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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教育家

■每周人物点评

三嫂

“三嫂”袁苏妹获得香港大学
“荣誉院士”称号的这一年，与她一
起登上领奖台的还有汇丰银行前行
政总裁柯清辉、李兆基长子李家
杰、曾获得紫荆星章的大律师郭庆
伟。

作为学校的一项重要传统，港
大“荣誉院士”制度旨在表彰为增
益学校福祉、提升学术水平、提高
学校声誉和地位作出贡献的人，获
奖者历来都是社会名流。三嫂却大
字不识几个。

自从上世纪40年代跟随家中排
行老三的丈夫来到港大，三嫂一直
服务于大学堂 （University Hall）
宿舍，为学生们做饭、扫地的时间
超过40年。

刷夜备考时的一碗鸡汤、高烧
不退时的一杯凉茶、凌晨派对散场
后独自清理饭堂的驼背身影⋯⋯回
忆三嫂，从大学堂宿舍走出的男生
们总是忘不了这些细节。而在“荣
誉院士”颁奖词里，40多年的点滴
付出被加工浓缩，升华出更高的意
义：“她对高等教育界作出很独特的
贡献，就是以自己的生命影响 U—
Hall仔（大学堂住宿生）的生命，教
识他们敬业乐业、事事尽力、无
私、承担责任、不计较个人的得
失。”

一个人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微小
的奉献难得，一所大学能发掘出基
层员工身上的教育意义更难得，而
这一切，离不开社会文化对于普通
劳动者价值的正视、尊重与肯定，
这最难得。

11月25日，年逾90的三嫂安详
离世，港大官网在醒目位置滚动播
放这条消息。

如果真正的死亡是被人遗忘，
那么三嫂的生命还有很长很长。

有知识，没文化

参加工作没几年，高校教师卢
某就当了老总，买了新房和特斯
拉，走上了人生巅峰。

这样的好事儿干吗不给人家写
全名？因为“老总”职位来自于传
销组织，而卢某是犯罪嫌疑人。

2013年，卢某和他在银行工作
的妻子赵某被哥哥怂恿入伙，参与

“1040纯资本运作”传销活动。利用
教师身份，卢某“提拔”几名学生
为“老总”，并通过这些学生发展了
大量下线。

更为荒唐的是，卢某与赵某毕
业于不同的“985”高校，同为法学
硕士，分别研究法学和刑事法学。
警方查获了两人撰写的大量有关传
销的法律研究笔记，称“两人知道
传销是违法犯罪，但就想着如何在
多挣钱的情况下去规避打击”。

“就怕流氓有文化。”一位网友
这样调侃。卢某有知识不假，可他
真的有文化吗？

作为法学硕士，卢某不可能看
不出传销的门道、不明白传销的危
害。受利益驱使加入，此为不智；
没有拉哥哥退出，此为不悌；更为
过分的是，他站在信息的优势位置
上，利用知识和知识塑造的权威形
象去发展下线，损害信息弱势群体
的利益来谋求个人利益，此为不德。

知识和金钱一样也是双刃剑，
用好了才叫文化。

本期点评 刘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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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核潜艇之父”，30年隐姓埋名，年逾九旬老骥伏枥。他的人生，就像
深海中的核潜艇，神秘，更负神圣的使命；无声，却有无尽的力量

黄旭华：誓言无声“潜心”永恒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黄艳 余国庆

这是温暖人心的一幕。
11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与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
代表合影时，拉着全国道德模范
黄旭华的手，邀请这位站在人群
中的93岁老人坐在自己身边。

黄旭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
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9研究
所名誉所长。

为了祖国的核潜艇事业，黄
旭华 30 年隐姓埋名，60 载风雨
兼程，年逾九旬老骥伏枥。他的
人生，就像深海中的核潜艇，神
秘，更负神圣的使命；无声，却
有无尽的力量。

30年隐姓埋名

1958 年，中国启动核潜艇
研制工程。大学造船系毕业、参
与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的黄旭华，
成为其中一员。

而在此四年前，核潜艇在美
国诞生；一年前，苏联第一艘核
潜艇下水。

黄旭华说，一开始参与研制
核潜艇，就知道这将是他一辈子
的事业。

父母是医生的黄旭华，儿时
的志向是从医，治病救人。然
而，中学时期的他遭遇祖国被日
本欺凌，他弃医从工。

“想轰炸就轰炸，因为我们
国家太弱了！”黄旭华说，他要
学航空、学造船。于是，海边出
生的黄旭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
造船系学习，为他一生的事业打
开大门。

