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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清华体操队
何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学姐们说，她们

那时即便是一级体操运动员的出身，

入队时也都还是要被挑一挑的。

进了体操队我才发现，队里尽

是秀丽婀娜、俊如校花的美女，她

们看上去个个柔美多姿，但一训练

起来却俨然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另一

面——大胆顽强、不怕吃苦。《新

体育》是当时最流行的杂志，有一

次，这个杂志派记者来清华找体操

队拍杂志的封面，我们便在大礼堂

前的草坪上摆拍了一整个中午，以

期尽可能好的展现出清华体操队的

精、气、神。拍完之后的几个月，

我紧盯着每一期《新体育》，每期

一拿到手就先看封面、封底、封二、

封三，紧接着再看里面的每一页，

连犄角旮旯也不放过，但一连几次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直到元旦将至，

我才发现八字班队友孙欣穿着体操

服的美丽倩影，出现在每天撕一张

的月份牌上，在图书馆旁边的三院

商店里就可以买到。那时候我们也

都没有肖像权的概念，我跑去问孙

欣，她只嫣然一笑，满不在乎地说：

“一毛四一个。”

我身体弱，从小就隔三差五

加入体操队

1979 年，我作为新生参观校园，

机缘之下在西体后馆遇到了当时体

操队的教练陈蒂侨老师，于是稀里

糊涂的成为了学校体操队二线队员。

连当时几乎零基础的我都收，可见

那时的体操队是多么缺人；后来听

1979-1984 年就读无线电电子学系，期间在学校体操队训练

五年，担任队长四年，获二级运动员称号。毕业后在北京、

新加坡和香港等地从事 IT 行业二十余年。近十年转做企业

教练和领导力培训项目，并利用业余时间创办了公益性质的

青少年软技能训练营。

何华

大礼堂前体操队合影

左起：朱文琪、刘萍、何华、杨跃丽、褚思芳、姜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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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冒发烧，这个毛病带到了大学

后，我常因病缺勤训练。压力之下，

我入队没多久就向陈老师申请了退

队，说我不练了。陈老师却说，常

生病才更需要锻炼。我无言以对，

就答应再练练看，没想到这成了我

这一生最棒的决定。后来，体操队

的训练不仅帮我从弱不禁风变得身

手矫健，还让我结识了一群从外表

到内心都十分美丽的伙伴。

健康与节食

一周五天的训练让我在不知不

觉中强健起来，从经常感冒到很少

感冒，我从多病女逐渐练成了女汉

子。那时候从东区宿舍北入口到五

号楼要上半层楼的台阶，起初我骑

车时为了躲避这些台阶常常选择绕

行走南门。练成女汉子之后，再遇

到那些台阶时，我便直接抬起自己

的二八自行车用力一抡，这样车子

就被抡到半层楼以上了。从那以后，

我开始对自己的身体信心满满——

吸气一口，万事不愁。

除了身体变强健以外，我从体

操训练中得到的另一大收获是早早

学会了节食减肥。大一的时候我因

为体重上升迅速，遭到了陈老师警

告，从那以后，我便开启了我的节

食之旅。当时我们上午第一节课从

7：40 开始，往往不到八点钟我的

肚子就开始感到饥饿，但是为了减

肥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到中午才

能进食。当然，也有 hold 不住的时

候，有一次周末回家，我出现了报

复性暴饮暴食的情况。然而，当我

吃饱喝足后回到体操房一上单杠，

陈老师立马就看出了端倪，命我即

刻去量体重。我到西体二层教师办

公室一量，居然发现自己多了七斤，

也就是 3.5 千克，那一瞬间，我觉

得自己真的是不好意思再去见老

师，于是磨磨蹭蹭半天才回到后馆。

陈老师知道后，下令我一周之内减

回来，这话吓得我在之后的一个星

期里几乎都没怎么吃东西。好在周

五再量时，我的体重真的恢复到了

暴饮暴食之前，于是我才又松了一

口气。后来，“挨饿”貌似成为了

我的生活方式，不过也正是科学地

节食挨饿，才使三十几年后的我依

然可以尽情跳跃。

美丽的队友们

大一第二学期，我接替六字班

的小林姐（林德娟）成为女子体操

队队长，当了队长后，我和队友们

的接触更加频繁，关系也变得更加

紧密，同时也有了更多机会去了解

这些外表美丽、内心阳光、个性坚

韧，同时又多才多艺的队友们。

当时，清华的竞技体操在北京

高校一直占有绝对优势，除了教练

们带出来的整齐团队，还有杨跃丽、

刘萍等异常优秀的运动员。在比赛

中，清华总是包揽所有的团体以及

何华在竞技体操自由操比赛上 北京市高校竞技体操比赛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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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金牌，对我们来说，这个结果

