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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人物点评

不久前，央视播出的十集电
视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
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关注。每天定
时收看这个节目，成为华中科技
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崑
的头等大事，每看完一集写一篇
观后感，也成为崔崑的日常工作。

崔崑和老伴的老年生活特别
丰富，两人都喜爱集邮，晨起打太
极拳，共同参加学校老教授合唱
团，闲暇之余与一帮老朋友跳交
谊舞。聊起家常，崔崑透出会心
的安宁，但只要谈到特殊钢，崔崑
的眼神里难掩璀璨光芒，窗边的
梧桐树依旧繁盛，近一个世纪的
时光似乎只是刹那。

尽管已经 92 岁，但崔崑依然
精神矍铄，身材结实硬朗。他就
像是一块钢，一块千锤百炼的特
殊钢，笔尖划过纸张，从前的燃情
岁月就渐次出现了。

如果说“特殊钢”是中
国钢铁史上的史诗，那么崔
崑就是为史诗而生的歌者

“我们这一代人，是从苦难中
成长起来的，报国是我的信仰。
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历
过贫穷落后、百废待兴，我才更能
体会到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

崔崑的话不多，却见心见肝。
他说，他常常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是
为了“特殊钢”才来到人世上的。

崔 崑 至 今 记 得 ，在 上 初 中
时，家乡被日寇占领，他只得辍
学在家。辍学后，父亲亲自教他
英语、数学，又请私塾先生教他语
文。1940年，崔崑凭借自己的努
力考上了齐鲁中学高中部，这是
一所难得不受日本人控制的教会
学校。崔崑高中毕业后，父亲支
持他离开沦陷区去四川求学，
1944年崔崑离开了家乡，步行穿
过位于河南商丘附近的封锁线，
来到了洛阳。又一路克服各种困
难，历经81天，辗转到了成都。

81天，1944小时，116640分
钟。这种原始古老的赶路方式在
现在看来堪称“绝唱”，而在崔崑
眼里，这是他实现抱负的唯一选
择。年轻的崔崑第一次感受到求
学道路的遥远和艰辛。

到了成都之后，崔崑一边到
美军空军基地喷洒敌敌畏灭蚊挣
生活费，一边考大学。秋季各大
学公布录取名单，崔崑被三所名
牌大学同时录取，他选择了西迁
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机械系。

“解放前，大学工科只有机械
系，不分专业。我1948年从武汉
大学机械系毕业，学的课程只有
机械系加工、机械设计、动力、汽
车等，一门课程就是今天的一个
专业。”崔崑说。

大 学 毕 业 后 ，崔 崑 留 校 任
教。新中国成立后，崔崑投入到
建设的浪潮中，立志为新中国的
繁荣贡献力量。如果仅仅是为了
一个饭碗，崔崑在这条“钢铁”路
上或许早就放弃了，让他最终坚

持下来的，是这条路上传达给他
的一种神圣。

如果说“特殊钢”是一
种新的冶炼，他便锻造了
最壮美的坚守

钢铁，号称工业的脊梁。高
性能特殊钢，又是托举一个国家
钢铁工业水平的巨臂。那时，崔
崑的梦想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很快，机会来到了早有准备
的崔崑面前。

上世纪60年代，新型高性能
模具钢是我国工业生产急需品，
但无力自主生产，每年需要用大
量外汇进口，且价格是普通钢的
10 倍以上。那时，我国的金属热
处理专业处在草创阶段，生产模
具钢的实验室基本上是空白。

针对这个问题，崔崑和同事
们加紧建设实验室，崔崑从苏联
带回来的图纸有了用武之地。能
够买到的设备，学校支持购买；买
不到的设备，崔崑便带领大家根
据图纸自行设计。

盐浴炉做好后，如何控制温
差是个大问题。那时候没有温控
自动化技术，他们只能用最“土”
的办法控温——眼睛紧紧盯着温
度显示仪。扎实的知识给予崔崑
的何止是能力？它还给了他一个
科学研究劳动者最高的品质——

“坚守”，这也是他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对党事业的坚守。坚守，洒
满了他钢铁长征路上的每一步。
忆及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崔崑
的眼里饱含深情：“我们几个老师
经常守在 1200 多摄氏度的盐浴
炉旁，手指按着控温开关，一盯就
是一个通宵。”最终，崔崑和研究
人员一同研发了低铬模具钢，含
铬率降低到 4%，使用寿命延长

