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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泸州人，经济学博
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
书记。

1988年至1991年，南
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中美
联合培养首届精算硕士）；
1991年到西南财经大学任
教；1997年获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至
1999年，获德国洪堡奖学金
赴德国曼海姆大学风险管
理与保险经济研究所从事
博士后研究。

1997年起，卓志先后任
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副
院长、院长，西南财经大学
党委常委、副校长；2014年
12月任山东财经大学校长、
党委副书记；2018年1月任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
书记。

2003年，卓志曾获“全国留
学回国先进个人”殊荣，在人民
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接见。

对于回国发展，卓志无悔当
初。尽管当时已经拿到了第二阶
段的洪堡奖学金，可以继续在德
国做研究。他说回来主要有两个
原因，第一：感恩西财的栽培；第
二：相信回国有巨大发展空间。

1997年夏天，在完成博士学
位后，36岁的卓志获得了世界著
名的德国洪堡奖学金。

洪堡基金于1860年在柏林
建立，每年面向全球遴选具有博
士学位、年龄不超过40岁、成绩优
秀的外国科学家，提供奖学金，使
其有一段较长的时间（1至2年）在
联邦德国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作为研究经济学和金融保险
的博士生，卓志一开始并不占优
势。“它（基金会）比较偏向自然科
学、生物科学等研究领域的人才，
人文社科类较少。”最终，经过严
格筛选，卓志获得了二等奖学金，
成为当年仅有的两位研究社会科
学获得奖学金的博士生之一。

在德国，卓志就读于曼海姆
大学，其经济类专业享有盛名。

在德国期间，卓志深受德国人工
匠精神和治学态度的影响，注重
思辨的氛围也影响着他的思维
方式。这使得卓志后来在治校过
程中，他希望学生既要当工具主
义者，也要成为思想主义者。

1999年，完成两年博士后
学习后，卓志面临选择，留下还
是回来？

当时的他已经拿到了继续从
事研究的奖学金，每个月有3700
马克（约合人民币28000元）的补
助，还能带家属。卓志坦承“不是
没有心动”。但其间发生的一件
事最终令他改变了主意。

1998年，按照正常节奏，他
可以评上教授职称。“但西财有规
定，在外做访学的研究人员不能
参加本校职称评定。”关键时候，
时任校长王永锡为卓志开了“绿
灯”。“既然能出去当洪堡学者，那
就是西财的人才，他如果够格我
们就评，但是不聘，采取评聘分离
的办法。”当年，卓志获评教授。
这件事让卓志对西南财大倍加感
恩，义无反顾回到了西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何方迪周丽梅张峥
欧阳晨雨实习生陈兆一

大师铸大学，大器方乃成。
穿越百年风云，西南财经

大学薪火相传，大师灿若星辰：
著名经济学家陈豹隐、李孝同、
彭迪先、梅远谋、刘洪康、杨佑
之、汤象龙等曾在校任教，教师
中不乏刘诗白、曾康霖、何泽
荣、赵国良、袁文平、蒋明新等
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导
师。

对此，卓志倍感自豪：“94年
兴学报国，西财与时代发展、国
家昌盛同频共振，拥有一批中国
财经领域的奠基人、开创者和学
术大师，他们传道授业、著述立
言，奠定了西财深厚的学术底
蕴、坚实的办学基础，也用实际
行动践行着教育者的责任——
知识的传授、研究的引领、人格
的熏陶、精神的导师。”

卓志的老师曾康霖先生
1956 年 考 入 四 川 财 经 学 院
（1985 年更名为西南财经大
学），1960年毕业并留校任教直
至退休。曾老致力于金融理论

研究，潜心学问，著作等身，荣获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多项国家
级、省部级奖项。而他却总说，
聪明在于勤奋，知识在于积累。
如今，曾老虽已是耄耋之年仍精
神矍铄、笔耕不辍。

在卓志眼中，曾老是“立德树
人的楷模，育人的良师。他主张
先做学生，后做老师。爱惜人
才，提携后辈，他的身上有一种
朴素的责任感，把对年轻人的传
帮带看作自己的本分。”半个多
世纪的教学生涯，曾老先后培养
了50名硕士、78名博士。在荣
获2013年度“中国金融学科终
身成就奖”后，曾老将100万元
奖金全部捐赠，在西财设立奖学
金，奖励金融学科品学兼优、科
研出色的在读博士研究生。

