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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去矣，宝安学界从此添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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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左永霞）宝安
区委党校教授曾祥委因心脏病突
发，于11日凌晨逝世，享年59岁。

曾祥委是广东丰顺人，1952年
出生，民俗学教授；1982 年毕业于
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
专业，汉语史硕士研究生；先后在
广东省韶关市广播电视大学、韶关
大学中文系任教，2000 年 10 月调
入宝安区委党校任教至今，逝世前

为 宝 安 区 委 党 校 惟 一 一 位 正 教
授。在宝安区委党校任教期间，他
曾教授应用文写作、中国传统文化
研究、行政管理、民俗学等方面的
课程，出版学术专著《南雄珠玑巷
移民的历史与文化》《田野视角：客
家的文化与民性》等。此外，他还
在国内外发表语言、文字、教育、传
统文化、地方文史、民俗、客家和民
族研究论文160余篇。

据悉，曾祥委近期正在为宝
安区的重点课题“新时期如何做
好社会管理”做研究，并已形成初
步调查报告。10 日晚上 10 点多，
他还在与同事一起探讨这一重点
课题的调研报告，对这一调研报
告进行精心斟酌和推敲。此外，
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宝安区委
党校自去年开始举办学术沙龙活
动，每月举行一次，每次就一个主

题邀请一位专家或学者做讲座，
全区各机关单位、教育科研院校
的 20 多位专家、干部、学者与会，
并就讲座内容展开讨论。学术沙
龙旨在建立一个高端、前沿的思
想与学术交流平台，尤其关注宝
安区经济社会建设问题的研究，
先后得到了宝安区职业能力开发
局以及宝安区文体旅游局的资助
和支持。

曾祥委先生，一个学问做得
那么好的人，一个永远都那么谦
虚的人，一个永远都热情洋溢的
人，怎么突然就走了？老天怎么
舍得让这么好的人就这么匆匆地
离开我们？

一个十分友善且博学的人
我很早以前就认识曾祥委先

生，知道他是一位十分友善且博
学的人，尤其在民俗学研究方面
硕果累累。频繁与曾祥委先生打
交道要从去年6月说起。本报《悦
读周刊》开办初期，我和同事王国
华一同前往曾祥委先生的办公室
采访他。当时《深圳十大观念》一
书在全国各地掀起一股热潮，我
们请他谈“深圳十大观念”在宝安
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针对记
者提出的六个问题，曾祥委教授
一一作答。他对每一个问题的回
答都非常细致且具说服力，对每
一个问题都有自己的独特体会与
理解，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我们邀请他到宝安日
报和群艺馆联合主办的“宝安文
化茶座”做讲座，他欣然答应。去
年 10 月 16 日，他为读者们做了一
场主题为《传说与真实——珠玑
巷移民故事的背后》的讲座，他的

讲座学术性极强，导言、历史典
故、学界的观点以及他的结论，一
一道来，深入浅出地为读者剖析
了南雄珠玑巷移民故事背后的真
实历史。他的讲座有理有据，传
说与真实紧密结合，不失趣味性
与史实性，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去世前一天，还答应
为本报供稿

在交往中，虽然我每次给曾祥
委教授打电话第一句就是“我是宝
安日报的小左”，但他紧接着总会叫
我“左老师”。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称
呼时，我非常不习惯，并请他称呼我
为“小左”，毕竟他已是快60岁的人，
而且他学富五车，我等小辈在他眼
中岂能以“老师”称呼。不料曾祥委
教授却一再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并一直称呼
30岁出头的我为老师。

曾祥委先生还是一位十分热
心的人，尤其支持本报的工作。
开办《悦读周刊》初期，我们拜访
他时，他非常热心，说自己十分关
注我们新办的周刊，特别支持我
们的“文化观”栏目，并给我们推
荐了研究宝安本土文化的一些
人，将申晨、程建、廖虹雷、曾观

来、石泰康、温铭池等介绍给记
者。他不仅支持我们的工作，而
且还发动他身边的人支持我们。
知道我们有个“书房记”的栏目
后，他还推荐该校的胡晓地、林清
新、陈廖娜等老师赐稿相援。不
管是中午休息时分，还是繁忙的
上班时间，只要接到记者的电话，
曾祥委先生必定耐心回答，直到
记者满意为止。

曾祥委先生从来不摆架子，从
不以自己是教授而自居。他主持
的宝安文化沙龙活动，每有活动，
都会事先发短信或电子邮件给记
者，希望记者踊跃参加。他每每读
到好文章，必发邮件给记者，希望
记者与他一起分享。同事经常找
我要曾祥委先生的联系方式，大家
都认为他是一位十分开明，能说、
敢说的人，都拿他当朋友。就在前
天，10月10日，本报编辑马双丽还
向曾祥委先生约稿，请他谈广府式
围村与客家围屋的区别，电话里头
的曾祥委先生侃侃而谈，并答应周
五之前一定给本报编辑传稿。谁
知世事无常，第二天就接到了他去
世的消息。

怀念之情一言难尽，愿曾老
师在天之灵安息。

■本报记者 左永霞

曾祥委，1952 年生，广东丰顺
人，民俗学教授。1982 年毕业于华
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
业，汉语史硕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
学访问学者。中国民俗学会理事、
中国建筑民俗文化专业委员会常务
副主任、秘书长；广东民俗文化研究
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深圳市民间
文艺家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深
圳市非物质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中
共深圳市委党校学术委员；国际客
家学会、中国人类学会、中国东方文
化学会、中华民族凝聚力学会、广东
民族学会会员。

