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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丰名教授。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杨依军、俞俭

夏日的珞珈山，郁郁葱葱，鸟语花香。
年近九旬的武汉大学离休教授刘丰名，和老伴陶才碧住

在山麓一栋普通的教职工宿舍楼里，在这座曾有着“火炉”之
称的热闹城市享受着难得的静谧与清凉。

自 17 岁那年夏天报考武汉大学法律系，刘丰名与武大、
与法学的缘分已绵延 72 年。然而，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是改
革开放，让刘丰名又能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

经历了人生的起伏跌宕，耄耋之年的刘丰名对此仍念兹
在兹。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7月的一个午后，记者走进刘
丰名教授的家，聆听他的学术人生。

“改革开放扭转了我的命运”

人生就像一条曲线，轨迹各有不同。
刘丰名 1929 年 7月出生于重庆一个职员家庭，自幼生活

条件优渥，读了当地较好的小学、中学。
自抗战时起，目睹当时中国的战争与腐败乱象，刘丰名立

下寻找救国济世道路的志向。通过订阅《新华日报》《群众》等
进步报刊，少年刘丰名得知马克思、列宁在大学时期读的都是
法律，决心将来也要读法律。

1946 年，刘丰名考取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下，他有幸受教
于韩德培、燕树棠等法学名家，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基。读书
期间，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活动，于 1949 年初加入新民主主
义青年联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随后几年里，进团校学习、随部队南下广西、任公安局副
科长、光荣入党、调回武汉任公安学院教员、抽调到北京参加
教材编写……进步青年刘丰名的人生轨迹看起来一帆风顺。

然而，“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会是
什么味道。”命运之吊诡，往往不期而遇。

1957 年，因对单位肃反斗争过火提出批评意见，28 岁的
公安学院武汉分院教员刘丰名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入另册，
被迫与妻子及年幼的孩子分离，下放至湖北潜江周矶农场改
造，一待就是 21 年。

身处逆境，刘丰名从未放弃对真理的追寻，而是坚守着心
中的律法。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的春风从北京

吹向全国各地。拨乱反正全面展开，刘丰名终于迎来人生的另
一个春天。

他被分配到华中师范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回到了
阔别已久的江城武汉，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粉碎‘四人帮’，举国欢庆，也整个扭转了我的命运。”刘丰
名说，“回到武汉，回到学校，心情是很愉快的。”

从 20多岁的小伙子变成了年近半百的中年。那时，他已
经 49 岁。岁月的侵蚀，人生的磨难，给他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今天，刘丰名对过去的艰苦岁月不愿多谈。正如他的学生
所说，“老师总是愿意把正能量的东西分享给别人”。更让这位
已年满 89周岁的老人津津乐道的是，改革开放怎样改变了自
己的人生。

满腔学术热情献给改革

刘丰名自幼爱读书。

在华中师范学院的时间不算太长——— 6 年，惜时如金的
刘丰名心无旁骛地把头埋进了书本里。他把“马克思主义与国
际法学”“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作为自己的研究志趣，如饥似
渴地阅读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的藏书。

“资料非常丰富！”也许是太久没有看过这么多的书了，谈
起书，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最亮的光芒。

即便在农场劳动期间，刘丰名也未放弃读书。怕外语搞丢
了，他就坚持阅读公开发行的外文期刊《人民中国》；别人休息
乘凉，他在屋里看书；他还担任起农场中学的教员，政治、语
文、外语、数理化，门门都能教，人家都叫他“刘博士”。

读书、思考、写作，迎来命运转折的刘丰名，抓紧一切时间
把自己的专业重新建立起来。1982 年 8月，在恩师韩德培教
授指导下，刘丰名编撰的《现代国际法纲要》一书问世，引起国
内外学人关注。

美国国际法学会出版的《美国国际法学报》刊文说，“这是
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二本关于国际法的论著……提供了中国有
关国际法的观点与实践的大量有用资料”。

刘丰名“重整河山”的乐观与专注，得到师友一致认可。
1984 年，在韩德培、姚梅镇、马克昌教授等推荐下，刘丰名回
到母校武汉大学，从此在珞珈山下安下了家。

法学是入世的学问。刘丰名的学术研究一步也没离开
对现实的关注。从国际法到国际经济法，再到国际投资法、
中国外资法，他始终密切跟踪着改革开放面临的新情况、新
问题。

20世纪 80 年代初，武汉大学著名教授、中国国际经济法
学的奠基人之一姚梅镇先生率先系统提出国际经济法是“一个
新兴的独立的法学部门”的主张，一度在学界引起激烈争论。

