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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

尤溪县城关
小学五年（3）
班陈树斌同
学拾金不昧
的事迹获得
了无数人的
点赞。

4月7日
晚 19 点 40

分许，城关小学五年（3）班的学生陈树斌
在回家的途中，经过城关镇建设西街十
字路口斑马线处，看到地上有一个黑色
的包。他感觉包里面鼓鼓的就捡起来，
打开包看到里面有一堆百元的现金。陈
树斌立即把钱包放到衣服里面，送到城
关派出所，他向值班的民警说明了自己
捡到钱包的过程，登记完相关信息后便
匆匆离开回家了。民警点了一下，包里
有6万元的现金。

4月8日上午，城关派出所的两名民
警专程来到了城关小学向校方通报了这
一情况，学生陈树斌拾金不昧的事情才
为大家所知。城关小学德育处的主任陈
文钦说：“保安室门卫告诉我们，有两名
警官来学校找领导，我们才知道学生陈
树斌拾金不昧的事迹。刚听到的时候，
我们感到非常地震撼，这么小的年纪，能
在这么大金额的诱惑下，却不为所动，作
为我们学校，听到也是满满的一种感动，
让人看到了他那颗金子般的心。”

就在两周前，学生陈树斌和他的小
伙伴就有过一次拾金不昧的举动，将在
南门市场捡到的一个装有200多元现金
和证件的钱包交到城关派出所。

事后，城关派出所找到失主。失主给陈树斌同
学送锦旗致谢，并写了一封感谢信真心感谢学校培
养出像陈树斌这样的好学生。

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家庭的变故，陈树斌从
小和姑姑一起生活，家庭十分困难，6万元现金对
他而言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了。可是面对从天而
降的钱财，陈树斌不为所动，一分不少地把钱交到
了派出所，大家都为陈树斌比金钱更珍贵的诚信品
质和美好品德纷纷点赞。陈树斌同学说：“这是我
应该做的。捡到东西理应归还失主，不是自己的东
西坚决不能要！”

4月9日上午，城关小学举行表彰仪式，授予陈
树斌同学“拾金不昧美德少年”荣誉称号。表彰仪
式上，校方为陈树斌同学颁发了证书，披上了绶带，
陈树斌的事迹赢得了师生的阵阵掌声。

（林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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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6日上午的97周年校庆大会上，厦大举行了10
场捐赠仪式，校党委书记张彦代表学校接受捐赠，其中有一
场，捐资人身份并不显赫，捐资数额也不巨大，却让在场无
数师生噙着泪花。这位捐资者，就是校友林毅雄先生的夫
人徐明慧女士。

4月1日，已86岁高龄的徐女士在家人朋友的陪同下，
拄着拐杖，奔波16个小时，于深夜来到学校，捐出100万
元，在厦大生命科学学院设立“林毅雄育人基金”。这100
万元，是她出售自己和先生林毅雄在北京唯一的一套建于
20世纪60年代的66平米学校福利房，除去自己定居在老
年公寓所需的基本养老费用外所剩下的全部款项。

据介绍，林毅雄教授195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生物系
植物专业，先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北京林业大
学、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工作，他和夫人徐明慧均
为工薪收入，生活十分节俭，一生奉行着“工作向高标准看
齐，生活向低标准看齐”的人生准则。“我先生对厦大的感情
非常深厚，生前常常对我说，永远忘不了汪德耀等恩师对自
己的教育和栽培，要想法子捐点钱给母校，帮助学生更好地
成长。我这次来，算是替他圆一个梦吧。”徐明慧在接受采
访时，面露欣慰地说着。

86岁的徐女士，身体并不好，无法长时间乘坐交通工
具，尤其是不能乘坐飞机，于是，她就采取转车再转车的办
法，尽量缩短每次旅程的时间。在被问及对青年学子有什
么要求时，徐女士谦虚地说：“没有要求，这100万元对厦门