卓志回顾：“当年是曾老鼓
励我报考精算学研究生。师从
曾老，更是耳濡目染先生淡泊名
利、孜孜以求的治学态度和为师
风范，曾老是我的学业之师，更
是我的人生之师。”

在西南财大图书馆旁，
屹立着一块巨石，名曰《大爱
碑记》，凡 512 字，兼怀“5·
12”汶川大地震国殇日：“大
灾铸大爱，大难陶大德，大学
担大义，大国弘大道……”字
字句句，彰显着西财人经世
济民、兴学报国的情怀和志
向。

2008 年汶川特大地震
后第二天，西南财经大学就
在校园里建立了爱心学校，
1000多名地震灾区学生在
这里复课，并参加了异地高
考。

巨灾往往给国民经济带
来巨大的破坏，而当时，我国
在巨灾灾救助制度与管理体
系的建设上还是一片空白。
地震面前，卓志和他的团队敏
锐地意识到了巨灾风险研究
的重要性，并即刻开始这个领
域的研究。

2010年，由卓志担任首
席专家，西南财大与全国近
10所大学一起竞标教育部哲
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
——“巨灾风险管理制度创
新研究”，经过投标、答辩，西
南财大顺利中标。

作为首席专家的他带领
团队，历时三年多的成果《巨
灾风险管理制度创新研究》
出版，为我国有关巨灾保险

的决策提供咨询和服务，为
近年巨灾保险的落地及发展
提供理论支撑。时至今日，
该专著仍然是经济学、管理
学等跨学科研究相关问题的
重要著作。

“高校是知识生产和教
书育人的地方，立德树人是
根本任务，人才培养是中心
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立足繁
荣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在理
论、学科、话语体系等方面也
力求有所建树。另一方面，
高校产生的理论成果也要运
用于服务国家重大经济战
略、区域和地方经济战略。”

卓志介绍说，为了适应
时代变迁和经济发展，西南
财大不断抢抓机遇，率先提
出“新财经”，并随之成立大数
据研究院、中国区块链研究中
心、交子金融科技创新研究院
以及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研
究中心等平台和机构。

西南财大还开设了金融
科技课程、大数据会计、数据
科学与人工智能班等专业方
向，推动一系列复合型经管
拔尖创新、金融+x等人才培
养改革并成为人才培养的特
色。“但我们也知道，就高校
人才培养而言，依然尚处在
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
时刻。”卓志坦言。

较长时间以来，财经类院校深受广大家长
和考生的关注。

截至2019年3月，全国财经类院校一共
有53所。作为中国高等财经教育的拓荒者
——四大老牌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大学、西
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北财经大
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它们历经合并、复建、
停办等曲折，却依然弦歌不辍、矢志不渝，始终
与国家、民族的发展风雨同舟、荣辱与共。

在西南财大光华校区明德楼前耸立着一
棵铁树，它于1939年，由当时光华大学成都分
部的师生们种下。西南财经大学始于1925年
创建的上海光华大学。1925年，在“五卅”反
帝爱国怒潮中，爱国师生从圣约翰大学脱离，
拥戴张寿镛先生创办光华大学，校名取自“日
月光华，旦复旦兮”（先秦《卿云歌》）。1938
年，光华大学由上海内迁成都办学。1946年
更名为私立成华大学。1952年私立成华大学
改为公立。1952至1953年并入西南地区16
所财经院校、综合大学的财经系科，更名为四
川财经学院。1985年更名为西南财经大学。

百年筚路蓝缕，尤其新中国成立以来，财
经院校秉承“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的精神，担
负起培养经世济国之才、创新财经理论之学、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卓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何方迪周丽梅 张峥 欧阳晨雨实习生 陈兆一

漫步西南财经大学，
你会看到一尊尊先行者的
雕像，环绕在喷泉广场，掩
映于绿树浓荫。

他们中，有光华大学
创办人之一、首任校长张
寿镛（西南财经大学为当
年光华大学成都分部）；
1952年领导筹建四川财
经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前
身）的著名经济学家彭迪
先；《资本论》第一位中文
译者、有经济学界“南陈北
马（马寅初）”之誉的陈豹
隐……

