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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

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 5
月，郑德荣逝世。当我接到采访
他先进事迹的通知后，第一时间
想到的是，“这就是曾经写毛泽
东思想概论教材的那位大师吗？”

采访中，郑德荣的学生和家
人告诉我，他去世的前几天，在
病床上还惦记着要参加纪念马克
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我就在
想，是什么让他在学术道路上披
荆斩棘、勇往直前？是什么让他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牵挂着
还未召开的学术会议？是什么让
他拥有如此淡泊的财富观、超脱
的生死观和高尚的价值观？

随着采访深入，我心中逐渐
有了答案。

郑德荣身上那种特有的红色
气质与新华社谱写的一系列典型
人物焦裕禄、孟二冬、黄大年一
脉相承。

是什么让他这样忠诚于党的
事业？品读郑德荣过去说过的话
语，我找到了答案。“工作需
要，就是我的志向。做什么爱什
么，干什么学什么，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
益。”正是这样坚定执着的信
念，支撑着他矢志不渝地研究党
史，让他的学术研究始终与党的
建设密切相关，与坚持马克思主
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
位紧密相连，与宣传贯彻执行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高度一致。

郑德荣一直很忙，忙得连自
己喜欢的下棋都觉得是浪费时
间，他平时的爱好就是看书做学
问。他常说：“我受党的教育多
年，毕生的追求就是用自己的所
学为党、为国家多作贡献。”正
是出于这种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
社会使命感，郑德荣在高龄时，
依旧坚持到各地进行宣讲活动。
每次有纪念活动时，很多基层单
位邀请他作讲座，他能多去一个
地方，绝不少去一个地方。

是什么让他一辈子醉心于党
史研究？了解他的生平后，我找
到了答案。少年时的郑德荣，目
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这
让他体会到了亡国奴的耻辱和痛
苦。读书求学时，他接触到了马
克思主义。从此，他找到了人生
奋斗的方向，将研究党史作为自
己终生奋斗的目标。

数十年来，无论时代如何变
化，他始终不忘“初心”，在大
是大非面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让自己的学术成果为党和国家的
需要服务。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和社
会上出现了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些
模糊认识。他于1981年成立了
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将毛泽东思
想研究从语录式、口号式的说教，
转变为体系化、系统化、理论化的
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说服力
的成果，澄清了学界的模糊认识，
正确引导了社会思潮。他的研究
有时代高度、理论深度、实践温
度，其学术观点影响了几代人深
刻感悟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

是什么让他用生命诠释了大
爱师魂和师德典范？采访他的学
生后，我心中逐渐明朗。

很多学生回忆，非常难忘郑
德荣给他们上的第一堂课。他的
第一堂课从来不急于讲授专业知
识，而是一堂“思想政治教育
课”。他谆谆教导学生，“不仅在
业务上要使自己成为国家的高级
人才，更要在政治上具有坚定的
共产主义信念，使自己成为共产
主义战士。”

对自己的学生，他格外地用
心。当学生的父母身患重病时，
他会多次打电话悉心问候；学生
去家中请教，他会准备热腾腾的
豆浆或清爽的西瓜；郑德荣对待
每一个学生都如同对自己的孩
子。

67年的教书育人生涯，郑
德荣培育的一批又一批学生成长
为专业领域的高层次人才。

“理想、勤奋、毅力、进
取”是郑德荣的座右铭，他将这
八个字贯穿于生命的始终。

郑德荣为理想信念而奋斗拼
搏，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
一颗闪闪发光的心对生命价值作
出了完美的诠释。 据新华社电

对郑德荣的
三个追问
新华社记者 李双溪

近两个月前的一个深夜，一位
92 岁的老人从半昏迷中醒来，叫过
家人，断断续续地叮嘱，“告诉我的
学生，要不忘初心⋯⋯”

十几天后，老人溘然长逝，这句
话成为他留在世上最后一句完整的遗
言。

“他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信仰。”
学生们含泪说。

这位老人就是我党红色理论家、
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郑德荣。

1952 年，年轻的郑德荣刚刚从
事党史研究时，是出于对同样年轻的
一个政党如何成为执政党的兴趣。研
究得越深入，他越觉得马克思主义是
一门学问，是一种真理。

20 世纪 80 年代，郑德荣被借调
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两年，接
触到许多珍贵的党史资料。读到在白
色恐怖下地下党员用生命保存的档
案，让他对自己的信仰更加坚定。

“那个时候国家有 6 个大的档案

馆，他走了4个。很多档案只能看，不
能复印，他就手抄下来。有的不允许
抄，他就记在脑子里。”郑德荣的二儿
子郑晓光说。直到今天，东北师大政法
学院的资料室里，还保存着十几盒已经
发黄的党史资料，其中很多是郑德荣当
年一笔一画抄写下来的。

