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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于瑾去世一
年多后，她的同事还会在回忆她时失声痛
哭，她的学生、同事、家人募集 300 多万元
为她筹建基金，所有认识她的人都称赞她
的善良、体贴、细心和才华横溢……

9月16日，于瑾教育基金正式揭牌，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罗伯特·默顿教授专程飞来北京参加仪式，
并担任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于瑾生前没有行政职务，也没获得过
什么荣誉，去世后，学校追授她“模范教师”
称号。但是，在学生、同事眼里，于瑾一直
是他们由衷热爱、亲近的好老师、大姐姐，
是很多人专业道路的引路人，是改变他们
生活最重要的人。

热爱学生的“大姐姐”

在对外经贸大学校园里，于瑾曾经是
一道风景——很多学生都叫她“神仙姐
姐”，她的课程总是选课系统一开放就爆
满，需要抢名额。

学生喜欢于瑾是因为她的课讲得好。
1991年南开大学硕士毕业后，于瑾来到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上世纪90年代末，
国内微观金融教学刚刚起步。时任国际经
济贸易学院院长的林桂军找到于瑾，希望
她尽快开设“投资学”这门课。这门课涉及
大量数理知识，是她那个年代的学生不曾
学过的，晦涩难懂。但于瑾果断接下了任
务。她开始自学数理经济学，将深奥的金
融理论与金融投资实务紧密相连，运用大
量的数据及案例辅佐教学。

2008年，于瑾首创的《投资学》课程推
出后，引起全校学生抢课，每个课堂都一再
扩容。同时，于瑾又围绕这门必修课开设
了《证券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实务》等课
程，为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专业的微观金
融课程体系打下了基础。

为了开设这些课，于瑾花费了太多精
力和时间，但她从来没跟同事提起过。后
来，学校引进了大量从事微观金融教学和
研究的年轻教师，于瑾把自己一手创建的
王牌课程《投资学》及备课笔记主动送给新
来的教师，自己又开始新的挑战，讲授《金
融市场与金融机构》。这门课更传统也更
庞杂，没有全面和扎实的金融功底很难讲
好，别的教师都不太愿意讲。结果，《金融
市场与金融机构》又被于瑾打磨成一门金
牌课程。

学生宋远洋给于瑾当过几年助教。他
记得，于老师的课案从不重复，每年都要更
新教材和课件，她还会特别考虑“80 后”

“90后”学生的兴趣点，因此深受欢迎。
受欢迎的直接“后果”是，于瑾几乎都

没有按时下过课。“每当她宣布下课后，学
生不是涌出教室，而是涌上讲台，把于老师
层层包围起来。”教务处处长蒋先玲回忆
说，“说是两个半小时的大课，但于瑾课后
都会留下来为学生答疑一两个小时，答完
本科生，还有她带的研究生，晚上7点能走
就算不错了”。

然而，不管到几点，于瑾都不会拒绝学

生，她的家人到教学楼下接她，也只能干
等。“即使秋冬天于瑾也常常讲出一身汗，
错过饭点儿她的胃就会难受。”蒋先玲说不
知道劝了她多少次，但于瑾总是笑着说：

“这样学生比较方便嘛。”
教学之外，于瑾还致力于研究新兴市

场金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被誉为“期权
之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默顿
十分欣赏于瑾的才华，把她的研究成果收
录为麻省理工学院教学材料。

这些年，改行金融行业的机会很多，薪
酬很高，但于瑾从没想过要离开讲台。28
年来，她为近 1.8万名学生开过课，指导培
养了 94 名硕士生和 7 名博士生，这些学
生都成为了我国金融界的中坚力量。直到
离世前，于瑾仍在指导 14名研究生和 4名
博士生。

用心对待每一个人

于瑾教授的课讲得好，大家都知道。
但她对学生、对同事有多好，却是在她离去
后大家一点点拼凑才知道。

时隔1年多，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江萍提
起于瑾还是抑制不住地哭出声来。她带记
者来到科研楼715室，门牌上还写着“于瑾
教授”。但是3年前江萍就已经在这里办公
了，是于瑾把自己的办公室让给了江萍。

“我那时还是副教授，两个人一间办公
室，人来人往很吵，孩子又小，在家、在学校
都没法静心办公。”江萍回忆，在一次聊天
中，她随口讲起了自己的苦恼。没想到，于
瑾当场就说可以到她的办公室去，而且几
天内就腾空了办公室，把门钥匙硬塞给了
江萍。

“那以后于瑾在学校便没有了固定办
公室，学生答疑、自己申报材料都很不方
便。”江萍说，“这件事于瑾从来没和任何人
说过，她的学生每次找她，她都让他们去会
议室、咖啡厅，移动办公。一直到她去世，
我们谈起她时，学生们才知道原委。于瑾
就是这样，默默地关爱着身边每一个人”。