受姚梅镇的启迪和指导，刘丰名重返母校后转向国际经
济法的研究。他认为，国际经济法从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中分
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和法学研究领域，能够
更好地适应改革开放、适应建立和发展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需
要。

1991 年，邓小平视察上海时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
经济的核心。”受此启发，刘丰名又充满劲头地开始了国际金
融法的研究，就像“发现了一片新天地”。

在 1994 年出版的专著《巴塞尔协议与国际金融法》中，刘
丰名首次提出国际金融法从体系结构上包括国际投资金融
法、国际贸易金融法、国际货币金融法三个部分的论断，为建

立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法学科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
1999 年，70 岁的刘丰名挥别讲坛。离休后的他依然关心

时事，笔耕不辍。2008 年，他撰文评论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
机；2009 年，年届 80 高龄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建言献
策……

真正的学者，从来都是超越年龄的。
刘丰名的学术人生，在年过半百后重启；不是从书本研究

书本，而是始终关注着改革开放、日新月异的中国。
改革给了他新的学术生命，他也将自己的满腔热情献给

了如火如荼的改革……

“把版面留给年轻人”

刘丰名对学术研究一腔热情，但在学生眼中，老师有时候
却有点不近人情。

一次，刘丰名指导的一位学生毕业答辩，有评审老师从外
地大老远飞过来参加，刘丰名只带客人在食堂吃最简单的餐
饭。不仅如此，刘丰名先吃完了饭，便说：你们慢慢吃，我先回
去了。让学生暗暗捏了一把汗。

去年，刘丰名因病住院，有学生去看望他。简单几句寒暄
过后，病床上的他便说：“你可以回去了。”学生哭笑不得，想多
陪陪老师，只好回答：“我在这里又不碍您的事……”

不过，学生们懂得，“先生爱弟子不溢于言表，而是深藏于
心，践之于行”。

陈岚是为数不多的从本科起就接受刘丰名指导的学生。
多年前，她联系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需提交推荐
信。刘丰名几次将信函以电邮方式发给对方联系人，却由于对
方邮箱故障，均被退回。

“申请时限将至，先生和师母着急得不得了，最后他们是
想方设法通过电话与大洋彼岸联系上的。”陈岚有些懊悔地
说，“因我做事不周密，让先生为我担心，我心愧疚之极
啊……”

刘丰名从 1991 年开始带博士研究生，“关门弟子”共有
19 人。现在，这些学生大都在法学研究和法律实务领域工作，
有的在银行、证券公司，不少成为行业的中坚。

回顾一生，刘丰名最感欣慰的，就是学生们“都有自己的
天地，各显身手”。

在不少学生的印象里，老师的指导是“不教而教”，点到即
止，没有多余的话。学生们明白，这是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大胆
探索，从而促成学术上的百花齐放。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前不久，刘丰名的十多名博士生齐聚武汉，按照传统习俗

庆贺恩师 90寿诞。大家精心准备了一个别出心裁的蛋糕———
几本厚厚的著作之上，矗立着象征法律的天平。

“先生 70、80、90 岁的时候，同学们都和老师团聚，回
顾往日时光，聆听老师教诲，从老师身上体会学术精神、学
术人格。”

学生王江凌说，先生在研究时坚持“不迷信、不盲
从”，而是从实践和国情出发；学生李仁真说，先生身上最
突出的就是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学术态
度；学生邢勇说，先生从不利用自己的学术影响为学生谋
取半点好处……

青梅竹马的妻子陶才碧曾这样描述一心治学的丈夫：“他
喜欢清清静静闭门读书，除了他视为子女的学生，不跟任何人
交往。”刘丰名离休后也曾感怀：珞珈山“有城市的方便，无闹
市的喧嚣，住在这里的确是有福了”。

如今，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家中静养，渐渐不再写文
章，而是“把版面留给年轻人”，每天唯一的运动就是到楼下
取报。

80 岁时，刘丰名曾写下《八十初度》：
七十九年随逝波，半生坎坷舛何多。

求真心路积鸿雪，化作春泥沃撒播。

学生共庆恩师 90寿诞之际，刘丰名又赋诗一首《望九抒
怀》赠予弟子———

居位不居为党谋，敢因衰老不分忧。

深觉祖国愈强盛，乐见和平形主流。

发展创新成众志，清除腐败解民愁。

相期后辈超前辈，鲜艳红旗飘万秋。

求真心路积鸿雪，化作春泥沃撒播
刘丰名教授的学术人生

真正的学者，从来都是超越年龄

的。刘丰名的学术人生，在年过半百后

重启；不是从书本研究书本，而是始终

关注着改革开放、日新月异的中国。

改革给了他新的学术生命，他也

将自己的满腔热情献给了如火如荼

的改革……

新华社记者郜婕

7月下旬的一个下午，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内座无虚席，
上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界人士在这里共同缅怀一位备受尊
敬的老人——— 慈善家田家炳。

