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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记者   王金羽

张程：平凡中点亮星河璀璨

2022 年 4 月 16 日，神舟十三

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

成功着陆，三位航天员向祖国报

平安。我国航天事业崛起的背后

有无数人奋斗的身影，他们同样

怀揣星河璀璨之梦，虽然名字可

2005 年 7 月 29 日，钱学森曾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

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

‘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先生所关心的问题一直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自钱先生发问之后，就一直引发整个

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作为想要探索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尝试，2009 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钱学

森力学班（以下简称“清华钱班”），这是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唯一定位于工科

基础的试验班。清华钱班旨在秉承钱先生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思想，致力于构建一个开放型的创新教育

模式，以有利于学生成长为工程技术领域具有健全人格、领导力、突出创新研究和发明能力的人才，

期望他们将来能够通过技术改变世界、造福人类。清华钱班的核心理念是：帮助每一位学生找到独特、

特别感兴趣且天赋擅长的发展方向；引导学生的激情方向指向历史性机遇下的全球性的重大挑战问题；

鼓励学生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到乐意深入指导该学生挑战重大问题的杰出、有经验的导师。

经过十三年的探索，清华钱班摸索出的“进阶式研究学习系统”已比较成熟：从本科一年级开始，

通过多层次了解并参与重大科技前沿领域的挑战问题的机会，帮助学生找到内在激情与使命。通过逐

级提升的进阶研究，引导同学们从被动学习中解脱出来，在导师的帮助下，开展主动学习、挑战学习、

研究性学习，最终成长为科技领域的拔尖创新型人才。

为此，清华钱班对传统培养体系进行了颠覆性重塑，形成了数学、科学、工科基础、人文社科、

贯通综合、科研实践等六大培养模块，以重大挑战问题为牵引，开展高度个性化的精深学习。

十三年的探索过程中，在以郑泉水院士领衔的一批优秀老师带领下，清华钱班培养了很多对重大

前沿课题有激情、愿意探索、努力付诸实践进行创造性学习的优秀学子。本栏目将陆续刊登清华钱班

这十三年发展中有代表性的学生故事，既是对清华钱班人才培养探索过程的记录，也是清华大学人才

培养探索的时代见证。

前    言

能并不为人知晓，但他们却在平

凡中谱写着自己的篇章。清华大

学钱学森力学班的毕业生中就有

人在向浩瀚宇宙发射中国卫星，

或许，我们可以称呼她为“发星

星的女孩”。

周五晚上下班后，张程从航

天五院驱车来到五道口，“我也

好久没回来这边了”。她身穿白

衬衫、牛仔裤和平底鞋，背着一

个大大的单肩帆布包，看起来和

大多数上班族没什么不同。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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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程觉得“尤其可怕”。“那时

候不知道‘分流’其实是可以转

去自己喜欢的专业，就只是担心

被淘汰”。她把自己的时间安排

得满满当当，早上七点起床、上课，

午饭后也不休息，下午除非有强

制参加的体育活动，否则都是在

学习。那时候，张程每天都会自

习到图书馆关门，回到宿舍还要

继续，生怕自己跟不上。

“我记得有一次高中同学来

找我玩，结果只能带人家去自习，

因为我作业写不完。一年级那一

年我很少走出校园，每天都困在

学习里面。”

这一年，学生在探险，老师

也在摸索，后者始终以一种“真

心实意为你好”的形象跳动在张

程的脑海里。虽说第一学期期中

就感受到巨大的学习压力，而且

期中考试不及格，但这些并没有

让她对课堂的回忆布满灰尘，反

而在十余年后依旧感觉亲切又温

是钱班首届（2009 级）学生，本

科毕业在清华直接攻读博士，师

从冯西桥教授，2018 年拿到博士

学位后一头扎进了祖国的航天事

业。钱班首席教授郑泉水院士在

得知本期人物选择了张程后说：

“小橙子啊，我记得她不少故事。”

