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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朱旭东

生前“但行好事，莫问是谁”，身后“不发讣告，不留骨灰”，南
通大学退休教师汤淳渊——— 默默资助贫困学子 24 年的“莫文
隋”原型，近日因病离世。一位老知识分子淡泊名利的坦荡情怀，
再次引发社会各界追思，他的无心之举，已在南通形成一种风
范，南通的大街小巷，已遍布“莫文隋”的身影。

神秘的“莫文隋”

1995 年 3 月，就读于原南通工学院(2004 年，南通工学院
和南通医学院、南通师范学院三校合并组建成南通大学)的石洪
英因寡母去世，失去了唯一的生活依靠。汤淳渊得知此事后，给
她汇了 100 元，汇款单附言“生活补助费”，地址为南通市“工农
路 555 号”，署名“莫文隋”。从此，“莫文隋”每月都要给石洪英寄
去 100 元钱，当时，汤淳渊每月收入也只有 900 元。

石洪英几次寻访工农路，发现并不存在“555”号，当然也无
法见到“莫文隋”其人。这时她陡然明白：“555”号其实就是“无无
无”号，“莫文隋”则是“莫问谁”的谐音。她通过学校广播站寻访这
位给她带来希望的人，并试图从邮局觅得线索，但都一无所获。

1995 年 9 月，汤淳渊在帮助石洪英的同时，又给原南通工
学院学生处寄去 1000 元，并附信请学校从家住苏北的特困生中
选一人，“每月发 100 元，作为生活补贴”。此后，南通市发起寻找
莫文隋的活动，城市中张贴着“莫文隋，你在哪里？”大幅海报。

在寻找“莫文隋”的过程中，南通人发现，原来身边还有更多
“莫文隋”：社会福利院连续收到两张共计 4000 多元的汇款单，
汇款人落款是“魏群”(为群)；房产局收到两封给职工“吴铭”(无
名)的感谢信，对他寄钱给本地和湖南患病少年表示感谢；一位
化名“任友琴”(人有情)的市民，先后两次给孤寡老人和港闸区
关工委捐出善款……

“你要问我是谁，请莫问我是谁，风雨中我是一把伞，干渴时
我是一杯水；你要问我是谁，请莫问我是谁，迷雾中我是一颗星，
冰雪中我是报春梅……”一首《莫问我是谁》，唤起全民争相学

习、效仿“莫文隋”的热潮。据南通市慈善会、社会福利院和希
望工程办公室不完全统计，从 1995 年涌现“莫文隋”开始，在
不到 3 年的时间内，就收到捐款近百万元，其中不留名的就有
一百多笔。

经各类新闻媒体报道后，“莫文隋”的事迹传遍全国，“莫
文隋”也成为做好事不留名的代名词。面对众多扶危济困不留
名的“莫文隋”现象，南通市在 1997 年 3 月 5 日把“学雷锋日”
同时定为“学莫文隋日”。为把学雷锋、学“莫文隋”活动制度
化、社会化，1998 年 3 月 31 日，由南通团市委等 3家单位发
起成立“江海志愿者服务站”。越来越多的凡人善举，让这座城
市处处充满温暖，南通市公民道德建设迈向一个新高度，被称
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南通现象”。

“说不得”的“莫文隋”

“我知道汤淳渊就是‘莫文隋’，但他要我以新闻记者的职
业道德担保，不得公开他的身份……”在汤淳渊的追思会上，
原南通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顾晓冬说。

1995 年底，南通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花了一个月的时
间，终于确定原南通工学院副院长汤淳渊就是“莫文隋”本人。
当顾晓冬兴冲冲登门拜访汤淳渊时，却受到了冷遇。

“你怎么找到我的？我不希望和媒体打交道，不希望被宣
传。”汤淳渊冷冰冰地对顾晓冬说。他还“逼迫”顾晓冬立下口
头君子协定，并以记者的职业道德为保证，“不报道我的名字，
否则，我不承认！”

在顾晓冬后来的报道中，“莫文隋”公开的身份信息，只是
“一位共产党员”。

不仅外界不知道“莫文隋”到底是谁，就连汤淳渊的老伴
顾宗勤，也被蒙在鼓里。顾宗勤看到了媒体刊登的“莫文隋”写
给贫困生的信，从笔迹上猜到是丈夫的爱心行为，但当她问汤
淳渊时，却被否认了。

南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正平当时兼任南通市文明办主
任，他回忆说，当时，原南通工学院党委书记袁靖东判断“莫文
隋”就是汤淳渊。