田家炳 7月 10 日在香港与世长辞。在 99 岁的人生历程
中，他用前半生书写了从白手起家到身家数十亿的创业传奇，
之后为慈善教育事业捐出绝大部分财产，更把后半生的全部
心力投入到教育兴国的理想中。

追思会现场布置简单朴素，几盆白色鲜花衬托着田家炳
身穿博士服的照片，再无其他装饰，契合老先生一生践行的俭
朴作风。田家炳的家人、曾受他捐助的学校师生、各地教育界
和慈善界代表等分别上台，分享他们对田老先生的回忆。

一生践行朱柏庐治家格言

香港田家炳中学教师古运疆在台上分享了诸多“田中人”
对田家炳的缅怀和敬意。其中一名校友回忆，田家炳办公室挂
着一幅朱柏庐治家格言的字画。他曾让学生“考”他，从洋洋数
百字的文中随便挑一小节，他就能接着背诵。古运疆说，他相
信田家炳“不单是背诵、更是活出了格言中的每字每句”。

朱柏庐治家格言的 500余字，自田家炳幼年起就深深印
刻在他的心中。田家炳 1919 年出生于广东大埔一个诗礼世
家。他的父亲老来得子，对他视若珍宝，取名“家炳”寓意“彪炳
百代”。田家炳生前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给了他“无边的父
爱”，但这爱“非常理智”，绝无溺爱，而是注重教爱合一，尤重
品德教育。父亲把朱柏庐治家格言的一字一句反复教他，不但
要他牢记，更要他实践。

田家炳不到 16 岁时丧父，但父亲的教诲他一直牢记，先
贤古训包含的智慧也贯穿他一生的言行，助他立业成家，更促
他回馈社会。早年辗转南洋创业，他以“己欲立而立人”的古老
智慧，实践着现代商业的共赢之道；不论是经营生意还是家
庭，他都恪守父亲“宁可实而不华，切忌华而不实”的教诲；在
香港成就事业后，他投身慈善，“达则兼济天下”。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

柏庐治家格言中的这句话，是田家炳不忘的古训。他曾说，自
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每日生活所需全靠劳动者提供，因此
除了多做好事、回馈社会外，更应珍惜一切资源，不能浪费。

四子田荣先回忆，父亲在生活上俭朴到了极致，一套西服
穿几十年，袜子补了又补，出门自带水杯，以公共交通工具代
步，甚至曾为省几毛钱车费提前几站下车步行。

为捐助教育变卖自住别墅

与田家炳极端节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捐助慈善事业
的慷慨。1982 年，已是亿万富豪的田家炳捐出八成财产，成立
公益基金会，主要捐助教育事业。

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后，田氏企业和基金会收入受到影
响，向来言出必行的田家炳为兑现捐款承诺，变卖住了 37 年
的花园别墅，所得 5600 万港元全部用于资助内地几十所学
校，自己年过八旬却成了“无壳蜗牛”，晚年一直租房居住。

2003 年，田家炳基金会已经超支，但为了帮助香港城市
大学和理工大学取得有时间限制的配对性筹款，他向银行贷
款 600 万港元，捐给两所大学。时任城大副校长的黄玉山回忆
起这件事时感慨：“借钱来捐款，这是难以想象的伟大情操。”

2010 年前后，田家炳将名下仅余的 4座当时总估值达
20 亿港元的工贸大厦业权转予基金会，并邀请社会人士加入
基金会决策机构，自己则退任为荣誉主席，使基金会从由家族
管理转为由社会人士共同管理的慈善机构。

田家炳为慈善倾其所有，而在他心中，他还拥有另一笔比
钱财更值得自豪的“财富”。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慈善事
业一直得到家人的全力支持……九名子女自幼养成谦恭诚挚
的待人接物态度，全家充满爱心。这点自觉比我在财富上的成
就更具意义。”

田家炳重视家庭和子女教育，比起物质，更注重精神和道
德上的“富养”。在他的教育下，九个子女自小懂得勤俭节约、
己立立人，也认同父亲“留财于子孙，不如积德于后人”的想
法。当年商讨卖房捐校时，九个子女无一质疑抱怨，这在看惯
了“豪门恩怨”的香港实属难得。难怪香港国学大师饶宗颐曾
亲自挥毫题词“积善之家”送给田家炳。

