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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刘达（1911—1994），又名
刘成栋，1911年2月5日出生于黑龙江省肇
源县。1935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其间参
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东北局秘书处处长

兼东北军区参谋处处长、陈云同志秘书、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哈尔滨市首任市长等重
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刘达同志奉调先
后创办东北农学院、东北林学院，历任森
林工业部副部长、黑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国家标准计量总局局
长等职务。

1977年4月，刘达同志担任清华大学党
委书记，第二年兼任校长，大刀阔斧地进
行拨乱反正、调整布局、提出规划，使清
华大学的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轨。刘达同
志在清华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17年，为
清华的恢复、建设与发展，殚精竭虑、无
私奉献，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2021年
是刘达同志诞辰110周年，也是清华大学
诞辰110周年。在这样特别的历史时刻，
清华师生更加深切缅怀刘达校长。

今年是刘达同志诞辰110周年，又逢

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刘达同志与校同

寿。虽然刘达校长已经离开我们20余年，

但他对清华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的重大

贡献我们不会忘记，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刘达同志早年投身革命，曾经在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学生运动和根据

地斗争，浴血奋战。建国前后又转而从事

教育事业，主持创办了东北农业大学、东

北林业大学，并先后担任黑龙江大学、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

长，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刘达同志1977年

来清华主持校务工作不久，就于1978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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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的决策者和奠基人
—— 纪念刘达同志诞辰 110 周年

○董新保（1953 届电机）

出要在清华建设经济管理学科和专业，并

亲自领导、决策定向、具体指挥与部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达校长是清华经济

管理学科建设的决策者和奠基人。

经济管理专业是改革开放后清华大学

成立的第一个文科性质的专业，在清华大

学从单一的工科大学向多学科、综合性、

研究型大学结构调整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

和作用。

一、乘改革开放大潮，建设清华
经济管理学科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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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动乱，国民经济遭到极大

