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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故事

抗战与造桥
——档案见证王伯惠的一生

李延召

王伯惠（1923—2016），四川盐亭人。1939 年考入西南联合

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1944 年毕业之际赴印缅战场，担任工兵营

翻译官和技术军官，参与修建连接中缅两国的悬索式贝雷吊桥。抗

战胜利后创立东北清华中学并担任校长。解放后从事桥梁公路建设

等工作，是辽宁省交通厅公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我国著名的公路

桥梁专家，主持参与我国多项重大路桥工程的修建。2012 年荣获土

木工程界最高个人荣誉奖——“茅以升科学技术奖·桥梁大奖”，

2015 年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

＊本栏目由本刊编辑部与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合办

2018 年王伯惠的儿子王培阳、

王元雷先生向清华大学档案馆捐赠

了 50 余件珍贵档案，包括王伯惠

生前的手稿、书信、著作、证书奖章、

生活用品等。这些珍贵档案如实记

录了王伯惠一生孜孜不倦的两大事

业——抗战与造桥，生动反映了他

“刚毅坚卓，义勇忠诚”的不朽精神。

联大毕业  投身抗战

这件珍贵的实物档案是王伯惠

2015 年获颁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纪念章由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抗

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为中

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

其遗属颁发，以表彰他们的历史功

勋、彰显他们的荣誉地位。

王伯惠正是这样的老功勋。他

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抗战。

1944 年毕业之际他报名参加中国驻

印军。驻印军是 1942 年中国远征军

第一次进入缅甸作战失利后，由部

分撤入印度的军队组建而成，以孙

立人将军（1923 年毕业于清华土木

系）的新 38 师为骨干，是当时中

国最为精锐的作战部队，后来为反

攻缅北、打通中印公路、歼灭日军

第 18 师团立下赫赫战功。驻印军由

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任总指

挥，中国负责补充兵源，美国提供

装备、派人训练。由于美军在食品

王伯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纪

念章”

药品、军械、通讯设备等方面的援

助，驻印军急需既懂技术又通晓英

文的人才担任各兵营的翻译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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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孙立人将军在 1944 年给其清华同

学、西南联大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写

信，请他派 15 名工科专业学生出任

驻印军翻译官。施嘉炀将征员信息

贴在告示栏上，同学们仰慕孙立人

将军，在听过校长梅贻琦的动员演

讲后踊跃报名，最后土木系 4 人、

电机系 6 人、机械系 5 人应征入伍，

王伯惠即是其中之一。

1944 年 2 月 16 日王伯惠和同

学们乘坐美军运输机飞越驼峰到达

印度，经过两周军事训练即被派往

前线。临行前，孙立人将军召见询

问他们有何要求。由于美军提供的

补给只有通过中印公路和中印输油

管道才能快速运往前线，王伯惠作

为土木专业毕业生非常希望能够参

与修建。于是他向孙立人提出希望

从事工程工作，果然第二天他就被

分配到工兵营，既做翻译官又做技

术军官。此时驻印军正在攻打被日

军第 18 师团占领的孟关，该师团是

日本的王牌军团，曾进攻过上海、

参加过南京大屠杀，有“常胜军团”

之称。王伯惠所在的工兵营随大部

队前进，在瓦鲁班战役中攻破 18 师

团指挥部。师团长田中新一丢下师

团关防（官印）落荒而逃，这枚大

印被缴获。这是抗战期间中国军队

的一次大捷。这场战役打乱了日军

在缅北的作战部署，使其陷于战略

不利的态势，为之后的全面溃退埋

下败因。2015 年王伯惠将这枚大印

的拓本捐赠给了清华校史馆（正本

收藏于台湾）。

1944 年 秋 天

驻印军在收复缅北

政治经济中心密支

那后，重新组编为

新一军和新六军，

孙立人任新一军军

长，王伯惠调至新

一军军部翻译室。

1945 年 4 月底侵缅

日军全部撤逃至泰

国，5 月新一军开

始空运回国，但王

伯惠仍留守密支那

机场作翻译，处理

部队空运事务，直

至 7 月最后一批伤

病员运送完毕才起

程回国。回国后王伯惠曾在广州监

造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工程。

1946 年 3 月他随新一军调往东北，

8 月退伍后协助孙立人创办东北清

华中学并出任代理校长。学校有 13

位联大毕业生担任教师，历时仅一

年多就培育出不少人才。

虽然从军只有两年多，但王伯

惠一生都无法忘怀那段“雄狮踏破

鬼门关，哀兵直下野人山。歼灭寇

仇逾七万，打通中印路三千”的岁

月。晚年的他致力于抗战历史的宣

传和研究，编辑出版了《中国驻印

军印缅抗战》三册、《二战名将孙

立人将军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

《印缅滇抗战暨日本投降纪实》等

多部抗战历史著作。他为广州新一

军公墓的重建恢复、为烈士们的荣

誉、为那段历史的重见天日而奔走

呼号。2015 年 9 月，92 岁的王伯惠

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开学第一课》日本法西斯侵缅军第十八师团关防大印

王伯惠的抗战历史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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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再次回忆起抗战岁月，和全