大学来讲，也是杯水车薪。生命科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科
学，还有许多未知要青年人去探索，我也是教育工作者，只
是做一点我能做的，希望能帮助年轻人多观察、多思考，多
发现生命科学更多的奥秘。”

朴素的话语，真挚的情感。4月3日，徐明慧女士做客
生命科学学院《科学与人生》系列沙龙，讲述了她与林毅雄
教授投身科学的人生经历，勉励同学们在人生道路上一定
要有恒心、决心和感恩的心，感动了在场师生。学院2016
级本科生陈竑屹感叹道：“林毅雄教授、徐明慧教授伉俪对
学术的执着，对教育的热爱让人感动，他们变卖家产捐资育
人，传承校主陈嘉庚先生‘宁可卖大厦，也要办厦大’的伟大
精神，值得所有厦大人学习。” （夏青 陈浪 庄华 文/图）

传承嘉庚精神
徐明慧卖房捐资兴学感动厦大

本报讯 4月
6 日上午，厦门大
学建校 97周年庆
祝大会隆重举行。
厦 大 党 委 书 记 张
彦、校长张荣，中国
科学院院士田昭武、黄本立、韩家淮，著名教育学家潘懋元、
化学家周绍民、物理学家吴伯僖、经济学家胡培兆，海内外
嘉宾、校友和师生代表共3000余人，欢聚建南大会堂，庆
祝厦门大学97周年校庆。

多年来，许多校友、社会热心人士对厦大的建设和发展
给予了无私帮助。自去年4月6日至今，厦大接受社会各
界捐赠共3800多笔，总计达1.2亿元。在建校97周年大
会上，学校举行了10场简朴而隆重的捐赠仪式，以感恩的
心情接受林毅雄徐明慧伉俪、厦门松霖家居有限公司、曾通
先生、厦门七尚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高龙先生、福建广生
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邱国龙、邱国鹭先生、河仁慈善基金
会、中骏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巨如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对厦大的无私馈
赠和深厚情谊。张
彦代表学校接受捐
赠并向捐赠者颁发
了捐赠证书。

在 97周年校庆
之际，厦大企管系1985级校友、厦门姚明织带饰品有限公
司董事长姚明，厦大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1941级校友林
言之子林遵瀛，厦大生命科学学院1993级校友李东波、毛
颖波伉俪等5位校友和热心人士无私地支持厦大教育事业
发展，他们因工作繁忙未能出席大会，学校向他们一并表示
衷心感谢。

张荣在致辞中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帮助厦门大学建
设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
谢。大会还举行了奖教金、通令嘉奖、奖学金颁奖仪式。周
绍民、吴伯僖、胡培兆教授获“南强杰出贡献奖”，高昕获“嘉
庚奖章”，336位老师、1142位学生分别荣获各项校级奖教
金、奖学金。 （陈浪 庄华）

一年来社会各界向厦大捐赠
3800多笔 1.2亿元

在仙游县盖尾镇杉
尾村，郑永杰在家门口
置立“免费治伤”牌子数
十年，每天都有患者获
得免费治伤；今年春节
前的腊月十五，郑永杰
连续第 8年带着米、面
等 年 货 和 每 户
200-600 元不等的慰
问金，登门慰问杉尾村、
仙溪村等地的 23户贫
困户。

自制草药治自己
掌握秘方济世救人

今年 85岁的郑永
杰，自幼身体健朗。但
成家后一次劳作中不
慎 受 伤 ，跑 了 多 家 医
院，都难以治愈。情急
之下，他妻子李珍英想
起自己有一位叔公是
民间“拳师”，娘家老宅

里留下了一本无人问津而泛黄的治伤秘
方。于是，夫妻俩风风火火赶回娘家“寻
宝”。随即他用心钻研，苦学到祖传治伤
的民间医术，配制出一帖由多味青草药组
成的药方子，服用后没几天他的伤就完全