破坏，生产停滞，交通堵塞，商品紧缺，

全国职工平均实际工资低于20年前水平，

人民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人们改善

生活、改变现状的要求十分强烈。面对这

一形势，当时的党政领导与学术界、企业

界人士共同讨论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

以及改善现状的方向，提出技术陈旧、结

构失衡、体制不顺、管理落后等四个方面

的主要问题，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管理落后，严重束缚经济发展，制约着人

民生活应有的提高。人们认识到，要改变

我国经济的落后面貌，必须改革和加强国

家经济与企业等各层次的管理工作。而加

强管理则需要有大量懂得现代管理理论和

方法的人才，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成了不

可回避的重要课题，既有通过大专院校培

养大批新人的任务，也要十分重视通过各

种方式对现有各级管理干部进行培训，提

高他们的管理理论与方法水平和实际管理

能力。在这一形势下，全国高等院校很快

出现了一个建设管理专业、培养管理人才

的热潮。清华党委、刘达校长乘全国改革

开放的大潮，当机立断，果断作出立即在

清华大学创办经济管理学科、经济管理专

业的重大决策。1978年中的一个晚上，时

任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后任高等教育

部、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同志，找了我和

另外两名政治经济学教师商讨建立经济管

理学科的事情，这次会见既不是务虚，也

不是一般的探讨，何东昌同志是代表校党

委和刘达校长，向我们正式下达和布置任

务，要我们筹备建设清华经济管理学科、

经济管理专业，成立经济管理工程系，而

且要求立即行动。何东昌同志还告诉我

们，刘达校长决心很大，他会对此大力支

持，有事情可以直接向他汇报，有问题可

以直接请他解决，不要有任何顾虑。

说实话，我在接到筹备经济管理专业

的任务时，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在筹备工

作中，首先面临两个难题：一是教师队伍

的召集和成长，办教育首先要有人，没有

教师，如何去教育学生；二是学校基本没

有经济管理专业教学工作的实践经验。于

是我们首先去请示刘达校长。

关于第一个问题，刘达同志要我们从

两个方面去解决，一是去兄弟院校及校外

单位物色，二是在校内召集，总会有办

法。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短时期内从校外

物色比较困难，全国都缺经济管理方面的

教学人才。只能首先在校内召集，我们从

水利系、机械系把曾经学习、进修过管理

课程并担任过一定教学任务的教师，以及

对技术经济分析有过教学与研究实践经验

的教师集中起来，总共有七八个人。我们

还号召虽然没有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但

对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有较高兴趣的教师

自愿改行参加我们的队伍。经过一段时间

的努力，终于汇聚了十来个志同道合的骨

干人员。

关于如何克服缺乏管理专业办学经验

的难题，刘达同志指示我们走出校门，放

下架子，不耻下问，向社会学习、向企业

学习、向各方专家学习。按照刘校长的指

示，我们组织教师到兄弟院校拜访学习，

我自己也千方百计找机会接触各方专家学

者。1978年秋，得知经济学家于光远在大

连召开经济管理座谈会，分析探讨我国

企业管理状况和高校管理教育情况。这个

会议的内容对我们极其有用，我利用有关

渠道，硬挤了进去。通过这次会议，了解

了许多基层企业管理情况和兄弟院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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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教育情况，并结识了于光远、蒋一

苇、徐寿波等经济管理学界的专家，极为

有益。之后，又得知管理着众多生产企业

的第一机械工业部要组织人员到下属工厂

企业调研企业管理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又

是一次绝好的机会，我硬着头皮主动找上

门去，要求参加调研活动，并表示我的差

旅等一切费用由清华自己担负。一机部同

志有感于我的诚意，同意了我的要求，而

且比较大方地没有要我自担费用，我想这

也许是清华大学的面子起了作用。这次调

研历时20来天，到了山东、上海、浙江三

个重要省市，参观访问调查了多个重要企

业和各省市的机械工业局。我毕业留校工

作，很少到企业去，此次调研收获很大。

这一时期，刘达校长还亲自到改革开放前

沿深圳市蛇口工业区访问考察改革开放形

势和工业区的管理状况，我们派了教师徐

国华同志陪同。

在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之际，校党

委和刘达校长对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做了

组织上的部署。1978年秋，在清华马列主

义教研室下设立经济管理教研组，我任教

研组主任。当时我担任马列主义教研室

副主任（主任由校党委领导兼任，不过问

日常工作，副主任只我一人）、党总支书

记。1979年，经济管理教研组从马列主义

教研室分离出来，成立“清华大学经济管

理工程系筹备领导小组”，作为校直接领

导的系级机构，实际上直接属校党委和刘

达校长领导。领导小组由董新保、沈瑞

芸、傅家骥、邵斌、叶焕庭、谢文蕙六人

组成，董新保任组长。1980年，筹备工作

基本完成，经上级领导批准，正式成立清

华经济管理工程系，我任系主任。从建系

过程可以看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科、

经济管理工程系，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应

运而生，刘达同志是清华经济管理学科的

决策者和奠基人。

二、揭开清华经济管理学科
教学工作的序幕

在经济管理专业创办初期，为了加快

学科建设的进程，筹备领导小组提出了一

个大胆的设想：尽快招生、尽快开展教

学，用教学工作的实践来促进和推动专业

与学科建设。但限于客观条件，我们一时

还拿不定主意，于是就去找刘达校长请

示。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刘达同志的肯定和

大力支持，他立即指示我们：办大事、办

新事，就是要放开手脚，大胆前进，你们

就应该尽快招收学生，把教学工作尽快搞

起来，以实际工作促进学科建设和教师队

伍建设。刘达校长的态度有力地提升了我

们的信心，促进了我们的工作进程。从

1979年春开始，我们揭开了清华经济管理

学科教学工作的序幕，迈出了“三年三大

步”的坚定步伐。

第一步，1979年夏，我们在没有其他

在校生、也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的情况下，

率先招收了16名研究生，人数之多居国内

工科院校管理专业之首。我们当时考虑，

如果先招本科生，本科生的教学计划要开

30门左右的课程，我们的条件难以做到。

招研究生只需要开十多门课，而且还可以

在兄弟院校、中科院聘请专家来兼课，

能够保证教学质量。率先培养研究生还有

一个好处，可以在他们毕业时择优留系补

充我们的师资队伍。率先招收研究生的做

法得到了刘达校长及何东昌同志的支持，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我们这一决定的正确

性。第一届毕业的研究生培养质量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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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是政府部门、高级研究

