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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 家 500 多 人 的 化 工 机 械
厂，龚江辉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他还记得厂区的模样。铸造车
间外，堆放着大大小小的铸造件，
经过日晒雨淋，已经长出了斑驳的
铁锈。在不允许小孩随便进入的车
间内，巨大的行车悬在头顶，两边
是排列整齐的车床、铣床。

小时候，龚江辉常跟伙伴在这
些铁疙瘩间捉迷藏，那些透着工业
之美的巨型机器，让龚江辉莫名神
往。

时 光 流 逝 。 龚 江 辉 长 大 、 工
作，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副教授。

然 而 ， 少 年 时 的 记 忆 并 未 远
去。那些被岁月披上铁锈的机器，
那些在车间里发出巨大轰鸣声的机
器，那些在机器间穿梭着的工人，
在龚江辉的脑海中翻腾。

2010年至今，龚江辉写了1000
多万字的工业小说。他把目光投向
大时代中的工人群体，记录改革开
放以来的工业发展史，也关注这个
过程中个人命运如何与时代紧紧相
连。

网 络 上 ， 龚 江 辉 给 自 己 起 名
“齐橙”。

一个学文科的“工业党”，一个
写网络小说的大学教授，一个外表
理工男而内心极具人文关怀的文学
青年，龚江辉身上，处处展现着

“反差萌”。

关注时代中沉默的小人物

9岁时，龚江辉跟随部队转业的
父亲来到江西一个小县城，父亲担
任机械厂管生产的副厂长，母亲是
厂里的会计。他对工业的最初了
解，就来源于父母和左邻右舍的师
傅们。

“工厂是一个与村庄、办公室、
军营都不同的环境。”龚江辉说，一
家工厂就是一个小社会，与农民相
比，工人们懂规则和法律，那些高
粱地里原生态的习俗，在工厂里是
没有市场的。至于办公室政治，工
人们不懂，也不屑，谁这样玩只会
被鄙视。

工厂有自己的逻辑。工人们靠
手里的技术说话，谁能露一手绝
活，谁就能得到大家的尊重。工厂
也讲究论资排辈，有严格的师徒
制，师傅与徒弟的关系，不会因为
徒弟的高升而有半点变化。

某种程度上，机械厂成为龚江
辉此后创作的宝藏。2011 年，龚江
辉开始在网上连载 《工业霸主》，这
部被称为工业硬核文学的网络小
说，开篇就是一家小机械厂，包括
其中的许多人物和故事，都是照着
这家工厂写的。

龚江辉从小对数学、工程展现
出天生的敏感，对工业有特殊的情
怀，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工业党”。
而身为最后一届国民经济计划学专
业的毕业生，以及北师大十几年的
教书经历，让他对工业多了一份学
者理性。

在龚江辉眼中，只有冷冰冰的
机 器 才 是 国家基石，文学、统计
学、金融等只是延伸出来的工具。
工业一旦流失掉了，其他产业都成
了无源之水、空中楼阁。

《工业霸主》 中，龚江辉以一种

宏观的视角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工业的发展和工业人的情怀，在随
后创作的 《材料帝国》 和 《大国重
工》 中，他意在展现科技报国以及
对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的思考。

像 许 多 同 龄 人 一 样 ， 出 生 于
1969 年的龚江辉是看着改革文学

《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
紫》 等作品长大的。在这些当年家
喻户晓的作品中，工人们朝气蓬
勃、自强不息的精神感染了一批人。

让龚江辉痛心的是，这些年，
工人群体在文学里似乎“缺席或集
体沉默”。

“现在工业题材的作品，大多写
的是工厂的衰败，镜头里出现的是
下岗工人在夕阳下长长的身影。往
往带着一种同情、批判的心态。”龚
江辉常常跟朋友聊起，中国有 2.2 亿
产业工人，为什么没有人去写？中
国工业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有什
么样的故事？为什么没有人去写车
间，去写怎么炼钢、如何造船、如
何打通隧道、如何解决一个技术问
题？说到激动处，龚江辉用了一连
串“为什么”。

