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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发展到城镇化，从新兴市场
到“一带一路”，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
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在多年的治学研究
中多次切换重点。思时代之变，为国而
治学，就是胡必亮 40 多年来治学生涯

“变”与“不变”的逻辑所在。

思考起于田野

胡必亮出生在湖北农村的一个贫苦
家庭。身为长子的他有三个妹妹和两个
弟弟，养猪、放牛、种地等农活成了他少
年生活的主题。

然而，思考的种子也从那时起在他
脑中种下。“当时，我们全家 365 天都在
干农活。可到年底一算，不仅没有挣到
钱，反而还欠了不少。”胡必亮回忆说，每
当他在农田里干活时就会想，怎样才能
改变这种状况？“那时我下定决心，要改
变自己的人生，也要改变家庭和家乡的
贫困面貌。”

国家恢复高考，给了胡必亮改变人
生的机会。怀揣着梦想，胡必亮于1979
年考取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前身湖北
财经学院，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农村经
济作为自己钻研的专业方向。

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中国社科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专门从事农村经济与农
村发展研究工作。

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农村改
革轰轰烈烈，变化也应运而生。80年代
末期，胡必亮发现，春节后的北京火车
站人山人海，大量民工来到北京，这使
他敏锐地察觉到，中国的社会大转型开
始了。

“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后，农村富余
劳动力纷纷走向城市去打工，中国开始
逐步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城镇
化的速度开始加快。”胡必亮说，伴随着
时代变化的脚步，他的研究视角也从农
村发展转向了城乡发展和城镇化。

此后，胡必亮又去了德国深造。留
学归来，他通过招聘考试，进入世界银行
驻中国代表处，担任经济官员。3年后，
胡必亮再度更换跑道，进入法国兴业证
券亚洲公司，担任副总裁兼首席中国经
济学家。

在世界银行，胡必亮的研究重点是
宏观经济、环保、粮食安全三大议题，比

较完整地参与、研究和见证了中国从
1993 年开始的经济过热到 1997 年的经
济“软着陆”过程。此外，他作为协调
人，完成了世界银行关于中国粮食安全
和环境保护的两项重要研究。伴随着
中国资本市场的兴起与发展，在法国兴
业证券，胡必亮开始更直接地与资本市
场打交道，“所做的工作主要是研究资
本市场，为客户投资提供意见和建议”。

那时候，在投资研究的驱动下，胡必
亮开始关注新兴市场，研究哪些新兴市
场有更好的投资机会，这也为他后来再
度变换研究方向奠定了基础。

后来，胡必亮还曾短暂地投身创业，
从事数字经济的研究与经营。最终，他
再次选择回到校园，先是到德国完成了
自己的博士学位，后到哈佛大学做了两
年半的博士后研究。

研究紧跟时代

2009年12月，胡必亮从哈佛大学回
国，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研究主题就
是新兴市场。

“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发出了一
个重要信号，即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遇
到了很大问题，相比之下，新兴市场国家
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潜力。我认为这将是

未来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重要前兆，加
上此前我对新兴市场有一定研究，于是
就将这一问题作为我的研究重点。”胡必
亮说。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
胡必亮刚好在哈萨克斯坦调研新兴市
场。他再度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倡议将
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随后，他迅速将新兴市场研究和“一带一
路”研究进行对接。胡必亮认为，两者有
着共同关心的议题，就是探索如何促进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也是他从年
轻时就开始探索的核心问题。

在胡必亮看来，学者一定要不断地
进行理论创新，“不管是新兴市场还是

‘一带一路’建设，都代表着促进世界未
来发展的新力量，我研究它们，就是研究
如何认识未来世界”。

随着胡必亮的研究不断深入，他带
领的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最早进入北
京师范大学创办新兴市场研究院时，胡
必亮事事亲力亲为，带着自己的学生做
研究。随着团队研究成果逐步丰富，研
究院得到的支持也越来越多，如今已经
形成了 30 多人的研究团队。为更好地
研究“一带一路”建设，在新兴市场研究
院的基础上，北师大成立了胡必亮领衔
的“一带一路”研究院。

身肩重任的胡必亮，正努力将研究
院打造成为高端智库。他发起举办了

“京师‘一带一路’建设大讲堂”，邀请世
界知名专家学者、国际金融界领袖和“一
带一路”建设相关国家前政要到北师大
就“一带一路”建设发表系列演讲、授课，
广受学生好评。

坚守治学宗旨

细数自己的人生履历，胡必亮戏称
自己是“野蛮生长”。从田埂上的乡村
少年，到社科院里思考农村改革；从世
界银行里探索宏观调控，到投资银行里
把握微观机遇；从投身创新创业，到大
学校园里著书立说……胡必亮每过几
年就会变换一次人生跑道。每一次变换
跑道，都可以归因到他对时代变化的敏
锐观察，每一次变换跑道，又从未偏离
自己治学的宗旨——为国家，为社会。

胡必亮告诉记者：“时代发展是我研
究的重要驱动力，我一直选择与时代同
行，研究时代发展。希望自己的研究跟
上时代变化，甚至走在时代前面。希望
我干的事，是别人没干过的。”

