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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少年  往事如歌

2021年春节前夕，一段

清华人的视频全网刷屏。在

央视网络春晚现场，平均年

龄74.5岁的清华大学上海校

友会艺术团，挽起袖子，唱

起歌曲《少年》，真挚热情

的表演打动了无数人。

半个多世纪以前，这群

可敬可爱的老人都曾在清华

园留下青春芳华。学成之

后，他们带着科学梦想，奔

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将所有的热情、

精力和青春都献给了祖国的万里山河。

他们也在更加绵长的岁月里惺惺相惜，

相守相伴。如今的他们相聚在艺术团，

乘着歌声的翅膀，将一代共和国的记忆

融进激昂的和声里。

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却又在

诉说同一个故事：为了祖国，人生无悔。

新中国第一代大飞机设计师

在爱里 在情里
痛苦幸福我呼唤着你
在歌里 在梦里
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

——《共和国之恋》

艺术团里，91岁的程不时年纪最长。他

是中国第一代民用大飞机“运-10”的副总设

计师，妻子贺亚兮也是一名飞机设计师。

儿时家住汉阳机场旁边，欧亚航空公

司的运输机从程不时的头顶低低地飞过，

他说那时对飞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感

情，是一种很神秘的力量，希望有机会能

摸一摸”。

再一次抬头看见飞机，是在清华园。

1947年程不时考上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

他站在校园中，新中国空军的飞机从头顶

飞过，他仰着脖子看得忘乎所以。开国大

典提灯游行的夜晚，程不时与清华同学

制作的灯笼，点燃了他跃跃欲试的飞机梦

想。他们想做一个按照飞机结构设计的

飞机灯，于是找了几根木头撑了梁，又从

食堂里卸了一个不用的大风扇当螺旋桨。

“我们推着这盏灯，经过北京的大街小巷，

群众就高呼，希望你们将来真的为中国造出

飞机来，我走到这个‘飞机’旁边，心潮

澎湃。”

26岁设计“歼教-1”，27岁设计“初

教-6”，28岁设计“勤工号”，29岁设计

“歼教-6”，程不时的飞机梦透过勤劳的

双手翱翔蓝天。他设计的“初教-6”飞

机在美国卖出了200多架，成为唯一获得

上海校友会艺术团央视网络春晚演出现场

○潘雯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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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红星飞行员协会设计奖”的中国人。

33岁那年，程不时在沈阳飞机工厂遇

到了让自己心动不已的女生。“她明朗坦

荡，以特有的风度和形象吸引着路人的眼

光，但她自己对这一点却毫不知觉。”她

就是程不时携手一生的爱人贺亚兮。

程不时回忆他们初见的场景：“我在

沈阳工作，结果她出差到我们工厂来，就

请她来讲一课。下面坐的都是工厂的老工

作人员，一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她一个

刚毕业的学生，很嫩气的。我发现她居然

还站得住。”

岁月流逝，相伴50余载。如今贺亚兮

已满头银发，眼神却依旧清澈如往昔。他

们在彼此最重要的时光里，共同设计了程

不时最心爱的大飞机“运-10”。

程不时与贺亚兮婚后分居8年，才

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当时大飞机“运-

10”项目从全国抽调设计人员。在沈阳飞

机工厂的程不时和在北京航空工业局的贺

亚兮被抽调到上海。“机头罩是她设计

的，机头的那个雷达罩，机尾有一个，玻

璃钢的结构，也是她参加设计的。”程不

时如数家珍。

当年场景历历在目，数十万张图纸，

可以铺满一个飞机场。曾有人质疑：“你

们设计的飞机飞得起来吗？”程不时听

到很生气，他说：“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人

了，我们吃的就是这个饭，学的就是这个

学问，干的就是这个事，为什么我们飞不

起来？”

经过十年研制，“运-10”终于腾空

而起。程不时亲自乘坐它，穿越世界最危

险的喜马拉雅航线，到达西藏。

《共和国之恋》是程不时最喜欢的

歌。它歌唱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者，在

落后艰苦的环境下，依旧实现了技术的突

破。程不时说，艺术团团员们为祖国的建

设投入了很多，正是他们在歌唱祖国，这

点就很动人。“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这个，

最动人的情绪很完美地表达出来，而且完

全是靠声音。”

马兰核试验基地的“将军夫妻”

不需要你认识我
不渴望你知道我 
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
山知道我 江河知道我
祖国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我

