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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清华110周年校庆，我想到了

一个深刻的话题：我们为什么要上大学？

大学教育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思绪转回

到1986—1991年在母校读书的五年，那是

一段青春无敌、阳光灿烂的日子。

光荣？耻辱！

1986年，我从沈阳市的一所高中毕

业，幸运地考上了清华。全家人以及周围

的街坊邻居，都非常高兴和荣耀。8月31

日那天，第一次独自离开家，来到心驰神

往的北京。一下火车，就被高年级的学长

们接到了学校，入住13号楼141宿舍。办

理入学手续、领学生证、买餐票、参观校

区，一切都井然有序、有条不紊，老师、

学长对我们新生都非常关爱。走在校内的

林荫路上，自信满满，自己也是一名堂堂

大学生了！但第二天的校史讲座，让我一

下子对清华产生了不一样的认知。

记得是在清华大礼堂，贺美英副书记

给我们讲入学教育课。清华，原来是留美

清华给了我们什么
○穆兆曦（1986 级工物）

预备学校，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学

校，招收中国的优秀学子去留美，全盘接

受美国人的“先进教育”。贺老师字里行

间慷慨激昂，她说道，你们不要认为上了

清华很光荣！要记得，清华是庚子赔款建

成的，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清华的学生，

一定要为国家、为民族去奋斗！贺老师指

着大礼堂上方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从此这八个字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

脑海里。朦朦胧胧地，上清华好像没有那

么高大上了，多了些许说不出的责任感。

1986年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

我们国人普遍没有自信心、民族自豪感。

中国女排在1981年日本大阪夺得世界杯的

冠军，让我们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

华！”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

的第一枚奥运会金牌，摘下了我们“东亚

病夫”的帽子。那个年代，物质远远没有

现在繁荣，我记得父母两位知识分子的工

资加起来，才一百元出头。

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没有像上一代

人经历“文革”浩劫，正好赶上了中国从

贫穷落后走上繁荣富强的历史快车道上。

后来，我们逐渐明白了贺美英老师当

时的苦口婆心：科技救国、实业兴邦，这

就应该是一代又一代学子的重要使命。

占座？自学！

大学的晚上，一般是没有安排上课

的，所有的教室，是可以开放给学生自习

的。那个时候，一教、二教、三教比较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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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一般来讲，下午就要先去占座，至少