从诞生之日起，西财
就融入了民族复兴的道义
担当，在国民经济建设主
战场演绎着当仁不让的济
民情怀。1990 年，中国
保险业处于复业起步阶
段，人才极度缺乏。一位
年轻学者一头扎进了经济
发展大潮，接连发表多篇
重磅论文，在业界和学术
界引起强烈反响。而后，
更是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精
算学教材——《寿险精算
理论与操作》，该书迄今已
发行到第三版，为国内众
多财经高校本科生必备教
材。

作为德国洪堡学者，
他放弃了留居国外的机
会，回国扎根教育，探索保
险人才培养新模式，主导
成立了全国首家保险学
院，培养了一批批活跃在
保险界的中流砥柱。

这位年轻人后来成为
了西南财经大学校长，他
的名字叫卓志。

在和卓志的对话中，
他多次提到西财的大师，
例如：刘诗白、曾康霖等。
他们不仅产出了一批深具
影响力的成果，更是经世
济民，服务了国家和社会。

“‘经世济民，孜孜以
求。’这是西财人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至今，西财已
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建设
培育了10余万英才，被誉
为“中国金融人才库”。这
一路，浓缩着西财的风雨，
也留下了卓志的足印。

改革开放之初，保险人才匮乏，
国内大学都不具备培养精算人才的
师资条件。1988年，南开大学率先
尝试从国外引进精算学师资培养精
算师，与北美精算协会（SOA）联合
培养保险学（精算方向）研究生，开
创中国精算教育的先河。卓志是首
期15名学生中的一员。

南开求学期间，卓志把自己所
学融入对保险企业的观察思考，写
出了论文《试论保险企业自身的风
险管理》。该文在全国率先研究“保
险公司自身的风险管理”，建议保险
企业成立专职风险管理部门以实施
和监督风险管理。今天，保险公司
均已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专门应
对风险问题，风险管理已经成为保
险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1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卓
志来到西南财经大学，从事保险教
育与研究。同年考取西财大货币银
行学博士，师从著名金融学家、金融
学教育家、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
奖获得者曾康霖教授。

1998年，卓志的博士论文《保险
经营风险防范机制研究》出版成书，
时任中国保险学会常务副会长潘履
孚点评：“该书具有超前性，是国内
系统研究保险经营风险防范机制的

第一本书。”
回顾青年时代的求学历程，卓

志感慨：“南开大学‘允公允能 日新
月异’的校训，西南财大‘经世济民
孜孜以求’的精神，给予我灵魂的滋
养，这是优秀大学所散发的独特的
精神魅力对学生润物细无声的浸润
和塑造。母校给予我的不只是知
识，更启迪了我的学术理想，坚定了
我的情怀使命。”

1997年夏天，德国著名大学曼
海姆大学出现了卓志的身影。

此前，他已拿到世界著名的德
国洪堡奖学金，作为研究经济学和
保险学的博士生，第一次有了跟世
界最前沿经济研究成果接触的机
会。

洪堡奖学金有个传统，每年洪
堡学者都会受德国总统或总理邀
请，在总统府门前的草坪聚会。卓
志至今都收藏着聚会的照片，对当
时年仅35岁的他而言，这份荣誉无
疑是对他学术研究的肯定和褒奖。

两年海外博士后的经历，让他
的学术水平突飞猛进。他在德国研
究主要的成果，整理成《人寿保险经
济分析引论》专著，被誉为“国内从
经济学视角研究人寿保险的开篇之
作。”

30岁晋升为副教授，35岁晋升
为教授，38岁成为博士生导师，直至
担任大学校长，三尺讲坛，一直是卓
志的志向所在、情感所系，他说：“一
站上讲台，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全身
心投入，愉悦而释然。”

一路走来，诱惑不断，多家国内
外大型保险公司、留学德国时的导师
都曾向他抛出橄榄枝，但他的选择
——教书育人、办学治校从未更改。

从学术研究者，到教育工作者，
在西南财经大学，卓志很快便融入
到学生中。儒雅敦厚、谦逊低调、文
质彬彬，是大多数学生对他的印
象。课堂上，他总是以大量保险实
例讲解专业理论，生动有趣，注重启
发学生独立思考，培养他们的理性
思维和探索精神。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卓
志感受着国家经济建设的热火朝
天，也有了前瞻的思考：“中国的现
代保险业起步较晚，人才严重短缺，
当时面临最大的挑战是改革人才培
养模式。”

西南财大是全国最早培养保险
专业人才的院校之一，1985年率先

在金融系开办保险专业，1991年，卓
志从南开毕业到西财任教，恰逢保
险专业从金融系分离，成立独立的
保险系，他与同事们一起开启了保
险人才培养的新探索。1997年，西
财成立全国首家保险学院，卓志但
任副院长，2000年担任院长。