“24 年前我代表组织去拜访他，他说不想公开自己身份，
只是想匿名资助，因为不想给孩子们增加什么压力。尊重他的
意愿，我们答应为他保密，宣传过程中不公开他的真实身份，
绝不出真人真名真图像。”黄正平说，“不公开真实身份，既是
他的本意，也更为可贵，还留有悬念。”

随着“莫文隋”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避免暴露自己的真
实身份，汤淳渊向石洪英一次性汇出 800 元，并附上信件说
“你每月自行提取一百元作为生活补助费，直至你毕业，希望
你努力学习，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之人，今后我不再和你联
系。”

处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上世纪 90 年代，贫富差距相
对比较大，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建设之中，社会特别需
要像“莫文隋”这样胸襟和情怀的人。1996 年 10 月，中共十四

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大力宣传现代化建设
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先进、
学习先进的风气”。黄正平认为，“莫文隋”典型及其宣传，正好
呼应了这个大势。

他就是“莫文隋”

过去的 24 年里，在南通的各类表彰会上，“莫文隋”多次
被评为道德典型，但领奖人永远缺席。多年来，汤淳渊坚持不
在媒体面前露面，即使偶尔出现在电视画面中，出镜的也是其
背影。直到 2008 年举办北京奥运会，奥运圣火将在南通传递，
汤淳渊所在的学校才公开将他跟“莫文隋”联系在一起。

2008 年奥运会之前，时任原南通大学离退休处处长刘能
驯接到上级通知，要在离退休处推选一位奥运火炬手。“经过
审慎推荐，最终确定了汤老。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汤老多次
婉言谢绝，说比他优秀的人还有很多，应该推荐其他人。”刘能
驯回忆说。

见汤淳渊婉拒，刘能驯只能拿出“激将法”。“我说，‘老院
长，这不仅是您个人的荣誉，更是学校、全市、全省人民的荣
誉，请老院长服从组织安排。’这才让汤老欣然接受。”此后一
段时间，时年已经 72 岁的汤淳渊每天加强体能锻炼，从跑步
姿态到跑步速度都极其严格，每天坚持跑十几里。

“奥运前夕，老人家打电话给我，兴奋地说‘可以验收了，
我一定能出色完成奥运火炬传递任务。’”刘能驯说，火炬传递
是汤淳渊第一次公开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火炬传递结束后，
汤淳渊又找到他，主动将奥运火炬捐献给南通大学博物馆收
藏。

谈及当初为何要起这个名字，老人曾经表示：“我就是想
用一个比较文化一点的名字，如果你不去深究的话还以为是
个真名。我做的这些事情都不大，我认为人人都能做，只要你
有心，你知道情况，你有能力帮助他，你就可以帮助他。雷锋做
的事，我觉得也很平凡，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事，他就是在平
凡的事情中显出他的人格魅力，体现他的价值。”

参加完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后，汤淳渊将火炬等物捐给学校
的同时，也将遗嘱存放到南通大学离退休处，信封上写着“交现
任处长”，请求等他停止呼吸后由当任离退休处处长拆封。

他在遗嘱中说：“一生送走亲友不计其数，深感身后事极
须从简。余今已七十有二，当今虽身心尚健，但‘神龟虽寿，终
有期时’，何况人乎！故趁今思维清晰之时，作一安排，实为明
智。1 、余离世后，不发讣告，不添‘寿衣’；不进行任何形式；不
购骨灰盒，不保留骨灰。2 、当日或第二日即行火化，火化当日
或第二日即将骨灰撒入狼山外口长江中。3 、操办人员，除亲
属外，友人包括南通大学离退处人员应在十人以内。4 、请按
上述意见办理，亲属不得提出异议。汤淳渊亲笔。2008 年 6 月
12 日”

他的单位、他的亲人、他的亲朋好友，严格按照他的遗嘱，

办完了他的身后事，他的遗嘱才被公开。

凡人善举，人人都是“莫文隋”

汤淳渊走了，留给世人的回味，却是无穷的。当初竭力寻
找“莫文隋”的原南通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顾晓冬总结说，“莫
文隋”之所以有经久不衰的魅力，在于其两个鲜明特点：其一，
助人为乐，一定是“不留名的”；其二，凡人善举，一定不是“惊
天动地的”。

顾晓冬进一步解释说，不排斥有些人或企业高调慈善，但
隐姓埋名者更让人钦佩，而那些借“秀慈善”而沽名钓誉者，则
令人唾弃。另外，做慈善大可不必“倾家荡产”“赴汤蹈火”，而
更应该做能力范围内的事，才能让更多人效仿、跟随。而这正
是“莫文隋”的魅力所在。

