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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高明：：
北大学者的军营底色

方永刚方永刚:
模范教员

邹逢兴邹逢兴：：
军人梦，教师梦

“我虽然已退休，但对母校的情
怀和关注丝毫不会减少，只要学校
有需要我出力的时候，我依然会义
不容辞，当仁不让。”

不久前，当国防科技大学特意
派人探望邹逢兴时，这位在国防科
技大学的讲台上站了一辈子的老教
授动情地说。

军队赋予他荣誉感，讲台赋予
他使命感，在国防科大，他实现了
军人和教师的双重理想。

他曾是哈军工（国防科大前身）南
迁长沙最年轻的教师，是学校老中青
三位教师标兵之一，培养了上万名高
素质人才，先后被评为全军优秀教师、
首届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获得者和
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2012年，他被
评为新时期教书育人先进楷模。

小时候，老师们既精心指导他学
习，又不时在经济上资助。邹逢兴幼
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向往杏坛的种子。

1969 年毕业时，有的同学选择
了部队机关，有的选择了科研部门，
而邹逢兴毅然选择了当教师。

从教近半个世纪，邹逢兴先后讲授
过15门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
每门课每次评价，全部为A类课。“简直
是在玩艺术。”学生们评价说。

但是他们不知道，为这“艺术”，
邹逢兴付出了多少心血。为了教好

“数学电子技术”这门课，邹逢兴阅读
了 40 多本相关教科书。在他的书房
内，一个 2 米多高的书架上摆满了已
被翻出毛边的计算机硬件知识的
书。当时已年届 50 岁的他还自学软
件知识，亲手制作课件和动画，把复

杂抽象的计算机工作原理以动画的
形式演示给学生。

开设“微机接口技术”课时，因教
材跟不上微机技术的发展潮流，邹逢
兴决定自编教材。为此，邹逢兴向专
家请教，到图书馆查资料。为了研究
样机结构，单位刚刚进口的教学样机
被他反复拆装。1993 年，《微型计算
机接口原理与技术》成功出版。这本
第一个系统规范全国、全军计算机硬
件技术基础课程教学的教材，先后被
国内多所重点高校采用。

全校的计算机基础课曾经只有他
一个人上，一天 6 节。他从没耽误过
一节课。腰椎间盘凸出，他带着护腰
上讲台；开会出差，他凌晨三四点也要
赶回，为的是第二天的课。“三尺讲台
就是我的人生耕地。”他对老伴说。

邹逢兴作为军队最高科技学府的
教授，有机会也有实力加入被常人认
为更“实惠”的重大、尖端科研项目，但
他选择了坚守默默无闻的三尺讲台。

每当听到学生挑起重担，成了将
领，或者被授予了荣誉称号，他比自
己获得荣誉还高兴。他常说“学生就
像璞玉，需要倾注心血，精雕细刻，方
成大器”。立德树人，是他致远的追
求。 本报记者 黄鹏举

敬礼敬礼 强军征途上的追梦者

他是方永刚，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教授。2007年6月，中央军委授予他

“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模范教员”荣
誉称号。

忠诚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
1963年4月，方永刚出生于辽西

一个有 7 个孩子的农家，贫穷，几乎
是他童年的全部记忆。

1978 年 12 月 18 日，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方家认定的家
族生日——从此，家庭成分的包袱没
有了，“包产到户”后的全家第一次不
用为吃饭发愁了；后来，全家族 40 口
人中有 30 多人陆续迁至大连，祖祖
辈辈生活的那个十年九旱的村庄成
了远近闻名的电话村、自来水村，走
出了一批批与方永刚一样的大学生
和到韩国、日本打工的青年人⋯⋯

他明白，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党
的好理论、好政策带来的。农民之子
方永刚朴素的感恩之情，涌泉般汇入
学者方永刚的理性思考，汇成了对党
的信赖和对党的创新理论的信仰。

一生的职业选择，从此开启。
“党的创新理论之所以科学，不

仅在于它的本质是一脉相承的，更在
于它的内容始终是随着时代发展而
创新的。”方永刚说，“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是一部大文章，几代
共产党人都在这部巨作中
写出了自己的段落，并付出
了巨大的牺牲⋯⋯”

他认为，科学理论是从千千
万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提炼、总结
出来的，理论工作者有责任使党的最
新理论成果为群众所掌握，从而转化
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为此，十多年间，他年均完成教学
任务200%，为官兵和干部群众作报告
1000多场，撰写论文100多篇。