学术兴趣：以南方族群为对象，
研究中国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主要成果：主持、完成多项国
家、省、市和高校课题，出版专著《南
雄珠玑巷移民的历史与文化》《田野
视角：客家的文化与民性》，在国内
外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

个人简历：
1972 年 10 月上山下乡，在清远

县附城公社插队；
1978年10月-1982年6月，就读

于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
专业；

1982 年 7 月毕业分配到广东省
韶关市广播电视大学任教；

1985 年 9 月调入韶关大学中文
系任教；

2000年10月调入中共深圳市宝
安区委党校任教至今。

宝安读者的那个老朋友走了

曾祥委个人简况

昨日下午，接到曾教授辞世的噩耗，我心情沉痛。
我多次采访过曾教授，也曾经和他共事过，从不熟悉

到无话不谈，我们成为好朋友。
曾教授是书卷气很浓的知识分子，喜欢研究民俗学，

且著作颇丰。曾教授对书的喜爱胜过一切，只要跟他谈
起书本里的东西，他就特别来劲。谈起读书，他曾经谆谆
教诲年轻人：“读书是越读越聪明，只看电视是越看越
傻。”

随着交往的增多，我逐渐了解到曾教授一些传奇的
往事后，更是对这位前辈钦佩有加。他连初中和高中都
没有读过，却自学成材，以优异成绩考上华南师范大学。

一身书卷气的曾教授走了，留下的是满柜子的书，以
及对年轻人的谆谆教诲。 ■本报记者 覃忠武

温良恭谦成追忆 无限怀思入梦魂
区委党校教授曾祥委病逝

一身书卷气的他留下满柜书

今年 7 月上旬，我接到宝安日
报通知去宝安群艺馆的“文化茶
座”讲“深圳民俗的嬗变与传承”，
为了熟悉场地，我提前一周专程
去听曾祥委教授关于客家民俗的

“文化茶座”。
整个下午我听得津津有味。

末了，在与听众互动交流时，我提

出了深圳大学刘丽川副教授研究
深圳最早客家移民的时间，与曾
教授讲的有多处出入。曾教授
以学者的风度和翔实的史料分
析他与刘副教授研究的不同观
点和看法，让我及与会听众受益
匪浅。

曾教授是深圳民俗研究不多

的专家学者之一，他的勤奋、热
情、严谨、执着，非常令人敬佩。
如今他离我们而去，是我市民俗
文化研究工作的一大损失！曾教
授，我们还等着您对深圳早期移
民的研究新著呢⋯⋯

（深圳市本土文化艺术研究
会会长 廖虹雷）

上联：一辈子学术生涯，文学、
美学、民俗学、经济学、政治学，最
是学逼云端，博古通今君惊我。
下联：六十年情缘世界，爱情、友
情、家国情、历史情、道义情，剧怜
情铸论坛，鞠躬尽瘁我哭君。

——吴味（艺术批评家）

突闻尊师驾鹤去，满纸悲伤
寄瑶台。先生教诲心间记，竭智
尽忠勤育才。

——冠华育才学校杨代勇

师恩如山、师恩如父、师恩
如友、师恩无疆、师恩永记！

——庄瑞明

挽曾祥委教授

今年 1 月 12 日，曾祥委教授在宝安
区委党校办公室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覃忠武 摄

祥委兄，一路走好！

昨日上午刚走进办公室，便
接到噩耗，殊为震惊。失此良
友，令人扼腕悲伤。

我与祥委共事已有十二个
年头。他调来宝安党校前，专研
客家文化，已为个中翘楚；他在

“盘古”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被行内专家尊为“盘古王”。祥
委的研究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他
非常重视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
数据，言他人所未言。

祥委来宝安党校后，把他的专
业积累很好地运用到对宝安现实问
题的研究中。祥委的社会责任感很
强。他为提高宝安的学术研究水
平，指导更多的年轻人多读书、读好
书。如今祥委已去，宝安的读书人
再也听不到他睿智的发言。

祥委兄，一路走好！
（胡晓地）

讣 告
宝安区委党校教授曾祥委同志因心脏病突发，不幸于2012年10月11日凌晨逝世，享

年59岁。
曾祥委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2 年10月15日（星期一）上午10时，在深圳市殡仪

馆3号厅举行，请曾祥委同志生前同事好友届时参加。
特此讣告
联 系 人 ：罗先生
联 系 电 话 ：29993436
传 真：27786395
家 属 电 话 ：15999572777

曾 祥 委 同 志 治 丧 委 员 会
二 〇 一 二 年 十 月 十 一 日

曾教授，我们还等着您的新著

难忘教授教诲

曾教授走了。一位为人民
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三十载的
园丁走了；一位忠诚于党的事业
的优秀共产党员走了；一位传承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学者
走了。他走得那么匆忙、那么突
然、那么不舍，让身为同事的我
们无比悲伤。

悠悠十余载，回想与教授共
事的日子，教授教诲历历在目。
每当有同事工作处于低潮，教授
总会热心鼓励和开导；每当有年
轻人在写作上遇到障碍，教授总
会不厌其烦地指点迷津。过节
了，教授总是用邮件早早发来祝
福；遇到好的书籍，教授总是在
第一时间与我们分享。教授给
我们的教诲是：多读点书，多学
点有用的东西，用自己的学识多
为社会做贡献。 （陈廖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