于瑾去世后，很多人聚在一起回忆她，
有人说：“我以为于老师只是对我特别好，
原来她对所有人都这么好。”

学生何亮宇支教前向于瑾请教，于瑾
不仅鼓励他到一线去，还客气地说：“如果
你不嫌弃，支教回来可以做我的研究生。”
这张口头“支票”，让何亮宇在千里之外的
甘肃支教非常踏实。一年后，他如愿成为
于瑾的研究生，毕业时，于瑾尽力为他推荐
工作。如今，何亮宇已是一家大型基金公
司的负责人。

2001年，学生夏威犹豫是在国内找工
作还是出国留学，前来请教于瑾教授，于瑾
根据夏威的情况坚决支持他出国深造。得
知夏威有经济困难时，建议他采用未来工
资现金流抵押、人品信用众筹模式来解决
学费。“于老师率先拿出1万元支持。”夏威
说，虽然后来家里给了费用，没用上老师们
的钱，但于瑾教导的“能为自己的项目融资
才是真正学金融的人”一直让夏威记在心
里。

于瑾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感受过她的关
心。她关注学生的朋友圈、生活动态，在他
们结婚、生子时会精心挑选礼物，“于老师送
我孩子的衣服，比我家人送的都多”。江萍
说，“她就是这样用心对待每一个人”。甚至
在她走后，家人还从她的书包里发现准备捐
给学院患病教师的3000元爱心款……

巨大的“隐形”工作量

近几年，有些高校教师的心思不在教
学上，而是放在跑项目、搞科研、办公司。
身为金融学教授，于瑾在金融圈 20 多年，
算得上离钱最近的人，但是，她依然把全部
心思放在了学生身上。

“用淡泊名利形容于瑾，再准确不过
了。学校里的荣誉她不争不抢，甚至连博
导都不想评，她把机会让给其他人。”蒋先
玲回忆，“还是我跟她说，当了博导才能带
更优秀的学生，你的那些硕士研究生才能
跟着你继续深造，她这才申报了博导”。

于瑾把自己的学生叫作“小朋友”“小
可爱”，每到学期最后一堂课，她总是在屏
幕上打出“祝小同学们期末考试顺利”。对
这些“小朋友”，于瑾像“大姐姐”一样地爱
护。

每年开学，于瑾就开始着手为学生们
准备十几个论文选题建议，并列出参考书
籍。每一个题目，都是经过她阅读思考后
定下来的，同时给学生写出开题指导，有时
长达数千字；对学生写来的每一封邮件、微
信，她都认真解答回复。2017级硕士贾敏
读研前曾写过一封邮件，向于瑾请教如何
做好本科生到研究生的过渡。没想到，于
瑾回复了一封 1000 多字的邮件，从专业
课程、英语基础、心态调整等方面，详细列
出自己的想法。

这些工作不会留下照片、无法填进表
格、更不会成为课题项目，在学校统计工作
量时，根本不会被提起，但是，这些“隐形”
工作量却成为于瑾留给学生永远的记忆。

对学生的热爱，一直持续到于瑾生命
的最后一刻。

2018年5月24日中午，签完最后一份
博士生毕业材料，于瑾收拾东西回家。近
两个月来，因为操劳学生们的论文，她一直
休息不好，前一天晚上也只睡了两个小
时。看到“小同学们”一个个顺利通过，她
开心地跟同事说：“那我就歇一阵儿了啊！”

说是歇一阵儿，回到家后，于瑾又通过
微信、电话回复了 6 名学生关于论文修改
的问题。最后一个学生收到她的信息是在
深夜 00∶57。此后，她应该是上床休息
了。按她一贯的日程表，小憩醒来，她还会
继续伏案工作，或为学生答疑解惑，或完善
手头的教案。

谁知，她就此长眠。
“不同于很多经历坎坷的英雄模范，于

瑾的生活一帆风顺，家庭幸福。”蒋先玲说，
“于瑾待学生、待同事的点点滴滴，都是普
通人做得到、学得来，却又无法一辈子都坚
持的。在平凡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成绩，
才是于瑾最闪光的地方”。

燃 尽 芳 华 凝 馨 香
——追记对外经贸大学教授于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 颖

在大多数人眼里，飞行员是个光鲜帅
气、让人羡慕的职业。“其实，这是一份既平
凡又不凡的职业。”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飞行
员郭万清说，平凡，是因为飞行员每天的工
作就是出发和抵达；不凡，是因为飞行员要
保证每一次的出发和抵达都绝对安全，“保
证旅客安全出行就是我们的初心”。