不过，当时的中国要造核潜
艇，谈何容易！

1959 年，赫鲁晓夫访华。
中国领导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发
展核潜艇，但赫鲁晓夫认为，中
国造不了核潜艇。

对 此 ， 毛 泽 东 主 席 誓 言 ：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在位于武汉的中船重工 719
研究所办公大楼里，毛主席的誓
言刻于墙壁之上，仿佛历史的回
声依然在耳边回荡。

“听了这句话，更坚定了我
献身核潜艇事业的人生走向。”
黄旭华说。

然而，面临的困难，不只是
科技水平和工业生产能力落后，
更大的困难是没有这方面的人
才，没有人见过核潜艇，没有参
考资料，国外严密封锁，一切靠
自己摸索前行。

怎么办？一万年太久，只争
朝夕！骑驴找马，驴没有的话，
就迈开双腿，决不等待。

——模型玩具做参考。黄旭
华及其同事零零碎碎地找到国外
资料，集中分析计算，最后算出
了核潜艇的样子，但又不敢肯定
是否跟美国的核潜艇一样。这
时，有人从国外带回两个美国

“华盛顿”号核潜艇的儿童模型
玩具。拆解后发现，玩具里密密

麻麻的设备与他们构思的核潜艇
图纸基本一样，验证了方向和思
路的正确。

——算盘算核心数据。黄旭
华至今还珍藏着一个“前进”牌
算盘。他说，首艘核潜艇几万个
数据的取得，都是通过算盘和计
算尺演算出来的。为了保证数据
准确，常常是两组一起算，直到
结果一致。

——磅秤称设备。为确保核
潜艇的重心稳定，要求所有上艇
的设备都要“秤”，边角余料也
不例外。“斤斤计较”后，核潜
艇下水后的定重测试值和设计值
几乎完全吻合。

功夫不负有心人。
黄旭华说，他和同事们正是

用这种土办法解决了许多尖端技
术问题，突破了核潜艇中最为关
键、最为重大的核动力装置、水
滴线型艇体、艇体结构、人工大
气环境、水下通信、惯性导航系
统、发射装置 7 项技术，也就是

“七朵金花”。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

一艘核潜艇下水。当这个庞然大
物从水中浮起时，黄旭华激动得
泪流满面。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
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
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

“ 从 1965 年‘09’计划正
式立项，用了不到十年，我们造
出了自己的核潜艇。”黄旭华说。

十年磨一剑。黄旭华及其同
事们荒岛求索，在世界核潜艇史
上写下光辉篇章——上马三年后
开工、开工两年后下水、下水四
年后正式编入海军进入战斗序
列。

至此，中国成为继美国、苏
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
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使得中国
具备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茫茫
海疆成为阻隔外敌的海上长城！

深海，游弋着中国核潜艇，
也深藏着研制人员的功与名。

“为了工作上的保密，我整
整 30 年没有回家。离家研制核
潜艇时，我刚三十出头，等到回
家见到亲人时，已经是六十多岁
的白发老人了。”黄旭华说。

60载风雨兼程

“1974 年 交 第 一 艘 核 潜 艇
时，我们总结了四句话——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
私 奉 献 。 我 们 称 之 为 ‘09 精
神’（核潜艇精神），它们现在依
然没有过时。”黄旭华说。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
中国的核潜艇事业快步向前。

核潜艇是否有战斗力，极限
深潜试验是关键。然而，全世界
都没有总设计师随核潜艇做极限
深潜试验。

1988 年 4 月，中国某新型
核潜艇进行首次深潜试验时，
64岁的黄旭华决定一试。

深潜试验是检验核潜艇在极
限情况下结构和通海系统的安全
性。在核潜艇试验中，最具风险
与挑战。

核潜艇深潜试验遭遇事故并
不罕见，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
核潜艇“长尾鲨”号便在深潜试
验时沉没，艇上一百多人全部丧
生。

“这艘核潜艇完全是中国自
己研制的，我们检查了每一台设
备、每一块钢板、每一条焊缝、
每一根管道。我非常有信心！但
是，还有没有疏忽了的地方？还
有没有我知识认知范围之外的东
西没考虑到？还有哪些潜在的危
险没有认识到？”

黄旭华说，虽然信心很足，
但他非潜不可。“万一深潜过程
中出现异常现象，我可以及时帮
助采取措施。我不是充英雄好
汉，要跟大家一起去牺牲，而是
对大家的生命安全负责，确保
人、艇安全。”