也是晚饭前。或者放一个书包，最少也放

一本书。有些班级比较“鬼道”，在黑板

上写几个大字“今晚有课！”随即就把整

个教室霸占了。

老穆有时候没有占到座，看到不同

系、不同级的同学们在灯火通明的教室

里，那么认真地在学习，内心也是自惭

形秽。

那个年代，没有个人电脑，没有手

机，学生被学校的围墙包裹住，大家每天

的轨迹就是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

晚上10点，校内的道路上，汇集了自行车

流和人流，下自习的时间到了。

大学，与其说是教会了我们很多学科

知识，莫不如说是给年轻人打开了自我探

索科学、终身学习的大门。

体育？健康！

从入学的第二天开始，我们就强烈感

受到了清华高度重视体育的态度、行动和

风气。每天下午四点半，整个校区的广播

里都是激昂的动员和节奏强劲的音乐。很

有历史的西大操场，以及刚刚建成的东大

操场，就是各种球的海洋；一个足球场

上，少说也有二十多个足球在飞舞；篮球

场上，每个半场，基本都是三四支临时组

合的球队，在PK五分制。

兵乓球，罗春晔打得最好，跟他打过

多次，记忆中从无胜利。羽毛球，黄于南

神一般的水平，校级的Top5高手。长跑，

大一全校“12·9”长跑比赛，郭鲁伟就跑

进了前三名。体操，平时不声不响的吴录

平，竟然在大四的时候进入了校体操队。

围棋，行胜于言的王勇大一的时候观棋不

语，然后手捧围棋书自己默默钻研，到大

四的时候全年级没有人能下过他了。再后

来，据说他打到了业余选手里的最高

段位。

足球，在134宿舍首领王铁、李子岩

的带领下，我们班的王炜、程宝森、林

欣、黄于南、罗春晔、董遂伍一干人等，

足球水平相当了得，系里也算杠杠的。一

次六字班与四字班的足球对抗赛中，黄于

南发角球，一个香蕉球直接破门得分，堪

称经典，令人难忘。

老穆从高中起就喜欢打篮球，自然在

班里是篮球队成员。董遂武是北京四中

的，篮球打得好，入学后很快就成为校队

成员。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班里很快组成

了标准五人篮球队：董遂武、周放、李子

岩、周明胜，还有我，还有后来分专业加

入的徐惠康。在新生篮球赛里，我们毫无

悬念地拿下了冠军。后来，在系里跟高年

级的学长对抗，也不落下风。工物系不算

大系，但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居然打到全

校第四名的成绩。

强身健体，这个是马约翰先生开创

并留下来的良好传统。为祖国健康工作

五十年——更是清华学子都认同且践行的

习惯。

撕辨？思辨！

大一刚入学的时候，我们是六位同学

一个寝室。有来自北京的段晓东，来自江

苏泰州的吉朋松，来自湖北武汉的罗春

晔，来自陕西韩城的郭民岗，来自山东烟

台的王峰。离开了父母的管教，大家都是

血气方刚、心智青涩的年轻人，因为地域

差异、成长经历不同，对同一事物的看法

都会有所不同。

每晚11点，宿舍准时熄灯。在黑灯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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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里，有的入睡，有的听磁带，有的拿手

电看书。时不时的，就是“卧谈会”。也

许随便一个话题，比如爱情的、国家的、

时事的、体育的，引起大家的兴趣和参

与。有时候和风细雨，有时候因为观点相

左，对立的两位各自引经据典、舌战对

方，内容越辩越深，时间越拉越长，嗓

门也越来越大。有时甚至会惊动隔壁宿

舍，直到一声怒吼：“吵什么吵？都半夜2

点了，还让不让睡觉了？”随即才作罢。

这些卧谈会，往往也没有什么最终的

结论。没见过社会的稚嫩学生，又能有

什么真正的结论呢？但这种“撕辨”=思

辨，带给了我们每个年轻学子各自独立的

思维立场和角度。过几天后，也会觉得对

方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来自北京的段晓东，“撕辨”起来字

正腔圆、不紧不慢，他读的书很多，经常

引用叔本华、尼采等名人的名言，让我们自

愧弗如。

音乐？青春！

因为要学英语，基本上大家都是人手

一台录音机。有的是小小的爱华，有的是

四喇叭。从我自己的使用时间占比来看，

听英语考四级，多少是要听些《Follow 

Me》《新概念英语》的，但更多的是听

流行歌曲。每位同学喜欢听的口味也很不

一样，比如我们宿舍的老吉有台蓝色的大

录音机，外放声音巨大，他非常喜欢放张

蔷的快歌，像《月光下的迪斯科》《爱你

在心口难开》啥的；像136房间的王铁，

就特别钟爱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像134房间的朱晓江，则是台湾校园歌手

的拥趸，他的流行歌磁带也最多。齐秦

的《外面的世界》《大约在冬季》《冬

雨》，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还有

中国摇滚教父崔健的《一无所有》《新长征

路上的摇滚》《不是我不明白》，是大部

分男生宿舍里放得最多的。

这些带着青春和叛逆味道的歌曲，记

录了那个改革开放、春光明媚、蓬勃发展

的80、90年代，也记录了我们懵懂躁动、

年少无惧、青葱芳华的青春回忆。每一代

人喜欢的歌曲都不同，因为那些歌曲绑定

的是各自的青春回忆。 

娱乐？社交！

那个时候，娱乐设施、娱乐活动真的

是很少的。记忆最深的，是一个系才有的

一台电视，还有就是交谊舞。

13号楼的三楼楼梯间有台电视，平时

是锁着的，不能看，只有周六、周日晚上

才能看。必须要占座，才能有好位置。最

前面的，坐着看；后面的，只能站着看；

再后面的，只能站在板凳上看。从《神探

亨特》到中国队的各种比赛。

每次看电视，同系不同级的男生们在

一起，有叫好的、有骂娘的，还经常有不

同意见的争论。看电视，也同时在看热

闹。久了，经常看电视的学生之间，就熟

2011 年，穆兆曦（右 2）与同学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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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起来了，有了跨级的忘年交。