毫无悬念并且确实也从无意外。

1980 年北京高校开始举办艺术体操

比赛，于是我们女子体操队一年要

参加两个赛事，陈老师带我们上半

年练艺术体操，下半年练竞技体操。

当时的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都

是和清华竞争艺体冠军的劲旅，互

相间竞争十分激烈。

但是相比田径、篮球等特别有

影响力的代表队，体操队太不起眼，

即使比赛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没什

么动静，没什么人知道。1981 年，

我们艺术体操在北京大学夺冠，我

们高兴至极。在那个时代不流行自

吹自擂，谦虚的借他人之口祝贺一

下才是宣传套路。我们觉得我们这

个小队和田径等重点队宣传力度相

差较大，就悄悄地找游泳队商量。

女体副队长姜欣是个出口成章提笔

成画的才女，拎起毛笔在紫色大字

报纸上几下就勾勒出一个艺术体操

造型，再附上帅气的毛笔字，一张

靓丽的海报就跃然眼前。我们几个

队员趁着黑夜把几张海报贴到东西

宿舍区各个入口的宣传栏里，第二

天一大早，同学们就都看到游泳队

热烈祝贺清华艺术体操队夺冠的消

息了。

当时的艺术体操只有团体项目

比赛，总是六个人上场。陈老师会

根据队员们的训练状况选择出场队

员，每年都会有新队员接替老队员

成为主力参加比赛。队友们无论上

场与否都会全力以赴的支持比赛，

有的帮助化妆、做头发，有的帮着

拿衣服、器械，有的帮忙带水和食

物。当时正在读研究生的陶璘姐总

给我们买牛肉干和巧克力。

记得有一次比赛结束，学校派

了一辆运煤车接我们返校。身轻如

燕的姑娘们二话不说便爬到车后斗

上，身上是漂亮的体操服，脚下的

体操鞋却踩着煤渣，头顶的蝴蝶结

随风飘舞，就这样一路靓丽地回到

了清华园。

正是这些共同完成的训练和比

赛，让队友之间亲如姐妹，并且还

能常常一起分享内心的秘密。后来

即便相隔二三十年再次相聚，我们

彼此也总有上个星期还在一起训练

的感觉——只要马上入列，一起练

起来就好了。

零字班的杨跃丽曾一人囊括北

京高校竞技体操女子所有个人和全

能金牌。2019 年我们一起到南美徒

步，我们在所住酒店前厅一起摆出

体操姿势合影。二字班的刘萍继我

之后担任女体队长，她曾获得全国

大学生运动会艺术体操第五名的好

成绩，是我们那时代表队里少有的

国家一级运动员。后来我们俩在美

国旧金山湾区相聚时“摆拍”合影，

虽然是一个动作的多次连拍，但不

管在何处定格，姿势都完全同步，

而且一拍即合，一次搞定。

重归体操队

2003 年我从香港搬回北京居

住，得以和几位久未谋面的老队员

在陈老师家聚会。陈老师鼓动我们

几位在几个月后 1979 级毕业二十

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表演。我们当时

四十出头，却都自认老了，将信将

疑地试练起来。校庆那天登台前，

听一个同学说：“据说原来体操队

的队员今天还要表演呢！”另一个

说：“啊？老胳膊老腿的还行吗？”

说实话，我们那时的水平不是很好，

不如现在，但是我们在毕业二十年

后依然能蹦能跳，同学们惊喜的欢

呼声让整个主楼后厅都震撼了！

从那次表演以后，我们在陈老

师的带领下，每周末都在清华训练

半天，一转眼已经坚持十七年了。

队友们从四十出头练到了奔六的年

纪，陈老师也从六十多岁进入八十

多岁的耄耋之年了。无论是队友还

是老师，我们都腰板挺直、功夫过硬、

舞姿柔美，都没有出现过“五十肩”