他课讲得好。
他去漠河边防连，讲完了函授辅

导的内容，战士们捧出自己酿的酒，
端上大棚里种的蔬菜，要把这位远道
而来的教授多留几天，他们还想听国
际形势，听内外政策。

他去海岛，给干部、战士的课讲
完了，家属们抱着孩子来也要听，于
是他一直讲到晚上十一点半。

他在大连一些单位讲课时，会场
座位不够，人们就从家里带凳子来坐
在过道上听。

如果说理论工作者是连接理论
和实践的桥梁，方永刚甘愿做那桥上
的一块砖石。

后来，他被诊断为结肠癌晚期。

但他依然没有停止工作，依然以百倍
的热情，在讲台上发光发热。

他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
研究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没有期限。
如果有一天生命之钟停摆了，我愿意
把它定格在我的岗位上，让有限的生
命为太阳底下最壮丽的事业而燃烧！”

2008 年 3 月 25 日，他的心脏停
止了跳动。 本报记者 高毅哲

马伟明马伟明：：
制胜深蓝

在军迷圈里，海军工程大学教
授马伟明是个“网红”。他每次露
面，不是有重磅消息公布，就是会从
侧面爆出不少猛料，引得外媒猜测
纷纷。

在“深蓝”领域，马伟明是当之
无愧的国宝级专家。他在舰船动力
和电气工程方面几十年的艰苦攻
关，使我国海军舰艇拥有了中国人
自己设计制造、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中国心”，在电磁弹射、全电力推
进系统等先进军事技术上写下了中
国人的名字，让我国在这些领域完
成了从“跟跑者”到“领跑者”的转
变。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恩师张
盖凡的指导下，马伟明用仅有的
3.5 万元，制造出两台小型十二相
发电机，在洗漱间改造的简陋实验

室里开展研究。6 年里，实验记录
堆满了大半间屋子，在对数十万组
数据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马伟明和
同事们成功研制出带稳定绕组的
多相整流发电机，从根本上解决了

“固有振荡”这道世界性难题。
电磁弹射技术是航母的一项

核心技术，美国在这项技术的研制
上总共花了 21 年、耗资 32 亿美
元。马伟明团队利用在电气工程
装备研制方面长期的技术积累，成
功研制出了小型样机，拿下关键技
术。在攻克了基础理论的难关后，
几年间，团队在电磁发射技术上取
得集群式突破，全面推动了我国武
器发展从化学能到电磁能的发射
革命。

在该技术的科技成果鉴定会
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专家抚摸着

样机泣不成声。曾经，我国海军从
来都是“跟跑者”。1980年，在参观
美国的航母时，“中国航母之父”刘
华清将军留下了那张广为流传的
照片：64 岁的刘华清踮着脚、伸长
了脖子听美方人员介绍，满脸羡慕。

三十多年后，中国迎来了自己
的航母时代。从近海到深蓝背后，
马伟明等一批科研人员的默默奉
献，追赶的正是那踮起脚跟的差
距。

30 年，从 5 个人的研究小组，
到今天百人的研究团队，马伟明和
同事们日复一日，瞄准的大多是国
人尚未涉及的技术“无人区”。而
面对成绩和荣誉，马伟明向来都是
绕着走。作为团队的核心人物，马
伟明俯下身子给学生们“打工”，为
年轻人出想法、经费、课题，让他们
在重大课题中施展才华，而近 10
年来，他却从未在自己领衔的科研
成果报奖时署名。团队培养出的
400 多名学生，不少已经在国际上
崭露头角。

用马伟明自己的话说，他心甘
情愿“做一匹驾辕拉套的马”，为了
国家利益和国防事业，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本报记者 王家源

2019 年 7 月 23 日，高明结束了自
己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访学。现任北京
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的他，在 12 年
前，还是一身橄榄绿。

2007 年的某一天，第二炮兵部队
（现为火箭军）某旅测试大厅，气氛凝
重。上级组织的某新型导弹专业考核
正在紧张进行。

“二号报告，发射准备完毕！”“点
火！”“点火!”随着一串铿锵有力的口令，
身着白色大褂的二号操作手高明稳健
地按动了红色发射按钮——从北大学
子到某新型导弹的操作号手，高明完成
了他人生中的一次跨越。

2003年，高明进入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担任班长、团支书，也是同年级第
一批入党的学生。2005年年底，他休学
入伍，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大学第一
位在校服役的大学生。