“工业文学创作的确需要一定的
门槛，但这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原
因。”龚江辉说，整个知识层都缺乏
深入基层的意识，不屑于反映工
人、工厂、工业，“这就不能单单怪
作家了。”

在 《工业霸主》 中，龚江辉写
到一个情节，主角所在的企业收购
了德 国 一 家 企 业 ， 在 当 地 中 国 城
中找来一批曾经是下岗工人的中
国商人帮忙搬运设备，这些此时
身家已过百万的商人在签收区区
40 欧元的劳务费时，纷纷写下了
自己昔日的身份：劳动模范、青
年 突 击 手 、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获 得
者、三八红旗手⋯⋯

在他的小说中，工人有自己的
追求，他们自尊、自豪，以自己的
职业为荣。“工厂子弟”的身份让龚
江辉更能理解工人。他笑称，不少
时候，“把自己都写得感动了”。

“无须用小布尔乔亚 （小资） 的
眼光去怜悯这些成天挥洒汗水的工
人，焉知他们的人生不是一种特有
的精彩呢？”一篇文章中，龚江辉真
情流露。

记录一段恢宏的工业史

“小时候买家电，肯定是日本的
最好，现在东芝的白色家电已经被
美的收购了。小时候买个二极管都
要省吃俭用，现在买台电脑都是寻
常事。”

时代本身的起起伏伏让龚江辉
着迷，他开始梳理这些巨变是如何
一点点发生的。

教统计学二十多年，龚江辉一
直在用经济理论或统计数据去解读
这 40 年的发展。最终，他选择了一
种更大众化的做法，就是写一个故
事，去还原一段历史。

统计学有一章是讲新中国的经
济序列，学生对各个历史阶段的经
济增长率感觉枯燥乏味，龚江辉便
给他们讲各个阶段中国经济发生了
什么，比如 156 项重点工程、三线
建设、承包制，这些事件中的“段
子”让学生们听得入迷，“当时我就
觉得这东西很有艺术性，感觉年轻
人喜欢听这样的故事，他们也需要
了解这样的故事”。

强烈的表达欲望，催促着龚江
辉动笔。

如何把几十年工业领域的发展
浓缩在小说中？“其实很简单，就是
记录真实。”

在龚江辉办公室的书柜中，搬
开外层的经济类书籍，里层整齐码
着 《现代冶金工艺学》《热处理原理
与工艺》《高分子材料进展》 等几十
本工科教材，这只是龚江辉创作

《材料帝国》 时看过的部分资料。
作为一名文科生，龚江辉直言

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为把工业文
写实，有时仅仅为了确定一个生产
工艺问题，他就要翻阅几十篇文
章，通过不同文章的反复比对，还
原生产现场。龚江辉自带技术敏
感，一篇技术论文，可能看不懂公
式，但他能知道最核心的东西在哪
儿。此外，还要看大量的亲历者回
忆录、领导讲话、国家政策、行业
发展报告等，把自己置身于那个年
代。

一次偶然的机会，龚江辉接触
到了“重大技术装备”这个词，他
顺藤摸瓜，一段气势磅礴的重工业

发展史在他眼前展开：上世纪 80 年
代，中国重大技术装备主要依靠从
国外成套引进，国家适时启动重大
技术装备研发的工作；90 年代，在
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基础上，中国
的许多装备逐渐实现替代进口；进
入新世纪，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已具
备与发达国家分庭抗礼的实力，并
开始走出国门。

龚江辉也看到了其中的种种矛
盾和抉择：国家决策部门要在资金
短缺尤其是外汇严重不足的情况
下，做出优先级选择；外贸部门如
何与国外装备巨头斗智斗勇；工程
师们如何克服困难，优先掌握国外
先进工艺。

“每一项重大装备的引进、消
化、吸收的过程，都渗透着汗水、
泪水甚至血水。这样的历史需要有
人去记录。”龚江辉说。

要产生强烈的历史对比效果，
龚江辉选择让主角“穿越”回那个
年代，随着时间推移，几乎所有角
色都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有读
者说齐橙你的主角太‘圣母’了，
好不容易穿越回去，尽给国家做事
了，值得吗？我的回答是，有了