黄旭华的夫人李世英也主张
他去深潜：“万一试验出现意外，
你在现场，大家就有了主心骨！”

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
四小时，黄旭华下到水下极限深
度，完成了四个小时的深潜试验。
当到达设计深度时，巨大的水压
使核潜艇艇身多处发出“咔哒”的
声响，惊心动魄。黄旭华沉着应
对，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数据。

试验成功，艇上沸腾起来。
握手的握手、拥抱的拥抱，哭的
哭、笑的笑。

李世英哭了，压在她心里的
那块石头落地了。

黄 旭 华 笑 了 ， 当 即 挥 毫 ：
“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
浪，乐在其中！”

“‘痴’和‘乐’，是我人
生的写照。痴迷核潜艇，同时为
核潜艇的成果感到快乐。”黄旭
华说。

直到今天，黄旭华与核潜艇
的不解之缘还在延续。60 年风
雨兼程，核潜艇事业一直伴随着
他，脚步从未停歇。93 岁的黄
旭华仍然每天 8 点半到办公室，
整理几十年工作中积累下的几堆
一米多高的资料，希望把它们留
给年轻一代。

“年轻人青出于蓝，我信任
他们。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当拉
拉队，给他们鼓劲、加油和支
持，必要时当他们的场外指导，
不是当教练，是在必要的时候、
需要的时候，指点指点他们。”

黄旭华说，想把自己随身携
带的“三面镜子”，送给年轻的
核潜艇科研人员：放大镜——扩
大视野，寻找线索；显微镜——
放大信息，看清实质；照妖镜
——鉴别真假，吸取精华。

一辈子家国情怀

2016 年 10 月 15 日，中国
首艘核潜艇游弋深海 40 多年后
退役，进驻青岛海军博物馆码
头。

不过，这艘核潜艇的总设计

师仍然在“服役”。从1958年至
今，黄旭华从未离开过核潜艇研
制，似乎永远不知疲倦。

“核潜艇已经融入了我的生
命。你们有所不知，我的手机号
码中有四位数是 5209，这个号
码是我自己选的。5209 什么意
思？我爱‘09’，‘09’是核潜
艇的代号。我爱‘09’，我这一
辈子与‘09’结合在一起。”黄
旭华说。

“为了不泄露国家机密，我
淡化了与亲朋好友之间的联系。
父母多次写信，问我在哪个单位
工作，做什么工作，我都避而不
答。父亲病重的时候，我没能回
家看护；父亲病逝，我也没能奔
丧。父亲至死也不知道他的三儿
子在什么单位，更不知道是在干
什么工作。”黄旭华说着对家人
的无尽遗憾。

因为从不知道黄旭华做的是
什么工作，30 年来家人屡有埋
怨、不理解。直到 1987 年，上
海 《文汇月刊》 刊登报告文学

《赫赫而无名的人生》，描写中国
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提
到了“黄总设计师”和“他的妻
子李世英”。黄旭华隐秘30年的
生活，才渐渐显露于世。

黄旭华将这篇文章寄给广东
老家的母亲。母亲把文章看了一
遍又一遍，满脸泪水。她知道，
黄总设计师的爱人李世英，是她
的儿媳妇，黄总设计师肯定就是
她的儿子。她流着泪对全家人
说：“三哥 （黄旭华） 的事情，

大家要理解、要谅解。”
“知儿莫如母。这句话传到

我耳朵里，我哭了。30 年如山
的负重，释然了。我说我想您，
我来看您啊。”黄旭华说。

1988 年，两鬓斑白的黄旭
华回到广东老家，见到了 93 岁
的母亲。想到母亲对自己的谅
解，黄旭华眼含泪花：“人们常
说忠孝不能双全，我说对国家的
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在黄旭华一心研制核潜艇的
战场上，他的后方是妻子李世英
在坚守。

“这些年亏欠家人很多，现
在她做菜，我洗碗。”黄旭华说。

家国情怀，蕴含着中华民族
深沉而细腻的情感。黄旭华说：

“这辈子没有虚度，一生属于核
潜艇、属于祖国，无怨无悔！”

黄旭华说，当祖国需要我冲锋
陷阵的时候，我就一次流光自己的
血；当祖国需要我一滴一滴地流血
的时候，我就一滴一滴地流！

当人们称誉黄旭华为“中国
核潜艇之父”时，他总是矢口否
认，说“不敢接受”，“把荣誉挂
在我的头上，就当大家的一个代
表吧”。

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
河。当记者问，如果人生能重
来，您会做何选择？黄旭华眼神
笃定地看着记者说，我还是会选
择投入到祖国的核潜艇事业中，
而且还希望是在艰苦的条件、艰
难的环境下研制，并取得成功。