汤淳渊去世后，一封河北省饶阳县女生索坤静写给莫文
隋原型汤淳渊的信在朋友圈里流传。索坤静是南通大学“莫文
隋基金会”资助的对象，在南通好心人的帮助下，她度过了初
中和高中生活，今年高考，她取得 522 分的好成绩，正在等待
属于自己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满怀感激之情，她提笔给“莫文
隋”的原型汤淳渊写信。

原来，“莫文隋”的善举被曝光后，原南通工学院决定成立
“莫文隋基金”来筹集善款，希望帮助更多贫困学子。受汤淳渊
的感召，学校大批师生积极参与，善款从几元、几十元到数百
元不等。汤淳渊也向组织提出每个月从他工资中扣除 100 元
纳入基金，前几年，他再次向组织提出追加善款的要求，每月
从工资中扣除 400 元注入“莫文隋基金”。

2014 年，微友“相携生命”和同事前往河北饶阳县调研
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时，在尹村镇大尹村村委会的办事登记簿
上看到很多贫困家庭、贫困学生的信息。他从当地教育局了
解到：初中阶段学杂费由国家统一处理，但中午在学校用餐
需交伙食费每月 200 元左右；高中阶段交学杂费 800 元左
右、伙食费 200 元左右，还有住宿费——— 这些钱对于普通家
庭不是问题，可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却是沉重的负担。随后，
“相携生命”在朋友圈里发出倡议，希望帮助这些贫困家庭的
孩子。

这一倡议得到众人响应，他们以“莫文隋”的名义开始了
对当地贫困学生的资助，索坤静就是受助学生之一。

在这封信中，索坤静说：“汤爷爷，您放心，我们明白，唯有
奉献，才有价值。作为新时代的追梦人，作为基金会资助的一
名学生，我一定要超越自我，乐于助人，把您做过的事情做得
更好，把您留下的任务圆满完成！”

汤淳渊走了，“莫文隋”依然活跃着。
目前，由“莫文隋”引发的南通市江海志愿者，已由最初的

34 人发展到 150 万人，全市登记在册的志愿服务组织近 5000
个，志愿项目超 10 万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能会忘记汤
淳渊的名字，但“莫文隋”的名字该会被传承下来，因为，“莫文
隋”已经成了一种精神符号。

南通“莫文隋现象”：不留名的好人与一群见贤思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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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魏婧宇、王雪冰

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简称“呼市一中”)校长汤俊文，因
为 1 个多月前在学生毕业典礼上的大变身，获得了“钢铁侠校
长”的称号。

和这个称号一样有名的，是他的各种“硬核”发言。督促学
生学习时，他说：“节衣减食不是瘦身的最好办法，疯狂刷题才
能拼命燃烧你的卡路里。”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时，他说：“不
是纹上小猪佩奇你们就成为社会人，只有勇于担当才是当之
无愧的社会人。”送毕业生时，他说：“希望一中人明明可以靠
脸吃饭，却偏偏要靠才华。”

每一句“硬核”发言背后，都是他对学生们温情的守护。
7 月 26 日，“钢铁侠校长”离开了地球。他总说自己才

55 . 4 岁，还能在工作岗位上“燃烧”好几年。如今，他化作天上
明亮的星，继续守护他爱的学生们。

“我们爱您也不止三千遍”

“我们爱您，也不止三千遍。”7月 30日上午，伴随着一声声
深情的告白，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人们手持鲜花，排队步入呼和浩
特市殡仪馆内的灵堂，送别因病辞世的呼市一中校长汤俊文。

在 2019届毕业典礼上，他化身为钢铁侠，向学生们表白：
“母校爱你们，不止三千遍”。如今在追悼仪式上，800余名汤
俊文的同事、学生和学生家长们将同样的表白送给他———“我
们爱您，也不止三千遍”。

汤俊文生前开玩笑说，自己是一位 55 . 4 岁的“老校长”。
但这位“老校长”喜欢用年轻人的语言和学生们交流。“大吉大
利，高考吃鸡”“只有拼命刷题才是真正的锦鲤”“做题一时爽，
一直做题一直爽”……每年的高考动员大会和毕业典礼，他都
会用诙谐幽默的语言给学生们鼓劲加油。