经历了几次难忘的救援后，郭万清重
新认识到飞行的使命：那就是从“把旅客送
得更远”到“再远都能把同胞接回家”。

2011 年 2 月 1 日傍晚，郭万清被领导
叫住：“去开罗，救人！”这句话开启了他和
同事们“每逢国家和人民需要，就能飞抵全
球任何一个角落”的紧急救援模式。

当时利比亚、埃及等多个国家陷入动
荡，中国政府紧急组织当地侨民撤回国内，
这也是中国民航首次在海外大规模运送同
胞。如何在动乱地区安全迅速撤离海外侨
胞？对东航人而言，是从未遇到过的难题。

郭万清明白，即便自己和团队都没经
验，即使这趟旅程充满未知和艰难，东航飞
行员都没有任何理由退缩。

救援任务刻不容缓！接到任务仅4小
时，郭万清和同事们就驾机起飞了，经过6
个多小时飞行，开罗机场终于出现在郭万
清的视野里，同时出现的还有围着机场的
驻军坦克和高射机枪。此时郭万清和同事

们都不知道去哪儿接同胞，但他心里清楚，
在这里等待已久的同胞，此刻一定最想看
到祖国的飞机。于是，郭万清立刻按照任
务单信息，拨通我国驻埃及大使的电话，说
明情况。在使馆的帮助下，受困的同胞们
终于登上飞机。

从枪林弹雨的战区逃出来，同胞们只带
了些随身物品，没有身份核对、没有人员查
验，更没有登机牌，全靠东航随机地服人员现
场手写、记录人数。在这一刻，只要是同胞，
无论拿着中国护照、我国香港澳门特区护照
或者台湾地区证件，都能踏上东航的飞机。

“说实话，飞行 20 多年，这一次飞行，
最是不凡。”郭万清说：“当我眼见同胞们含
泪说出‘感谢祖国’，当港澳台同胞自豪欣
慰地说出‘我是中国人，终于回家了’的时
候，我第一次感受到‘回家’二字的重量。”

2018年，塞拉利昂等西非国家疫情失
控，引发全球性恐慌，我国决定向海外疫区
国家派出医疗队，郭万清和同事们又一次站
在了救援的最前线。疫情到底有多凶险，连
医生都无法准确回答，这是郭万清职业生涯
中离危险最近的一次。但身为共产党员，郭
万清必须带头，而他的团队成员也没有人退

出，这种遇到危险挺身而出的责任和担当，
体现了东航飞行人员的初心和使命。

在一次次救援中，郭万清和同事们不
断积累着救援飞行的经验，整个东航应急
救援能力也在不断提升。2017 年 9 月，
加勒比岛国多米尼克遭遇严重飓风灾害，
381名中国游客受困。郭万清和同事们受
命飞往多米尼克接回同胞，这一次他们面
对的是从未飞过的大西洋航线，从未有中
国航班降落过的机场，和一段穿越 19 个
国家、往返 3.5万公里的航程，这也是东
航历史上飞越国家最多、距离最远的飞行
任务。

接到任务后不到一天时间，东航就获
得了全部沿线国家的许可，并建成覆盖全
部宽体客机、中国民航规模最大的机上
WiFi空中上网机队，如果航路沿线临时出
现新信息、新情况，机组能随时通过工作联
络群，得到后方的支援。正因为后方的全
力保障，郭万清和同事们快速、顺利、平安
地将受困同胞接回祖国与家人团圆。

时至今日，郭万清依然记得同胞们欢
呼“祖国万岁”！那一瞬间，是身为一名中
国飞行员最骄傲最光荣的时刻！

“只要同胞有难，只要祖国一声令下，
无论在哪，我们一定把同胞接回家！”郭万
清和他的团队时刻准备好开启新的航程。

飞行员郭万清团队：

再远都能把同胞接回家
本报记者 李治国

中国东方

航空公司飞行

员郭万清准备

执 行 飞 行 任

务。

（资料图片）

于瑾（前排左二）和学生们在一起合影。 （资料图片）

在陕北高原大山环绕的包西铁路北塬车站一座
干净别致的小院子里，每天清晨，一面五星红旗都会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迎风飘扬。

地处包西铁路偏远山区的北塬线路工区，担负
着包西铁路西社至黄陵南 55 公里、11 座桥梁、9 座
隧道和黄韩侯铁路 3 公里线路的养护任务。自
2011年包西铁路开通工区成立至今，每天升降国旗
已是工区必须完成的神圣仪式。从最初只有8人参
加，到现在工区 25 人全部主动参加，升旗仪式早已
融入职工的生活。

