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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只做一件事
——追忆河池学院教授王五生

坚守初心 追梦筑梦

1960年10月，王五生出生在山西省沁阳
县西汤村一个农民家庭，凭借不断努力，摘得
理学博士学位。

1997年9月，王五生舍弃高薪，毅然来到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作为河池学院数学系
引进的首位硕士老师，王五生将发展数学系的
希望种子播撒在了河池学院，他克服人员不
足、经费紧缺等重重困难，带头搞科研、教
学，让数学系这颗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一步步发展壮大。

“他脑子里装的全都是数学。有好几次炒
菜，炒到一半，他突然想起什么数学公式，就
跑到书房里记下来，等回过神来，菜早就煳
了！每次回老家，他都扛着一个编织袋，经常
被当成农民工，其实里面装的全是书和学生的
作业。”回忆起丈夫生前的种种，妻子武维红
无比心酸。

前几年，有一所广东高校想高薪聘请王五
生去做教授，妻子有些心动，王老师却拒绝
了：“河池学院的领导对我都很好，数统学院
和学生们需要我，我的梦想在这里，我不走。”

2008年2月至2013年7月，王五生任河池
学院数学系主任。2013年7月，数学系更名为
数学与统计学院，王五生任首任院长，直至
2017年12月病重卸任。

2016年1月，王五生被推选为广西高等教
育学会数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同时兼任桂
林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此时的王五

生心中有一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在河池学院
设置数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点，并为之不懈努
力。

2017年9月，在河池学院各项事业进入快
速发展的时刻，像头老黄牛一样耕耘在数学领
域三十载的王五生病倒了，但他仍坚守教学与
科研一线。

2019年9月10日，河池学院举行教师节表
彰大会。当天10时，躺在病床上的王五生，
接过了河池学院党委副书记韦仕珍颁发的从教
30年荣誉证书和2019年教学名师奖。他双手
紧紧抱住证书，用仅有的力气不住地点头，眼
含泪水。

殚精竭虑 带领团队

王五生教授在数统学院组建了以中青年教
师为主的常微分方程科研团队，主要研究微积
分不等式及其应用。他一方面通过讨论班的形
式，定期让团队成员结合最新的文献综述或论
文进行研究进展汇报，促进大家交流学习；另
一方面，通过个别指导的方式带动新进团队的
教师，或是让老成员带动新成员，形成以老带
新的良性循环。

他对团队成员总是充满爱心和耐心，一些
刚入门的团队成员基础比较弱，他就让大家从
阅读外文文献开始。经过王五生老师的耐心指
导，大家克服专业英语和专业知识的障碍，感
觉阅读外文文献没有那么困难了。起初，有些
老师不懂Latex的编辑，他耐心的就像教学生
写作文一样一点一点地教会大家。王老师常

说，“任何一个人的力量都是渺小的，只有融
入团队，与团队一起奋斗，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分工协作，优势互补，才能成就卓
越。”在他的带领下，他和他的科研团队共发
表了将近200篇科技论文，其中SCI收录论文
100多篇。

他们首次研究了新的非单调函数积分不等
式，这类不等式中右端有多个积分项，由于每
个积分项的被积函数包括未知函数与非单调函
数的复合函数，不能像过去的工作那样直接比
较大小，而涉及到多个积分项，直接得不到统
一的放大因子。为克服这些困难，他的团队首
次由非单调函数列构造强单调函数列，最终对
具非单调性含多项积分的积分不等式给出未知
函数的估计，进而用不等式结果研究相应微分
方程或积分方程解的有界性、解对初值的连续
依赖性和解的唯一性问题，推广了已有文献的
结果。

此外，他的团队首次研究了新的时滞积分
不等式和具有迭代积分的积分不等式。他们利
用适当的微分方程比较原理、变量替换技巧和
积分，研究时滞积分不等式，给出不等式中未
知函数的估计，推广了已有文献的结果。还利
用数学归纳法和不等式技巧研究了非连续非线
性函数积分不等式，给出不等式中未知函数的
估计，推广了已有文献的结果。为数统学院培
养出了一名博士、6名副教授、4名教授。极
大推进了学校教学与科研的发展。

夙夜在公 鞠躬尽瘁

2017年9月的一天晚上，王五生在吃饭时
感觉吞咽有些困难，于是第二天到医院检查，
结果发现患了食道癌。

即使重病在身，他依然奋战在科研一线。
在王五生的书房里，放着一个氧气罐，以方便
他伏案做学术研究时吸氧。患病期间，他还申
报并获得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