一倍，打破了国外垄断。
为保证新产品顺利投产，崔

崑和同事常年与工人们摸爬滚打
在一线。上世纪70年代，崔崑研
发的含铌基本钢进入生产实践环
节，为达到课题攻关要求，崔崑在
哈尔滨轴承厂一住就是 3 个月，
带着学生、工人、师傅一起，日夜
坚守在实验现场。这一新型钢很
快在汽车、电子、航天等行业推
广，后被纳入国家工具钢标准。

上世纪 80 年代，每当新钢
种出产，年逾花甲的崔崑便用小
拖车带着几十公斤重的“铁坨
坨 ”，风 尘 仆 仆 赶 往 各 单 位 试
用。“一次，我带着 30 多公斤的
模具钢赶往洛阳拖拉机厂。那
时候搭火车的人多，常常挤得无
法动弹，为了少上厕所，我上车
前不敢喝水。”这种体验崔崑早
习以为常。

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一家
无线电厂需要制作印刷线路板的
模具，该模具形状复杂，上有数千
个小孔，从国外进口的模具约1万
美元，一年要进口一千多副。崔
崑与钢厂合作，经过反复试验，研
制了一种易切削的模具钢，用这
种 钢 生 产 的 模 具 每 副 只 需 约
7000元人民币，每年可节约1000
多万美元的外汇。此项成果于
1985 年获国家发明二等奖，而当
年一等奖空缺，二等奖仅4项。

百炼成钢，那 20 多年间，崔
崑先后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
目近20项，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
奖励 15 项，其中国家发明奖二、
三、四等奖各1项。

生产科研实践中，崔崑深感
急需一部能够较全面反映特殊钢
领域发展的书籍，以便广大从事
钢材生产和使用的科技工作者了
解当前国际上特殊钢的发展现

状，特别是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在
发展特殊钢领域取得的主要成就
及存在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崔崑从上世
纪 90年代开始自学电脑，亲自收
集每一份文献，编辑每一张图
片。2006 年，81 岁高龄的崔崑
开始构筑一项艰巨而宏伟的工
程：撰写《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
一书，这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
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该书卷
帙浩繁，共 1574 页，含图 828 个、
表 646 个，全书耗时六年，达 200
万字。为集中精力工作，他尽量
减少外出活动，克服许多困难，于
2012 年 8 月独立完成了《钢的成
分、组织与性能》全书的写作，使
我国有了一部自己的全面系统介
绍特殊钢的专著。

“81岁开始写，6年完工，200
万字，我把自己对钢的理解都写
在这本书里了。”崔崑拍着这部上
下两册的“大砖头”说：“这两年钢
铁领域又有新进展，我今年修订
了几十万字的内容，准备再版。”

如果说“钢铁”路是实
验室里的彩虹，他的柔情
与大爱就是彩虹的七彩

崔崑常常教育学生说：“想要
取得一点成就，首先要勤奋，第二
就是励志，要有理想，特别是年轻
人要有一生奋斗的目标。”

在教学中，崔崑注重引导学
生关注学科新动向，注意新的研
究方法。他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评
价，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学术上的
创新。74岁的华中科技大学材料
学院教授周凤云，就是崔崑的学
生。她本科毕业至今已整整 52
年了，但仍忘不了崔老在她大四
时布置的一道期末开卷考题——

试论碳化物在钢中的作用。在当
时，像这类极具开放思维的考试
不多见，“当年崔老师就有教学改
革的思想，出题启迪学生思维”。

人人都说崔崑在治学上是钢
铁雄心，在处世上却是大爱柔情。

崔崑年轻求学时，恰逢战乱
年代，饱尝贫困滋味。对寒门子
弟，他向来关怀备至。2013 年，
他与夫人朱慧楠决定将全部积蓄
捐给学校基金会，成立“勤奋励志
助学金”。一次性拿不出那么多
钱，崔崑便做了一个五年计划，从
那时起至今年，他们共捐资 420
万元，只留下部分工资用作生活
费。这笔钱，预计可资助贫困学
生500多人次。

除此之外，崔崑夫妇还向学
校捐赠了一辆价值 20 万元的崭
新轿车。谈及此事，他笑着说：

“学校为了方便老同志，此前专门
设立了应急服务专车。我看这个
措施很受老同志们欢迎，所以就
再尽一点绵薄之力。”

“上世纪 80 年代，家里孩子
多负担重，我常得到崔老接济的
衣服和食物。”在华中科大原党委
副书记梅世炎的记忆里，崔崑总
是乐善好施。该校材料学院原党
总支书记郑恩焰则回忆，早在上
世纪80年代，崔崑就自掏腰包为
困难家庭老师设立了互助基金。
曾管理过互助基金的华中科大退
休教师张杰也深有体会；“要是没
有这笔钱，一些困难老师家里可
能就揭不开锅了。一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大家收入普遍提高，这
个互助基金才取消。”

