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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广角

牛皮纸裹着的一叠存折
因患重病，87岁的卢永根自觉时日无多，

与夫人徐雪宾商量，决定捐出所有积蓄。
2017 年 3 月的一天， 卢永根在夫人搀扶

下来到银行， 将十多个存折的存款转入华南
农业大学的账户。 因每笔转账都需输密码、签
名，前后足足花了一个半小时。 卢永根夫妇一
共捐出 8809446 元。 学校用这笔款设立了教
育基金，用于奖励贫困学生与优秀青年教师。

卢永根家里的摆设还停留在上世纪 80
年代：破旧的木沙发、老式电视；铁架子床锈
迹斑斑，挂帐子用的竹竿，一头绑着绳子，一
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几张还在使用的椅子，
用铁丝绑了又绑。

去过他家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印象：家徒
四壁。

平日里， 这位老校长常常拿着一个半旧
饭盒，与学生们一起排队，一荤一素二两饭，
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 慢慢地将饭菜吃得干
干净净。

和水稻打了一辈子交道， 卢永根总会善
意提醒那些浪费饭菜的学生：“多少棵水稻才
能长成一碗米饭？ ”

“钱都是老两口一点一点省下来的。 ”卢

永根的秘书赵杏娟说，对扶贫和教育，两位老
人却格外慷慨，每年都要捐钱。 2014 年，卢永
根和他哥哥还悄悄将老家两间商铺祖屋捐给
了当地小学。

笔记本扉页的 4 个“一点”
卢永根没有将财产留给唯一的女儿。
他说，孩子已经自立了，他的个人财产最

后应为社会作贡献。
在卢永根办公桌上的一个笔记本扉页

上，写着他用来自勉的 4 个“一点”：多干一
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

卢永根祖籍广东花都，1930 年生于香港，
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派遣回到广州。
他说：“为什么要放弃安逸生活回内地？ 主要
是侵华战争的现实教育了我。 我要为祖国复
兴效力。 ”

从此， 他在教育领域开始了一辈子的坚
守。

1983 年，他担任华南农学院（1984 年更
名为华南农业大学）院长。

“先党员，后校长”是卢永根的口头禅，他
认为当好校长的前提是先当好一名党员。

上世纪 80 年代，学校经费紧缺，身为校
长的卢永根坚持不坐进口小车，在住房、电话

等待遇上不搞特殊。
他对身边人要求也很严。 一位做工程的

亲戚来“走后门”，被他骂了回去：只要我一天
在，你一天不要进华南农业大学门。 即使身患
重病住院，他仍要求秘书不搞特殊，办事尽可
能乘坐公交、地铁。

但对科研与人才，卢永根很大方。 上世
纪 80 年代末，学校发展落后，卢永根四处
筹措资金， 用于发展多学科和重奖人才。
为表彰辛朝安教授团队对兽药开发的贡
献，他破天荒拨出 10 万元高额奖励；为让
优秀学者刘耀光安心回国， 他多方筹措经
费，为其建立专门实验室；博士生刘向东到
香港大学做研究，他主动借 1500 元，还把
自己出国用的两个行李箱与一套新西服送
给学生。

“他为科研奉献了一切。 ”弟子张桂全说。
病房里的临时党支部

淡泊明志的科研工作者， 总是崇尚吃苦
精神。

卢永根带领弟子，小心地保护着 7000 多
份稻种资源和 900 多份野生稻资源。 许多珍
贵的稻种， 都是他带着学生翻山越岭一株一
株找回来的。

2001年， 听说广东佛冈一处山顶有野生
稻，已 70多岁高龄的卢永根亲自出发寻找。

山上无路，布满荆棘。 到半山腰，卢永根
已体力不支，但他坚持要去现场，学生们只好
架着他慢慢往上爬。

在水稻遗传研究领域， 卢永根作出过突
出贡献。 他提出的水稻“特异亲和基因”新学
术观点，对水稻育种实践产生了重要作用。 近
５年， 卢永根带领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
品种 33个，累计推广面积达 1000万亩以上。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许多当年的学生和被破格提拔的青年学

