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说

沧南教授是我敬佩的学术前
辈，也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大师、大
家。 他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突出贡
献， 主要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作出来的。 他是第一批在毛泽
东思想哲学领域招收研究生的老
师。1978年， 他还在湘潭大学开创
了毛泽东思想教研室， 奠定了湘潭
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传统和优
势。 这个优势一直保持到现在并继
续发扬光大。 沧南教授形成了他独
具特色的学术贡献， 这就是毛泽东
方法学。他在这方面开了课，培养了
很多人才， 还出版了毛泽东方法学
的专著， 影响很大。 沧南教授活到
老，学到老，探索到老，创新到老，已
经95岁高龄， 耄耋之年还在继续研
究。他真正做到了学术和道德等身，
既是学术的楷模，也是道德的模范。

———《求是》杂志社原社长 李捷

沧南教授是我心中十分崇敬的
教授 。我读大学时就认识他 。他有
理想信念，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和
毛泽东思想研究，有坚定的信仰。他
有奉献精神， 从中国人民大学支援
武汉大学， 再由武汉大学支援湘潭
大学，做的都是开创性工作。他有人
文情怀，爱生如子，离休后经常为学
生上党课， 深入学生做思想政治工
作 ，乐此不疲 。他有人格魅力 ，品德
高尚，对党的教育事业无限忠诚，学
识渊博，充满热情。沧南教授的事迹
感动师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湘潭大学副校长 刘建平

沧南教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他有着顽强的
意志力， 忍受了很多常人难以想像
的苦难 ， 是真正立德树人的楷模 。
2016年 ，他动完心脏手术后 ，身体
刚好一点，就开始写自传体书稿。书
稿里有一个场景，我一直难忘。经过
他的精心护理， 他的儿子南南的身
体状态有所好转，懂得心疼父亲，有
一次主动要求一个人去医院。 书中
写道：“南南一走，我很不放心，立即
跑到阳台上， 望着孤零零的病儿的
背影 ，渐行渐远 。我内心十分悲痛 ，
满眼泪水， 什么也看不清楚了。”读
到这里，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湘潭大学宣传部副部长
申永丰

我多次在学校的学术报告厅 ，
听沧南教授给学生上党课。 他声音
非常洪亮， 连续讲一两个小时不要
喝水，全场600多名学生掌声笑声不
断。他讲课没有套话空话，结合自己
的成长经历和故事，很实在。他常讲
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女儿感冒
了，在医院开了药，女儿说：“爸爸你
是离休，医药费实报实销，你去财务
报销 。”报就报吧 ，但沧南教授很快
意识到药不是自己吃， 去报销就是
欺骗组织。他越想越内疚，最后在支
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湘潭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
部长 刘稳丰

（湖南日报记者 肖欣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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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
沧南，男，1924年5月生，安徽合

肥人，中共党员。1952年中国人民大
学政治经济系硕士毕业， 后任教于
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1977年11
月任教于湘潭大学， 先后担任哲学
系主任、 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研室主
任，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教授， 兼任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
究会理事等。获得“全国优秀教师”
“湖南省荣誉社会科学专家”“湖南
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标兵”
“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先进个
人”等荣誉称号。著有《农民哲学常
识 》《毛泽东哲学思想 》《沧南自选
集》，主编《毛泽东方法学》，撰写《认
识论的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认识论》
等论文120余篇。

■手记

真理其实很朴素
肖欣

清晨， 与沧南教授漫步在湘大校
园， 我跟随老先生的节奏， 把脚步放
慢，再放慢。

“2359”，学生送给他的计步器显
示 。每一步 ，都让我照见 ，这位95岁的
老人， 和身边眼睛闪亮肌肤光滑的网
络时代年轻人， 依然有着深切的命运
关联、精神焊接。他在青春的河流中投
下一颗颗石子， 当人生的谜底逐一解
开，人们会发现，原来那颗颗石子激起
的粼粼波光，如此悠远、绵长。

真理其实朴素，信仰贵在践行。一
个人所有的行为， 都印证着他的价值
观。见惯了太多的“伪”与“假”，沧南之
真学问真性情，让我们对学术、对人性
依然抱有信心。 在快速变化与躁动功
利的失重时代，真正的信仰，是灵魂的
食粮 、精神的辎重 ，是激流中的磐石 ，
江流石不转。我们庆幸，真正的信仰者
并未消失， 如果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
了为什么出发 ，回望他们 ，是提醒 ，也
是校正。

大学的发展从来都与国家的命运
休戚与共， 个人的命运也从来都与时
代紧密相连。近日，叶嘉莹先生再向南
开大学捐赠1711万元。 叶嘉莹和沧南
同龄，一个出身书香世家，一个是贫苦
的放牛娃流浪儿， 两人走上不一样的
人生道路，却在95岁时殊途同归于“裸
捐的清贫者”。

