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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更好好的的是是，，成成为为一一个个好好人人
周其凤谈人生感悟

十年磨一剑，霜
刃今朝试。紧张的高
考刚刚过去，中考又
紧随而来。再过上一
些天，考生们又要开
始为填报什么志愿而
伤脑筋了。其实，学
习、人生，对不同年龄
的人来说，都是一个
挥之不去的话题，萦
绕在每个人心头。感
到迷茫的时候，不妨
看看别人的经验。

5月中旬，曾先后
在吉林大学、北京大
学担任校长的周其凤
院士来到济南大学，
与学子们真诚交流。
他将自己的求学经历
和人生思考温情道
来，勉励学子们珍惜
青春年华，脚踏实地，
努力做出成绩，养成
美好人格，为社会、为
国家做出贡献。

谈成长：“少贱也能生出价值来”

来到山东，周其凤和学子
们谈起了孔子。周其凤说，自
己跟孔圣人相去甚远，但有一
点比较像，就是“少贱”。孔子
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
事”，意思是，小时候家里比较
困难，会干很多粗活。周其凤
也是如此，不光会干粗活，缝
被子、做鞋子这些“细活儿”他
也做得有板有眼。

1947年，周其凤生于湖南
省浏阳市龙伏镇尚埠村的一
条荒僻冲旮旯里。父亲体力不
强，经常生病，自家无田无土
无山，母亲吴美华身体好一
些，辛苦操持着这个清贫之
家，先后养育了4个儿子，周其

凤是老大。虽然父母都是文
盲，周其凤从小就有一个懵懂
的念头，就是“我要读书”。

为了求学，周其凤吃了很
多苦头，他的母亲也吃了很多
苦头，周其凤讲了不少故事，
不时感慨自己小时候不懂事。
他曾因丢了一支7分钱的蘸水
笔被母亲痛打一顿，也曾经为
了补交学费，想把家里唯一值
钱的铜壶卖掉。妈妈紧追不
舍，他情急之下把壶扔进了水
塘。妈妈后来请人帮忙才把壶
捞出来，为他垫付学费的老师
知道后，劝慰周其凤不必挂
怀，安心读书。后来，在乡邻的
支持下，小学的学费终于还清

了，周其凤铭记于心。
上初中的时候，周其凤去

浏阳三中读寄宿，最近的路单
程60多里，得翻越大山石柱
峰，趟过几条河，可他每期期
初、期末或期中往返，总是翻
山涉水，要么打赤脚，要么穿
双草鞋，黎明启程，傍晚才到。
在学校里，其凤过着节衣缩食
的生活，他穿着最破旧，吃得
最简单，学习也最投入，把几
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
了学习上。

其间，周其凤的母亲曾因
劳累过度患了重病。到了高
中，周其凤又因家境困难差点
辍学，在学校老师的全力支持

下才得以继续，后来终于以优
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化学
系。母亲特地为他赶做了一双
新布鞋，他不舍得穿，硬是磨
了整整两天脚板皮才从老家
走到长沙去坐火车。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
知无用之用也。”说着那些苦
难的经历，周其凤并不觉得委
屈，反而很坦然、很庆幸：“少
贱给了我很多宝贵的财富，很
多是钱买不来的。因为少贱，
所以会干粗活，颇具地气，懂
得尊重，渴望改变，能耐重负，
堪受荣辱，珍重既有，知道感
恩。”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引
起了不少寒门学子的共鸣。

在北京大学，周其凤靠着
每月19元的助学金，基本解决
了学杂费。那时候，一般工人
的月工资才十几二十块，“我
突然感觉自己成了富翁。”周
其凤说。

一年后，“文革”爆发，大
多数同学都搞“大串联”“闹革
命”去了，而周其凤却如饥似
渴地坚持自学，他借来《普通
化学》等一本本英文版的化学
基础课程苦读，一边学英语，
一边学化学。实在读不懂的，
就整段背下来，虚心地向老教
授和外籍教师请教。本科毕业
后，周其凤留校任教。

1978年，周其凤考取北京
大学化学系高分子化学专业
研究生。1980年1月，他被国家

公派到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麻
省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
学习。他进校时，是年纪最大、
个子最小、英文最差、钱最少
的“四最学生”。但他凭着坚忍
不拔的意志潜心钻研，“入学
最晚，出道最早”，1982年9月
就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中间
还顺便拿了个硕士学位。

“我铭记祖国人民对我的
培养，祖国在我心里是很崇高
的，这是我骨子里的东西。”为
了及早报效祖国，周其凤没有
参加学位授予仪式，就回到了
北大，投入到教学科研中，谢
绝了美国科研机构的一再挽
留。1986年，他被北大聘为副
教授；1990年，聘为教授，博士
生导师；1999年被增选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
与化学结缘，周其凤说，