者，如今都已走上学术带头人、领导岗位。
“正直、率真、有情怀，卢永根影响和改变了

我的人生轨迹。 ”民盟中央副主席温思美说。
躺在病床上， 卢永根仍希望能过组织生

活。 经华南农业大学党委批准，病房临时党支
部成立了，一个月开一次会。

“我俩大半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党。 这个时
候， 也不能没有组织生活。 他要继续坚持下
去。 ”徐雪宾说。

“卢永根触动我们去反思，人一生要追求
的到底是什么？ ”华南农业大学教师王慧说。

1984年的一个夜晚， 卢永根在学校作了
一场演讲。 亲历者回忆，那晚没有灯光，草坪
上密密麻麻坐满了学生。

卢永根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
为祖国故，两者皆可抛。 我希望能像一束小火
花，点燃你们心中的爱国主义火焰。 ”

（来源：新华网 蔡国兆、刘宏宇、李建国/文）

总书记回信入伍学子引关注
“得知你们怀揣着从军报国的理

想，暂别校园、投身军营，你们的这种
志向和激情，让我感到很欣慰。 ”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 9 月 23 日给南开大学
8名新入伍大学生（见右图）回信中的
一句话。

习近平在回信中写道， 自古以
来，我国文人志士多有投笔从戎的家
国情怀。 抗战时期，许多南开学子就
主动奔赴沙场，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
爱国、奉献的精神内涵。如今，你们响
应祖国召唤参军入伍，把爱国之心化
为报国之行，为广大有志青年树立了
新的榜样。

回信一经公布，引起广泛关注，包括南开
在内的不少高校纷纷开展了学习回信精神的
活动。

这封回信缘起于 9 月 14 日， 阿斯哈尔·
努尔太、胡一帆、蔚晨阳、王晗、贾岚珺、戴蕊、
李业广、董旭东 8 名大学生，在即将入伍前给
总书记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他们表达了自己
的入伍心声：“强大的国家需要强大的国防，
一流的军队需要一流的人才， 我们愿意在人
民军队的‘大熔炉’中淬火锻造、百炼成钢，把
自己的知识、智慧、青春和热血献给国防和军
队建设，献给维护祖国长治久安、让人民永享
和平安宁的伟大事业！ ”

信寄出后，8 名入伍学子就分赴各地开始
了各自的军旅生活。

据了解，来自新疆的阿斯哈尔·努尔太已
经在武警安徽省总队蚌埠市支队开始训练。
两岁时，阿斯哈尔·努尔太的父亲在一次反恐
战斗中牺牲，今年他从学校走到军营，完成了

自己从军理想。
武警安徽省总队合肥市支队新战士胡一

帆，身上也带着军队血液。 据解放军报报道，
胡一帆的姥爷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腹部及
右大腿内侧迄今还有当年被弹片炸伤的疤
痕。 入伍前，腿脚不太灵便的姥爷坚持要送胡
一帆下楼，反复叮嘱他到部队后要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当能打仗的兵。

南开大学文学院 2013 级汉语言文学专
业的王晗则到了陆军第 82集团军某旅。

南开大学前国旗护卫队队长蔚晨阳，在
陆军第 79集团军某旅的新兵训练即将满月。

这 8 名 90 后大学生中， 有老兵后代，有
烈士子女，有城市孩子，也有农家子弟。 他们
来自不同的专业，都离开了熟悉的校园，去部
队展开不同以往的生活。

军营里淬炼成长
新兵营是个改头换面创造奇迹的地方，

南开大学 8 名大学生士兵入营半月有余，时
间不长，但是变化不小。

初次见到董旭东， 那顶武警作训帽已经

被掐得挺立平整，绝不比任何一个老兵差，整
个人看起来精神抖擞。 记得来到军营的第一
天，班长熊飞已经把他的被子整齐叠好，线条
棱角分明，让他都舍不得打开，当晚竟要和衣
而睡。 每次叠被子，董旭东都在细细体会着班
长的话：“叠被子， 叠的不只是被子的边角线
条，还有自己的棱棱角角。 ”

