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发布
新加坡，2017 年 7 月 13 日

苏布拉·苏雷什教授受委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长
国际著名学者苏布拉·苏雷什教授将在 2018 年 1 月 1 日，接替安博迪教授成为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的第四任校长。苏布拉·苏雷什教授是一位知名的美国科学家、工程师
兼企业家，曾在 2010 年获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命领导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自 2011
年起掌校的安博迪教授将卸下校长一职。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是全球顶尖大学之一，获得世界许多独立学术排名机构的认可。
在国际教育市场咨询公司 Quacquarelli Symonds（简称 QS）今年公布的全球大学排行
榜上，南大在全球排名第 11 位，也在亚洲大学中名列前茅。今天 QS 公布的全球顶尖
年轻大学（建校未满 50 年）排行榜上，南大第四度蝉联冠军。南大在 2015 年获《泰
晤士高等教育》评选为世界崛起最快的年轻大学。南大校园也经常列为全球 15 所最美
大学校园之一。
苏雷什教授在加入南大之前，于卡内基梅隆大学担任校长长达四年。卡内基梅隆大学
成绩显赫，帮助匹兹堡市从一个主要以生产钢铁的小镇，通过科技、服务与医疗发展，
转型为一个多元化的经济体，深获各方肯定。苏雷什教授目前为国际科技公司惠普的
独立董事，也是德国西门子公司高级领导团在科学、科技和创新方面的顾问。他曾在
2010 年至 2013 年间担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并在任内负责掌管 70 亿美元的年
度预算。这笔预算主要用于支援科学、工程和相关教育的基础研究和创新项目，横跨
美国和全球 2000 余所研究机构。在此之前，他曾在 2007 至 2010 年期间担任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工程系院长，并获颁万尼瓦尔·布什教授之荣衔。
南大董事会主席许文辉先生（美国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主席、新加坡航空公司和星展
银行前主席）在今天下午通过电邮致函给南大教职员、学生和校友，宣布了苏雷什教
授受委为校长一事。他表示，培养接班人的计划于去年开始，并按照国际各大学的最
佳作业程序，为招聘下一任校长开展了在新加坡和全球性的征招。由许先生领导的 8
人遴选委员会，一致推选苏雷什教授为南大的下一任校长，他的委任也受到所有南大
董事会成员的大力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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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先生说：
“南大在安博迪教授的领导下，在培育全方位发展的大学毕业生，以及推
展受国际高度评价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下一位校长的委任对于延续
这样的发展势头，并且让南大在下一个重大发展阶段进一步提升，至关重要。
作为一所世界级的大学，南大需要一位有愿景、国际地位显赫，并彻底了解南
大的运作环境以及南大和新加坡所处的国际背景的领导人。苏雷什教授完全符
合甚至超越了这些标准。
“苏雷什教授积极为各个公共与私人机构和董事会做出贡献，同时身兼多个国
家级科学与工程院校的成员，这使他不仅对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和研究系统有所
了解，对北美、欧洲、中国和印度的情况亦然。他是集教育家、科学家、顾问、
发明家、企业家和领袖于一身的杰出人物。苏雷什教授当仁不让，愿意接掌领
导南大的重责大任，带领南大迈向另一个里程碑，这令董事会和我都感到无比
欣慰。”

25 年的新加坡情谊
对于受委为南大第四任校长，苏雷什教授表示：
“我对新加坡有份特殊的感情，并且和这里的学术界、工业界和政府有过不少
交流。对于能够见证并参与新加坡和南洋理工大学在国际舞台上令人骄傲的发
展，我感到十分荣幸。
“能够成为南大的掌舵人，我感到很兴奋。这是一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美丽又具有国际化特色的校园。南大地处新加坡这个活力十足的城市国家，它
在金融、贸易、教育、研究和文化领域里，扮演亚洲通向世界的国际枢纽的角
色，而目前的亚洲，即将引领塑造 21 世纪。我很期待和南大大家庭的成员共事，
这包括杰出的院系和行政人员、超过 20 万来自全球各地的校友、董事会和出类
拔萃的莘莘学子，共同实现南大美好的未来。我也很感激安博迪教授在过去六
年领导南大，并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力。”
苏雷什教授过去 25 年与新加坡有过许多高层次的交流。他曾担任国家科学与科技局的
顾问，也担任过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好些院系的咨询董