“每年毕业季，我的朋友圈都会被汤校长的金句刷屏，没
想到最新一次刷屏会是汤校长去世的消息。”2017届毕业生
魏巍哽咽着说，上次回学校看望汤校长，发现他比我们上学时
老了很多，我们和他说要多注意休息，他总说还有好多事要
忙，停不下来。

7 月 19 日，汤俊文突发脑溢血昏迷，送入医院治疗，由于
脑干出血严重，无法进行手术，之后一周只能依靠呼吸机维持
呼吸。因医治无效，汤俊文于 7 月 26 日 18时 40 分逝世，享年
55岁。
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副主任刘莉莉在 6 年前的一次

中学校长研修班上与汤俊文结识，对汤俊文的第一印象是，
“热心又勤恳”。

“汤校长为人坚持‘三好’的宗旨，人好、做人好、使人更好。
他自己首先身正为范，并对不同老师、不同学生给予不同的呵
护，找到每个人的成长着力点，助大家成才。”

汤俊文的大学同班同学、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教育
局副局长李云生回忆起这位老同学，首先浮上眼帘的是那个
留着小虎牙，总是笑呵呵把自己的饭票送给同学的生活委员。

“老汤是我们班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几个之一，但是我们都
叫他‘老汤’，因为他很成熟，乐于助人。”李云生说，物理专业培
养了他的逻辑分析能力，再加上一副热心肠，老汤见别人遇上
困难都会帮忙出主意，还总能说到点子上。

汤俊文有很多称号，“老汤”是最流行的一个，而“汤大爷”
则是最有戏剧性的一个。

去年 9 月刚开学时，有一天晚自习前，高一学生吴一凡在
教室门口看到一个人，他以为是同学的家长，就叫了声“大爷

好”。
这个人哈哈大笑说：“小伙子，我确实比你爸辈分大，你叫

我大爷没错。”这个人就是汤俊文。
看到校长来了，同学们都围了过来。“汤大爷”关心地询问

大家，课程习不习惯、食堂怎么样、在校生活还有什么困难。
同学们开玩笑说，汤俊文是“帅时阿汤哥，平时汤大

爷”——— 在典礼上金句频出，像“阿汤哥”一样闪闪发光；平时
在校园里悄悄溜进教室听课、和园丁一起照料花花草草时，又
像家里长辈一样平易近人。

“我们不一样，我们都很棒”

汤俊文喜欢引用日本诗人金子美铃的一句诗———“铃铛，
小鸟，还有我，我们不一样，我们都很棒。”

2014届毕业生赵青说：“校长总是站在我们的角度思考
问题，发现同学们各自的闪光点并加以鼓励。”

2013 年，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迎来 110 年校庆，赵青和
同学原创的歌曲《青春留念》被选作了校庆集结曲。

“没想到我和同学玩着做出来的音乐，会用到这么重要的
场合，学校还帮我们联系录音棚录制、拍摄视频。这给了我很
大的鼓励，我觉得自己的兴趣不只是兴趣，可以作为职业。”如
今的赵青正在攻读钢琴专业的研究生，她将带着汤校长的鼓
励，创作更多记录美好生活的音乐。

汤俊文希望将学校打造成为学生造梦的地方，每位学生
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价值。他常说，学校要给学生提供一个
平台，让学生去做梦，学生的梦想有多高远，今后追梦的脚步
就有多踏实，实现梦想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他在校园中看到跳街舞的学生，鼓励他们创办街舞社团，
专门为社团配备体育指导老师，带领学生们外出比赛。他碰到

学习成绩一般，但热爱画画的学生，对她说，“画画好也很好，
哪个好都挺好”，鼓励学生在学校办画展。

汤俊文在呼市一中推行鼓励学生全面发展的“斑斓工
程”，在抓牢学科基础课程的基础上，开展德育、美育、科技、草
原文化、创新实践等校本课程，促进学生多样化发展。
有的家长担心上这些与高考无关的课程，会影响学习。汤

俊文用“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的比喻回应了家长的担忧。
他说，每个孩子身上都有不同的闪光点，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挖
掘出这些闪光点，提供能量让它们更加明亮。

尊重学生的个性并合理引导发展，是汤俊文一直坚持的教
育理念，从 34年前踏上讲台之时，便应用在了他的教学实践中。

呼市一中 88届 5 班是汤俊文带的第一届学生。班长张建
军回忆说，老汤当时只比我们大了五六岁，在同学们眼中就像
个大哥哥，课余时间一起下棋，还带着我们去看哈雷彗星。
有一次，几个学生在自习课时跑到校外去踢足球，汤俊文