“老师对马克思主义是真学、真
懂、真信，因此，不允许有任何对马克
思主义的曲解和对党史的玷污。”郑德
荣的学生邱潇说。

20 世纪 80 年代，郑德荣在全国第
一个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捍卫毛
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20 世纪 90 年

代，国际社会风云动荡，一些人信仰动
摇，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郑德荣秉
笔直书，写下大量反驳文章，同时教育
学生，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理论工
作者都要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郑德荣的学生们说，每次到老师
家，他都在读书。有时学生在书店、图
书馆找不到的资料，到老师家去找，十
有八九可以找到。老师甚至能告诉他
们，要查找的资料大致在书架的哪个位
置、哪本书籍中，甚至指出在书中的哪
个部分。

学生刘世华至今仍清晰记得，当年
读郑老师博士时，最难的一门课就是文

献阅读。郑德荣每次课都要求学生通读
一个时期或者一个主题的文献，下一次
课讨论。谁没有认真读，讨论时郑德荣
马上可以发现，会被严厉批评。

郑德荣常对学生说：“离开严谨求
实，不能称其为科学。”

郑德荣的孙子郑凯旋也从事党史研
究，写了一篇党史方面的文章，想请爷
爷简单修改一下。郑德荣看后，不客气
地指出文章质量不高，提出了大量修改
意见。经过数次修改后，郑德荣仍不满
意，就逐字逐句修改，边改边给他讲述
相关党史内容。“学术上的任何瑕疵在
爷爷那里都是混不过去的。”郑凯旋说。

在子女眼中，郑德荣是一位严厉的
父亲，在学生眼中，他却是一位慈爱的
师长。

1983 到 1986 年间，郑德荣担任东
北师大副校长。当时，郑德荣的大女儿
在外县医院工作，想调到东北师大校医
院，郑德荣没有同意。他的儿媳妇想从
企业考入学校财务处做会计，也被他一
口拒绝。他说：“我要是安排了这件
事，今后怎么要求别人，我过不了心里
的那道儿坎。”

今年，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理
论研讨会之前，郑德荣的身体已极度虚
弱，但他强忍病痛，坚持写了9页手稿。

4 月 19 日，他的文章收到了大会
入选通知。郑德荣很受鼓舞，每天坚持
锻炼，想要站起来。每抬一次腿就是一
身大汗，但他仍然顽强地坚持练习，期
待能够参会⋯⋯

5 月 3 日，大会召开的前一天，92
岁的郑德荣带着遗憾，永远地走了。

据新华社电

“他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信仰”
——家人、学生追忆郑德荣

60岁退休后，郑德荣一直坚持学术研究。
资料图片

郑德荣病逝前两天，在医院拔掉吸氧管听学生读论文。
资料图片

不管风吹雨打、不管形势如何变化，我对党
的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始终坚定不移。

我们党史工作者，是在为中国共产党写“红
色家谱”，是为党做学问。入了这扇门，就必须成
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不管什么情况，都
要立场坚定、对党忠诚。

人生的最大欣慰和快乐，一是科研成果给人
以启迪，服务于社会；二是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

——郑德荣

60 岁 退 休 时 ， 他 曾 立 下 “ 宏
愿 ”：用 10 年时间培养出 10 名博
士，出版10部专著。

30 多年过去了，他培养了 49 名
博士，出版著作、教材 40 多部，发
表了260多篇学术论文。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91 岁的他
立即申报了十九大专项重大课题；为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92 岁高龄
的他在病床上仍坚持撰写文章⋯⋯

他，就是我国著名中共党史专
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开
拓者和奠基人，被誉为“红色理论
家”的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原副
校长郑德荣。

5 月 3 日 7 时 12 分，郑德荣在长
春逝世，享年92岁。

5 月 11 日，吉林省委号召全省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向郑德荣
学习；6 月 6 日，教育部追授他“全
国 优 秀 教 师 ” 荣 誉 称 号 ； 6 月 28
日，中共中央追授他“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称号⋯⋯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此生从未动摇”

“1948 年，我作为一名大学生毅
然投奔解放区，从此开始接受马克思
主义和党的教育。不管风吹雨打、不
管形势如何变化，我对党的信念、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始终坚定不移。”
两年前，郑德荣在自己从教 65 年学
术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依然在学生耳
畔回响。

1926 年 1 月，郑德荣出生于吉
林延吉，那时正值外敌入侵、山河破
碎，少年时的郑德荣目睹日伪政府的
残暴统治，深深体会到亡国的耻辱和
痛苦。一颗年轻的心在时时发问：