2019年8月初，王五生癌症复发，有一天
突然昏迷不醒晕倒在地，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
进行抢救。因为喉咙里插了呼吸气管，他醒来
后不能说话。于是他向医生挥手示意要写字，
在纸上写下“我要见罗日才院长”几个字。

在下午探视时间，数学与统计学院院长罗

日才去看望了王五生。王五生强撑病体，用颤
抖的手在纸上歪歪斜斜地写下“基金”“想说
话”等词语。看到字条，罗日才很快明白了，
原来王教授最放心不下的，是2019年准备到期
但尚未结题的国家和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罗日才握着王五生的手，告诉他：“王教
授，请放心，科研项目结题相关后续工作我已
做好，你安心养好身体。”王五生艰难地点点
头，眼角淌出一行泪水。

截至2019年8月，王五生主持了3项广西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研究，发表科学研究论文178篇，其中外
文三大检索系统收录论文近90篇，属于中科
院SCI期刊 2区以上的TOP期刊论文有5篇，
中文核心期刊论文40多篇。患病期间，他依
然笔耕不辍，发表学术论文30篇，其中近20
篇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

2000年以来，他撰写的科研论文几乎每年
都荣获广西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或特等
奖。2012年，他参与的“民族地区新建院校构
建基于第二课堂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实践平台的
研究与实践”教改项目，获得自治区级教学成
果一等奖。他还曾多次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大学
生数学建模大赛，荣获二、三等奖。

他的研究工作，突破了非单调性和多积分
项对积分不等式估计的制约。他在这两方面的
突破产生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为微分方程定
性理论和稳定性理论贡献了新的思想、概念和
方法，推动了学科发展。

辛勤耕耘 匠心育人

被确诊患癌后，王五生没有放弃自己的教
学工作。在接受两个月的治疗后，他不顾学校
领导、同事及亲友的劝阻，坚持出院回校上课。

他上的课程主要有数学分析、数学模型、
常微分方程等。因为课程比较深奥、知识点
多，他担心学生们听不懂，总是把板书写得很
详细。学生们注意到，王教授瘦削的手上有置
留针，身体相比之前，瘦了一大圈。

王五生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同学们
都亲切地称他为“五阿哥”。每次上课，他总
是提前到教室，坐在讲台前，笑着等待学生的
到来。下课后，他也不急着走，坐在讲台旁等

着学生来提问。“有什么不懂的就问，不要觉
得会麻烦我。”

“听了王教授的课，我爱上了数学，希望将
来能从事和数学研究相关的工作。”回忆起王教
授上课时的点点滴滴，学生刘芳芳潸然泪下。

由于癌细胞扩散，王五生加大了化疗频
率，身体也越发虚弱，患癌一年多时，他的声
音变得越来越小。为了让同学们听清上课内
容，他不得不带着扩音器讲课。

后来，在指导学生写科研论文时，他的喉
部肿瘤增大，疼得说不出话来。于是，他就用
文字代替言语，手把手指导学生完成论文。

学生蓝梦婷发现，上学期末开始，从不戴
帽子的王教授开始戴着帽子上课。原来因化
疗，他的头发掉光了。

住院期间，他仍然惦记着自己的教学工
作。“等我病好了，下学期再给我安排一门课
程，教授不上课不好。”躺在病榻上的王五生
对罗日才说。

斯人已逝，幽思长存

2019年9月15日，在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
院重症监护室抢救了近一个月的王五生没能躲
过死神的召唤，于8时50分去世，享年59岁。

消息传回学校，师生们都很悲痛，当场就
哭了。

9月16日，追悼会当天，许多外地的学生
赶来送他最后一程。广西高等教育数学协会发
来唁电，痛惜广西数学界损失了一位才华横溢
的英才。

河池学院校长郎耀秀痛心地说：“王五生
教授的去世，对我们河池学院的数学系乃至整
个广西数学界，都是一个重大损失。他对数学
科研的执着和对教学的热情值得我们学习，我
们将传承和发扬他刻苦钻研、永不放弃的学术
精神，努力把接下来的工作做好。”

使命呼唤担当，榜样引领时代。河池学院
的师生们把悲哀化作激情，在王五生老师的先
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鼓励下，河池学院将努力创
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
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更
大智慧和力量。