‘穿越’这个金手指，还拘泥于自己
挣多少钱，格调太低，应该做一点
不一样的事。”

写小说后，龚江辉的交际面一
下子打开了，不仅认识了不少作
者，还交了许多当工人、基层公务
员、民警的读者朋友，这让他更了
解象牙塔之外普通人的想法，也从
他们身上重新认识这个国家。

过去做科研，龚江辉更多接触
的是理论、政策、抽象掉所有细节
的数学模型，“总有种隔靴搔痒的感
觉”，而随着写作的开始，龚江辉真
切地感觉到改革开放 40 年的温度，
更加理解今天的中国，“这 40 年，
可能每一天显得都很平淡，没有什
么特别伟大的意义，但回过头去
看，这个时代是很伟大的”。

正能量的传递者

高中那年，哥哥给龚江辉拿来
一角剪下的报纸，上面介绍了一群
处于国家智库层的青年经济学者的
事迹。当时国家正处于改革前期，

时代呼唤改革先锋、改革精英，为
国家经济发展出谋划策，成为龚江
辉高考时选择学经济的原因。

大学期间，学校为他们专业开
设了工业技术课，老师带大家去清
华大学的工厂实习，开机床、烧电
焊，读生涩的技术教材，与别人感
到枯燥不同，龚江辉几近带着朝圣
的心态去做这些事。

后来，他阴差阳错地当了大学
教师。二十多年间，他参与了上百
个大大小小的课题。这些课题让龚
江辉对中国社会和经济治理有了较
全面的认识。

当他拿起笔的时候，每一段经
历都相互串联了起来。

在网络文学圈，“齐橙”是大学
教师的身份算比较公开。而很长一
段时间，即使“齐橙”已经在网络
上小有名气，但在校园里，知道龚
江辉在写小说的人很少，课堂上他
更是绝口不提，有学生粉丝在班级
群里催更，被他制止。

龚江辉不愿把两个身份混在一
起，确切地说，他不想让学生觉得
是某种暗示。“打个不太恰当的比
方，如果你的领导告诉你他在做微
商，你什么感觉？”

龚江辉擅长把别人听不懂的知
识深入浅出地讲出来，用他自己的
话说，这是他的自带属性。小说
里，他会把锻压工艺比作揉面，把
工业中的“自然时效”比作做家具
的木材需要晾干。而深入浅出同样
是一名教师的看家本事。“这是作者
和教师两个身份匹配的地方。”

有许多 80 后、90 后的读者是带
着猎奇的心理看他的小说的，他们
想象不出当年的工厂是什么样子，
那段历史是什么样子。年轻人离那
段历史太远了。

龚江辉把书写那段历史看成自
己的义务，“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回答
网络上的一些质疑，改革开放和中
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在哪儿，中国制
度的优越性在哪儿。太多人只知道
一两个段子，并不了解真正的历史
和现实”。

龚江辉喜欢写工人与技术人员
对于事业的执着，他们会在面对各
种困难的时候选择继续留下来，坚
守自己的岗位，“真正干活的人是不
抱怨的，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龚江辉作品中，家国情怀不是
一个大词，而是静静流淌的。曾有
一位 90 后读者在看过 《工业霸主》
后对龚江辉说：“在这本书里我找到
了很有力量的东西。”

“我希望在我的作品里体现爱
国、敬业的情怀，通过这种情怀去
影响更多的人，形成一种正面的价
值观。”龚江辉说，“这和当老师的
身份其实是一致的，当老师也是在
影响人。小说是一种方式，上课是
另一种方式。”

几年前，龚江辉再次回到家乡
的机械厂，那些车间、厂房依然是
记忆里的模样。但像时代大潮里许
多被淘汰的企业一样，老厂子早已
不复存在。老职工大多退休，年轻
人或去了其他企业，或到沿海地方
打工。去年，龚江辉再回去时，由
于棚户区改造，机械厂已夷为平地。

