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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余年党龄 70 年教龄，捐一生积蓄，不冠名不留影云淡风轻

教授“侠侣”捐千万元助学 ，深藏功与名

本报记者李伟

7月3日，华中科技大学崔崑夫妇捐资400万元，设立“新生助
学金”。整个捐资没有仪式，留影照都没有拍，老人专门叮嘱“不
要宣传”。

但消息还是于近日在校内传开，再次感动了喻家山。从2013
年至今，崔崑和夫人朱慧楠教授捐资助学已累计达到1000万元。

一对年过九旬的教授夫妇，深藏功与名，一掷千金，捐出一
生积蓄，堪称侠侣义举。经多次做工作，崔崑夫妇接受了本报记
者专访。

一件衬衣穿30年，三笔捐千万助学金

在近3个小时的采访里，谈及捐款之事，老人一直表示：“没
有什么，就是待遇还不错，两个老人又没什么花钱的地方，年纪
大了，手头有积蓄，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

谈起金钱，风轻云淡。其实，两位教授在科研领域勤奋治学，
在生活中十分勤俭，并非“土豪”。在崔崑夫妇位于华中科技大学
校内院士楼的家中，记者看到，两位九旬老人仍然自己做饭，山
东出生的崔崑负责掌勺烧菜，来自广东的老伴负责理菜炖汤，分
工明确，饮食与武汉普通老人无异，清淡、不讲究吃喝。

崔崑一件衬衣穿了 30 年，曾因媒体报道，引发公众关注点
赞。采访时，崔崑不以为然，他还给记者展示了一件“自认为很
新”的夹克。“这件才只穿了十几年，都还能穿，为什么要买新的
呢？”他说。

崔崑回忆起 2013 年第一次决定捐资助学的初衷。“当时，中
央提出深化教育改革，鼓励社会捐资助学，另外我们也看到网上
讲，杨绛先生把自己和钱钟书的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
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受此启发，我们俩也决定把积蓄拿出
来捐资助学，为社会做点贡献。”

2013年，崔崑和夫人朱慧楠、女儿崔明玲共同捐资420万元，
在学校设立“勤奋励志助学金”，额度每生8000元。学校学工处有
关负责人解释说，以崔老师家里的积蓄，一次性拿不出这么多
钱，崔老和家人就做了一个计划，捐款在5年内完成。

作为教职员工，这样大额的捐赠，在学校历史上极为少见。
有人建议以崔崑夫妇两人的名字为助学金命名，被二老谢绝。此
事，一直到捐助完成的当年，才被公众得知。2018年，两位老人又

拿出180万元，再次注入“勤奋励志助学金”。
直到今年 7 月 3 日，两位老人决定再捐资 400 万元，设立

全校“新生助学金”，两位老人计划用 4 年时间完成这笔捐助，
捐到崔崑院士 99 岁。采访中，提起这个决定，两位老人仿佛在
谈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情。朱慧楠教授说：“崔崑，我们还是争取
3 年内吧，赶紧搞走（这笔钱）。”

记者还在无意中发现，疫情期间，两位老人还交了一笔
100 万元的特殊党费。对此，两位老人表示，疫情期间，中央英
明决策、生命至上，医护人员逆行冒险救治病人，很受感动。两
人住在学校，学校也很关心，定期有人来送日常所需，解决了
后顾之忧。在新闻上看到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带头捐款，两人就
想着也尽一份力。

经历相似心有灵犀，决定捐款一拍即合

为了帮贫困生真正解决问题，两位老人对于如何设计资
助人数、额度，都有自己的打算：他们考虑了贫困生的比例，每
笔8000元的金额则是参照国家奖学金的标准，加上最新一笔
新生助学金，全校将有超千人获得资助。

“捐款的事儿，是谁提的？花了多久时间商定？”
面对记者的疑问，两位老人几乎同一时间脱口而出，“不

用怎么商量。”
原来，崔崑夫妻两人学历相当、经历相似，遇到大事都有

共同的看法，对于捐助学金一事，不用过多商量，一拍即合。
两位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老人，都经历过日本侵华战

乱，小小年纪就颠沛流离。朱慧楠是家中老大，曾背着妹妹，一
家人流离失所。有一次，他们刚从藏身的防空洞出来，下一分
钟，那里就被日军飞机炸毁了。

为了读书，年幼的崔崑在父亲支持下，一路从山东扒火
车，辗转流浪 80 多天前往成都考大学。最终，凭借优异的成
绩，崔崑考取了西迁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机械系。

瘦小的崔崑，还到稻田打农药，打工赚学费。如今回忆起
来，他觉得打工能管吃管喝，很满足。读书时，学校里过节还能
吃上回锅肉，他也感到非常幸福。

经历过百般锤炼的崔崑，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投身到华中
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的创建中。崔崑在哈工大读俄语
预科班时，遇到了来自中山大学的朱慧楠。他们在同一个班，
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学习委员，两人有相似的经历，惺惺相惜，
最终携手走到一起。