“君子忧道不忧贫 ”。教育需要教
育者春蚕丝尽蜡炬成灰的奉献精神 ，
也需要随时随地能放得下一张安静的
书桌。高等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最高点，
是完整人格的修养所， 知识精英的汇
聚地，也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如果学
术变成了看行情涨跌的投机， 学位变
成人设的装饰， 知识成为被消费的平
庸交易品，大楼再漂亮又如何？关于中
国高等教育的 “钱学森之问”“任正非
之问”，令人深思。

罗莎·卢森堡曾说 ：“假如我们传
授真理，我们就有责任清楚地，直言不
讳地，不故作神秘地，毫无保留地传授
它 ， 心中充满对它的力量的充分信
任 。”大学校园 ，需要沧南这样的思政
教育者、真理传播者。

当年，作为湘大学子，我喜欢坐在
那排粗壮的大樟树下， 看足球场上奔
跑的男生扬起一路黄尘。 未料25年后
这一个初夏， 有机缘与当年的种树人
一起走过树下。 我遗憾清晨没有找到
花店， 买一束鲜花送给这位喜欢花草
的老先生。不过我相信，当年开满黄土
坡的栀子花映山红，他跑上北山139级
台阶遇上的那片樱花林， 还有学生们
送来的山野之花， 都常盛放于他的心
间。虽居陋室，这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信仰者散发的道德馨香， 也早已在热
闹翻滚的红尘世间，沁出一片清凉。

沧南：信仰之光灼灼其华

湖南日报记者 金中基 肖欣 徐荣

咕咕的鸟叫声，拨动第一缕晨光，绿树
点染的校舍，渐渐鲜亮。

5月15日7点30分，95岁的湘潭大学教
授沧南，像往常一样开始漫步校园。一排高
大的樟树，如庄严的卫兵一样列队，向树下
走过的沧南行注目礼。

老人腰身挺拔，步履有些蹒跚。上世纪
80年代初，他领着学生种下这排樟树。时光
挑高了树，也染白了他的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沧南仰望翠绿的
树冠感慨：“我1977年来湘大， 这里还是一
片荒凉的黄土坡。”

满怀激情投身湘大建设

在共和国和沧南个人的时间表上，
1977年都是一个历史性的年份。

1977年12月10日，570万中国考生走进
曾关闭了10余年的高考考场。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 将重新成为整个社会最重要的价
值取向之一。

这一年的11月， 曾任武汉大学哲学系
教研室主任的沧南， 提着一口大樟木箱子
从武汉来了湘潭， 成为湘潭大学复校后从
全国各地高校援建湘大的首批教授之一。

此时的湘大，没有电灯、自来水，没有
图书馆、教室，没有教师宿舍，办学条件十
分艰苦。老师分散住在附近农民家里，蚊子
又多又大，晚上备课，就把腿放在盛半桶水
的水桶里。沧南至今难忘的，是学生深夜还
点着煤油灯坐在食堂看书不肯走， 他就每
晚去赶他们回去睡觉。

出生在安徽农村的沧南， 饱尝过没书
读的痛苦。父亲很早去世，母亲带着姐弟5
人挖野菜充饥甚至乞食。小学才读了两年，
抗战爆发，沧南成了流浪的失学少年。为了
能上学，他住过田间的小草棚，持续高烧一
个多月……

沧南原姓高，1948年坐着大板车到河
北沧县，赴冀中解放区华北大学学习，并改
名为沧南以兹纪念。1949年华北大学更名
为中国人民大学， 沧南也成为新中国新大
学的首批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1959年，武汉大学校长访问中国人民大
学，请求支援一名哲学教师，沧南被选中。

湘大复校之初，沧南已过知天命之年，
他与来自全国近百所高校的600多名教师
一道，满怀激情，脚踏黄土，艰苦创业，心中
只有一个愿望，就是牢记毛主席嘱托，把湘
潭大学办好。

求真是终生坚持的学术原则

一把竹藤椅磨得发亮， 一张有虫洞的
小书桌堆满图书。窗外桂花树挺立，尤其到
了秋天，满屋子全是花香。

东坡村9栋3单元2楼。 上世纪80年代，
沧南搬到这里就再没挪窝。桂花窗下，竹藤
椅上， 静坐桌前读书备课写作———这个定
格近40年的场景，沧南自称为“坐真理的冷
板凳”。

求真是沧南终生坚持的学术原则，不
见风转向，不因势献媚，保持一名学者应有
的独立性。

1978年，沧南向学校建议，湘大哲学
专业招考毛泽东哲学思想硕士生， 并建立
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研室。1979年至80年代
初，学术界出现了一股贬低甚至否定毛泽东
思想的思潮，沧南态度鲜明：应实事求是看
待毛泽东。 1983年，沧南提出“毛泽东方法
学”这一创见性的学术课题，并主编了图书
《毛泽东方法学》。 他认为毛泽东制定的一
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的科学理论， 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

大创举。“这是沧南先生独具特色的学术贡
献。”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求是》杂
志社原社长李捷如此评价。

40年坚守与开拓， 湘潭大学已成为全
国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镇”。

沧南一直提倡教学民主化：“学术面前
人人平等。争鸣的气氛浓一点，才有真正的
教学相长。”