在部队，高明成为所在旅唯一的义务
兵班长，基地历史上唯一一个担任导弹检
测控制台操作号手的新兵，并当选第二炮
兵党代会代表⋯⋯但是提到自己，高明
说：“我就是一名战士！”

两年军旅生活结束后，高明回到学
校完成学业，在北京大学读完经济学博
士，又到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与本德海
姆金融中心做了一年访问学者。2016

年，高明回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任教。
作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的高明，教学和研究是重心。“培养学生
和带兵一样，需要付出非常的心力。”高
明说，北大的学生带给了老师强大的动
力。而现代金融和经济研究，面临全球
竞争。做世界顶级的研究，是包括高明
在内的众多青年学者的目标。

从军营到高校，从战士到学者，当
年的军旅生活，给高明留下了什么？高明
说，不管是北大还是部队，都是自己人生
的底色。在部队的时候，最深刻的感受
是：国防回归到部队日常，就是日复一日
的训练。高校也是如此。将宏大的目标
化归到平素的工作，将琐碎联系到理想，
可以更加坚定和从容。“部队还有一点影
响了我：不惧。”高明说，“部队常说的是，
立足现有条件，以争必胜。所以我现在就
是立足于现有条件，做最大的努力和付
出，怀必胜的信念，坦然接受所有可能的
结果。”

作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青年学者，
高明也如初入军营的新兵一样，会遇到挑
战，但是他培养优秀学生、做世界顶级研
究的目标，从来没有动摇。“研究作为一种
创新，是高风险的。要想做出学术成果，
必须心无旁骛、惟精惟一。”高明说。

本报记者 张春铭

他的死，曾引起全社会的巨大反
响和争议。

那是 1982 年。7 月 11 日，在西
安市康复路一个老旧厕所后边，69
岁的掏粪老汉魏志德在 3 米多深的
化粪池里工作时，被有毒沼气熏倒，
跌入粪池。

张华正好路过此处。那时，他已
迈入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校门三年
时间，是空军医学系的一名学员。

张华听见呼救声后，没有犹豫，
扔下随身携带的物品，跳入 3 米多深
的粪池救人，却不幸被粪池中沼气熏
倒，中毒窒息，光荣牺牲，年仅24岁。

一个月后，张华的事迹开始得到

媒体的广泛报道。然而，让人没想到
的是，一场围绕着张华的争论也在全
国大学生中展开。有人提出这样一个
问题：年轻大学生救年迈老农而牺牲，
值不值？并认为，就社会价值而言，一
个大学生一般来说能比一个老农对社
会作出更大的贡献。一句话，大学生
的社会价值比老农社会价值高，一命
换一命对于社会来说是亏本投资，所
以张华救老农是“金子”换“石头”。

这样的观点迅速引起全社会的
巨大反响和争议。赞同的，反对的，
两派观点一时交锋激烈。

现在回头看，这样的争论具有
浓 厚 的 时 代 背 景 ，对 当 今 的 人 来

说，“金子”换“石头”的说法也实在
过于匪夷所思。当年张华的同学就
此观点提出的反驳，或许更经得起
时间的考验：“生命的价值从来都
不在于等价交换。在生命的天平
上，难道精英就比老农更重？一个
社会怎能如此势利？”

如今，张华已经成为第四军医
大学的一个象征。作为新生入学教
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每年入校的新
生都会被带到张华的铜像前举行宣
誓仪式。第四军医大学主楼大厅东
侧是校史陈列馆，进门最显著的位
置上是一个有玻璃罩的展柜，有张
华生前穿过的军服、鞋帽，使用过
的听诊器，还有张华的入党申请书
和日记原件等。张华生前所在的班
被命名为“张华班”，一个表彰先进
的奖杯叫“张华杯”，在全校各学员
队间流动。学校还特意在每一届

“张华班”的宿舍里，都安排一个专
门的“张华铺位”，成为激励学员们
奋发学习的精神动力。

本报记者 高毅哲

张华张华：：
时代的镜子

旗帜飞扬，军歌嘹亮。人民军队里，不论是作战部队还是科研教育人员，都忠于职责，勇担重任，为实现强军梦贡献力量。今
天是八一建军节，本报推出八一特刊，选取5名改革开放以来在各自岗位上履行使命的优秀代表，回味他们的戎装岁月，致敬他们
的军旅人生。敬请关注。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