记者这才发现，张程的微信头像

果然是一颗橙子。

“困”在学习里

和很多学生一样，张程读高

中的时候全部心思都在于如何让

成绩更好一点，还没考虑过大学

要学什么专业，以后要做什么。

当招生老师说钱班会打下扎实的

数理基础、让学生有更多元的发

展空间时，对未来有些茫然的她

就被吸引了。作为当年天津市高

考第二名，忆往昔，张程浅笑，“考

一个好名次、进清华、进钱班的

确是为校争光，毕竟芦台一中是

个不知名高中。”就读中国的最

高学府，又在全校最好的班之一，

她突然发现身边高手如云，有来

自全国顶尖高中的同学和学过竞

赛对大学课程颇为得心应手的同

学。她一边努力适应中学学习到

大学学习的转变，一边经历着从

“天之骄子”的云端坠落，重新

寻找自己的位置。大一期中考试，

张程的高等代数没有及格。面对

人外有人的新环境，不再时时被

人“当宝宝”，而是“被现实毒打”。

“如果是人大附的学生，人

家可能在念中学的时候就已经被

身边人‘毒打’过了。但是像我

们普通一点的高中，在过去的学

校里周围的人都觉得你聪明、都

捧着你。但其实以考试成绩为参

照，并不能真的认清自己，来到

大学以后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

要去适应、去成长。”

因为是钱班招的第一届学生，

几乎没有什么可供参考的前人经

验，听到以后会“分流”的消息，

张程（中）与同学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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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朦胧却明亮。

“大一开班会，班主任老师

也不是喊着让我们好好学习，而

是想办法让大家不要太紧张、别

那么拼。郑泉水老师如果觉得什

么内容很前沿，就会发自内心地

来跟我们说：‘有一个研讨会，

特别好，可能你也听不懂，但是

你来听一听、感受一下’。”

“奇形怪状”的发展路径

撑过一年级，慢慢找到了自

己的学习节奏，张程开始沿着钱

班彼时正在探索的新路径尝试

科 研 训 练。1996 年， 清 华 大 学

启动了面向本科生的大学生研

究 训 练 计 划（Student Research 

Training，以下简称 SRT），但并

非必修；2009 年，刚成立的钱班

以这一项目为初始抓手，鼓励每

一位学生在大二的时候就通过科

研训练寻找自己热爱的方向。张

程选择了去机械学院开始她的第

一个 SRT：参与跟石墨烯有关的

实验研究。

“选择石墨烯是因为感觉这

个比较前沿，其实本科生哪懂什

么是前沿，只是郑老师总是把石

墨烯挂在嘴边，我就想去看看。

现在回忆起来，比起理论推导，

我倒是很喜欢做实验，因为能‘看

见’。” 

第一次科研就能有一些成果

或者立即找到无可替代的学术兴

趣，其实是小概率事件，没有发

生在张程身上。读文献、做实验，

这次体验带给她的，是对实验室

抽象的“感觉”：“全新的”“有

点意思”“跟上课完全不一样，

因为没有答案”。随后的时间里，

她在课程学习、科研探索、学生

工作之间寻找着自己的平衡。进

入高年级，她接下了 2012 级钱班

辅导员和航院女生辅导员的工作，

大概是自己也走过低谷，所以更愿

意关心和体贴他人。但生活不会

只有一条波，读博的时候，也曾

因发不出文章而睡不着觉，焦虑

得直哭，不过张程已经慢慢可以

把这些作为成长中的平常事，“没

有痛哭过的博士不足以谈博士”。

张程身上最体现钱班特征的

一面，是她敢于不停地探索自己，

开放地面对一切可能性。张程的

毕业设计、博士研究虽然都是在

冯西桥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但两

者方向不一样，博士毕业后又转

去了航天领域，她定义这种切换

是“发展路径奇形怪状”。

“其实我算是离开最纯粹的

科研了，现在所做的可以称为‘应

用基础研究’，更多是考虑如何把

研究成果恰当地应用在未来的工

程中。这种感受也挺好，做卫星

相关的预研，真切地知道自己的

知识在为它的某一部分做贡献。”

相比于一条路走到底，张程

认为钱班人虽然看起来有点“横

七竖八”，但这或许才是大学真

正的意义。大家不一定都长成了

老师们想象中的样子，老师们想

象不出来可能才是钱班人。

“如果钱班让你知道自己喜

欢什么，当然好；但是如果感受

了半天，能发现自己不喜欢，那

也挺好。”

张程以一种颇为平淡的口吻

叙述着过去的十年——没有大起

大落，只是在偶有崎岖的平路上

拐弯，便是人生常态。转弯未必

很难，只要有勇气就行了。

创新不局限在科研

张程现在就职于通信卫星的

预研部门，与力学的相关性既不

直接也不太大，但她直言在钱班

最重要的是学到了可迁移能力，

其中最基础的是系统工程思维。

一方面，课程让她掌握了学习的

能力和方法，科研训练中的技能

也完全能够迁移到工作模式中。

在刚刚工作的第一年里，她忙于

熟悉一些航天领域公式的意思、

工具的用法，以及入门的技术；

随着工作难度的加大，张程开始

在最新的研究文献里学习、复现

并应用。另一方面，当她真正转

入预研部门，特别是如今成为团

队负责人后，需要她统筹全局、

规划推演，“钱班给大家开钱老

的系统工程课真是太必要了”。

“我需要把自己从一项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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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了你才知道可以随时扫它。