现在，那些时光连同时光里发
生的故事，以另一种形式，得以记
录和流传。

他是校园里的文科教授，也是网络上工业文学的代言人

龚 江 辉 的 AB 面
本报记者 王家源 通讯员 沈阳

自 2010 年
以 来 ，北 京 师
范大学经济与
工商管理学院
副教授龚江辉
以“齐橙”之名
创作了多部工
业 题 材 小 说 ，
是工业文学的
代言人之一。

受访者供图

看顾方舟老爷子的传记，是件挺乐呵的
事。老爷子性情耿直，留下不少耐人寻味的
片段。

比如1951年，作为首批赴苏留学生，
25岁的他和374名同学在北京饭店接受周恩
来总理饯行。见到周总理，大家都激动，但
没人敢轻举妄动。顾方舟不然，胆大，他鼓
动着两个人一起去向总理敬酒，结果总理还
真把杯中酒喝了。三个人兴奋得头昏脑涨回
来，同桌人问他们总理说什么，没一个人答
得上来。只顾激动，全忘了！

还有他在苏联考察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
苗，时值中苏关系趋紧，苏联的研究所所长
跟他说：“有些东西是保密的，不能告诉
你。”顾方舟一听，知道对方有意为难，自
己倘若唯唯诺诺，反会露怯，便用一口流利
的俄语不卑不亢地说：“所长先生，那您告
诉我，哪些东西是保密的，哪些东西是可以
透露的？”对方没料到顾方舟会反击，竟一
时愣在原地，不知如何回答，最后以“口
误”搪塞过去，好不狼狈。

更不用说书中一张照片，乃是顾方舟就
读北京大学期间和同学们留影。别人是老老
实实站着，顾方舟却是爬到后面的一个石狮
子上，趴在上面来了一张，实在俏皮得很。

这种耿直，后来成为顾方舟科研事业的
助推器。

顾方舟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用一颗
小糖丸消灭小儿麻痹症”。然而他的伟大在
于，几乎把自己整段最有活力的年华，都献
给了这项事业。

他领命在身时，不过30多岁，到他在
“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上签下自
己名字，竟已74岁。40年的岁月，他一直
在为此殚精竭虑。

你看，他赴苏多方考察，掌握大量一手
资料，为我国否定死疫苗技术路线、走活疫
苗技术路线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没有他
的建言，中国采取了死疫苗技术路线，消灭
脊髓灰质炎的时间必定会大大延长。

国家要在云南昆明的玉案山建疫苗生产
基地，他带着一帮人，在荒山上平出土地，
建起实验室和厂房。

首批疫苗生产出来投入临床试验，面对
无人敢以身试药的困境，他决定自己先试用
疫苗，冒着可能瘫痪的风险，喝下了一小瓶
疫苗溶液。

这还不算，因为还要证明疫苗对孩子有
效，他咬着牙，毅然做出惊人决定：拿自己
刚满月的儿子做试验。

中国首批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有效性和安
全性，就是这么验证出来的。

还有糖丸。如果说之前的疫苗研制，还
是复制，样本来自国外，那么糖丸，就完全
是顾方舟等人的原创，是脊髓灰质炎疫苗的
中国版本。

这不是瞎折腾，这是解决了大问题。糖
丸疫苗，一举解决了当时液体疫苗的冷藏保
存问题和浪费问题，使疫苗迅速推广到中国
贫穷落后的农村。1965年，全国农村逐步
推广疫苗，从此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明显下
降。

几天前举行的顾方舟追思会上，巴德年
院士就此评价：“能解决问题的技术，就是
高技术，能彻底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就是
最高技术。”

这就让人想起顾方舟曾说过的话：“那
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儿，就说行，虽
然有困难，但是能够克服的，一定努力干！”

如果没有一种耿直，没有一种胆量，顾
方舟会取得如此成就吗？

性情和事业，向来是相得益彰的。所以
我们记得老爷子。我们记得他的功绩，也记
得他的性情。他的功绩呵护了一代代中国人
的健康，他的性情让我们知道这位创造奇迹
的先生，是一位多么可爱的人。