痊愈了。
“好东西不可独享”。自此，但凡街坊

邻居要是不幸遭遇了跌打扭伤等病痛，乐
于助人的他总是伸出援手，无偿送给自制
的青草药方子，总是如妙手回春的神医般
药到病除。一传十,十传百，郑永杰的名
气越来名气越来越大，找他求医问药的人
不断增多。他更加用心钻研医书，拜师学
会了采百草治接骨、风伤等各种杂症的精
髓，独创了用14味中草药自制偏方治疗
伤病的技术，用秘方济世救人，很快就名
声大振。

“我是在救人不是赚钱”
40年免费治疗6000多人

郑永杰始终将免费扶死救伤放在第
一位。

不管寒冬还是酷暑，他经常穿上草
鞋，背起药筐，远涉游洋、钟山、菜溪等山
镇的深山密林中挖掘钱莲草、金丝吊胡
芦、七叶一枝花等稀有的青草药，采集后
清洗、晒干、称量、碾磨而精制成偏方，无
偿为慕名上门的患者免费治伤。他还走
出家门，为那些行走不便的贫困老人和残
疾人及灾民义务疗伤等。

40多年来，累计有6000多人获得他
的免费治疗，基本上每个人口服加外敷一

至三天，伤情就会痊愈。尤其是疑难杂症
者，大多转遍大小医院救治无效后而慕名
上门被他治愈后，就送锦旗聊表心意。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老人联系在
四川经商的儿子，带上家中300多贴自制
伤药，千里迢迢地乘坐长途汽车火速赶往
灾区，将伤药全部捐献。如今，年事已高
的郑永杰腿脚不便了，无法再亲自上山采
药了，但他的善举没有停息。所有的草
药，都是贴钱自掏腰包从药店购买，并在
家中指导女儿、媳妇等制成药方，一旦患
者慕名登门求治，他有求必应，不收任何
费用。他说：“找上我的群众大都生活困
难，本就伤病缠身苦不堪言，儿孙满堂、安
度晚年的我是在救人不是赚钱。”

用好子女孝顺钱
献爱心扶贫解困

乐于行善的爱心老人郑永杰，至今耳
聪目明，几个子女业有所成，将加油站、制
香等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且十分孝敬。
每个月除了固定给老人两三千元的生活
费外，逢年过节还给万余元，他的生活越
过越滋润。但贫苦家境出生的他，和老伴
省吃俭用，一罐豆腐乳俩人要吃一个星
期，一个月只花五六百元的生活费，每年
可省下3万多元的生活费。

“钱财乃身外之物，如何用好这笔孝

顺钱？”郑永杰2011年初经与老伴、子女
等家人商讨达成行善共识，决定余生每年
在春节前以帮助他人作为快乐之源，坚持
把省下的生活费大部用于帮助村里的困
难户、困难学生和资助慈善公益活动。

8年来，他坚持在年关前拿出一两万
元走访慰问孤寡老人、特困残疾人、五保
户等弱势群体。识字不多的他热心兴教
助学，对村里的教育事业也倾注了拳拳爱
心，如曾出资3000元购置书包免费送给
村小学的40多位贫困生，资助杉尾小学
贫困小学生40多人，每人500元；与村老
协会一班人倾力争取资金支持村小学做
大做强，捐出省吃俭用存下的2万多元，
给学校修路。

郑永杰说：“能够帮助别人是一件十
分快乐的事情，也是我的人生信条。在我
有生之年，只要还能动弹，只要有人需要，
我一定会乐此不疲地坚持做下去！”对于
老父亲乐此不疲地行善，郑永杰女儿郑元
美说：“我们子女给他钱，他都舍不得花，
勤俭节约省下来，十几年以来他一直把自
己积攒的钱用来帮助这些穷人，他认为自
己原来穷，受人帮助，现在就应该回馈社
会，帮助别人。他喜欢这样做，我们子女
全力支持他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行孝！”

（陈国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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