国的中小学生一起唱响《毕业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

兴亡……

专业巨匠  毕生造桥

2012 年，王伯惠获颁 2011 年

度“茅以升科学技术奖·桥梁大奖”。

茅以升科学技术奖由国家科技奖励

办公室批准设立，包括十余个奖项，

其中的桥梁大奖和土力学及岩土工

程大奖已成为我国土木工程界公认

的最高个人荣誉奖，获得者都是在

桥梁及土力学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

顶尖专家。

王伯惠正是这样的顶尖专家。

西南联大求学期间，他师从施嘉炀、

陶葆楷、郑桐荪、梁守槃等名师大

家系统学习了水文学、数学、应用

力学、材料力学、测量学等专业知识，

不少老师是从麻省理工、哈佛、康

奈尔等名校学成归国任教的。这为

王伯惠的专业之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实际上在抗战中，他已经在实际从

事造桥工作。在反攻缅甸时，中美

两国沿着进攻路线修筑中印公路。

在热带丛林中修建的技术难度很大，

美军派出指导专家和技术人员，王

伯惠在工兵营担任翻译官。攻占南

坎以后在瑞丽江架设悬索式贝雷桥

更富挑战。这种桥梁是二战时军事

上的重大发明，王伯惠参与其中，

获赠《悬索式贝雷桥吊桥军用技术

规范》，开拓了他对修建桥梁公路

的视野，对后来他在国内从事公路

桥梁技术设计有很大的启发。

1948 年 8 月鞍山解放后，他被

推荐到辽宁省交通厅工作，此后便

一直从事公路桥梁施工、设计、科

研等专业技术和学术研究工作，曾

任辽宁省交通科学研究所（院）副

所长、总工，是全国公路学会公路

桥梁与结构分会理事、《东北公路》

杂志主编、《桥梁》杂志顾问，是

2012 年 6月，王伯惠获颁“茅以升科学技术奖·桥梁大奖”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他励精

图治，攻坚克难，始终处在科技前沿，

先后主持或作为专家顾问参与数百

项国家重点公路桥梁创新建设项目。

1959 年他出版第一部专著《道路翻

浆防治》后就在全国交通系统被业

内熟知，七十年代下放农村后仍发

挥专业特长，帮助设计建成通江口

辽河大桥和昭苏太河双曲拱桥，绘

制《农村小桥涵定型图》，由于经

济实用而在全省推广使用。八十年

代担任国内第一条高速公路（沈阳

到大连）专家组组长，九十年代开

始先后参与建设广东虎门大桥、九

江大桥、落溪大桥、汕头海湾大桥、

安庆长江大桥、八一大桥等。他还

参与琼州海峡跨海工程可行性方案

研究，潜心研究并提出了伶仃洋工

程（即现在的港珠澳大桥）三大航

道桥桥型方案等。

虎门大桥是中国首座加劲钢箱

王伯惠的技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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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悬索结构桥梁，对促进珠三角经

济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王伯

惠深度参与此桥建设，为大桥的建

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捐赠的档案中

不少都与此有关。2020 年 5 月该桥

因异常抖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实

际上这座大桥在台风雷暴等恶劣天

气多发、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区域建

成，虽然施工难度很大但技术水平

很高，曾创造国内多项首次和第一

的记录，是当时中国国内规模最大

的公路桥梁，曾获中国土木工程詹

天佑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但

当时围绕大桥的建设方式、路线选

择、自行设计还是聘请国外专家等

问题，也曾发生争论。王伯惠旗帜

鲜明——自行设计。他的观点终占

上锋。捐赠的档案中就有他 1986 年

上书国家领导人提出专业意见和建

议的信件，此外还有大量计算手稿、

咨询意见和技术文件。

王伯惠以丰富的创新实践和深

厚的理论造诣，为我国公路桥梁建

设做出了启蒙性、开拓性、创新性、

实用性、先进性的工作和不可磨灭

的突出贡献。国内很多桥梁专家感

佩他的贡献和精神，纷纷为他提名

“茅奖”。上报后，茅以升科技教

育基金会很快就通过申请。最终，

他荣获 2011 年度我国土木工程界

最高个人荣誉奖——茅以升科学技

术奖之“桥梁大奖”。他在会上真

挚动情的发言让与会者无不为之动

容，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院士亲

自为他颁奖。

虎门大桥设计方案往来信件

王伯惠一生践行西南联大“刚

毅坚卓”的精神，孜孜不倦，心无

旁骛，是“用生命捍卫国家独立和

尊严，用智慧投身新中国建设的光

辉写照”，社会各界称其为“清华

骄子、抗战老兵、教育家、著名公

路桥梁专家、远征军抗战史研究专

家”等等。生前，他回到母校清华

任教的夙愿因为单位不放而未能实

现，身后，他把凝结着毕生心血的

珍贵档案无私捐赠给母校档案馆。

他一生的成果、精神和荣光都回到

了母校清华，将永远被珍藏、铭记、

传承。

王伯惠的荣誉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