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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通讯员 唐
世日 见习记者 黄柳英）近日，江华瑶族
自治县教育局责成该县鲤鱼塘完全小学
清退超标准、超范围接待的205元，督促
校长肩负起主体责任，规范财务管理，按
照规定接待，受到好评。这是江华教育局
坚持问题导向，将专项整治常态化，切实
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 难点问题的
一个缩影。

“两张超标准、超范围公务接待发票
金额共205元，虽然不多，但是哪怕违规
一分钱，也要责成学校清退。” 江华教育
局审计股股长表示。第二批“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江华教育
局强力整治“一张单子”“一桌餐”问题，

加大对公务接待的规范和管理， 并加强
财务监管和内部审计，对违规、超标准招
待的行为严肃查处。同时,出台了相关管
理办法，规范教师教学行为，开展教育扶
贫领域腐败问题、 送教上门中存在形式
主义现象、违规征订教辅材料、学校食堂
滞留结余学生伙食费等24个方面的整
治。 还通过明察暗访和接收信访举报等
方式，对教师违规在外兼职取酬、有偿家
养家教的行为坚决查处， 对监管不严的
学校负责人进行追责， 并纳入单位年终
考核和个人评先评优。

目前，江华教育局已整治热点、难点
问题24个，问责校长、分管负责人等20
余人。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肖畅

11月27日凌晨4时， 湘潭大学东坡村9栋3
单元2楼的灯，像往常一样亮了。

95岁的哲学系离休教师沧南拄着拐杖，一
步一步挪到书桌前，埋头读着一本近5厘米厚的
古诗词，右手边是翻得有些旧的《毛泽东选集》。

“只要有房子住，有个地方看书就够了。”这
位已经在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潜心探索了40
年的老教授说，“学问做得还不够， 还想在诗词
中摸索点哲学的意蕴出来。”

“真理的冷板凳，坐得还不够”

1974年，湘潭大学恢复立校。1977年，曾任
武汉大学哲学系教研室主任的沧南响应党中央
号召， 提着一口大樟木箱子从武汉只身来到湘
潭，支援湘大建设。

“当时，学校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图书馆，没
有教室，没有教职员工宿舍，没有自来水，没有
电灯。”沧老说。可即便是头顶蓝天、脚踩黄土，
睡农家、点油灯，边劳动建校、边教学科研，沧南
与其他620多名初创者一起， 在贫瘠的荒山土
坡上艰苦奋斗，心中只有一个愿望：牢记毛主席
的嘱托，把湘潭大学办好！

在沧南的推动下，湘大哲学专业1979年开
始招考毛泽东哲学思想硕士生，1981年成立哲
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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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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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坚守与开拓，如今，湘潭大学已成

为全国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镇”。
“真理的冷板凳，坐得还不够。”沧老却说。
1995年，71岁的沧南从哲学系离休后，讲

党课、做义务辅导员……他仍然忙得不亦乐乎。
工作之余， 他总是在思考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解
读毛泽东哲学思想。“断断续续想了好几年，也
没有想出个头绪来。”他说。

2017年10月的一天晚上，他在电视中偶然
看到一位先生讲解古诗词，给了他很大的启示：
能不能从古诗词中提出的哲理为引子，宣扬
毛泽东哲学思想呢？

当时已是93岁高龄的沧南说干就干。他用
了整整14个月的时间通读了14本有关唐诗宋
词的著作。在阅读与写作中，遇到了很多难题，
沧南坦言：“我没有古文根底，而且不会用电脑，
一写字手就抖。有时为了弄懂一个字的意思，常
常不能入眠。有时坐在桌前，一上午写不出一个
字，痛苦烦恼得很！”

尽管如此，沧南没有想过打退堂鼓。“越难，
就越要奋勇向前。只要有心、用心，就一定能攻
破难题。”他说。

今年9月23日， 沧南因为身体不适住院手
术。“10月28日出院回到家，他连水都没来得及
喝一口，就直接坐到了书桌前。”老伴罗静说。

出院后， 沧南出门的次数少了很多。 罗静
说：“天气变冷，他的腿脚比以往痛得更厉害，走
得更慢。他想节约这点时间，做更有意义的事。”

目前，《探索唐诗宋词中的哲理》 初稿已完
成， 近20万字。“希望能赶在中国共产党诞生
100周年之际出版， 作为生日礼物献给党。”有
着63年党龄的沧老说着，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够啦够啦，足够啦……”

“沧老，那件跟了您30多年的‘老伙计’，
‘退休’了吧？”记者问。

“没有没有，还暖和着呢！”听到记者提及他
那件掉绒还坏了拉链的冬外套，沧老笑着说。

在沧南的家中，像这样的“老伙计”，还有很
多。

上世纪80年代， 沧南搬到东坡村就再没

“挪窝”。几间狭小昏暗的房子里，除了成堆的书
籍，就只有几件残破过时的家具电器。书房里，
一台老空调无法制热，一把竹藤椅磨得发亮，一
张有虫洞的小书桌还是后来从武汉大学带过
来的。

君子忧道不忧贫。多年来，沧南自甘淡泊清
贫，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本色。学
生要为他操办从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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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再三叮嘱每一分钱都
要用在该用的地方； 一件棉袄穿了30多年，拉
链坏了还舍不得丢，在家里用根布绳往腰间一
捆接着穿；舍不得买新上市的新鲜蔬菜，总说要
等一等，等便宜点再买……

上世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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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的新房。

“牺牲了多少革命先烈，才有了现在的好日
子。如今有房子住，还有地方看书，够啦够啦，足
够啦……”沧老说。

对自己抠门，对学生却很大方。
“为了鼓励我们钻研学问，只要公开发表一

篇论文，他就自掏腰包奖励15元。那时候，15元
可够得着我们用上一个月！”沧老的原硕士研究
生、现任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佳华
教授说， 那时候， 沧老的月工资也只有七八十
元。

早些年， 沧南资助了一些贫困学生。2015
年， 他干脆将自己收集了60多年的邮票卖掉，
把所得的20万元全部捐给哲学系， 资助贫困
生。去年9月，他又以“湘大人”名义捐给学校20
万元……

“看到孩子们有书读，我的心情舒坦得多。”
沧老又说，“以前我是一个放牛的孩子， 为了能
上学，住过田间的小草棚……现在我的生活，已
经足够好啦！”

离开沧老的家时，已临近中午。抬头望向2
楼的那扇窗， 温润而有力量。 不禁想起沧老在
《沧年往事》中所写的：“共产党人只有一种人生
观，没有离退休后的第二种人生观。在职也好，
离退休也罢，都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和人民的彻
底解放而奋斗。”

沧南的“够”与“不够”
艰苦奋斗
好作风

江华教育局：

强力整治“一张单子”
“一桌餐”问题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衡阳市南华大学广场， 大学生在点亮烛光。12月1日是第32个世界艾滋病日。11
月29日，该校大学生举办为“艾”发光活动，用烛光点亮“12·1”和红丝带的字样与图
案，呼吁广大青年知艾防艾，共享健康。 曹正平 周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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