事或理事，也曾在 2006 年至 2010 年期间，以客座学者的身份，担任首届陈振传百年
纪念基金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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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代表，苏雷什教授在 2006 年受委为“新麻联盟科研中心”（简称
SMART）的首席协调员。新麻联盟科研中心是新加坡国立研究基金会（NRF）属下卓越
研究与科技企业学院（CREATE）所设立的第一个中心。他与麻省理工学院和新加坡的
研究界密切合作，于 2006 年 7 月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领导的研究、创新与创业理事
会阐明与呈现 SMART 的愿景以及它在卓越研究与科技企业学院的角色。
在担任麻省理工学院工程院院长期间，苏雷什教授继续与国大和南大的同事在新麻联
盟科研中心联合展开传染病的研究工作，并在许多知名国际学术期刊上刊登了数十篇
相关的学术论文。
在过去几年里，他也担任新加坡教育部学术研究理事会与国际学术咨询团的成员。
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成就
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担任校长期间，苏雷什教授展开历史性的扩建校园基础设施活动，
包括开辟一个新的四边形场地，并在此创建校园里最大的建筑物。这项工程是由一名
校友 6700 万美元的捐款部分资助。借助另一名校友 3100 万美元的捐款，苏雷什教授
和团队合作设立施瓦茨创业中心。在他的领导下，大学见证筹款历来最成功的四年，
并借助这些款项实行扩建措施。大学的捐赠基金总数也增加了 55％。他也与大学团队
合作取得超过 2 亿美元的新永久捐赠基金款项。他在 2014 年特别设立校长奖学金计划，
为顶尖学生提供经济支援，而新的款项将能让这些学生获益。
苏雷什教授担任校长时，卡内基梅隆大学成立了大学历史上最多元化的高级领导团队；
通过包含全校参与的流程，制定战略计划，特别强调校园体验以及学生的健康和福利；
在计算机科学和工程领域录取历来最多名一年级女性本科生（比美国大学的平均数目
高出好几倍，这些领域是女性传统上代表性不足的）；和成立并担任全球学习委员会
主席，该国际论坛旨在通过科技改善学习成果。

现任南大校长热烈欢迎
现任南大校长，安博迪教授说：
“我热烈欢迎苏雷什教授，希望他也能和我一样，享受接下来这段在南大担任
校长的时光。这是一项难得的殊荣，十年来，我在这个卓越的地方留下许多特
别的回忆。我知道南大的未来掌握在一个非常优秀的掌舵人手中，我期待和苏
雷什教授以及南大的董事会合作，确保交接顺利。今后，无论我身在何处，都
会继续扮演南大和新加坡大使的角色，并引以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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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博迪教授，杰出的生化科学家，曾获颁备受瞩目的威廉 · 埃斯内奖，并在新加坡
工作超过十年。他于 2007 年加入南大成为第一任教务长，并在 2011 年受委任为校长。
在他的领导下，南大在今年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从 2010 年的第 74 位跃升到历史新高的
全球第 11 名，在亚洲大学中名列前茅。
南大目前在亚洲顶尖大学标准化研究引文影响力排行第一（科睿唯安期刊引文报告
2015 年）。过去 5 年，南大也在校园内与顶尖的国际机构如劳斯莱斯公司、宝马公司、
庄信万丰公司、西门子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新加坡的新科工程设立联合实验
室。
身为伦敦帝国大学院士，安博迪教授倡导设立与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联办的医学院，首
届医科生将于 2018 年 7 月毕业。基于他的卓越贡献，安博迪教授于 2016 年获颁总统
科学与科技奖，他带领团队在教学实践方面不断向前迈进，比如他致力于推行“翻转
教室”教学理念，这体现在南大具有标志意义的“创意之室”，他也强调并推动终身
学习教育。
安博迪教授也监督南大主校园的急速发展，以及在诺维娜校园建造第二座临床科学大
楼的计划，这些设施为教学、研究和跨学科交流营造了有利的环境。
***完***

媒体联系：
洪慧敏小姐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资讯与公关处
助理经理
电话: (65) 6592 3557
电邮: huimin@ntu.edu.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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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布拉·苏雷什教授简介
苏布拉·苏雷什教授出生于印度，15 岁高中毕业后到位于马德拉斯的印度理工学院深