如今，在理论研究和智库建设中躬
耕的胡必亮，没有忘记自己的另一个身
份——教师。他说，他十分享受从事这
份阳光的职业。2013 年6月，胡必亮被
学生评选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届“最受
研究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他格外珍视
这份荣誉。

“我希望，将来我的学生能遍布世
界各地，不管取得多大的成绩，都能够
记得自己是祖国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北
师大培养出来的学生。要实现这一点，
首先自己要努力，对得起这份职业，尽
力为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胡必亮说。

另一个让胡必亮无法忘却的地方是
家乡。不论时代如何变迁，胡必亮“向下
凝望”的目光始终没有改变，他始终记挂
着生养他的那片田野，时常与家乡人讨
论家乡的发展。

“我是我们村的经济发展顾问，也
可以说是我们村的‘首席经济学家’。
从年少时，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就是我
的理想，我一生的治学研究，也一直与
家乡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胡必
亮说。

为 国 治 学
——记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

本报记者 袁 勇

李德华现任新疆吉木乃出入境边防
检查站政治处副主任，他在普通的岗位
上干着不平凡的事，用心中对党的忠诚、
对事业的热爱，铸就民族团结情，使民族
团结之花绚烂绽放。

新疆阿勒泰吉木乃县托盘村，是吉
木乃出入境边检站的结亲联谊村，村民
沙力塔拉提·赛尔克拜就是李德华的结
亲对象。

“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离家 3000
多公里的地方，自己竟然多了一位亲戚，
而且是少数民族亲戚，内心真的非常高
兴！”一提到自己的结亲对象，李德华脸
上总是挂着笑容。

自从与沙力塔拉提·赛尔克拜结亲
后，李德华就成了大忙人，但凡有空，他
总会去“亲戚”家，时不时带些米、面、油
等生活用品。渐渐地他和沙力塔拉提·
赛尔克拜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对李德华
的真情付出，沙力塔拉提·赛尔克拜看在
眼里、记在心上，慢慢地把李德华当成自
己的家人，愿意和他说真心话了……

“沙力塔拉提大哥，您最近总是愁眉
不展，有什么心事吗？”在一次结亲走访
中，李德华发现沙力塔拉提·赛尔克拜有
点不对劲。

“德华啊，不瞒你说，还不是因为我
那大儿子阿依波里，他技校毕业后一直
在外面飘荡，只会伸手向家里要钱……”
沙力塔拉提·赛尔克拜用不太流利的汉
语倾诉着。

听在耳里，急在心上。此后，李德华
便主动与沙力塔拉提·赛尔克拜的儿子
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交流谈心。通过
一段时间的交流，阿依波里终于向李德
华吐露了心声——想当口岸辅警。了解
到他的想法后，李德华多方协调，积极推
荐，阿依波里最终成功入选，成为村子里
首个在口岸工作的辅警。每每说起此
事，阿依波里心里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我现在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多亏了边

检站的大哥！”沙力塔拉提·赛尔克拜看
到儿子一天比一天懂事，从心里感激这
位“亲戚”。

驻地萨尔乌楞村村民托合塔尔拜·
达毕本的小女儿阿合玛拉力，永远不会
忘记，是“勇者爱心基金”帮助她实现了
人生梦想。女孩的父亲托合塔尔拜·达
毕是一名有着40年党龄的老党员，妻子
因病需长期吃药治疗，3 个女儿都在上
学，家中没有固定收入，仅靠最低生活保
障维持生活。了解这一情况后，李德华
第一时间召开了党员大会。

会上，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创立
‘勇者爱心基金会’，就是立志于勇者同
行、爱在边关传递，现在，正是考验我们
的时候。”李德华带头拿出100元作为特
殊党费。在他的感召下，全体检查员纷
纷响应，尽自己的绵薄之力，50 元，100
元……就这样，“勇者爱心基金”成立
了。截至目前，该基金已为托合塔尔拜·
达毕本送去助学金、衣物、学习书籍用品
等价值4000余元的爱心礼包。

少数民族群众家有困难，只要一个
电话，李德华必定尽力帮助不含糊。前
年秋天，托合塔尔拜·达毕本家已年久失
修的房子在经历了几场暴风雨后，更是
伤痕累累。眼瞅着马上又要到哈萨克族
传统节日“古尔邦节”，这让李德华心急
如焚。

为了赶在节日到来之前将托合塔尔
拜·达毕本家的房子修缮完毕，李德华发
动站里官兵对房子需要修缮的地方进行
详细测量评估，从“勇者爱心基金”中拿
出 600 余元购买了原料，很快将房子修
整完毕。看着焕然一新的窗户，家中的
女主人拉着李德华的手说：“边检官兵就
是好……”李德华擦着额头上的汗水，笑
得合不拢嘴。

“不管以后我们在哪里，即使离开边
检站，天南海北，作为‘勇者’的一分子，
我们都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本职工作，把
爱心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勇
者’的温度……”李德华说。

