两。
嘉庆十一年，他一方面接济灾
民中的老幼者，一方面又把县
内和灾民中的年轻力壮者组织
起来疏浚内城河，并聘请得力
人士加以监督和管理。不到四
个月，内城河就又能往来通船
和顺利排水了。

如皋濠河即外城河，开凿
于明嘉靖三十三年。嘉庆《如
皋县志·濠河》条目记载：嘉
庆十三年 （1808），知县左元
镇偕绅捐浚。左元镇的《修复
濠河故道碑记》则详细记录了
疏浚外城河的经过。左公考察
濠河故道时发现，城北外行人车辆往来不绝。而西
南一带杂草丛生。因此，左公认为疏浚濠河故道应
是当政者的职责所在，考虑到工程浩大一直未能实
施。嘉庆十二年秋，两淮盐运使额公主持挑挖盐
河，左元镇便与绅士范某等一起呈请濠河故道的疏
浚事宜，经多方努力最终获准，拨发了疏浚费用，
不足之资，由左元镇率众乡绅捐资补足。经过多月
的疏浚治理，濠河沿河成为肥沃之地。

当时，位于如皋海安镇的徐家坝 （又称牙桥
坝），是如泰交界处一个重要的水利枢纽，关系到通
州、海门、如皋三境之地的民生和盐运安危。因这
三地地势较高，此坝一旦开掘，水流直接下泄入
海，三境俱成涸辙，运盐商船无法通行。为此，旧
时如皋令李衷纯、李廷材等具呈江苏巡抚，分别于
海安和如皋城勒石竖碑以永禁开坝。然至清乾隆、
嘉庆年间，先后有人在此地挖坝修建涵洞泄水。嘉
庆十一年，河水上涨，就又有人偷偷开坝危害三境
民众。左公元镇率如皋众绅士为民请命，说明开坝
之弊。两淮盐运使也亲临海安勘查，最后为受害民
众主持公道。

不畏浮云遮望眼（三）

——记中美经贸问题专家鞠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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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胆固醇升高，就得多吃素？

最新“科学”流言榜发布，你中招了吗？

胆固醇过高会增加疾病风
险，因此要少吃鱼肉蛋奶，多吃
素。

真相解读：血浆胆固醇水平
与三餐中胆固醇的摄入量不是一
回事。首先，人体对胆固醇水平
有一套调节机制。人体内的胆固
醇通常来自两个渠道，即食物的

消化吸收和体内的生物合成。研
究发现，即便从食物中摄入了大
量胆固醇，仍有约60%的血浆胆
固醇来自体内的生物合成（人体
每天合成内源性胆固醇 1000～
2000毫克，远高于食物中的胆固
醇摄入量），有些高血脂患者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完全不摄入胆固

醇，血浆胆固醇浓度也只能下降
10%～25%。可见食用素食可能
也会出现血胆固醇水平升高。因
此，血浆胆固醇浓度过高时，不
能单纯只限制胆固醇的摄入，而
且完全不吃含胆固醇的食物会导
致营养缺乏，反而容易造成蛋白
质和所需脂肪酸缺乏等问题。

“避免胆固醇升高，就得多吃素”
时隔近一年，兰州兽医研究所布

鲁菌抗体阳性事件再次引发关注。截
至2020年9月14日，甘肃省疾控中
心复核确认阳性3245人，感染规模
超出预想，牛羊肉不能吃了。

真相解读：只要做好防范措施，
我们可以积极有效地防控布鲁菌病
传播。布鲁菌病（俗称布病）是由布鲁

杆菌引起的一种变态反应性人畜共
患传染病，主要感染动物，如牛、羊、
猪、狗、骆驼、鹿等。生活中，布鲁杆菌
主要通过体表皮肤黏膜、消化道、呼
吸道侵入机体。对于普通家庭而言，
应做到饭前洗手，不饮生水；通过正
规渠道购买食物，不食用生的和半生
半熟的肉类，做到生熟分开，避免交