临终仍牵挂“教育兴国梦”

田荣先在纪念父亲的文中写道，父亲临终前已不能讲话，
离世前一天卧在床上写了许多字，虽然字迹紊乱，却仍很努力
地写。其中有一句对儿女的叮嘱：每逢周六全家聚会以表亲
情。“爸气若游丝，危在顷刻，但惦挂着的始终是这个家。”

让田家炳到生命最后一刻仍然牵挂的，还有他的教育兴
国梦。家人说，老人家弥留之际眼睛已看不见，颤抖的手却仍
握着一张中国地图。地图上以田家炳命名的学校遍及全国，仿
佛在替他重复他常说的那句：“中国的希望在教育。”

田家炳年少辍学，未能完成学业是他个人终生的遗憾。他
曾亲眼目睹国家积贫积弱的过去，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有着深
刻思考。因此，他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相连，早年投身实业
不只为赚钱，也为贡献经济，后半生更是把全力支持教育作为
贡献国家发展的着力点。

黄玉山在追思会上表示，田家炳不只是教育捐助者，更是
亲力亲为的参与者。他秉持“中国的希望在教育”的理念，也提
出“教育的关键在教师”，重视教师培养和道德教育，重点扶持
贫困、偏远地区基础教育发展。他对中国教育发展的投入和思
考，让他堪称教育家。

田家炳基金会总干事戴大为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基金会秉承田家炳的理念，根据国家教育发展现状调整工
作方向。近年来，基金会每年开展约 70 个项目，总投入在
7000 万港币上下，资助范围扩大至面向全社会，资助重点转
向着重提升教育素质、加强学生全人教育等方面。
追思会上，湖南省浏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学生孙晓说，田

老先生辞世那天，她与同学集体向这位未曾谋面但却最为熟
悉的老人默哀致敬，让她感受到“田家炳精神”在所有“田中
人”心里植入“共同的信仰”：“正如 17 年前先生访问学校时所
说，他不求回报，只希望我们把这份爱传递下去……成就自
己、回报社会，这或许也是‘田家炳精神’的核心——— 在不断的
历练中发挥个人的最大价值，用这份小我的价值去感染更多
人，回馈我的民族与国家。”

新华社香港 8 月 5 日电

慈善家田家炳：诗礼传家，大爱济世

本报记者唐荣桂

山里的孩子渴望知识，期盼去看
看山外精彩的世界，乡村教师如同“点
灯人”，默默扎根大山传道授业，照亮
孩子们前行的路。记者近日在广西灌
阳县采访，走访了扎根大山深处的 3
位乡村教师，他们或独自一人守护一
个学生，或辛苦耕耘三尺讲台一辈子，
或大学毕业后返乡继承老师衣钵，甘
为山区孩子的“点灯人”，将知识送到
深山，把孩子们一批批送出大山。

一生一师一学校

山岭巍巍，云雾缭绕。汽车缓缓地
在山路上前行，梯田、树林不停地划过
眼前。一个半小时后，总算到达了目的
地——— 广西灌阳县西山瑶族乡鹰嘴村
白沙涧教学点。

教学点是一栋两层的白色小楼，
一楼的两间房一间作为教室，一间是
老师的休息室，二楼则是村里的活动
室。教学点唯一的老师唐明荣正在给
唯一的学生梁子权上语文课。

两年前，唐明荣刚到教学点时，教
学点还有 4 名学生，随着高年级学生
转入其他学校，从去年 9月开始就剩
下 9 岁的梁子权了。

梁子权的父亲过世，母亲改嫁，他
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最近的小学离
白沙涧有十来里地，爷爷奶奶接送不
方便，孩子独自步行上下学也不安全。
为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当地教育部
门特意保留了白沙涧教学点。

“每节课只面对一个学生，和几十个学生的班级大不一
样。”唐明荣说。但她还是严格按照中心小学制定的课表教
学：早上八点半开始上早读课，上午三节课，下午两点上课，
四点半放学。

为了让学生尽可能多学一些知识，唐明荣不得不成为
一个“多面手”：除语文、数学外，美术、音乐等课程也不落
下。

在唐明荣的认真教学下，梁子权的成绩在整个鹰嘴村小
学名列前茅。“梁子权把得满分的试卷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
这样来学校的人都可以看一看。”唐明荣笑着说。

