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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学诚行   敢为人先

本刊特约记者   周佳晶

1940 年代的一个冬天，日军占

领下的上海沦陷区，一个不到十岁

的小男孩低着头，顶着冬日的寒风

疾走，经过马路对面的哨岗时，冻

红的手却从长衫的袖筒里瑟瑟地伸

出来，因为日军规定：中国人经过

日本哨兵时 , 手不准放在长衫袖筒

里。小男孩不愿抬起头看那“鬼子”

一眼，尽量没有动静地轻声疾步走

了过去。

小男孩姓王名礼立，祖籍宁

波，1934 年出生于上海，沦陷区

里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生活是他从

记事起的难忘屈辱。这条路是他去

外婆家必经的一条路，平时他尽量

避开日本兵，但去外婆家的路躲不

开。家里人从小告诫他，经过日本

哨兵的时候，要把手放在外面，不

然日本“鬼子”可能认为你手藏暗

器。想着日本兵手里明晃晃的刺刀

和寒气逼人的枪，王礼立从来都谨

记着“把手拿出来”，即便在马路

对面走也是。

如今，王礼立已经 87 岁，是

我国爆炸力学和冲击动力学开拓者

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得

者、宁波大学创校副校长。虽在以

后的岁月中多次应邀访问日本，甚

至出任过东京大学和东京理科大学

客座教授，也曾出于科学研究需要

主动学习日语，但童年的经历是一

段怎样也抹不去的关于日本的记

忆。屈辱——是他对于那段时光最

深刻的情感记忆。

王礼立童年时在日本侵略者沦

陷区的强压统治下长大，抗战胜利

后潜心学习却差点失学，青年时期

时在清华校园和钱学森回国创建的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度过美好的学术

时光，中年时作为知识分子“臭老

九”未能幸免“文革”浩劫。当国

家终于走上正轨，他再一次在科研

道路上壮志不移、坚忍不拔，一路

披荆斩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

奖（当年度一等奖空缺），带领宁

波大学力学学科进入教育部“双一

流”学科行列。他的出生与成长几

乎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丧失自主权

和遭受苦难同步，他的事业与成就

更在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重新屹立崛

起过程中发展壮大。王礼立的人生

1952 年考入清华大学，后因院校调整，1953 年进入北京钢铁学院学习。

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985 年起参加宁波大学创建，1986

年 2 月 -1992 年 12 月任宁波大学副校长。2012 年，宁波大学主持完成的

《非线性应力波传播理论进展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一

等奖空缺），王礼立教授为项目第一完成人。

王礼立

——访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得者、

	 	宁波大学创校副校长王礼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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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书，背景就是一部时代的变迁史、

一部国家与民族的曲折成长史，更

是一幅清华人“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的写照。

屈辱沦陷生活 

立下报国志向

1941 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向

美、英宣战，上海租界被日本全面

占领。王礼立对于年少时生活的绝

大部分印象开启于此。

那是一段怎样的岁月啊，人民

饱受战争苦难，物质生活的匮乏与

精神上的屈辱感是压在所有人头上

的两座大山。

战争导致粮食极度匮乏，要

凭户口排队去买配给米。买米的过

程让人感觉像是接受施舍，到粮店

后王礼立就要跟随着大人排在长队

里，会有人在他衣服上用粉笔编

好号，凭这个编号才能买到米。可

有时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可能粮

荒，买不到米时，王礼立家就只能

吃还没有磨成粉的、甚至有点霉陈

味的麦粒，“家里用盐放在锅里，

也没有油，就炒炒、用筷尖沾点盐

就吃了。”这是最困难时候上海沦

陷区里的生活。

除了粮荒，更加令人窒息的

是国家主权的沦丧。沦陷区里日本

人说戒严就戒严，学校里学生都要

被迫学习日语，日本人强奸女生的

恶行不断，中国人丝毫感受不到何

谓“尊严”。“你们这一代人最多

只在电影里见过日本鬼子，我是在

日本鬼子统治下生活过的，日本人

不把中国人当人啊，那种屈辱刻骨

铭心，连小孩子心里都会强烈感受

到。”

日本鬼子全面侵入租界前，王

礼立的老师给他们上了都德的《最

后一课》。“上完我们都哭了，好

像要亡国的感觉。”王礼立说，“这

是一种烙印，小时候烙上了就再也

忘不了，我们都形成了一个志向，

中国一定要强大起来。”“最后一课”