“国家培养了我们，设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是我们的初
心。”两位老人耳聪目明，头脑清晰，对于时间链条的记忆尤为
精准。他们回忆起过去的艰难岁月，更感慨现在的幸福生活。
如今两位老人已学会网购、使用电子支付，并不刻意守着清苦
生活。“学会了网购，对老年人来说，生活太便利了，生活还是
要搞好，不能亏待身体。”

谈及长寿的秘密，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地说：心态要好，不
要计较，助人为乐。正是出于对贫困家庭孩子读书不易的共情
之心，两位老人决定捐助来自贫困家庭，品学兼优的学生。

回忆过去，崔崑说，自己这一辈人经历过遭人欺侮的战
乱，见证了新中国在一穷二白中求发展的过程，大家都怀着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信仰。

1958年，他被公派前往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钢铁专业大
学——莫斯科钢铁学院，专攻金属学及热处理专业。两年的留
学生涯，让他将特殊钢定为日后的研究方向。

如今，崔崑书房里几乎全是钢铁类的书籍。他先后承担起
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近 20 项，研制成十种新型模具钢，解
决了许多生产难题。凭借在金属材料研究领域的杰出成就，
1997 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被誉为“钢铁院士”。
朱慧楠教授是华中科技大学原化学系化学教研室最早的

教师之一，曾担任过理化系、化学系系主任，为院系发展打下
坚持基础，退休后负责全校老年协会工作，做起了志愿服务，
一干又是 10 年。

在摆放着诸多荣誉证书的室内一角，崔崑向记者高兴地
介绍说，朱慧楠教授获得了家里的第一份重要荣誉——1960
年湖北省颁发的劳动模范荣誉纪念证。在这个“荣誉角”，从崔
崑院士获得的各种科技大奖，到朱慧楠教授退休后集邮获得
的业内奖励，各种证书应有尽有。

永葆好学之心，跟上时代潮流，才能心态年轻。如今，两位

老人每天读书看报看新闻，对于人工智能等新事物，也并不感
到陌生。疫情期间，崔崑用 3 个月时间复习了一遍俄语语法，
朱慧楠至今仍然能清唱俄文、英文歌曲。

崔崑年逾 70 岁时，学校希望他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于是
他自学计算机，很快学会上网查资料、自己制作多媒体教学课
件，利用计算机指导学生等。

过了80岁，崔崑不再承担科研课题，拒绝了各种会议应
酬，闭门不出，开始搜集资料，潜心写书。他于 2012 年完成著
作《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至此，我国终于有了一部全面系
统的特殊钢专著。

据了解，这一专著有 200 多万字，含图 828 个、表 646 个。
崔崑自学电脑、亲自整理书稿，连插图都是自己画的。80 多岁
的老人打字绘图，将一生的研究编辑成书，治学严谨，可见
一斑。

60余年党龄、70年教龄，勤奋报国一生

作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崔崑共培养了 24 名博士、23
名硕士。在业内相比，他的学生不多，因为崔崑要求严格，绝不
允许学生“混学历”，不培养“次品和废品”。据介绍，崔崑的学
生中有 10 多人已是博士生导师，在各自领域有所成就。

“崔老师做人为学如炼钢，一丝不苟。”崔崑的首批研究生
张同俊，如今也是华中科技大学材料学院教授。他对老师严谨
的治学态度印象深刻。张同俊说：“《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书
稿出来后，崔老师专门让我们两位弟子看看有没有毛病，我们
将热力学方面的数据重新算了一遍，几乎挑不出一点毛病！”

一生勤奋报国，如今年过九旬的崔崑，有 60 余年党龄、
70 年教龄。他关爱年轻人成长，最希望年轻人珍惜时间，勤奋
学习。根据《“勤奋励志助学金”评选规则》，获得该助学金的条
件之一是“学习勤奋努力”。

崔崑说：“根据我一生的工作体会，一个人要想取得一点
成就，首先要勤奋。同时，年轻人要有一生的奋斗目标，年轻人
出国留学能增长见识，但是一定要学有所成、报效祖国。”

“那时电力供应不足，课题组所用盐浴炉等设备耗电量
大，白天不能开，一用电就会跳闸，只能在夜间通宵工作。”朱
慧楠教授回忆说，当年，崔崑熬夜之后，白天还要照常上课，绝
不要求学院照顾。最终，崔崑和研究人员一同研发了低铬模具
钢，含铬率降低到 4%，使用寿命延长一倍，打破了国外垄断。

也许，特殊钢材早已融入骨骼血液，身材瘦小的崔崑，一
直展现着巨大的能力。

如今，95 岁的崔崑每天早上 6 点准时起床，规律作息，偶
尔自己去菜场用微信支付买菜，他还会熟练地用手机为老伴
拍照。其余时间，他仍要伏案修改更新自己的著作。对于长期
电脑前工作可能引发视力问题的担忧，他兴奋地告诉记者，自
己前些年为了治白内障，已经植入人工晶体，再也不用担心视
力损伤。