发现后，骑着自行车出去找他们。学生们看到老汤来了都吓坏
了，以为要挨训了，没想到老汤竟然聊起了世界杯和中国足
球，消除了大家的紧张情绪。

“不论学习，还是踢球，都是为了给国家争光。你们是学
生，要好好学习，学会一技之长才能报效国家。”看到学生们眼
中渐渐褪去恐惧和紧张，汤俊文循循善诱道：“植物有生长期，
人也有，要在最好的时间努力成长。现在浪费的一两个小时，
以后用几倍的时间都补不回来。”

“从那次以后，同学们学会了合理分配学习、锻炼时间。现
在我们当了父母，也会用老汤教育我们的方法教育子女。”张
建军说。

毕业生回忆起汤俊文，最难忘的总是他的各类谆谆教导。
“踏上工作岗位后，才深刻感受到当年汤校长说的‘独行快众
行远’的含义。”呼市一中毕业生霍思睿，现在是中铁呼和浩特

局焊轨段的职工。“我的工作是长钢轨焊接，需要不同岗位的密
切配合才能完成，每当团队协作时，就会想到汤校长当年教育
我们‘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

“1 米 5 的房间里培养不出 1 米 8 的大高个”

“守望相助，逐梦共远”是呼市一中的办学理念。呼市一中副
校长张浩韫说，这个梦既有学生的发展之梦，也有教师的成长
之梦，汤校长一直关心着教师的成长成才。

在汤俊文追悼会后两天，张浩韫来到校内教师发展中心，
走进模课室、阅览室，看着墙上挂着的学术委员会职责、大厅内
为了便于师生交流而摆放的桌椅、墙角一排排的古籍书架，动
情地说：“这里到处都是汤校长的影子。”

汤俊文在学校首创成立教师学术委员会，以学术引导教师
发展，将先进的教育理念引入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区的高中，开
展课堂教学改革。

呼市一中学术委员会主任于秀娟说，汤校长在教育教学中
推行用美好塑造美好的理念，让每个老师有平台实现自己的想
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性。

为了提升青年教师能力，学校启动了老教师指导青年教师
的青蓝工程，希望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对于青年教
师培养，汤俊文提出“五子登科”的方式，即为青年教师指路子、
结对子、搭台子、压担子、戴帽子。

青年生物教师田欣说，青年教师入职后立刻就有前辈领上
路，学校还提供了各种平台和机会服务教师，工作至今感觉自己
一直在成长，正如汤校长所说，“鲜花在前方，我们在路上”。

“汤校长说，对教师培养不重视，就是对学生的不重视，因为
1 米 5 的房间里培养不出 1 米 8 的大高个，只有良好的教学环
境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张浩韫说。

为了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汤俊文广泛听取师生各方面的
建议。

美术老师马振国曾向汤俊文建议，希望学校有一片搞艺术
的环境。几年后，学校的艺术楼装修一新，汤俊文将美术教室安
排在了三楼。他对马振国说：“这里采光最好，适合画画。”

不论工作再忙，只要有学生向汤俊文提出关于学校发展的
建议，他都会耐心倾听。学生们开玩笑说：“汤校长对同学们的建
议毫无抵抗力。”

7 月 18 日，是学期结束前的倒数第二天。学校工作总结、
教师工作会议、新宿舍楼建设推进……各种工作将汤俊文的时
间挤得满满的。

然而，当他听到“中学生领导力社团”的指导老师杨丽说，社
团里的同学对学校发展提了些建议后，还是挤出时间来到同学
们身边。

“那是晚上 6 点多，我正在老师办公室制作参加全国大赛的
PPT，汤校长和杨老师就走了进来。”高一学生郭乐回忆说。

郭乐发现学校有新老两个版本的校徽，在校内标识和文创
产品上都有应用，造成混乱。他建议学校对两个校徽进行说明，
并注册商标专利。

“汤校长很认真地看了我写的建议书，拍着我的肩膀说‘很
好很好，这个事需要被重视，下学期开学后落实。’没想到第二
天，他就突然病倒了。”郭乐说。

家人心中“永不知疲倦的超人”，学生眼里的“钢铁侠校长”，
同事朋友们常念叨的“陀螺一样的老汤”，终于可以歇歇了。

然而他的教育理念和奉献精神却没有就此中断。田欣说：
“汤校长对我们深深的爱，一直鼓励大家前进，老师和学生们都
会带着他这份爱，继续向前走。”

这位“钢铁侠校长”，学生爱他“不止三千遍”
追忆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校长汤俊文

▲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校长汤俊文（左二）生前工作照片。 （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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