——《祖国不会忘记》

张利兴和朱凤蓉是艺术团里的一对

“将军夫妻”。

张利兴儿时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或

者工程师。1959年，张利兴如愿考入了清

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他的高中同学朱凤蓉

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留苏预备班。第

二年，留苏预备班停办，转入工程物理系

的朱凤蓉与张利兴在清华园重逢。

没有花前月下，这一代人的青春岁

月，最深的记忆是国家的激情时刻。首

枚原子弹的发射，震撼了他们的心，“跳

呀、喊呀，自发地转圈游行。”当时国家

年轻时的贺亚兮（左）和程不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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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发展原子能事业，张利兴毕业时丝毫

没有犹豫，奔赴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分

别的一刻，他和尚未毕业的朱凤蓉拍了一

张合影，似乎想用它锁定二人的缘分，

“尽管在国家的召唤下，缘分的去向并不

可知。”

毕业后，朱凤蓉也选择追随爱人和理

想。那年她26岁，一个人带着两箱课本，

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前往张利兴所在的

部队。下了火车，还要在“颠得人能跳起

来”的“搓衣板路”上，半蹲半坐半站地

坐7个小时的汽车。

虽然艰苦，但他们义无反顾。曾经的

空中核试验取样困难，空军驾着飞机，冒

着生命危险穿过蘑菇云，在烟云燃烧的短

短几分钟里把物质取回来给实验员分析诊

断。当时的仪器设备灵敏度不够，为了

“对得起取样的飞行员”，朱凤蓉没日没

夜地做实验。“连续作战下，她的身体状

况迅速恶化，白血球降到2000，眼睛白内

障。”回忆及此，张利兴满是心疼。在青

春埋藏的苍凉戈壁，他们依靠志同道合的

默契给彼此温暖。朱凤蓉回忆说：“也不

是只有艰苦，也很美，有雪山，也有蓝

天。”

家里有朱凤蓉工作中飒爽的身影，却

鲜有张利兴的照片，因为他的工作辐射量

更大，很少有机会拍照。但张利兴仍然感

慨他们是幸运的，有机会参与到共和国的

成长中来。“我们搞的是看不见的刀山火

海，这个事业，决定了我们是在大漠奋力

地拼搏，在戈壁默默地生活。干的是惊天

动地的事，做的是隐姓埋名的人。”

如今，从戈壁归来的张利兴和朱凤

蓉，都已经成为了少将。这对将军夫妻，

依然习惯简单的军人生活。那些惊天动地

又隐姓埋名的青春化作灯火，留在记忆的

远方。

小提琴和钢琴的“天作之合”

我爱你淙淙的小河
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
我的母亲 我的祖国

——《我爱你中国》

有人在音乐中走过年少时光，有人在

音乐中遇到一生所爱。

艺术团的团长刘西拉和钢琴伴奏陈

陈，是老校友们口中公认的“金童玉女”。

六十多年前，刘西拉是清华大学交响

乐队小提琴首席，英俊潇洒。而“那时陈

陈更有名气”，以数理化三门满分成绩考

入清华电机工程系，入校后被选为钢琴队

队长，还被选派到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

（业余部）学习。

陈陈被“分配”为刘西拉的小提琴独

奏音乐会钢琴伴奏，这两种乐器合奏常被

称为“天作之合”，他们的缘分也仿佛是

命中注定。

1967年，刘西拉和陈陈从清华大学研张利兴（左）、朱凤蓉（右）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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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毕业，服从组织分配到了四川。然

而，在成都的刘西拉和在德阳的陈陈依然

隔着71公里的距离。

在每周唯一的休息日，刘西拉都会去

探望自己的爱人，搭乘一个多小时的绿皮

火车，或骑行三个多小时。距离不是困

难，但最令他难过的是，在德阳县里陈陈

没有钢琴弹。物资匮乏的年代，钢琴比任

何一餐一饭都来得奢侈。有一次出差到德

阳工厂，刘西拉听闻同事家中有一架闲置

的钢琴，放在钢筋棚里。他喜出望外，找

了几个清华的同学，把钢琴放在板车上推

了三里路，直到陈陈的住处。

1980年，国家选送留学生出国，陈陈

以出色的成绩考上了一机部的公派，到美

国普渡大学电机系做访问学者。次年，刘

西拉也获得了公派普渡大学土木系读研

的机会。回国后，陈陈到上海交通大学

任教，刘西拉到清华大学任教。中国驻

美大使馆的同志说，他们是改革开放以

来，双双取得博士学位后第一对回国的留美

夫妻。

1998年，58岁的刘西拉调回老家，成

为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教授。如今，耄耋

之年的刘西拉，生活如年轻人一样忙碌。

他尚未退休，还在给同学们上专业课。他

喜欢和同学们谈论职业规划，面对各种各

样的就业烦恼，刘西拉说：“我们那一代

人很单纯，总是想着国家需要，总想着我

还有这个（知识）优势，我就要去拼。”