（河池学院 唐毓首 黄必辉）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
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好老师是民族的希望。

2019年9月15日，王五生老师因病去世，永远地离开了他深深眷恋的工作岗
位。

王五生，河池学院教授、数学与统计学院院长。
王五生老师从事教育工作近43年，怀着“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教育情怀，长期

奋斗在教育事业的第一线。他默默耕耘，任劳任怨，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用生
命的光辉，追梦筑梦。

王五生老师生前连续获得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广西自科基金项目。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70多篇，其中被外文三大索引收录90多篇，中文核心
期刊收录40多篇。就在成功申报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之际，这位令
人尊敬的好老师倒下了。

学生痛失良师，学界为之惋惜。

让青年学子像路遥一样奋斗成才
——延安大学用“路遥精神”打造特色校园文化的探索与实践

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首
所综合性大学，在70余年的办学历程
中，始终坚持用延安精神立德树人，
为国家培养了10余万名优秀人才，英
年早逝的1976届毕业生、党中央和国
家表彰的改革先锋、当代著名作家路
遥，就是这些杰出校友中的典型代
表。路遥的精神和《平凡的世界》《人
生》《早晨从中午开始》《作家的劳
动》等作品，以及“像牛一样劳动，
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精神与情怀，集
中体现了向上、向真、向善的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展现了“中国梦”的丰
富内涵，传递了中国人的信仰和价值
观，充满了激励当代青年前行的正能
量。

多年来，延安大学利用作为路遥
母校、地处路遥故乡的独特优势，充
分挖掘路遥精神，引导广大青年学子
研究、传承和弘扬路遥精神，通过打
造载体、组建队伍、搭建平台、开展
主题教育等多种途径，开展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独具特
色的校园文化建设，取得了良好效果。

充分挖掘路遥精神的丰
富内涵

路遥自小家境贫寒，没有任何可
依赖的背景，但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和
奋斗，在艰苦环境下不懈追求、顽强
拼搏，创作了《人生》《平凡的世界》
《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
里》《早晨从中午开始》等优秀文学作
品，先后荣获两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
奖和茅盾文学奖，成为深受读者喜爱
的当代优秀作家，体现了人生价值，
实现了人生梦想。路遥的人生轨迹和
身上所具有的精神特质，激励着无数
年轻人去改变命运、追寻梦想，在平

凡的世界里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作
为延安大学校友，路遥的成才道路和
奋斗精神，对在校学子的励志作用无
疑更为明显。

路遥精神包括视文学为生命的献
身和敬业精神，热爱劳动、热爱生活
的人文情怀，扎根基层、扎根生活、
扎根人民的工作态度，以及艰苦奋
斗、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人生信念
和意志品质，其内核是“像牛一样劳
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路遥精神所蕴
含的正能量，与延安精神的丰富内
涵，与延安大学的办学指导思想和

“立身为公，学以致用”的校训精神，
都是一脉相承的，契合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打造独
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源泉。

打造形式多样的路遥特
色校园文化

路遥病逝后，延安大学怀着对路
遥的巨大情感，坚持不懈地传承和弘
扬路遥精神，整体性、全方位、全时
段地用路遥精神打造独具特色的校园
文化，让路遥成为校园文化的一面旗
帜。1995年11月17日，在路遥逝世3
周年之际，延安大学将路遥的骨灰从
西安迁至延安，安葬在校园里的文汇
山上，路遥墓从此成为延安重要的旅
游景点，成为延安大学校园旅游文化
的一部分。2006年 4月6日，中国作
协等单位与延安大学通力合作，在延
安大学兰蕙园草坪和路遥墓前分别安

放了一大一小两尊路遥花岗岩雕像，
由此，路遥雕像与延安大学首任校长
吴玉章的铜像等众多雕像、塑像一
起，成为校园雕塑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2007 年夏天，延安大学路遥
文学馆建成，成为对师生进行励志
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是学校史馆文
化和校友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延安大学还将早年修建的六角
会议厅改建为路遥学术报告厅，作为
对外培训和开展路遥作品、路遥精神
研讨的场所。

延安大学非常重视对路遥精神遗
产的研究和传承，组织校内外研究路
遥的专家学者，开展路遥作品和路遥
精神研究。依托延安大学成立的路遥
研究会，长期开展路遥文学研讨，连
年出版《路遥研究》刊物；编辑、撰
写了《路遥与延安大学》《路遥研究资
料汇编》《路遥纪念集》《路遥传》等
著作；在图书馆设立了路遥文学研究
资料中心，收集整理了大量路遥作品
和国内外路遥研究资料，面向全校师
生开放。这些成果，对青年学生有着
很强的教育作用。