“到底怎样才能救积贫积弱的中国？”
1949 年，郑德荣进入东北师范

大学历史系本科学习，1952 年提前
毕业并留校任教，从事中共党史的研
究和教学工作。从此，他就与中共党
史、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把“理想、勤
奋、毅力、进取”作为座右铭，刻苦
钻研，全身心扑在中共党史的学习、
研究和教学中。1953 年，郑德荣光
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 80 年代初，郑德荣被借
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两年，担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编写组”主持工
作的副组长，从而有机会进入中央档
案馆，亲手翻阅第一手的革命史料，
这两年也成为他学术研究上的重要转
折点。

他每天早去晚归，一条板凳坐到
黑，如饥似渴地查阅资料、撰写笔
记。“触摸那些泛黄的纸张，就仿佛

看 到 了 烈 士 流 下 的 鲜 血 、 付 出 的 生
命。”这份对先烈的崇敬之情和由衷的
责任感，一直激励着郑德荣在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道路上执着前行。

凡是和郑德荣有过接触的人都知
道，他家桌子上、书架上，甚至床上到
处都是书，他几十年如一日，深深沉浸
在红色理论的海洋里。在他的影响下，
三个儿子先后从事党史研究工作。

“父亲对马列主义的信仰此生从未
动摇过。”郑德荣的三子郑晓亮说，“马
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他的精神支柱，我母
亲送葬那天，他的学生在家陪他，他让
学生给他念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讨论
问题。他说这是对老伴最好的纪念。”

“永久奋斗”，他真正做到了

在东北师范大学郑德荣事迹展览馆
里有这样一封通知函：“你单位组织报
送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主要成果和宝贵经验》 论文入选研讨
会，请通知论文作者参会。”

这是 5 月 4 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马
克思诞辰 200 周年理论研讨会的邀请
函。可是，论文的作者郑德荣却已在此
前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

“郑老师曾说过，离开严谨求实，
不称其为科学；没有探索创新，不称其
为研究。他视学术为学者生命，视学问
为终身事业，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开创性
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刘益春说。

“科学精神，对于郑德荣先生来
讲，已经深入骨髓。”郑德荣的学生、
东北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王占仁说，

“比如，党史上著名的宁都会议召开时
间，原来大家都说是 1932 年 8 月，但
是郑德荣先生经过自己的深入研究，确
定为 1932 年 10 月。虽然只差了两个
月，他却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查阅了大量
第一手文献，才将这个开会时间确定。
这个结论被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所采
纳，也为学界同仁所接受。”

郑德荣的很多著作填补了相关研究
领域的空白：1983 年的 《毛泽东思想
史稿》 是国内研究毛泽东思想最早的一
部专著，开创了毛泽东思想史科学体系
的先河；三卷本135万字的 《毛泽东思
想论纲》 是国内全面系统地阐述毛泽东
思想体系的巨著；1997 年获立国家

“八五”社科规划项目的 《毛泽东与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书，首次提出了毛
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用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真谛在于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独到见解。

他编写的多部教材成为全国高校的
通用教材，《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是
改革开放后我国最早推出的中共党史教
材，多次再版，发行量突破百万册。

“美国国会图书馆里收藏了先生的
29 本著作。你知道当我在那里看到先

生的书时有多震撼吗？”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程舒伟对记者说。

郑德荣的思考与研究总是与时代同
频共振。改革开放后，他的研究领域拓
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
十九大后，他又专注于研究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王占仁回
忆，郑德荣生前爱用毛泽东当年在延安
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的讲话教育学生

“永久奋斗”，在他看来“老师真正做到
了”。

“要有为党工作的意识”

“你连信都不信，怎么给学生讲？
要让别人信，首先自己信。”这，是郑
德荣对自己的要求。

“不仅在业务上成为国家的优秀人
才 ， 而 且 在 政 治 上 成 为 共 产 主 义 战
士。”这，是郑德荣对学生的要求。

郑 德 荣 从 教 几 十 年 ， 桃 李 满 天
下。他带过的博士都清晰地记得，他
上的第一堂课，不是讲学术而是讲做
人。他告诫学生，作为党史工作者，
永远要站在党的立场上，“要有为党工
作的意识”。

“党史研究，必须注重科学性与政
治性的统一。”郑德荣提醒自己，也告
诫学生，“我们党史工作者，是在为中
国共产党写‘红色家谱’，是为党做学
问。入了这扇门，就必须成为坚定的马
克思主义信仰者，不管什么情况，都要
立场坚定、对党忠诚。”

郑德荣常说，人民教师首先要有坚
定的政治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
的学风，教师的形象直接影响自己在学
生心目中的威信和教学效果；教师只有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才能真正做到为人师表，尽到教书育人
的职责；教师要帮助学生明白为何学
习、为谁学习、如何学习和成才。

在他看来，“传道”“授业”“解

惑”是三位一体的，而“传道”应列为
首位。今天的“道”，是以社会主义、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马克
思主义之道。所以，他将多年教学和研
究的收获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把自
己对党的事业执着追求的心得传授给学
生，让学生从中学习做人、做事、做学
问的真谛。