叉污染；日常食用熟的家畜肉类；食
用经过消毒处理后奶制品。对于农村
家庭来说，应定期对家畜圈消毒，不
使用自用容器喂养家畜，儿童不要与
家畜幼仔玩耍；家中有从事饲养、放
牧、兽医或布鲁菌病相关工作的人
员，在工作中应做好个人防护，避免
将有害病菌带入家中。

“布鲁菌病聚集性感染严重，牛羊肉不能吃了”

大家去买眼镜时都被推荐过
“防蓝光眼镜”，不管是给孩子买还
是自己买，这种眼镜好像都成了必
选。戴了它对眼睛好，甚至还能预
防近视。

真相解读：防蓝光眼镜不是必
需品。首先，由于部分防蓝光眼镜

底色偏黄，对于正处在生长发育期
的儿童，可能会影响其视觉发育，
因此不建议日常戴防蓝光眼睛。其
次，防蓝光不等于防近视。目前还
没有蓝光导致近视的直接证据，因
此不必过分担忧所谓的“蓝光危
害”。此外，成人也不需要额外的防

蓝光措施。如果出现视疲劳等症
状，为保护眼睛，可以采取减少连
续用眼时间、减少睡前使用电子产
品、避免在背景光线较差的环境下
玩手机和看书、每隔20分钟远眺以
休息眼睛的措施，这些都能很好地
保护眼睛。

“防蓝光眼镜有必要戴”
很多人一看“调和”字眼就

觉得调配的肯定不好。不光是
油，总会觉得人工调配的东西都
不好。

真相解读：从设计初衷来
看，调和油是一种很好的油，可
以经过科学配比提高油的营养价

值和使用性能。调和油是将几种
油按照一定的比例调配制成的油
脂，油脂中不同的脂肪酸会使油
脂的性能不同。食用油是能量和
脂肪酸的重要来源，一般来说，
食用油中含有的饱和脂肪酸、单
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

（即必需脂肪酸）比值为＜1∶＞1
∶1较合适。为了获得丰富的脂肪
酸，中国膳食指南建议经常更换
食用油的种类，这时调和油就是
一种比较好的选择了。购买调和
油时只要看清配料成分，选择正
规渠道购买即可放心食用。

“调和油不好”

油炸食品犹如“洪水猛兽”。
我们经常看到商家强调“非油炸
食品”，因为非油炸食品很健康，
可以放心食用。

真相解读：“非油炸”不一定
健康，关键要看配料和工艺。首

先，非油炸不等于无油，很多非
油炸食物添加的食用油并不少。
其次，非油炸不等于低脂肪，以
方便面来说，油炸和非油炸相
比，脂肪含量可以相差1倍多，
但对于薯片而言，非油炸和油炸

的脂肪含量相差不大。另外，非
油炸不等于加热的温度低，非油
炸的工艺如果温度高、时间长，
依然存在营养破坏的。因此不能
因为“非油炸”就敞开了吃。

“‘非油炸’更健康”
季节交替时输液可以通血管，很

多中老年人一入冬就组队去医院输
液，说是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病和脑卒
中。

真相解读：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脑卒中，俗称脑中风，即急性脑血管
病，包括缺血性脑血管病（脑梗死和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及脑出血。预防
缺血性脑血管病，首先要控制造成脑
卒中的危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高
脂血症等疾病，以及吸烟、饮酒、肥
胖、不运动等不良生活方式），降低罹
患脑卒中的风险；其次，应定期进行
脑卒中筛查，通过超声明确是否存在

颈部血管、脑部血管狭窄，心电图明
确是否存在心房颤动等情况。输液
药物往往是具有活血功效的中成药，
对控制血管狭窄及血栓形成并无效
果，而且输液作用也很短暂，因此预
防脑卒中，主要还是依靠良好生活习
惯及口服预防药物。

“输液能预防脑卒中”

（据科普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