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4

一脉书香

永远怀念赵家和老师
赵冬青

用一本书来纪念赵家和老师，是很多人、很久以

来的心愿。在清华大学迎来 110 周岁生日之际，《“炭

火教授”赵家和》一书，在很多人的接力下，得以出版。

此文记录我参与组织编写本书的经过和感受。

（一）

赵家和老师去世后，随着媒体的各种报道，他捐

资助学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而清华大学经

管学院年轻的师生们，对赵老师其人其事，了解得并

不多，有的甚至完全不了解。

赵老师智斗病魔的事，与他生前有过接触的同事

们、学生们有所耳闻、目睹。面对癌症的晚期和转移，

七十多岁的老人，被陈章武老师评价为“绝顶聪明”

的赵老师，究竟如何做到了“智斗”？

赵老师捐资助学的事，他生前只有极少人知道，

赵老师不让宣传。赵老师去世后，大家逐渐了解，道

听途说也好，媒体报道也好，毕竟是二手信息。赵老

师是如何有这样一笔巨款的？又是如何产生助学的想

法并付诸于行动的？赵老师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带给

大家怎样的震动、思考和行动？受资助的学生们没有

见过“赵爷爷”，“赵爷爷”在他们心中是怎样的形象？

“赵爷爷”又怎样影响了他们的人生方向？

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校内师生、校友，对这样“一

位清华退休老教授”，都想了解更多，更想了解是什

么促使赵老师在临终前做出这样的选择——“把自己

捐了个干干净净”。

（二）

2015 年 12 月，清华大学党委做出了《关于开展向

赵家和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2016 年教师节，经管

学院与校史馆、档案馆联合举办了《“一位清华退休

老教授”——优秀共产党员赵家和事迹展》。为了举

办这个展览，经管学院党办在两馆的帮助下收集了不

少赵老师的档案和图片资料。这些资料为本书奠定了

一定基础。

2016 年冬，清华大学党委决定编辑出版《赵家和

纪念文集》（暂定名），拟出了书稿的框架【1】，基本

确定了约稿名单，并以清华大学党委名义发出了约稿函。

其中部分内容由经管学院党委负责，时任党委书记高建

老师很重视，将组稿工作列入 2017 年经管党委工作计

划，并指导万军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经管学院党办具

体落实在教师和校友中征稿的工作。陈章武老师也花了

不少心血参与，并从校党委直接接受了部分任务。

2019 年冬，经管学院党委书记陈煜波老师向校党

委表示，希望尽快完成出版赵家和纪念文集的任务，

得到了校领导的支持。清华出版社刘志彬也积极参与，

代表出版社全力协助。大家多次讨论，尽管对出书有

共识，但出一本怎样的书，以什么名义，是否请专业

作家执笔，却仍然为难。

我去查找 2017 年征稿的情况，找到当时征集到的

9 篇文稿。这些稿件保存在经管学院党办电脑中，像沉

睡海底的宝藏。和这些文件一起的其他文件，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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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初稿完成后征求陈章武老师的意见，他找到了 2016 年 12 月 9 日的“赵家和纪念文集书稿框架”文件发给我。我惊讶地发现，《“炭火教授”赵

家和》一书就是这个书稿框架的完成品。兜兜转转，初心得以实现，无比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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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部传记的雏形。再找了手头的纪念性

书籍做参考，有的是传记，有的是文集。

出一本传记吗？赵老师为人低调，留下的

资料恐无法支撑起一本传记，这可能就是

电脑中的传记只是雏形的原因。

陈章武老师说：“伟人和名人的传记

林林总总，已经是数不胜数，但赵老师不

属此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说：计利当计

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人民日报快评

说赵老师：只计天下利，不求万世名。我

对赵老师的感受是：无力去计天下利，无

心去求万世名。‘弘扬’不是赵老师的本意，

今天我们一起来出一本书，寄托对赵老师绵绵的思念，

是我们目前能做的事，也许是唯一能做的事。”