许多受到资助的学生，从两位教授身上感受到的不仅是
生活上的有力帮扶，更是精神上的激励与鼓舞。

华中科技大学材料学院2016级本科毕业生杨飞说，崔崑
院士和朱慧楠教授在生活上淡泊名利、廉洁自律，在科研中严
格严谨、不断创新，令人敬仰，值得自己一生学习。

退休之后，崔崑谢绝了各种拜访。但是，部分受资助的学
生毕业前坚持要来看望，他也不好拒绝。有家庭困难的学生告
诉他，考上华科大之后，立志自己赚学费，但是入校之后发现
学习压力大，打工赚钱影响学习，所以陷入矛盾状态。正是有
了两位老人的资助，解决了后顾之忧，才能集中精力做科研。

“所以，我们听到这以后就很受感动。我们做的事情是值
得的。我们两个人没有什么，就是尽我们力量来这样做嘛。”崔
崑淡淡地说。

“材化侠侣，家国情怀。”崔崑夫妇捐资助学的事迹，多次
引发公众热议。除了受资助者表示感谢，更多人表达感动、致
敬和深深祝福。有网友称赞说，崔崑夫妇是“国之脊梁”：青年
时立志报国，中年时践行不渝，耄耋之年依旧持续奉献、照亮
人心，鞠躬尽瘁、师者风范。

住对门的杨叔子院士曾为答谢崔崑老师赠书写过几句
诗：“有钢方能兴工业，无本安能上险峰。既教又研齐比翼，为
圆中国梦犹童。”

【编者按】

一掷千金终不悔。华中科技大学95
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属材料专家崔
崑及其夫人化学与化工学院退休教授朱
慧楠，日前向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资
400万元，设立“新生助学金”。

从2013年至今，两位老人捐资助学
累计达1000万元，超千名出身贫困家庭
的学子从中受益。

一生勤奋报国，崔崑院士一件衬衣
穿30年，对科研一丝不苟，对生活毫不讲
究，捐助学生却出手大方。大额捐赠，坚
持不冠名、不留影，只说：“两人都年过九
旬高龄，生活有积蓄，是国家培育了自
己，就想捐款回馈社会。”侠肝义胆，风轻
云淡，令人敬佩。

本报记者近日在崔崑院士家中独家
专访了两位老人，聆听“材化侠侣”崔崑
夫妇侠义善举背后的故事

▲崔崑夫妇在书房一起观看早年演唱俄文歌曲的视频。 本报记者李伟摄

院士教授们的“优雅先生”，老上海建筑的“保护女神”
追记建筑学家、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罗小未

本报记者吴振东、仇逸、郭敬丹

“我手头还在写一本书，要是写不完该怎么办？”
3 年前，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去医院看望他的老师、

重病中的罗小未先生。老师在病榻上留下的这句话，他至今
还记得，“这是她当时和我讲的最后一句话。”

2020 年 6 月 8 日清晨，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建筑教育
家，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罗小未，因病医治无

效，在上海逝世，享年 95 岁。
“对，她就在那间教室讲过课”“我想再看一遍《外国建

筑史》”……更多来自天南地北的建筑师、教授、院士在网
上寄托哀思，他们当中，有许多是罗小未的学生。他们追忆
她的故事，“拼凑”她的人生，也在无限怀念中，追随她的
足迹。

一生放不下的建筑史教材

在同济之外，学建筑的人知道罗小未的名字，大多是通
过教科书。罗小未心里，也总惦记着她的书。

“我的那本教材，我还要继续完善的，有些章节缺乏思想
性，讲了是什么，没讲清楚为什么，这就不太符合我所认为的
建筑历史应该是建筑文化史和建筑思想史的理念了……”
2004 年，罗小未年近八十。

一场专访临结束时，她特意向主持人补充道。
1925 年，罗小未出生在上海，1948 年毕业于圣约翰大

学建筑系。1952 年院系调整后，她成为同济大学建筑系建筑
历史与理论教研室创始人；就任后的头等大事，就是着手编
写建筑史教材。

20世纪 50 年代初的国内高校，关于建筑史的中文课本
只有丰子恺的《西洋建筑史》可用，一本薄薄的册子，半小时
就能翻完。

青年人渴望新知，必须要为他们构建起国内建筑教育的
大厦，其中，教材是最基础的“石料”。 （下转 14 版）

自从27岁创建同济大学建筑系建

筑历史与理论教研室，罗小未的心始终

不曾离开过讲台。她的学生里，有大学

副校长，也有中科院院士。有无数学子

读过她编写的建筑史教材。在身体最差

的时候，只要听到学生的名字，她就眼

里有光，就能乖乖地多吃几口饭

她坚信“建筑让生活更美好”，耄耋

之年为修缮老建筑爬上三层楼高的脚

手架，只想为城市留住那片美好

95岁这一年，她走了，中国建筑学

界却永远忘不了优雅而执着的罗先生

▲ 1984 年，罗小未（左一）指导研究生做科研。 图片由同济大学提供


	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