崔崑对待别人从来都是慷
慨解囊，但是对待自己向来“吝
啬”。该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原党总支书记郑恩焰透露，
崔 崑 夫 妇 生 活 方 面 一 直 很 节

俭，一直都住在校内院士楼，没
买房子；家里的家具比较老旧，
电视甚至还不是液晶的；家里
也没请过保姆，平时在学校买
菜，自己做饭。

如果说“钢铁”路是连
接党和人民的纽带，他就
是纽带上的忠诚和本色

1956 年，31 岁的崔崑光荣
入党。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始终
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克己奉公，
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坚守本色。

上世纪80年代后，请客送礼
风气渐涨。崔崑经常告诫身边的
同志，要注意廉洁自律，要坚持从
小事做起。他 1997 年当选院士
后，找他办事的人也多了，为避免
别人送礼，他总是约来访者到办
公室面谈。一次，有人到他的办
公室与他讨论问题，走时留下一
袋资料。他带回家一看，里面有
一件贵重礼品，当即用特快专递
给送礼人寄了回去。

无独有偶，2005 年 7 月，崔
崑院士八十大寿，学生集资2000
元，为他定制了一尊刻着“寿”字
的金属鼎。为了不拂学生美意，
他当时勉强收下，几天后便悄悄
抱着鼎上交给学院。他说，这虽
然是学生的一片心意，但他不收
礼的原则不能破。

崔崑从不为个人的事劳烦学
生。“我和他们是教育、学术上的
关系，不能让学生给我打杂。”他
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是他一直
坚持的原则。平时，大小家务活
基本上都是他和夫人自己动手。
每有学生到他家中要帮忙干活，
他都会婉拒：“这些事情我们做得
来，你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学习。”

2013年，崔崑的专著出版后，
学院准备出资购买一些用于宣传
和推介，赠送给相关单位。他婉
言谢绝。后来，他坚持个人出资
3.9 万元，购买了 130 套书送人。
用崔崑的话来说就是：“要赠书是
件好事，但不能用公家的钱。”

2015 年春节期间，学院领导
到崔崑家慰问，个人买了一些水
果。崔崑看到水果便说：“现在中
央规定不得送礼，你们这是违反纪
律，这样不好。”交谈中，崔崑感慨
道：“‘八项规定’出台后，节俭风气
渐浓，干部不许开公车办私事，公
款吃喝少了，这是好事。只要中央
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社会风气肯
定会越来越好。”一位同志不经意
看到崔崑穿的白色衬衣领口破了，
就说您大年初一怎么还穿着一件
破衣服。他笑着说：“没关系，家里
有新的，出门时换一下，扔了太可
惜。”在场的同志都深为感动。

“华夏有巨擘，中国多英才。
科学兴国运，技术耀喻园。大爱播
骄子，学识传后代。崔巍人品立，
崑仑比胸怀。”华中科技大学的学
生曾写过这样一首诗表达对崔崑
的敬佩之情。喻山脚下，这位钢铁
院士周身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中国的特殊钢事业中，他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崔崑：不老的钢铁雄心
本报记者 程墨 实习生 吴宜芝 黄青青 通讯员 高翔

大
家

初生牛犊
“三四十岁的老一辈企业家，已经

不理解互联网了，因为他们都老了。”
近日，自称“中国首位00后CEO”的少
年李昕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语出惊人。

一石激起千层浪，李昕泽的言论在
网络上很快引发了一片争议。有人开始
开扒，李昕泽创办的洛阳崇才网络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浏览器、电脑桌
面等产品的开发，旗下300多名员工基
本都是00后，平时主要通过QQ联系。
李昕泽自己也坦陈，受经济状况所限，
自己和公司员工目前都不领工资。这
些，都成了人们吐槽的“槽点”。

真有错误应当批评，不过对于一名
未成年人的言行，如果没有违法和违背
公德之处，舆论也不必过于苛责。同
时，李昕泽也应该明白，“00 后创业
者”的标签炒作意义远大于实际，真要
取得成绩，还是要有真才实学、扎实做
事。李昕泽即将赴俄罗斯留学，愿他

“归来仍是少年”，有朝一日用实绩给这
个创业故事续写下半集。

段子手教师
教师节来临之际，原本就已在网络

上数次“刷屏”的重庆育才中学化学教
师赵镭又火了一次。从小热爱音乐、上
大学时还组建过乐队的赵镭，讲课以轻
松幽默见长，尤其是他根据元素周期表
改编而成的四川方言版的嘻哈歌曲在学
生圈里广为流传。