如今，两位老人依然保持着练琴的习

惯。刘西拉这样形容自己的爱人，“她就

像莫扎特的音乐一样，在严格的节奏和没

有强烈的对比下，有深刻的内涵”。琴瑟

和鸣，他们在音乐里，一起从风华正茂，

到白发苍苍。

相守相伴的篮球队夫妇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让我们荡起双桨》

18岁到80岁，大符（符毓如）和郑琦

走过了相遇、相知、相守的历练，他们曾

在核工业部某厂共同参与研制我国第一台

核反应堆控制计算机。

“校园篮球明星”大符和女篮队员

郑琦一进清华就认识了。但那时学校有

规定，不许谈恋爱。虽然“大符比较主

动”，但其实球场上耀眼的大符早就引起

了郑琦的注意：“他是前锋，而且老进

球，进得很巧妙，跟人的配合传球确实蛮

不错的。”

大符从小多才多艺，曾作为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少儿合唱团的成员，演唱过那个

时代最著名的儿童歌曲《让我们荡起双

桨》。他还喜欢京剧、演戏，刚进艺术团

时就是三大男高音之一和语音教师。虽

然身怀多种文艺特长，大符最终选择了

当时最尖端的原子能专业。毕业后，大

符和郑琦被分配到西安核工业部某单位，投

年轻时的陈陈（左）和刘西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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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原子能事业。

晚年大符和郑琦定居上海，并不怎么

喜欢唱歌的郑琦，曾经每周六都会准时陪

大符去参与合唱排练。那是那段时间大符

每周唯一的娱乐活动。因为肾衰，大符全

身浮肿，嗓子也坏了，一周要做三次透

析。但即使不发声，每次排练和演出，大

符也愿意待在艺术团的氛围里，在那一团

温暖的和声中，度过一个柔软的下午。似

乎音乐和同学们的关怀可以让他忘却身体

的病痛。

大符的病是夫妻二人抹不掉的负担，

但他们笑对人生的态度，一如过往。在清

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艺术团活动中，大符

在台上昏倒了，旁边的郑琦一把把他拉

住，“还好咱们篮球队的有劲，我给他抱

住，”郑琦说，“到老了就两个人搀着手

走，我现在拽着他走，拉着他一个胳膊，

我们一起多好啊。”

2020年1月3日，大符因病去世。

葬礼上，艺术团团长刘西拉宣读了悼

词：“大符，是一个温暖的名字，他是我

们艺术团的语音教师。在疾病当中，他仍

然坚持排练和演出，哪怕他用最后的力量

站在演出台上。为了分享快乐，我们都来

到这个集体，在这里，我们都感受着更多

的爱。大符，让我们继续共同歌唱。”

风华与爱，在歌声中留痕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没有一丝丝改变
时间只不过是考验
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

——《少年》

2021年2月5日晚，央视网络春晚现

场，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献演《同

一个少年》串烧合唱，当老人们齐刷刷卷

起衬衫袖子的一刹那，年龄感消失了，生

命的活力四射，光芒璀璨。

团长刘西拉在现场动情地说：“我们

老人们为什么愿意聚在一起唱歌？是因为

我们的心里有一种爱，爱我们的祖国，爱

我们的人民。因为爱，我们就奉献了每个

人自己宝贵的一生；因为奉献，我们得到

了很多快乐。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是重新

来分享这些快乐。”

自2008年成立以来，这个“没什么

门坎”、由爷爷奶奶辈的音乐爱好者组

成的艺术团已经登上过包括央视在内的

许多舞台，唱响了多首动人歌曲。他们的

单曲“刷屏”已久，说他们是“网红艺术

团”，也并不为过。

他们用歌声讲述着自己的青春、理

想、爱情与生命。在他们身上，我们

看到了家国、热爱、忠贞、坚定、乐

观、纯粹、负责、严谨、感恩、宽

容、可爱……

一生太短，一曲很长。这一代清华

人喜爱的歌曲依然在祖国的大地上传

唱，他们在如歌的岁月里把家国情怀

融进朝朝暮暮，往事也在时光里酿

得细腻而深沉。

（本文根据纪录片《往事如歌》整理）年轻时的郑琦（左）和符毓如（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