卫星也是一样，我们的产品要足

够创新才能走得足够远。”

张程形容“钱班人”就是在

“清华人”的特质上再加上创新。

清华人是“祖国哪里需要我，我

就到哪里去；祖国交给我的工作，

我就要认认真真不折不扣地完

成”。钱班人也是这样，但是钱

班的课程、科研都更注重培养创

新的意识和思维，大家都被钱班

营造出的创新氛围潜移默化地影

响。张程虽然“大半”离开了学

术圈，但她认为创新不局限在科

研，自己的工作充满了创新挑战。

“读本科的时候郑老师天天

跟我们强调‘创新’，我们上的

课从来不会停留在课本里，我们

去尝试科研是去体验‘探索和发

现’。而且我认为我现在虽然不

做学术，但也在做创新的工作。

创新不局限在科研里，因为拓宽

人类知识的边界固然很重要，但

是把现有知识和资源有机整合形

成突破，也是一种创新。”

从张程的视角回望，十余年

前的钱班还是那样生动。沿着她

的描述，仿佛看到了第一批“珠

峰计划”的学生们晨起踩着单车

去上课，被老师们启发、追问。

张程理解的钱班不是孤立的，她

能在钱班感受到清华的特点，看

到郑老师、冯老师等学界泰斗实

验室的传承；但钱班又是特殊的，

因为大家都在探索自己想做的事，

而不是“挤”在一条跑道做同一

件事。

“如果喜欢按部就班地上课、

复习、刷绩点，那可能不太适合

钱班；如果愿意挖掘成绩以外的

自己，认识自己、挑战自己，那

钱班就会是乐土。”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

迪厄与 J. -C. 帕斯隆合著的《继

承人》探讨了大学生与文化，并

指出：“学习远不是一种简单的

手段，它本身具有自己的目的。

孤立地看待当前的学业，人们就

会以对出发点和目的地的双重否

定为代价，给自己一种全面体验

知识分子志向的错觉。”我国高

等教育从大众化阶段迈向普及化

阶段，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大学，

读完本科后以“升学惯性”继续

读硕士、读博士，然而对于自身

的认知却滞后于知识技能的积累。

钱班作为“试验田”，对学生成

长本体性的关注使其教育理念和

模式都超越了一般层次的人才培

养，具有更深远的意义。正因如此，

钱班人的所识所思不是柏拉图洞

穴中的影子。在未来，或许各行

各业都散落着能够发挥自己热爱

和所长的钱班学生，他们可能是

平凡的，甚至在清华读书的时候

还经历了一些磨难，但刻在骨子

里的创新精神总会让他们点亮各

自的星河，照亮夜空璀璨。

体的工作里跳脱出来，站在一个

更高处来分析所有的事情。比如

我出一个整体的方案，把各个模

块要求明确下来，再分配下去。

我必须知道我们想要设计一个什

么样的卫星、实现哪些功能、国

内的技术水平能够怎样支持这些

功能的实现，等等。”

在航天领域，我国取得了非

凡的成就，张程深感任重道远。

普通人坐在电视机前看神州、嫦

娥系列发射，和张程作为航天人

去竞标、想要中国制造的卫星脱

颖而出，是全然不同的体会。作

为投身航天事业的新一代，不仅

仅要实现追赶，更要努力超越，

让中国的卫星在国际市场更有竞

争力。她比喻我们以前的卫星设

计更像是学生翻课本、做题翻参

考答案，按照需求在产品册子里

找一个已有差不多的型号，再稍

微改装一下。可是当我们在全球

市场上对比，会发现在某些方面

还是有技术差距，不能再用原来

那种基于“参考答案”的慢迭代

的方式。相反，要颠覆过去的设计，

甚至创造新的需求。

“我们看完人家外国人的技

术，回来就知道不能再只去翻旧

的东西了，不能老想着‘看答案’，

要做得又好用又便宜、对用户友

好，其他国家才会来买我们的。

还要有自己的设计理念，甚至创

造需求。比如以前没有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