造，荣获第一等荣誉学位。他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获得硕士学位，随后在两年内于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完成机械工程博士课程。他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伯克利国
家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并于 1983 年加入美国布朗大学工程系。1993 年，苏雷
什教授返回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执教并获颁 R.P 西门斯教授，于 2000 年至 2006 年期间
任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系主任。他曾于 2007 年至 2010 年期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程
学院院长。苏雷什教授于 2010 年获得美国参议院的一致认可，受美国总统奥巴马委任
为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他于 2013 年至 2017 年期间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
苏雷什教授是唯一获选在所有三所美国国家学院（科学、工程与医科）任职的大学校
长。他也是唯一获委任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美国籍大学校长。他是 15 所科学或工
程学院的当选代表。这些学院分布在美国、中国、法国、印度、瑞典、德国、意大利
和西班牙。他荣获 12 所海外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这包括中国浙江大学、瑞士洛
桑联邦理工学院、瑞典皇家理工学院、英国沃里克大学、俄罗斯圣彼得堡理工大学、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以及他的母校马德拉斯的印度理工学院。2011 年，苏布拉·苏雷什
教授获印度总统授予莲花士勋章（Padma Shri），那是平民可以得到的最高荣誉之一。
苏雷什教授在国际学术期刊里独自或联合发表了超过 250 篇研究论文。他是五本书的
联合编辑，也是 25 个美国和国际专利申请的共同发明人。他是三本书的作者，其中
《材料的疲劳》和《薄膜材料》已翻译成中文，用作研究生的教科书。
苏雷什教授是少数获委任为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曾于 2014 年至 2016 年间任广
东省省长咨询委员会委员，参与科技与工业项目。他与中国的渊源可追溯到 25 年前。
当时，他的著作《材料的疲劳》首次翻译成中文。他也与中国科学家合作研究，其中
一项是引用次数极高、发表于学术论文集《科学》里的一篇关于纳米孪晶材料的文章。
苏雷什教授在过去 30 年里曾指导过许多中国学生和学者。其中一位是中国浙江大学的
前校长杨卫教授。杨卫教授是他在 1984 年于美国布朗大学任助理教授时的学生。他在
2013 年荣获浙江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当时的情景令他难忘。杨教授目前是中国
顶尖科学机构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任。苏雷什教授于 2013 年和 2014 年，
分别在西安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颁名誉教授。
苏雷什教授的太太玛丽·德尔梅·苏雷什是一位公共保健顾问。他们育有两名女儿，
尼娜（Nina）和米拉（Meera）。尼娜是医生，米拉在美国的一家非盈利组织里担任全
球保健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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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是新加坡一所科研密集型大学，分文、理、工、商四大学院，为 3 万 3
千 500 名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全方位的跨学科教育。南大也与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联办
李光前医学院。
南大校园内也设有四所世界级的自主机构。这包括拉惹勒南国际关系研究院、新加坡
唯一的专业师资培训学府 —— 国立教育学院、集中研究地球科学自然灾害课题的新
加坡地球观测与研究所， 以及研究重点放在生物膜的新加坡环境生物工程中心。南大
也设有许多顶尖的研究中心，包括南洋环境与水源研究院和南洋理工大学能源研究所，
以及亚洲消费者洞察研究中心。
南洋理工大学以卓越的学术和科研成果，跻身全球顶尖大学百强之列，过去四年连续
名列于全球顶尖年轻大学排行榜上。除了主校园，南大也在新加坡的医疗区诺维娜设
立校园。
欲知详情，请浏览 www.ntu.edu.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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