赵镭讲课的视频火了之后，有人质
疑如此讲课有些哗众取宠，“上课不是
说相声”。其实，赵镭自己也说过，“讲
段子只能是画龙点睛，该记的知识点还
是一点儿都不能放松”。时代在变，不
经意间，大批像赵镭这样的90后已成
为年轻教师的骨干，他们面对的学生则
更具个性、思想更加多元。对于课该如
何上、师生之间该如何沟通，人们也不
必总是拘泥于过去形成的刻板印象和固
有思维，正如赵镭所说，“学生喜欢老
师，才会喜欢这门课”。

这是一个鼓励创新的时代，只要不
偏离正常的教学目标，教师在课堂上用
学生喜闻乐见的新形式授课，又何尝不
是一件好事？

栽跟头
“婚内出轨”“学术不端”“殴打他

人”，当这些行为和清华学生的身份联
系在一起时，产生的舆论影响无疑是爆
炸性的。日前，清华大学在校内发布的
一份公告中包含了对11名博士、硕士
研究生的处分决定，处分原因就包括上
述事项。

新闻一出，自然有人大加鞭挞“世
风日下”，也有人点赞清华“不护短”。
其实，清华发布的原本是一份面向校内
的处分决定，所行使的也不过是一所大
学再正常不过的校内管理职权。学生违
纪甚至违法的事，对任何一所高校来说
都不是新闻，没必要因为发生在清华就
过度聚焦，甚至上纲上线。人是复杂
的，学生的“研究生”身份，只是上述
诸多社会身份中的一项，再高学历的群
体中也难免会出现品行不端者。

这11名研究生，应该说都是同龄
人中的佼佼者，此番虽然栽了个不大不
小的跟头，但毕竟还没造成不可挽回的
后果。愿他们吸取这次的教训，加强规
则意识，在日后的人生路上走得更稳、
更远。

本期点评：李澈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崑 受访者供图

·公告·

一甲子砥节砺行育英才，六十年筚路
蓝缕绽芳华。金秋十月，四川省绵阳中学
将迎来建校六十周年华诞。值此盛典即将
到来之际，谨向长期以来关心与支持学校
发展建设的各级领导、各界友人及海内外
广大校友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绵阳中学创建于 1957 年。现有在校学
生 9000 余人、教职工 627 人。1994 年被评
为四川省重点高中，2000 年被评为四川省
首批国家示范性高中，2014 年被确认为四
川省一级示范性普通高中，2014—2016 年
连续三年入选“中国高中百强排行榜”前
50 强，获清华大学首届“优质生源中学”
称号。是清华大学“领军计划”、北京大学

“博雅计划”推荐资质学校，全国 16 所
“中国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之一。先后被
国家教育部门、团中央机构、四川省授牌
表彰为“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集体”

“全国中学实践教育先进学校”“全国创新
教育优质实验学校”“全国校园文化建设先
进单位”“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

“全国贯彻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 优秀学
校”“全国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试点学校”

“国家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中国西部教育
十大中小学品牌学校”，四川省“先进基
层党组织”“文明服务示范窗口单位”“德
育工作先进学校”“新课程改革样板示范
学校”“‘三大球’后备人才培养基地”

“阳光体育示范学校”“艺术教育特色学
校”“新加坡政府奖学金项目工作先进学
校”。

学校以“乐学修德，卓行天下”为校
训，在“和谐、自主、创新”的办学思想
引领下，升华出“为每一位学生创造更佳
的发展空间”的办学理念，凝聚成“健康
成长、快乐学习、全面发展、终身幸福”
的核心教育价值观。

饮水思源，收获怀耕。绵阳中学的发
展，凝聚着历代绵中人的智慧和汗水，更
离不开各级领导、各界友人，特别是海内
外广大校友的鼎力支持。六十周年华诞，
既是学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里程碑，
也是弘扬传统、繁荣发展的新起点。2017
年10月17日，学校将举行绵阳中学建校六
十周年庆祝大会 （上午 9 点） 以及系列校
庆纪念活动，聚广大学子之心，汇社会各
界之智，推动学校事业再上新台阶。在
此，我们诚挚邀请您拨冗莅临，共襄盛典！

期待与您相约绵中，敬往思来，共创
辉煌！

专此诚邀，恳祈周知。
四川省绵阳中学

2017年9月

四川省绵阳中学六十周年校庆公告

学校地址：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剑门路西段26号
联系电话：0816-2826730 2366440 2350972 （传真）
学校官网：http://www.scmyzx.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