在他的带领下，西财保险学院
大力推进保险人才培养模式，在人
才培养目标优化、课程体系构建、实
践实训教学、精算实验室建设、中英
联合培养国际保险会计硕士、为保
险监管和公司战略咨询服务等方面
做了大量奠基性和开创性的工作，
积累了独特的办学经验，保险教育
的“西财模式”广被同行和业界赞
誉，在全国影响甚大。

2018年，卓志在斯坦福大学作
了题为《保险科技：将带给保险业一
场革命？》的演讲，提出“全球创新和
金融科技发展背景下的保险发展的
历史本身就是保险科技发展史”的
论断。他认为，保险教育应放进新
时代、新科技、新财经的背景下进行
再定位，学科发展，朝着“保险+科
技”方向跨界发展。

回顾青年时代的求学历程，卓志感慨：“母校
给予我的不只是知识，更启迪了我的学术理想，
坚定了我的情怀使命。”

情怀使命

三尺讲坛，一直是卓志的志向所在、情感所
系，他说：“一站上讲台，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全身
心投入，愉悦而释然。”

志向所在

“高校是知识生产和教书育人的地
方。另一方面，高校产生的理论成果也
要运用于服务国家重大经济战略、区域
和地方经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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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财看中国财经院校

百年生长史

传播富国裕民之策的重任，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培养了大量高层
次财经专业人才，产出了大批高水平研究成果并与实践相结合，为民
族工商业的振兴、新中国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我为什么回国？
洪堡学者卓志

上承授业之师
下启后进之秀

治校教授卓志

在食堂偶遇校长，唠唠家
常，对于西财学子来说，并不稀
奇。卓志习惯在学生食堂吃午
饭，和学生一起排队打饭，一来
因为学生食堂离办公室比较近，
二来也能增加和学生们直接交
流的机会。

就在接受采访前一天，卓校
长在餐桌上遇到了一位新入学
的研究生。听说他原来在广州
读书，卓志和他唠起了家常：“和
原来的学校相比，现在的学习生
活怎么样？”“伙食上还适应吗？”

“未来学业上有什么打算？”入学
不久，就受到校长的关心，无疑
是莫大的鼓励。

每年，西财都会在获得国家
奖学金的学生中，选出十位代
表，专门为他们举办颁奖典礼。
他们或是见义勇为、投身公益，
或是投笔从戎、扶贫下乡，或是
发明创造、科研攻坚，个个都有
独特的个性。

学校精心撰写颁奖词，表彰
属于他们的成就。除此之外，还
会尊重学生的意愿，让每一位受
奖的学生选择心仪的人来为自
己颁奖。其中，有远在家乡的父
母、帮助过自己的老乡，也有中
学时代的校长、大学时的辅导
员，还有敬仰的老师和科技标兵
等等。颁奖人的交通和食宿全
由学校安排。

在卓志看来，为了一年一度的
颁奖典礼如此大费周章，不是为了
作秀，而是想通过表彰这些“感动
校园”的人物，用发生在身边的人
和事，让更多的学生受到感染。

“大学很长，穿越光年，历久
弥新；大学很短，此间岁月，弹指
挥间。”在2019年新生开学典礼
上，卓志勉励生于世纪之交的新
同学：“涵养大爱大德大情怀，探
求真知真理真学问，锤炼定力毅
力行动力。绽放青春光彩，成就
卓越人生。”

卓志回顾：“师从曾老，更是耳濡目染先生淡泊名利、孜孜以求的治学
态度和为师风范，曾老是我的学业之师，更是我的人生之师。”

卓志勉励生于世纪之交的新同学：“涵养大爱大德大情怀，探求真知
真理真学问，锤炼定力毅力行动力。绽放青春光彩，成就卓越人生。”

德
国
领
导
人
接
见
卓
志
在
内
的
洪
堡
学
者
。

西南财大的前身——四川财经学院。

西南财大的历史可追溯到当年的光华大学。

左：陈豹隐
右：汤象龙

左：张寿镛
右：彭迪先

西南财大校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何方迪周丽梅张峥欧阳晨雨实习生陈兆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何方迪周丽梅张峥欧阳晨雨实习生陈兆一

1998

年
，卓
志
在
国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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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学
术
活
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