1996 年，当时 23 岁的陈建超从部队退伍后被
分配到“红色之路”西延铁路工作。虽然脱下了军
装，但军旅生涯中升国旗的优良传统他却没有忘，他
心里一直有在工作岗位升国旗的想法。由于当时西
延铁路工作流动性较大，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2011 年，北塬线路工区成立，陈建超被调到北
塬线路工区担任工长。从此，陈建超开始带领最初
的 8 人“国旗班”每天在工区升国旗，听着雄壮的国
歌声，看着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大伙的精神和工作
热情倍增。

北塬线路工区不通公路，每天就一趟通勤车。
上班不管距离有多远，只能走路；不管多重的工具，
全靠肩扛手抬。为了及时发现设备问题，陈建超和
工友们每天拿着专业检查工具，对管辖的设备进行
检查。在钢轨上每走1米，就要弯腰低头，把工具放
在钢轨上，检查两股钢轨之间的距离和水平是否符
合规定。每走 10 米，还要跪在钢轨上，趴下身看看
钢轨是否平顺。每天工作回来，大家都腰疼背酸。
但是，工友们都说，每当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心头
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便油然而生，工作起来也是干劲
十足。

在陈建超的办公室里有个玻璃门书柜，里面整
齐叠放着 8 面国旗，有的已经褪色。“别小看这 8 面
褪色的国旗，它饱含着我们工区全体职工的爱国情
怀，它‘目睹了’铁路的变化和工区的发展，在我心
中，国旗永远是鲜艳的。”陈建超自豪地说。

在延安工务段和车间的支持下，北塬线路工区
小院升国旗已经成为工作和生活的日常，他激励着
工友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大山里每天升国旗
本报记者 雷 婷 通讯员 李幸宜

在河南睢县潮庄镇程庄村
一个农家小院，98岁的陈相林
小心翼翼地从柜子底部拿出一
块手绢，里边包着 4 枚军功章
和 9 枚纪念章，它们记录着陈
相林老人的赫赫战功。

出生于贫困家庭的陈相
林，1946 年入伍，1950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他曾参加过睢杞
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华
中战役、华北战役和湘南战
役。又随刘邓大军进入云南、
贵 州 、四 川 ，解 放 大 西 南 。
1950 年到 1953 年，随第二野
战军第18军进军西藏，参与了
和平解放西藏和援藏建设。
1960年，正连职军衔的陈相林
转 业 到 四 川 省 体 委 机 关 。
1962 年响应国家精简退职号
召，放弃了城市生活和优厚待
遇，毅然回到家乡支援农业
生产。

回首过往，陈相林最骄傲
和自豪的是 1948 年他参加了
粟裕将军指挥的睢杞战役，因
为对当地比较熟悉，他被指派
为参谋处通信员，负责传达我
军作战命令和情报。在最激烈的龙王店战役中，他
冒着敌人三次飞机轰炸，传送情报。“当时飞机离头
顶很近，能看见炮弹往下落。当时我就想只要没被
炸死，就继续执行任务。”在睢杞战役中，因为不怕流
血牺牲，出色完成了上级交付的全部任务，陈相林荣
获“三等功”。

1948年 10月他被编入第二野战军第 5兵团 18
军54师160团，亲身经历了淮海战役的胜利。1949
年4月渡过长江以后，他又参加了湘南战役，在湖南
茶陵战斗中，他所在的 3 连一排二班坚守阵地直到
最后胜利，陈相林荣获“二等功”。

湘南战役结束后，陈相林跟随刘邓大军进军大
西南，解放云南、贵州。接着从贵州北上四川，参加
了刘邓领导的成都战役。解放战争胜利后，他获得
了一枚“解放战争勋章”。

之后随第18军进军西藏，参与和平解放西藏与
援藏建设。1957 年，西藏反动分子叛乱，陈相林作
为干部被调入康定德格武工队，一面平定叛乱分子，
一面发动群众，给群众做思想工作。“记得有一次，我
和五六十名藏族同胞遇到叛乱分子，我一面保护藏
民，一面和叛乱分子枪战，根本想不到我能活下
来。”在西藏4年，陈相林圆满完成任务。

1962 年，陈相林主动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回村后，他先后担任生产小队民兵连长、生产大队民
兵营长，每年选送优秀青年参军入伍保家卫国。与
乡亲们一起兴修水利，挖河修路，平整土地，改良盐
碱地，翻於压沙，发展农业生产。

改革开放之后，陈相林卸去村民兵营长职务，成
了一名普通党员，一直务农至今。

程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安群告诉记者，陈老做事
很低调，村民们从不知道他的这么多事迹，他也没有
因为个人原因找过村委会和上级党委政府。

“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军队取得胜利，也只
有共产党才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陈相林老人说：“比
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够幸福的了，现在我四世同堂，孩
子们都很孝顺。国家始终惦记着我们，我活得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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