在李德华的办公室，有一面“荣誉

墙”：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干部、优秀党
务工作者、民族团结先进个人……今年
35岁的李德华，始终将促进民族团结作
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克服困难积极作
为，勇啃“硬骨头”。

为了将民族团结工作推向深入，李
德华常常利用走访时机开展党的时事政
策宣讲，积极协调干部家属为结亲对象
开展汉语教学活动，通过“印发汉语小手
册、营造环境小测试、开展疑难问题小讨
论”等举措深化汉语学习。

为了进一步增强与驻地群众之间的
感情，逢年过节，李德华都主动邀请“亲
戚们”共同举办系列节日庆祝活动，“同
唱民族歌、同跳民族舞、同送心祝福”，向
广大群众赠送节日礼物，互发节日短信、
互相来往走动，警民关系越来越亲密，警
民的心贴得也越来越近。

在李德华的敬业和奉献精神感染带
动下，边检站的同事们经常利用节日去
驻地群众家里走访慰问，如今，这已成为
了一种习惯。

用 爱 心 传 递 党 的 温 暖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您看这金灿灿的麦子，粒
大、饱满、色黄、无瘦籽、无霉
籽，好得很！今年我种的1200 亩
小麦平均亩产 1500 斤，托管的 7
万亩小麦平均亩产1400 斤。我还
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的产量。”说
起今年的好收成，河南周口市商水
县舒庄乡杜店村农民、全国种粮大
户杜卫远高兴得合不拢嘴。

今年 46 岁的杜卫远，高中毕
业后一直在家务农。由于自家责任
田少，收入不多，他就想租地繁育
粮种多挣些钱。10 年前，杜卫远
与县种子公司签订了繁育小麦良种
合同，并在村里流转 50 亩土地繁
育小麦良种，结果每亩平均增收
500元。尝到甜头的杜卫远，紧接
着又在村里流转了300亩土地用来
繁育小麦良种，把赚来的钱用于购
买收割机、旋耕机。之后，再继续
扩大土地流转面积，还成立了高产
发达农民种植合作社，把村里能种
地的村民都拉进了合作社。

杜卫远与合作社成员签订订
单，给他们提供麦种，并免费提供
病虫害防治，统一耕地、播种、机
收，按照高出市场 10%的价格回
收麦种，这让合作社的农民亩产平
均增收300多元。看到致富希望的
村民纷纷加入合作社，有的农民即
使没有加入合作社，只要与杜卫远签订生产订单，也同样
享受到了合作社成员的待遇。

托管土地，解除了外出打工农民的后顾之忧。2012
年，杜卫远看到村里外出打工的村民农忙季节都要从全国
各地赶回来，既耽误时间，又影响打工收入，还有长年在
外打工的农民家里责任田无法耕种，杜卫远想到了托管土
地。只要农民把土地交给合作社托管，从种到收都由合作
社管理，真正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

8年间，杜卫远托管土地从几百亩、几千亩到现在的
7万亩，从一个村、一个乡到现在的3个乡镇。

“选好种，多打粮。”为了确保小麦产量高，农民多增
收，杜卫远先后与省内10余家农科所、种子公司建立业
务关系，每年都有良种繁育。繁育的粮种比一般小麦亩均
增产200斤至300斤。

这几年，杜卫远让当地农民尝到了种粮致富的甜头。
舒庄乡王楼村种粮大户王连芳告诉记者，5年来，她每年
与杜卫远签订繁育麦种订单200多亩，防病治病、犁耕播
种、收割运送都由合作社完成，年年收入有保障。

杜卫远的农民合作社发展到现在的规模，离不开他的
艰辛付出。对于未来发展，杜卫远信心满满，“县委、县
政府对合作社非常支持，帮助解决了不少实际困难和问
题。我的梦想就是要把合作社做得更大更好，带领更多农
民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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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4岁的湖南邵阳市洞口县古楼乡古楼村村民林
莹，2016年大学毕业后选择回乡创业。林莹依托电商发展
传统制茶业，用品牌化和电商化改造当地茶产业，引导山区
村民发展茶业生产，脱贫致富。

林莹先后与120户茶农签订了收购合同，并牵头成立
了“龙凤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为带动茶农共同致富，林
莹还聘请当地贫困茶农到茶厂上班。合作社今年上半年茶
叶总产值已达130多万元，合作社员200余人，其中贫困户
34户、114人，人均增收4000余元。

回乡创业续茶缘
滕治中 谢定局摄影报道

林莹在练习茶叶加工技艺，2017年取得了国家职业茶
艺师资格证和国际职业评茶员资格证。林莹说：“手工茶要
经过凉青、杀青、提香、揉捻等八道工序，每道工序都不能马
虎。”

林莹（右二）上门收购贫困户采摘的野生茶叶。洞口县
古楼乡地处雪峰山腹地，有得天独厚的野生茶资源，采摘野
生茶叶是贫困群众增收的重要来源。

胡必亮在参加“2017中国城市运营联盟年会”时发表演讲。 （资料图片）

李德华
（右二）在了
解结亲对象
家里生活情
况。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