等身体问题。居住在祖国和世界各

地的队友返京时，在一起参加周末

训练就是我们的聚会标准模式。

梁思成教授曾经说过，建筑学

科比艺术更工程，比工程更艺术。

类比一下，体操项目比体育更艺术，

比艺术更体育。近年来，队友们在

校庆时参加各种表演和庆祝活动，

从大礼堂到西体再到新清华学堂，

都体现出了体育和艺术的精神。

2018 年体操队受托主办代表队

1977、1987 级老队员的校庆活动，

体操队的团队精神再次被彰显得淋

漓尽致。听到消息后，队友们都积

极支持筹备工作，居住在不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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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时区的各路英才在网上集结，大

家分工合作，有负责节目排练的，

有负责服装和音乐的，还有负责活

动宣传的，当然也少不了负责场地、

音响以及晚宴、纪念品的。作为老

队长，我的心里别提多轻松快乐了。

当时组织团队的微信群正好是八个

女生，我们就改群名为“女八路”。

男体的队友们也特别给力，有的说

晚宴的费用我包了；有的说：“你

们放心花钱，我兜底。”陈老师则

一如既往是核心动力和总指挥，是

我们的主心骨。

那年的联欢活动，无论是从节

目内容还是到表演的编排都较之前

更加多样化，其中舞蹈《沂蒙颂》

由女体和男体的队友们共同出演，

此外还有来自田径队、篮球队的伙

伴们前来参加，大伙齐心协力的配

合使整个表演都大放异彩。

联欢会结束时，来自各个项目

的代表队友们在歌曲《友谊地久天

长》中拉起手来连成一体，女体队

友叶玲的美妙歌声充满了整个西体

前馆，老队员们的友谊和激情也在

歌声中升腾氤氲。当日晚宴的餐食

都是八十年代的怀旧菜，印有“体

育代表队”的精巧搪瓷纪念杯成为

了抢手货。

2020 年初，由于新冠肺炎疫情

肆虐，我们无法去清华训练了，队

友们便把训练搬到了网上。每天下

午大家在同一时间视频连线一起锻

炼，坚持了好几个月，训练的频次

更多、强度更大，大家感觉好像回

到了当年的代表队。同样因为疫情，

这一年的校庆活动无法线下举办，

于是体操队召集老代表队的队友们

在校庆时网聚，大家一起做操、看

即兴舞蹈或武术表演、隔空聊天，

“云端”传情，一同为母校祝福，

庆祝母校 109 年的生日。

体操队的传承

女子体操队主教练陈蒂侨教授

于 1957 年来到清华园任教，培养了

一代又一代的体操代表队员，引领

她们在训练中磨炼，在比赛中成长。

2017 年在队友的倡议和广大男女队

友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陈蒂侨奖

学金，用以奖励清华健美操队和艺

术体操队的现役优秀队员，让清华

的体育精神在学生中代代相传。

看着风华正茂、青春无敌的

学弟学妹们的英姿和灿烂笑容，听

着他们讲述当今校园生活的点点滴

滴：怎样为队友过生日，如何庆祝

女生节，如何将红红的气球布满健

美操房整面墙的镜子……

我的思绪回到三十多年前的上

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不搞生日会，

没有女生节，我们给 1977 级队友开

欢送会时，因为预算不够买糖果点

心，于是将红红的大番茄装满一脸

盆摆在队友围绕的桌子中央……我

的沉思被一位五十年代毕业的队友

打断，这位比我年长三十多年的学

姐拉住我的手说：“何华，我早生

了六十年！”

在我看来，何时生，何时死，

谁都无法选择。值得庆幸的是，我

在自己的青春岁月中选择了体操

队，在人到中年时又回归体操队，

前后加起来有二十二年的训练，

二十二年的美好。我渴望在清华体

育精神的陶冶中，在体操队里，和

老师队友们一起再练上至少二十二

年。

陈老师率领老队员们准备校庆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