交谊舞，那是社交重头戏！一般是周

六、周日晚上，在七食堂、地下食堂、

九食堂等，有女生的地方开办。那个时

期，清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是“郎多女

少”。所以，女生多的舞会，男生会多9

倍。至于跳三步、四步，还是迪斯科，都

不重要了！

要想邀请一位颜值高的女生，男生往

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大部分的男生，尤

其是理工男，真的都是很腼腆、很羞涩，

要想在9倍的“敌人”堆里杀出，必须要

积极、主动，否则很有可能一晚上只是跟

男生搂搂抱抱了。

我们班很幸运，有五位女神。谢筠从

广州来，落落大方，舞跳得也优雅，女神

们主动教我们男生跳舞，自己学了两次，

手脚笨拙，没学会。那个时候，人和人之

间，非常的清澈、纯真。

刁难？严谨！

清华的老师们普遍治学严谨，对学生

要求很严格。印象最深的一次，我们大二

学“理论力学”，要做实验，写实验报

告。有一次的实验报告，用现在大概B5

的纸写满了8页！有实验的目的、背景、

过程、数据、分析、结论，等等，数据还

要用坐标纸画图，然后剪好贴在实验报告

上。但这一次，由于不够细心，交上去以

后，被老师打回来，整个8页纸全部被判

死刑，而且要求重做实验、重写报告。我

的天啊，这可是整整三个下午的工作量

啊！当时在心里骂：这老学究，神经病！

俺只是局部不小心有点小错误而已，至于

全部重来吗？心中骂骂咧咧，但肯定是不

敢跟老师当面叫板的，还得乖乖去重做实

验、重写实验报告。

后来慢慢发现，不仅仅是这位老师，

95%的老师们都是这样要求学生的。为

了不再花三个下午的时间返工，就学乖

了、认真了，争取认真、细致、严谨地一次

做对！

走穴？创业！

1987年，在北京同学孔雷的极力倡导

下，工程物理系的系领导被孔雷说动了，

居然拿出一万元，让我们班里四位同学成

立了独步乐队。一万元？在当时万元户都

被全社会啧啧称赞的年代里，可是一笔巨

款了。

1987年的暑假，我们没有回家，在二

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挥汗如雨，苦练了一个

夏天。朱晓江的鼓槌打断了三对，我的电

吉他琴弦、拨片也换了若干。终于有点模

样了。

开学后，开始准备文艺汇演，也开始

走穴办舞会。当时孔雷是队长，外面的商

务洽谈，都是他来。第一次，我们竟然赚

到了20元，每人分了5元！5元，基本上

是5顿中午饭的饭费。后来，我们自己也

办，别人邀请也去，排期满的时候，每个

周六、周日都有走穴。赚的走穴费，在同

学群里也算是“款”了。自己办舞会的时

候，要联系场地，要谈租金，要画海报，

要贴海报做宣传。那个时候我经常画海

报，画完了就骑自行车去校内各处有布告

板的地方张贴。一开始没经验，贴上去的

海报很快被撕掉了。后来学精了，一般是

晚上10点半去贴，因为这个时候学生们都

回到宿舍了，贴完了没人覆盖。第二天一

早，同学们吃早饭就能看到了。我们还搞

促销：经常是男同学一块钱，女同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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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因为女生是稀缺资源，有一位女生，

可以吸引9倍的男生，免费一块钱，可以

赚八块，客户思维、市场经济。

后来呢，因为在校内有了点名气，居

然外校也有人来请我们去走穴办舞会。我

们要价最高的时候，是一晚上100元，这

可是普通大学老师一个月的薪水。那个时

候，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能走穴赚钱，很

拽。再后来，混到了校级的文艺社团电声

乐队——威肯乐队（Weekend），宋柯、

文斗、李劲，那个时代他们是校内非常有

名的歌手、钢琴家，比高晓松的辈分要高

很多。再后来，就毕业了，玩乐队的生涯

就此终结。

这段不务正业的经历，用现在的话来

讲，是系领导当了VC，我们来做一个短

期的探索性创业，感性地接触到了市场、

经济、营销。

今年，清华建校110周年，我们也毕

业30年了。回忆了这么多，仔细想想，清

华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教会了我们什么？

高等数学，早已经蜕化到只会一元方

程式了；电子电路，沦落到自己家的电器

坏了还得找外面人修；流体力学，如果自

己煮饭连放多少水都拿不准；量子力学，

更是只剩下认识这四个字了；现在做的营

销领域，纯属社会学科，跟工程物理八竿

子打不着。貌似，整整5年的大学，岂不

是白上了？

不仅没有，而且由衷地感觉到很值，

非常值，绝对超值！

因为：

母校教导了我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母校养成了我们锻炼身体的好习惯；

母校训练了我们严谨的治学精神；

母校激发了我们自学的学习能力；

母校提供了我们思辨的自由精神；

母校包容了我们寻找自我的懵懂；

母校刻画了我们行胜于言的烙印；

母校给予了我们相互交流共同成长的

环境。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绝于耳、此

生难忘。

大学的价值，不在知识，而在见识；大

学的价值，不在学历，而在能力；大学的价

值，不在一时，而在一世。如果再考一次大

学，我还是会选择清华，还是会选择跟班里

可爱又优秀的同学们一起做同学。

作者现为博鳌国际创新品牌促进中心
理事长、清友营销实战学院院长、营销战
略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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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清华校歌 “器识为先，文艺其
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