每年清明节和路遥忌日，延安大
学学生社团成员和其他部分师生，总
是自发来到路遥墓园，开展祭扫和纪
念活动。在路遥逝世10周年、15周
年、20周年和25周年之际，延安大学
隆重举行了学术研讨会、学术报告
会、纪念座谈会、读书交流会和作品
诵读会等活动，邀请全国各地著名作
家、评论家、路遥研究专家和路遥亲
属、生前友好等参加。2010年 4月，
延安大学开办了路遥学术讲坛；2013
年，开办了路遥青年论坛。学校还将学
生文学社命名为路遥文学社，整修了路
遥墓，丰富了路遥文学馆馆藏文物，通
过校报、校园网、校园广播、微信、微
博、宣传栏等平台，以专版、专栏、专
题、横幅、征文等形式，在校内外持续

大力宣传路遥精神，打造形式多样的
路遥特色校园文化。今年6月，延安大
学举办了“回忆路遥的大学时代”座
谈会，38 名路遥当年的同学相聚母
校，回忆路遥，畅谈路遥精神。其
后，延安大学师生用两个多月的时间
排演了原创话剧《路遥的世界》，该剧
讲述了路遥创作百万字巨著《平凡的
世界》的艰难历程。这些举措，都推
动了校园文化建设和路遥精神的传
承，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与此同时，延安大学还组织开展
了“让路遥精神与青春同行”主题教
育活动。其中，“信念和意志品质主题
教育”针对大一学生，让学生通过了
解路遥生平与创作过程，学习路遥自
强不息、坚韧不拔的信念和意志品
质；“人文情怀主题教育”针对大二学
生，通过纪念活动、学术研讨会和路
遥作品诵读，体味作品所饱含的人文
情怀和现实关照，增强大学生对劳
动、生活和生命的热爱；“人生态度主
题教育”针对大三学生，通过对路遥
文学精神的体会感悟，使学生深刻领
会路遥扎根基层、扎根生活、扎根
人民的创作态度，坚定大学生未来
服务基层、在平凡岗位实现不平凡
业绩的信心和勇气；“敬业和奉献精
神主题教育”针对毕业生和毕业班
级，通过班会、毕业交流会等形式，
强化大学生艰苦创业、爱岗敬业，以
及乐于为国家、社会和人民无私奉献
的精神。

取得的显著成效和可资
借鉴的经验

延安大学用路遥精神情怀打造特
色校园文化、激励青年学子奋斗成
才，首先是培育了向上的文化氛围。

通过特色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培育
了积极的校园风气，营造了良好的校
风学风。一大批学生受到路遥精神的
感召，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学有所
成，第十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
人王卫强和创业之星王雪飞、姚辉
等，就是这些学子中的优秀代表。
其次，彰显了向真的理想信念。通
过包括弘扬路遥精神在内的各种活
动的开展，延安大学进一步坚定了
用延安精神办学育人的信念，形成了

“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扎根老区、乐
于奉献”的延大精神，培养了一大批

“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再次，引领了向
善的道德风尚。多年来，延安大学先
后涌现出在校外勇救落水者的学生曹
雪琦、高鹏、巩学斌、王文鹏等，涌
现出拾金不昧的学生黑鹏杰、王新锋
和自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学生李霞以
及携母带妹上大学的陕西省第二届

“孝老爱亲”道德模范马树芝等，引领
了校园道德风尚，促进了大学生的道
德养成。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树立
路遥这样的校友典型，用弘扬典型精
神立德树人，起点高，标准高，影响
力大，说服力强，效果明显。同样，
奋斗与拼搏精神永远不会过时，路遥
的奋斗精神告诉大家，无论何时何
地，通过劳动、创造、拼搏，都可以
改变生活道路，改善生存境况，实现
人生理想。在用路遥精神情怀打造特
色校园文化的过程中，延安大学师生
深切地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精神
文明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一定要贴近
学生生活、符合学生实际，并选取学
生成才环境中具体、生动、鲜活的对
象，让学生感到参照性强，易于操
作，不假、不大、不空，这样才能取
得良好的效果。

（袁广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