“那一课首先给我们规定了读博的
政治标准。”郑德荣带过的1988级博士
张喜德回忆起自己入学第一课时说，老
师说，博士生党员，不仅要在业务上使
自己成为国家的优秀人才，而且在政治
上、道德上应使自己成为共产主义战
士，不管在什么样的政治风浪中，都要
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立场，
保持高尚的共产主义情操。“这一课，
绝不是冠冕堂皇、油水分离的政治说
教，而是寓意深刻、阐述精辟的‘红’
与‘专’融为一体的‘治学之道’。”张
喜德说。

“只要还能动，就一定
要坚持讲”

2001 年 7 月，纪念建党 80 周年活
动中，长春的不少党员干部聆听了郑德
荣的党课。台上，75 岁的郑德荣声如
洪钟、神情激扬，讲得振奋人心。然
而，很少有人知道，他早已患有冠心病
和糖尿病。

“我这一上讲台啊，就啥都忘了。
只要还能动，就一定要坚持讲！”炎炎
夏日，这位当时年逾七旬的省委理论宣
讲团成员，不辞劳苦，奔波全省 6 县
市、作了12场报告。

多年来，每逢党和国家的重大纪念
日和重要活动，无论工作多忙，也不管
身体状态如何，郑德荣都积极关注，并
及时举办相关讲座进行解读。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郑德荣饱受结
肠癌折磨，可他讲学的足迹仍遍及半个
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讲座，不管工作有多繁忙，身体状况有
多不好，他都欣然前往，即使是基层单
位的邀请，他也从不拒绝。学生劝他推
掉一部分邀请，可他却说：“这是责任，
是我们的专业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候，怎
么能推脱呢？”

郑德荣的学生，上至“50 后”下至
“90 后”，他的宣讲对象，既有党的高级
干部也有普通群众，他总能因人而异，
深入浅出，让听者入脑入心。很多学生
表示，就是因为听了郑德荣的课，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产生了兴趣。

近年来，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学院
不再给他安排本科生课程，郑德荣却依
然定期给学生作专题讲座。2017 年 11
月，郑德荣面向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全体学生作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报告，全程两个多小时始终激情澎湃。
“讲座结束时他已汗流浃背，但依然拉着
我的手问，有没有不懂的地方。”学生刘
强回忆说。

郑德荣常常引用马克思的一句名
言：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
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
该拿出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而他，
正是拿出自己的丰硕研究成果，来教书
育人、服务社会的。

“学生成才比什么都高兴”

“人生的最大欣慰和快乐，一是科
研成果给人以启迪，服务于社会；二是
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郑德荣看
来，著书撰文和培养学生，都是人生理
想和奋斗目标。

郑德荣致力于培养研究生独立研究
的能力。他引导研究生掌握前沿知识、
吸收新成果、开阔视野、活跃学术思
想，培养学生鉴别评析学术成果的能
力；引导学生阅读文献，扎根于第一手
资料，打好坚实的专业基础。在郑德荣
看来，“学生成才比什么都高兴”。

现在已是教授的姜淑兰，对导师郑
德荣的治学严谨记忆犹新。2008 年，
她与导师合作给 《光明日报》 撰写了一
篇论文，尽管文章不到 3000 字，但郑
德荣却不厌其烦地修改了十几稿。郑德
荣的学生、东北师大博士生导师高地
说，每次和同学们聚会，老师都会把自
己一年来发表的论文带给大家看，往往
有十几篇之多。看到老师如此高龄还在
勤耕不辍，学生们都不敢有丝毫懈怠。

郑德荣培养研究生坚持高标准、严
要求，对自己的教学更是一丝不苟。他
上课坚持脱稿讲授，他的课堂生动深
透，充满了思想性和新意。

郑德荣把学生当亲人、家人，平时
总是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每逢节假
日，他总是把来自各地不能回家的学生
邀请到家，欢聚一堂。学生离校多年，
仍然牵挂，为其人生之路指点迷津。在
2009 级博士黄伟心中，老师既是恩师
又是至亲。有一次，黄伟的奶奶生病住
院，郑德荣知道后，考虑到黄伟家在外
省又没有收入，就硬塞给他两万元，嘱
咐他转交给家人。

5 月 2 日，癌症全身转移的郑德
荣，逝世前一天还在继续修改他入选纪
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理论研讨会的论
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主
要成果和宝贵经验》。“要分段，要有条
理。”他拔掉氧气管，用尽全身力气对
学生说。

5 月 3 日，研讨会召开的前一天，
郑德荣安详辞世。

信仰的力量，使他的一生始终闪耀
着真理的光芒！

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
——追记红色理论家、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郑德荣

本报记者 赵准胜 刘文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