在军人养成方面转变最大的是主修艺术
的贾岚珺。 在校期间她天生有种慵懒的气息，
不修边幅，东西乱摆乱放，洗澡至少要半小时。
现在，在战友们的影响下，只要哨声一响，再喜
欢赖床的贾岚珺也能“噌”的一下就起来，“身
边的战友都是如此，我绝不能慢半拍。 ”

胡一帆刚到军营的时候， 缺乏时间观
念，每次集合都是最后一个到位。 班长邱磊
非常严格，只有批评，没有表扬。 刚开始时，
他有些不适应。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胡
一帆发现， 班长和自己参过战的外公很像，
在他心中优秀已成为一种习惯， 没有批评便
是表扬。 渐渐适应了之后，现在集合时他总是
冲在最前列。

要说这 8 名大学生士兵
中最快适应部队的，肯定要数
分配到陆军第 79 集团军某旅
的蔚晨阳了。 当兵前他就是学
校国旗护卫队队长，军姿队列
那是没的说。 军营的集体生活
大大压缩了个人空间，一次班
组的环形蛙跳训练，让蔚晨阳
察觉了一个自身存在的毛
病———个人主义。 当兵前，什
么事都是从自己的角度考虑，
而现在的战斗集体崇尚团结，
互帮互助、不离不弃，迫使蔚
晨阳认真思索个人和集体之

间的关系。
因入伍前不慎跌伤， 李业广是 8 名新兵

中最后一个入营的。 9 月 30 日才到北部战区
空军第一新训旅报到。 看到同班战友行动迅
捷，内务卫生和教育训练样样拿得出手，他感
到压力不小。 在班排长的时时跟进和战友们
的帮助下， 这个被重点关照的缺课战士进步
神速， 他已经把当一名优秀侦察兵作为自己
强军路上的第一个梦想。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
在前方。 ”踏着《强军战歌》的铿锵旋律，南
开大学的 8 名大学生士兵正在军营这个大
熔炉里淬炼成长。习主席回信中的殷切嘱托
在年轻的战士心中如同航标，坚定地指引着
方向。 在广阔的军营舞台上绽放青春的光
彩，在实现强军目标的征程中贡献青春的力
量，是 8 名新兵共同的梦想和约定，他们正
在用自己的坚定脚步书写另一张优秀的人生
答卷。

（综合《新京报》《解放军报》）

“家徒四壁”院士
捐 880万元毕生积蓄助教

南开入伍学子：被一种使命担当召唤

一名老科学家，用无言的行动诠释了人生的意义。 罹患重症的中科院院
士卢永根（见左图），将毕生积蓄 880多万元无偿捐献给教育事业。 他说：“党
培养了我，将个人财产还给国家，是作最后的贡献。 ”

1997 年出生的蔚晨阳今年 20 岁， 按照“常规动
作”， 他现在应该在南开大学开始自己的大三生活，而
此时的他，却正在第 79 集团军某旅进行新兵训练。 为
什么走了一条不寻常的路？ 蔚晨阳对记者说：“在学校
太‘娇生惯养’了，书生气太重，我想到部队磨炼自己。 ”

今年 9 月， 蔚晨阳和其他 7 名入伍大学生离开校
园进入军营，临行前夕，他们以“您的战士”为名，给习
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他们投笔从戎、报
效祖国的心愿。 9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对他们
从军报国的行为给予了肯定。 回信在新闻联播播出后，
引起广泛关注。 已开始部队生活的蔚晨阳，得知回信的
消息后，感觉“特别受鼓舞”。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的 8 名入伍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