最后，我们决定就出“一本思念赵家和的书”，

成立编委会，主要是邀请人来撰写，邀请受资助中学

的师生、熟悉赵老师的人（包括亲人、朋友、同事和

学生），以及兴华基金会爱心人士。事实证明，这样

的决定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可行的。

2020年 1月 13日，经管学院党办发出公开约稿函：

“2012 年 7 月 22 日，赵家和老师离开了我们。

去世四年后，他的故事才被主流媒体广泛传颂。

很长时间里，在被资助的 2000 多名学生中，他的代称

是“一位清华退休老教授”。随着媒体的传播，赵家

和老师和他生前所做的事情，感染、感动了无数人，

也唤起了人们的思考，感召了更多人加入到公益助学

的队伍中来。

赵老师离开我们七年多了，他的亲人、朋友、同

事、学生以及他所资助的中学的师生，都不会忘记他。

是时候有一本怀念赵老师的书了。这本书，是深深的

缅怀，是绵绵的思念，是重现过往岁月中与赵老师接触、

交往的点点滴滴……赵老师永远活在熟悉他、了解他、

记得他的人们的精神世界中。

希望藉由这本书，让更多的人，特别是一代代学

子们，了解赵老师的为学、为师和为人。赵老师一生

简朴，无意名和利，教育和助学是他所想、也是他数

年来隐姓埋名默默所做的事儿。出这本书，不为赵老

师争名与利，就是说说教育和助学的事儿，赵老师在

天之灵应该也会支持。

现邀您撰写回忆性文章，真情实感讲述与赵老师

的故事，文章可长可短。您的文章被录用后，将经过

修改和润色成为本书的一部分。”

陈老师建议采取一般邀请和定向邀请相结合的方

式来收集稿件。按照陈老师的建议，我来向比较熟悉

了解赵老师的同事、校友定向约稿。陈老师则定向邀

请爱心人士、基金会理事会成员和受助中学的师生来

撰写文章。

（三）

2020 年 2 月 14 日，陈老师发来文章《不尽思念绵

绵来》。尽管多次看过相关报道和《朗读者》，也听

过陈老师在新生入学教育中的演讲，但陈老师的文字

还是给我极大的震动。2月15日晚，我回复陈老师邮件：

“尽管之前几次听您讲，但看到您的文字，还是

感情决堤，泪流满面，不能自已……纪念赵老师的书，

有您这一篇，已经足够有分量。”

1986 年校庆赵家和（左一）与陈岱孙（左二）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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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读陈老师的文章，那个周末心情都非常不

平静。2 月 16 日晚我又给陈老师回了邮件：

“今天终于可以平静下来，给您的文章提些许的

修改意见，但不知不觉又泪流满面。

您的文字代表您的风格，文如其人，文章饱含感

情，特别打动我。我想我没有资格做修改，只是在一

些可能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稍微做了调整，改过的

地方都是红色字体，供您斟酌采纳。主要的修改意见是，

文章 15000 多字，比较长，我分了四个部分，每个部

分按照我的理解加了标题，也供您修改时参考。

陈老师，您这篇文章打动人心的力量，来自赵老

师的人格魅力，来自您这些年的默默耕耘和付出，来

自被赵老师的精神所感染的行动者，来自大山里的希

望。”