“来白沙涧之前没见过这么大的山，爱人第一次来时被陡
坡吓住了，最后把车停在坡上，走到教学点。”上有老下有小，
唐明荣每周不得不往返于家校之间。周五放学后，她需要先搭
乘村民的摩托车到西山瑶族乡，接着换公交到县城，再坐公交
车前往另一个乡镇，爱人在那里接她回到家，全程差不多要三
个小时。

白沙涧民风淳朴，村民们知道唐明荣的不易，时不时给她
送来自家种的青菜，邀请她到家里喝油茶。两年下来，村民已
经把唐明荣当成白沙涧的一分子。

“只要当一天老师，就要负责到底。”唐明荣用朴实的语言
告诉记者，虽然很辛苦，但学生、村民和家人都很理解支持她，
她会一直坚持下去。

灌阳县教育局局长雷祖文介绍，为让最偏远的孩子也能
接受教育，教育部门对教学点的裁撤十分谨慎。目前，全县还
有 30多个学生数量少于 20 人的教学点。“已经解决了‘有人
教’的问题，下一步要继续解决‘教得好’的问题。”

坚守山区默默耕耘 30 载

1990 年，唐际威作为一名民办教师，开始在洞井瑶族乡
执教，之后通过考试成为正式教师。在近 30 年时间里，他辗转
多个学校和教学点，把青春奉献给了山区教育。

唐际威的爱人在家耕种 2 亩多水田，同时照顾有智力障
碍的小女儿，他则一心扑在工作上。

唐际威说，洞井民族学校是一所寄宿制学校，27 位老师
除了教学还要管理 9 个班 370 名学生的生活。早上六点就要
督促学生起床，晚上十点学生睡觉后还要继续巡查校园，“轮
到值班，家都回不了。”

从教 28 年，唐际威把一批批学生送出了大山，有的成为
工程师、政府干部、企业白领，也有很多学生成为乡村教师，和
他一样扎根山区。

今年初，已经退休的唐际威不幸患上尿毒症后，成了医院
的常客，每月要到县医院进行 4 次血透、1 次血灌和 1 次血
滤，刨去医保报销部分，3000多元的退休工资基本都花在了
治病上。

得知唐际威患病的消息，学生们自发为他捐款十几万元，
春节时结队去看望他。

“其实时间久了，很多学生我都不太记得了。”他感动又充
满歉意地说。

教了一辈子书，退休了也舍不得学校。治病之余，唐际威
总习惯回学校走走。

雷祖文介绍，全县目前还有近 100 位年近退休的乡村教
师，相比年轻教师，他们责任心强，能吃苦，能安心从教。

老师退休学生来接班

上世纪 70 年代末中师毕业后，李祖清回到家乡任教。在
1981 年的一次家访途中，他的右脚被毒蛇咬伤，不幸截肢。李
祖清毅然凭单脚站立三尺讲台坚持教书育人。

2015 年 11月，李祖清从洞井瑶族乡野猪殿村小学光荣
退休，由于没有合适的老师来顶替，他欣然接受返聘，继续坚
守讲台。“要是没人来，我还愿意在这继续顶着。”两年前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李祖清如是说。

让李祖清没想到的是，他的接班人很快出现，而且还是自
己的学生。2016 年，从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赵新苗
回到野猪殿村小学。

从教 40 年，李祖清教出了 20多名大学生，赵新苗是唯一
一个毕业后回到村里工作的。

为增强村小学和教学点的师资力量、解决教师问题，近几
年灌阳县每年会招聘上百名年轻教师，新招聘的老师都会被
派往偏远地区，两至三年后再回到乡镇或县城学校。

分配时，县教育局征求大家的意愿，赵新苗毫不犹豫选择
了偏远的野猪殿。赵新苗说，决定回来时需要很大勇气，毕竟
走出大山的同学没有回来的。她的一些同学问“你在大山里怎
么能待得住？”

大山里确实要耐得住寂寞。1992 年出生的赵新苗在大学
时爱逛街，经常化妆，喜欢热闹。回到野猪殿后，都市的繁华都
与她无缘了。

野猪殿村小学有学前班、二年级和四年级 3 个班共 17 名
学生，赵新苗和另外两位老师负责所有科目的教学。赵新苗基
本把时间花在了备课、上课、批改作业上。

赵新苗的到来为这个乡村小学带来了新的理念。上英语
课时，她会在网上下载相关图片，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更
加注重互动教学，鼓励孩子们主动提问题。

“决定回来时就想好了未来，选了这条路就要一直走下
去。”赵新苗说，只要学校还在，她就会一直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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