今年78岁的湘大教授范贤超， 是沧南
最早招收的研究生。 范贤超说：“老师讲课
言简意赅，有不同意见，就可以站起来和他
辩论。”现在，沧南每年还要发表好几篇论
文。 每一篇沧南都会第一时间叫范贤超提
意见，而范贤超也不客气，拿起红笔就在稿
子上修改。

在学生心中，沧南是慈父也是严师。谁
发表了论文，他自掏腰包奖励，但毕业论文
不合格，哪怕是女生的，他也会当场撕碎扔
到垃圾筒。有一年，他的5位研究生第一次
上课因为各种原因都迟到了， 被他狠狠批
评了一顿。第二天，沧南又向他们道歉：“我
是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呀。”

“老师的严格，我受益一生。”广东省人
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克昌感叹，“至
今，我做事做人都不敢偷懒，不敢马虎。”

“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困境是人性的显影剂、试金石。沧南旺
盛的生命力，是意志的胜利。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妻子磨难不断：
患上乳腺癌，后转移为骨癌，双目失明，16
年里先后动了9次大手术。为了照顾常年卧
病在床的妻子，沧南每天很早起床，买菜，
做好早餐，7点半出门上课。有一段时间，长
期生病的儿子住在郊区的医院， 妻子住在
市区的医院。他6点钟就出发，走1个多小时
去看儿子，再坐车去看妻子……

1995年，71岁的沧南从哲学系离休后，
就开始给学生上党课。 在妻子最后的岁月
里，他白天照顾妻子，晚上加班备课。学生
们知道后， 特意用大竹筒和野花自制了两
个花篮去看望师母。

“当时我是古稀之人了，也很累。”沧南
坦言，“但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从不怨天
尤人，只讲面对现实。首先我是一名老师，
要把课上好，其次我是妻子的丈夫、儿子的
父亲，应护理好病妻病儿。这样，才不愧为
人师，为人夫，为人父。”

进入耄耋之年的沧南，凭着一股“活着
就要有共产党人精气神”的劲头，依然坚持
上党课和学术研究。

目前， 沧南致力于研究唐诗宋词中的
中国哲学思想，一部书稿已完成数万字。他
每天早上四五点即起，7点多散步后读写几

个小时，午休后继续工作，晚上看完新闻联
播就上床休息。

“老师是一面旗帜，
也是一面镜子”

信仰有力量。 信仰也有光芒， 点燃心
灯，照亮灵魂。

沧南上党课不说大道理， 勇于自我剖
析，只说心里话大实话。他讲看到中青年老
师买新房买小车， 曾经心理不平衡而反思
自己；看到有些教授要当这个当那个，当不
上就走人，他也吐露他的“想不通”：难道教
师一定要当官吗？

他的党课不仅在课堂。每天的“早操”
也是他和年轻人交流的好时光。

“2015年暑假，每天8点钟，连续好几
天，教授爷爷坐在东坡村附近的石凳上，给
我讲他从放牛娃到共产党员和人民教师的
故事。”正在湘大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攻读
博士学位的吴璇回忆。

身体力行就是教育， 一切都有传播力
和感染力。浮躁功利的世风里，沧南自甘淡
泊清贫。 学生们要为他操办从教60周年纪
念活动，他脸一沉：“搞这个，我就跑掉。”女
儿爆料父亲很“抠”：找他借钱还要打借条；
一件棉袄穿了30多年， 拉链坏了还舍不得
丢，在家用根布绳子腰间一捆……

40年来，湘大先后为教授盖了几栋楼。
20世纪90年代， 学校安排沧老搬到松涛村
的“校长楼”，有位患哮喘的同志提出也想
搬到新环境里住。沧老听说后想也没想，就
让出了自己的新住房。

2015年，沧南告诉女儿，他准备卖掉邮
票， 将所得资金全部捐给湘大哲学系设立
奖学金。

女儿深知邮票在父亲心中的分量。沧
南上世纪40年代开始集邮。刚到湘大时，妻
子从武汉写信都会寄来邮票， 他回信就寄
上妻子喜欢的手绢。妻子来湘大后，两人常
去市里淘邮票， 到雨湖公园划船。 她问父
亲：可不可以只卖一半，或者捐一半？

没想到，父亲卖掉了所有邮票，捐出
了所得的20万元。得知此事，湘大马克思
主义学院院长颜佳华等几位学生担心老
师生活困难为他凑了一笔钱， 他也全捐
了。“老师是一面旗帜，也是一面镜子。”颜
佳华感慨。

“我是一名流浪儿，得到过很多好心人
的帮助，把他们的爱心传下去，是回报与感
恩。”沧南说。

2018年12月， 沧南获评2018年感动湖
南人物；今年5月，沧南入选湖南省拟推荐
的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名单。

信仰之光，既温润如玉，亦灼灼其华。

沧南（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2017年5月23日， 沧南在朗诵《毛泽东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3月21日，湘潭大学
鸟瞰。（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