顾方舟：
耿直的先生

高毅哲

2018 年，是黄冈师范学院高师办
学 40 周年，进一步推进试点学院改革
的一年。这一年，学校党委将试点学
院改革列为学校 2018 年度“十大改
革”任务，出台了 《黄冈师范学院试
点学院改革实施方案》。物理与电信学
院作为试点学院，抢抓新机遇、智谋
新发展，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等方
面成绩斐然。

2018 年，物理与电信学院新增国
家自科基金项目 1 项，连续 3 年国家自
科基金项目不断线；科研成果“卫星
的精密定位与轨道改进”“湖北社区科
普大学教程”分获省部级“科学技术
奖”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
奖；与区域知名企业共同凝练教学成
果“地方高校信息类专业‘校企’深

度融合模式的综合改革研究”获湖北
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三等奖⋯⋯物理
与电信学院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顶层设计谋新篇

传统的大学与学院的关系模式，极
大地制约了学院改革发展的积极性、主
动性与创造性。黄冈师范学院党委确
定“试点先行”“先行引领”，通过改
革破解难题，确定了试点学院改革指
导思想：着力形成学校信息通信领域

（ICT） 人才培养新模式，着力培育光
电信息通信领域学科专业新优势，着
力激发物理与电信学院改革发展新活
力，着力构建高校与社会协同发展新
机制，推动学院内涵式发展。明确了

试点学院改革目标：把学院建设成为
学校体制改革的先行区、人才培养的
试验区、特色发展的示范区、协同发
展的创新区。作为试点改革学院的排
头兵，物理与电信学院人倍感鼓舞，
对试点改革充满信心，内心充满了自豪
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组织保障建团队

物理与电信学院作为试点学院，
把班子建设放在重要位置，2018 年在
海内外招聘学院院长，配备了强有力
的党政班子。新一届党政班子坚持党
建引领，促进干事创业担当；坚持理
论武装，促进决策科学化；并以教师
支部和学生支部建设为平台，班子成

员力争成为各自分管工作领域的行家
里手。

学院班子风清气正，营造了良好
的教书育人氛围，学院 2018 年引进上
海交通大学物理学专业博士 1 人，华
中科技大学 （武汉国家光电研究中
心） 博士生导师陈炜教授、湖北大学
博士生导师顾豪爽教授受聘我院黄州
学者，青年教师杨树林博士入选 2018
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楚天学子⋯⋯

机制创新激活力

在当前的试点改革工作中，师资
队伍是瓶颈。学院采用“偏平化”管理
模式创新机制，通过科学设置岗位，引
导教职工参与学院的管理和治理体系

建设，解决了管理队伍的不足。
通过本科生全员导师制，实施“思

想上引导、学业上辅导、心理上疏导、生
活上指导”等四导措施，同时，通过设立
本科专业负责人岗位、打造金课的具体
要求，将新时代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中关于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

“四个回归”的要求落到实处。
持续深化校企合作：2018 年网络

工程专业署名“中软国际班”，与企业
共同研究人才培养方案；深化与武汉
虹信的合作，建设紧密型实习实训基
地；深化与湖北韩泰智能设备有限公
司产学研合作，共同申报科技攻关项
目；与黄冈市科协合作，开发科普教
材，申报获批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
果三等奖 1 项；与多家企业合作，共

同凝练教学成果，获湖北省高等学校
教学成果三等奖 1 项。

积极开展教学技能和学科竞赛，
收获满满。2018 年，学院学生在第六
届“华夏杯”全国高等院校物理教学
创新大赛、第十七届全国机器人大
赛、湖北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湖
北省大学生物理实验创新设计竞赛、
蓝桥杯大赛等各类学科竞赛中获得奖
项 24 项，其中荣获一等奖 5 项。

改革没有完成时，黄冈师范学院物
理与电信学院全体教职工深入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在学校党委的正确领
导下，运用好“五种思维方式”，破解试
点学院建设工作中出现的难题，将改革
进行到底。

（兰智高 杜 杰）

黄冈师范学院奋力推进试点学院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