与教学部门的资深专家，留在清华的毕业

研究生都已升任教授，成为经管学院及其

他单位骨干，在教学与研究事业中作出了

重要贡献。

第二步，在有了研究生一年教学经

验、已顺利开出十余门课程的基础上，

1980年，我们毫不犹豫地作出招收经济管

理专业本科生的决定，在该年秋季顺利招

收了经管系第一届30名本科生，就是现在

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是我国首次首家

创建这个专业。这个班的毕业生培养质量

优秀，多数在国内外金融界服务，全国政

协委员、曾任清华经管学院金融系主任、

清华苏世民书院第一任院长、清华经管学

院教授李稻葵就是这个班的学生。

第三步，1981年，应国家经委、一

机部要求和委托，对国有大企业和经济

管理机关在职中层干部进行现代管理理

论与方法的培训。刘达校长对此十分重

视，指出培养研究生、本科生固然十分

重要，但存在远水不解近渴的问题，他

们即使毕业了，学了许多理论知识，但

缺乏实际经验，不可能立即发挥作用。

在职干部就不同了，他们有实践经验，

甚至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知道企业中的

问题所在，对他们进行一定的现代管理理

论与方法培训，很快会在实际管理中得到

运用，起到立竿见影的良好作用，值得

重视，必须把它办好。在刘达同志的支持

下，我们积极投入，很快就办起了“清华

大学经济管理干部研究班”，接收了国家

经委、一机部、北京市的98名学员，入学

条件为“文革”前大学本科毕业、十年左

右实践经验，学制为脱产学习一年半。刘

达校长亲自参加了研究班的开学典礼，并

作了重要讲话，对大家鼓舞很大。这个班

先后招了两届，共190余人，后来逐渐演

变为MBA办学形式，也可以说这是清华

经管学院MBA办学形式的前身。这个培

训班的教学是成功的，许多人毕业后成了

大型国有企业和经济领导机关的领导骨

干，还出了几名党政领导，有党中央委

员、候补委员、省长、副省长、省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后来我们有很多机会和他

们接触沟通，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肯定当年

在清华经济管理工程系的学习对他们的工

作和事业均有重大影响，十分感谢母校对

他们的培养和教育。他们还反映，在清华

学习期间，不仅学到了理论知识，党组织

和老师们也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政治思想教

经济管理工程系第一届研究生毕业答辩现场

经济管理工程系第一届本科生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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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在政治思想水平上也得到提升。他们

表示，这么多年来，这两个班的学员，至

今还没有发现有违法违纪的现象。他们

说，在清华近两年的学习，最大的收获是

学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

神。

以上经济管理工程系初期的“三年三

大步”，涵盖了本科生、研究生、在职干

部培训等高等教育的主要办学形式，为经

济管理工程系和经济管理学院的建设与发

展打下了良好的教学工作基础。

三、更上一层楼，筹建清华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的筹建是经济管理工程

系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经济管理工程系正

式建系后不久，刘达校长就明确提出“先

建系、后建院”两步走的发展蓝图，要求

在经济管理工程系的建设取得良好成绩、

基本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着手筹备建设清

华经济管理学院。

1982年，在刘达校长的具体要求下，

我们把筹建经管学院的任务摆到了系工作

的中心地位。其实，经管系的教学工作、

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教师队伍的建设与成

长工作、教学组织经验的积累等，已经

在为经管学院的建设打基础。同时，我们

为建设学院还做了许多其他相关的准备，

如收集国内外经济管理学科组织机构的资

料、走访有关领导机关、外出调研、拜访

各方专家学者，等等。接着就以学校和校

长的名义，起草了申请成立清华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的公文，报送教育部，请求审批。

但是，申报审批的环节并不顺利，在

多次电话催问、副校长和我走访教育部当

面请示争取之后，仍然迟迟不批。此时，

清华校友、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

同志给了我们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清华

经济管理学院的建院过程中，我经常找他

沟通交流和请教。他得知我们的困难后，

向我建议，可以考虑越过教育部，向国家

计委做建院申报。朱镕基曾在计委工作多

年，他说国家计委的科教局有权审批高等

学校机构设置事项。我向刘达校长报告

后，校长立即决定要我向国家计委送申请

建院报告。经过多次汇报和争取，刘达同

志又亲自出面给清华校友、国家计委主要

负责人写信，我们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1984年初的一天，朱镕基给我打来电话告