新华社武汉11月29日电

团结就是力量，这话放在老
一辈革命家、教育家华岗身上，
再合适不过。

1925 年加入共产党的华岗
很早就从事统一战线的工作。
他当过教师，那时的教师身份，
是掩护。比如1941年春，华岗来
到西康省省会雅安，便以中学教
师的身份作掩护，多次与省主席
刘文辉长谈，劝他弃暗投明。刘
文辉决定设立电台与延安和中
共南方局直接联系，就是华岗直
接推动的结果。

1943 年夏秋之交，华岗又到
昆明，这次，他以云南大学教授
的身份作掩护，一边讲授《社会
发展史》和《中国社会思想史》，
一边对云南军政上层和高级知
识分子做统战工作。他对时局
高屋建瓴的见解，鞭辟入里的分
析，使“云南王”龙云极为折服。

解放战争后期，西康省主

席刘文辉、西南军政副长官邓
锡侯及龙云亲信、云南省主席
卢汉等人相继起义，这里面，
少不了华岗的功劳。

建国后，华岗担任山东大学
校长，短短 5 年，把这所三校合
一、背景错综复杂的学校捏合成
一个整体。世人公认，正是华岗
主政期间，山东大学由一所规模
较小、不太知名的国立学校一跃
而为规模颇大、学科门类齐全的
知名大学，并且形成了以文科见
长的办学风格和特色。

法宝？还是团结。
看看当时山东大学的领导

班子：两位副校长童第周、陆
侃如都是民主党派，当时政治
运动不断，为了充分发挥两位
副校长的作用，华岗把行政、
教学、学术等工作的管理全部
交给他们，实行分管校长负责
制。由于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

信赖，童第周、陆侃如工作非
常愉快。当时童第周还有调往
北京工作的机会，但他坚持留
在山大，也与此有关。

还有从齐鲁大学来到山大
的著名历史学家张维华。

张维华曾担任“庚子赔款”
管委会委员。“三反五反”期间，
张维华因此惹上麻烦，原单位派
人来，说他有政治问题、经济问
题，要把他带回济南审查。山大
党委开会研究，有人已经表示同
意，但华岗不同意。

他说：“齐鲁和山大都受共产
党领导，都执行党的政策，现在张
先生已经是山大人，身负教学任
务，没有必要再转回原单位，请他
们把有关材料转来山大吧。”

这一顶，就让张维华免遭
一难。

一般人搞团结，到这一层，
也就了了。精神上包容你，行动

上支持你，还不够吗？
对华岗来说，不够。他高明

就高明在，他还要做一个“场”，
让这些学界大腕儿，都能在这个

“场”里戮力同心，同舟共济。
这个“场”，就是那份著名的

《文史哲》。
1951 年 5 月，华岗拿出 500

元自费创办《文史哲》杂志并任
社长。它的创刊在全国引起轰
动：一是由于《文史哲》的创办，
在全国高校中是头一家；二是由
于《文史哲》的学术风貌和全新
的理念，代表了新中国学术发展
的方向。华岗虽工作繁忙，却几
乎每期都有文章发表，并亲自编
审稿件。由于他和编委们的努
力，《文史哲》成为全国极有影响
的刊物。它直接介入中国学术
界长期争论却悬而未决的学术
问题，引起学者们广泛关注，不
仅校内专家多次投稿参加，而且

还吸引校外的大批知名专家学
者前来争鸣讨论，甚至苏联、日
本、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多个国
家的学者都来函索购。山大的
黄金时代，《文史哲》功不可没。

感 情 留 人 待 遇 留 人 ， 事
业，也要留人啊！

只是，随着政治风暴的到
来，华岗得心应手的“团结”，
最 后 却 成 为 令 他 陷 入 囹 圄 的

“罪状”。1972 年 5 月，饱受折
磨的华岗留下一句“历史会证
明我是清白的”，含冤去世，遗
容面无血色，怒目圆睁。

1980 年 3 月 28 日，中共中央
正式批准为华岗平反昭雪，恢复
名誉。7月5日，山东省委在济南
英雄山烈土陵园为华岗举行隆重
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如今，华岗
的雕像矗立在山大校园里，雕像
右手微微扬起，对山大，这位老校
长似乎还有说不完的话。

华岗：团结就是力量
高毅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