其实自己刚开始并不喜欢化
学，第一志愿也不是化学，但
因为入学时化学成绩相对较
好，才进了化学系，逐渐爱上
化学这门学科。“兴趣是可以
培养的”，周其凤说，“我的家
乡在湖南浏阳的一个偏僻山
村，那时候很穷，很落后。这使
我眼界不宽，但容易满足；目
标不高，却能努力攀登”。

“球从来都不会从你预想
的方向传过来。庄子说过，知
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
者能之。”周其凤跟学子们分
享，“当你感到迷茫时，就先把
手头的事情做好，不要抱怨，
抱怨没有任何用处。前人、父

母、老师等尽他们所能给我们
创造了条件，剩下的要靠我们
自己努力，不要辜负了他们的
期望。成为一个专家很好，但
更好的是，成为一个好人。”

怎样才算一个好人呢？周
其凤没有给出清晰答案，他引
用了一些名人的话来勉励学
子们。英国杰出的批评家F.L.
卢卡斯说：“真正的伟大人物
是情绪稳定的、能克制自己的
人。”而孔子说，“君子成人之
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费孝通则说过，“各美其美，美
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
同。”周其凤倡导年轻人，要有
自信、有自豪、有自尊，爱自
己，也爱别人，努力做一个“好
人”。

A

谈人生：不抱怨不放弃，努力成为一个“好人”B

大大学学校校长长推推荐荐的的书书单单
等到秋天入学了，赶紧找来读读吧

去年，人民日报与央视
新闻共同推出了“14位知名
大学校长推荐书单”，14位知
名大学校长(部分校长职务
已发生 调动)向大家推荐

了

一
些 经 典 书

目，你读过哪些呢？金秋
九月进入大学后，赶快
读起来吧。
(1)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陈雨露
推荐书目：《乡土中国》

作者：费孝通
推荐理由：它对中国社

会的分析鞭辟入里，发人深
省。

(2)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董奇

推荐书目：《平凡的世
界》 作者：路遥

推荐理由：不屈不挠
的奋斗精神，是年轻人
所需要的，不论在过
去、现在，还是将来。

( 3 )中国政法大
学校长 黄进

推荐书目：《大
数据时代》 作者：

【英】维克托·迈尔·舍
恩伯格、【英】肯尼思·库

克耶
推荐理由：大数据不仅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还
在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
深刻影响着我们社会的转型
和制度的创新。

(4)湖南大学校长 赵跃
宇

推荐书目：《自由在高
处》 作者：熊培云

推荐理由：我们无法改
变大环境，那就从改变自己
开始。

(5)复旦大学校长 杨玉
良

推荐书目：《被淹没和被
拯救的》 作者：【意】普里
莫·莱维

推荐理由：知识分子最
大的义务，应该是思考人之
为人的意义和底线，引导社
会建立善、抵御恶。

(6)南开大学校长 龚克
推荐书目：《革命烈士诗

抄》 编者：萧三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励

志“补钙”的书，每每读起来，
都热血沸腾。”

(7)宁夏大学校长 何建
国

推荐书目：《时间简史》
作者：【英】史蒂芬·霍金
推荐理由：这本书不仅

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也能
培养人们的科学思维、启迪
人们的智慧。

(8)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丁烈云

推荐书目：《叩响命运的
门》 作者：马小平

推荐理由：全书充满思
想的力量和智慧的光芒，使
读者可以“不见智者之面，而
识智者之心”，是“人一生不
可不知的常识”。

(9)南京大学校长 陈骏
推荐书目：《沉思录》
作者：【古罗马】马可·奥

勒留
推荐理由：那些从灵魂

深处流淌出来的文字，朴实
却直抵人心。

(10)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张杰

推荐书目：《苦难辉煌》
作者：金一南
推荐理由：相信读者能

够从先辈们那段奋斗的岁月
中汲取丰富营养。

(11)武汉大学校长李晓
红

推荐书目：《中国哲学简
史》 作者：冯友兰

推荐理由：该书视界高
远、参古纳今，对当下中国大
学生提升人文素养和哲理思

维，不无裨益。
(12)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
推荐书目：《相约星期

二》 作者：【美】米奇·阿尔
博姆

推荐理由：《相约星期
二》是一部从长者的角度出
发，引导人们反思人生态度
的佳作。

(13)浙江大学校长林建
华

推荐书目：《五千年犹太
文明史》 作者：【英】马丁·
吉尔伯特

推荐理由：本书用141个
历史故事，以书信方式，深入
浅出地给出了犹太人五千年
历史脉络。

(14)香港科技大学校长
陈繁昌

推荐书目：《神雕侠侣》
作者：金庸
推荐理由：金庸先生的

作品，实非普通小说，而是经
典文学，对提升中文造诣、认
识中国历史，探讨人性、传统
社会价值观，以至了解中国
文化的内涵，带来启示。

本报记者 肖龙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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