知好消息，他打听到国家计委已经决定

发文教育部，批准清华成立经济管理学

院，并拨款人民币400万元作为建院经费

补贴。不过计委文件要通过教育部转发，

计委批了，教育部也会批，但教育部领导

的审阅程序、公文旅行可能要十天半月、

甚或更长时间。朱镕基得知批准清华建院

的红头文件已经在计委文印室印成，他也

和计委文印室说好，同意我当天下午到文

印室去手抄一份。我喜出望外，放下手中

所有事情，立即赶到计委文印室把文件抄

了回来。当我把文件手抄稿送到刘达校长

手中时，他高兴得一拍桌子，腾地一下站

了起来，口中连说几个“太好了！太好

了！”我从来没有见到老人家如此高兴。

建院审批成功，建院前还有一件重要

事情要解决，那就是物色聘请院长。我找

刘达校长商量，为了办成世界一流的管理

学院，必须物色一位富有经济管理实践经

验、有较高社会地位、对清华大学有深

厚感情的人担任第一任院长。经过先后多

次商讨，我向校长建议，可以考虑聘请清

华校友、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曾对清华



纪念刘达校长诞辰110周年

2021年（春） 101

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给予了重要帮助和支持

的朱镕基同志担任院长。刘达同志同意了

这个建议，后经校党委作出正式决定，聘

请朱镕基同志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首任院

长，这任院长一直做了17年，直到他担任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后，才辞去院长

职务，朱镕基同志目前仍然担任着清华经

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校党委、刘

达同志还决定尽快举行经济管理学院的成

立仪式，至于建院后分设系所的问题，一

时难以决定，可以留待建院之后经过充分

认真探讨后再做决定。1984年5月，清华

经济管理学院正式成立，有一年左右的时

间，经管学院的体制结构为一个学院、下

设一个系（即原经济管理工程系），院以

下的组织机构、人员均保持不变，一年以

后才分设若干个系所。

综上所述，在清华经济管理学科酝

酿、筹备、建设的初期六年左右时间里，

在决策定向、发展规划、教学安排、课程

建设、学生教育、队伍成长等诸多方面，

刘达校长都给予了巨大关怀和具体细致的

指导。清华筹建经济管理学科初期，条件

与资源均十分薄弱，与学校完备的经验和

制度相比，差距很大，许多我们要办的事

情不符合现有的规定，相关职能部门通不

过，我们只能直接找刘达同志给予支持，

额外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小小

单位、小小人物，却得到了校长的格外关

照：我可以不需要预约、不需要通过校长

办公室安排，随时推开刘达同志办公室的

门，找校长汇报情况、报告工作、请示解

决问题。可以说，刘达校长对我们的请

求，事无巨细，有求必应，给我们的工作

以极大的支持。那段时间，学科建设十分

顺利，我的心情也特别舒畅，当然，我们也

十分注意，自觉避免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概括刘达校长对清华经济管理学科建

设的主要思想和原则，可以列出以下几

点：1. “先建系，后建院”两步走的发展

蓝图。在经管系取得较好办学成绩，条件

成熟时，建立经管学院。刘达校长曾深情

地表示：如果建不好清华经管系、经管学

院，我死不瞑目。充分体现了刘达校长对

办好清华经管学科的决心。2. 高标准，严

要求。刘达校长在建系伊始就明确指示，

清华经济管理学科，要么不办，要办就要

办成世界一流。3. 清华经管学科的教学与

研究，必须面向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潮，为

改革开放服务。4. 必须正确处理好质与量

的关系，要质量第一，在质量提高的基础

上发展数量。刘达校长具体规定，经管系

办学初期，本科只招一个班30人，加上研

究生、干部培训，全系规模定在400人左

右。5. 要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与研究

工作，教师与学生，都必须重视实践环

节，多下工厂，多去经济管理实际部门，

向实践学习，为实际部门解决实际问题。

刘达校长的这些思想和原则对清华经济管

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着重要和长远的指

导作用。

1984年5月19日，清华经管学院成立大会在

清华主楼举行，刘达校长（主席台左6）出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