有了陈老师的文章，心里有底了，书一定能够出

来。

刘迅学长的文章、同事和校友们的文章、基金

会和孩子们的文章、爱心人士的文章、吴老师的文章

……从各个渠道汇集而来，再加上经管学院党办电脑

保存的文章，成书的素材足够了。

2020 年上半年疫情之下宅家工作的日子，邮件往

来、偶尔见面，跟陈老师多次交流进展，商量下一步

的工作，一点一点地接近目标。3 月 22 日，跟陈老师

和刘志彬一起讨论下一步的工作，我们约在空空荡荡

的舜德楼大厅。3 月 27 日，征求陈老师意见后，确定

了组织这些文章的思路。之后就是润色、修改所有的

文章。陈老师鼓励我大胆修改，按整体的目标和要求

来修改，作者的事他去协调。陈老师说，大家是不会

提任何个人要求的。7 月末，所有稿子的润色、修改

和编辑告一段落，请陈老师再次审阅、确认作者的简

介信息和收集高清照片。9 月 3 日，所有工作完成，

作为校庆出版物提交学校有关部门审核。

这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惊觉，陈老师不仅

是我信任和依靠的老师、领路人，也是70多岁的老人。

与陈老师多次短信、邮件往来，陈老师通常很快就回复。

可是 6 月 11 日我给陈老师发了邮件，一直没有等到陈

老师的回复，心里很不踏实，22 号给陈老师打电话，

才知道 6 月 10 日陈老师突发脑梗，幸亏比较轻，没有

留下后遗症，还在吃药打点滴。当时我曾劝陈老师以

后不要再去甘肃了，可几天前获悉，110周年校庆过后，

陈老师又要出门，而且一去就是两周。

（四）

这是一本纪念文集，收入 50 多篇文章，作者从

大学生到耄耋老人，年龄跨度很大。

第一章《晚霞》有三篇文章，陈章武老师的文章

详细记述了受赵老师之托成立兴华基金会的过程，也

作为基金会理事长讲述了基金会的运作情况。刘迅学

长的文章则回忆了更早时候赵老师的故事。这两篇文

章让我们了解了赵老师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万军的文

章则让我们对赵老师的生平有更多了解。生命最后阶

段的赵老师，就像灿烂的晚霞，震撼了我们的心灵。

第二章《炭火》收入了 22 篇文章，除余国忠是青海海

东一中的老师外，其他 21 位作者都是曾经受资助的高

中生，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他们的文章非常质朴感人，

在修改、编辑和校对的过程中，我读过多次，每次都

被深深地感动。正如何磊磊在文章所说，“得其善款，

助余成学；得其风骨，助余成人”，他们因赵老师、

陈老师和兴华基金而成为了更好的自己，这正是赵老

师最希望见到的。

赵老师的同学、同事、学生、朋友深情回忆了与

赵老师交往的点滴，这些文章组成了第三章《追忆》。

赵老师是优秀的清华人，赵老师的为学、为师和为人，

充分体现了清华精神和清华风骨。赵老师生命最后阶

段做出如此选择，是不难找到答案的。赵老师开辟的

这条爱心助学之路，也不乏后辈清华人紧紧跟随。第

四章《同行》的文章反映了兴华同行者的心声，作者

有专业军人、校友、企业和社会的爱心人士，更有经

管在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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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回响》是在成书的最后阶段补充进来的。

根据范宝龙老师的意见，增加了清华大学党委、经管

学院党委号召学习赵家和精神的文件和国内主要媒体

的报道。原计划收入第四章的高建老师的揭幕式讲话

和党办兰荣伟的文章，也一并放在这一章。

2020 年 8 月 31 日，身为校史馆、档案馆馆长的范

宝龙老师针对我的疑问，在邮件中详细进行了解释：

“关于增加一部分媒体报道的建议，是出于以下

几点考虑：

（1）本书实际上是赵家和老师事迹的一个汇编，

目前的内容是通过后人回忆、受助者文章等反映的，

因此一方面具有可读性、教育性，另一方面实际上也

具有一定的资料性……过了多少年以至几十年后，再

提起这件事（包括将来写学院历史），找到这本书，

再加上当时编印的展览画册，赵老师的资料就非常全

面完整了……所以，我觉得借此机会，把相关报道搜

集齐全，编入本书，很有必要。

（2）关于报道内容与回忆文章会有重合的问题，

难以避免，实际上不同人的回忆文章中，也有很多重

复讲到的故事……而媒体进行了报道，特别是新华社、

《人民日报》进行了集中报道，有的报刊还专门发了

评论，反映的是上级有关部门对这件事的

充分肯定（如此集中的报道，没有中宣部

或其他相关部门的直接指示，是不可能

的），这与个人回忆的角度是很不相同的。

对于一个人物，由中央媒体集中进行宣传

报道，在清华历史上没有几个人（比如在

张光斗先生收到胡锦涛总书记的生日贺信

后有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收录这些

报道的意义更大。

（3）目前书中收入了《光明日报》

采访组的一篇文章，如果能将报道也收入，

正好配合。读者读了采访组的文章，自然

也会想读读采访报道的原文。

（4）关于版权，不存在问题的。新闻报道收入

书中不需要记者同意，知识产权法明确不适用于报刊

新闻，咱们学校以前出过很多这样的图书（比如百年

校庆新闻报道集等）。”

感谢范老师的出谋划策，使得本书在纪念之外兼

具史料价值。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老师为本书作序，赵老师

遗孀吴嘉真老师作跋，连辑学长题写了书名。全书成。

（五）

这一本书从萌芽到诞生，经过了五个年头，是很

多人接力的结果。清华大学党委的决定，经管学院的

支持，陈章武老师的推动、写文章和不辞辛劳地组稿，

所有作者的无条件付出，校史馆和档案馆的帮助，经

管学院党办的齐心协力，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有力配合，

终于使得本书在清华大学 110 周年校庆前得以面世。

感谢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赵老师离开了，但只要不被遗忘，他就永远活着。

经由兴华基金、经由这本书，赵老师将永远活在我们

心里，而我们的人生也因此得以升华。

（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2011 年 4月 9日，财产委托管理文件签署后在赵家和家中合影

（左起：沈铭，葛敏，吴嘉真，赵家和，陈章武，刘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