在王礼立心中埋下了强国报国的种

子。

“现在有的人生活条件好了，

志向就慢慢淡忘了，我们这代人不

会，因为经历过那样的屈辱，学习

动力很大来源于此，我们立志一定

要让国家强盛起来。”

在被日本鬼子占领前，每周

一上午，学生们都会念孙中山先生

的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

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

力”；每一个人都把文天祥、史可

法、岳飞的事迹深刻在心，“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就好像是身

边的事，学生们最喜欢唱的歌是《满

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

潇潇雨歇……到从头收拾旧山河，

朝天阙”。体育课大家还一起学一

套《满江红》的拳。这就是那个年

代的爱国主义教育，简单而刻骨，

永远镌刻在了每一个少年心中。

结缘力学所

奠定学术根基

如果说年少时的学习和生活在

王礼立心中埋下了“报国”的种子，

那么他真正开始走上“报国”路，

2017 年 12 月 10 日，王礼立于宁波清源茶馆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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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始于专业选择。1952 年，填

报高考志愿前，王礼立看了苏联电

影《攻克柏林》，讲述苏联红军击

溃法西斯驻柏林守军、取得反法西

斯卫国战争最后胜利的故事。影片

镜头中出现炼钢厂，为满足战争需

要，后方正在造坦克，火花飞溅的

壮丽场面深深吸引了青年王礼立。

他想到国家没有重工业，全国炼铁

量非常少，加工后的钢铁成品几乎

没有。“重工业强则国强”，期待

中国能迅速建立起自己的重工业体

系，王礼立报了钢铁专业，并最终

被清华大学钢铁学院录取。

1955 年，钱学森回国，次年筹

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此时王礼立

已经因为在校学习成绩突出、四年

里的成绩是全五分，而受到系里推

荐，准备师从著名金属物理学家张

兴钤先生攻读研究生。有一天，受

同样旅美归来的女科学家李敏华先

生邀请，王礼立来到力学所了解参

观。谁想到刚一来，王礼立就被李

敏华带去了钱学森所长的办公室。

钱学森向这位大学毕业生介绍他回

国要重点突破的科研方向——其中

就有塑性力学，这也是后来王礼立

跟随李敏华先生研究的方向——特

别需要王礼立这样学过力学基础知

识又学过材料科学基础知识的大学

生。钱所长的讲话通俗易懂，深入

浅出，让王礼立大为心动，“钱所

长亲自见我，对我说学科发展的事

让我很受感动，我回去把铺盖卷一

卷就去报到了。”

于是，王礼立以实习研究员的

身份在力学研究所工作，师从李敏

华，平日里在研究所做研究，也跟

随导师去清华力学班做助教。“他

一步步教我怎么做学问，从头开始

做。”

力学所在钱所长的带领下学术

氛围浓厚。每周四钱所长都会组织

学术报告交流讨论会，并亲自给年

轻人作报告，“那是一个很好的制

度，我们从这里面学到了很多，开

阔了眼界。”之后王礼立在宁波大

学任教时，还借鉴钱老的模式组织

召开讨论班，让学生们共同分享国

内外学术前沿发展动态。王礼立还

喜欢写诗，“王礼立，又有新诗了

没有啊？”这是他经常听到的来自

钱老的问候。

20世纪50年代摄于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后排右四为李敏华院士，后排右五为王礼立。

2004 年在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祝贺郑哲敏院士（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0华诞，右四

为郑哲敏院士，右三为王礼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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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臭老九” 

厚德载他人

从 1956 年进入钱学森创建的

力学所工作算起，王礼立已为祖国

健康工作六十余年。这六十余年，

波折不可谓不多。

1963 年，他被迫离开力学研

究所，调任化工部化工机械研究所

（院）工程师。不久，该所从北京

迁至兰州郊区。“文化大革命”时期，

他作为家庭背景“有问题”的知识

分子“臭老九”，受过批斗，挨过打。

随着“文革”的结束，70 年代

末，“有问题”的知识分子陆续甄

别归队，科学工作的春天终于到来，

王礼立被调回“文革”前曾任教的

中科大。兰州原单位的同志来调查

打他的人是谁，要严加处理，但他

始终没有说出一个名字。“我不怪

打我的人，也没有怨恨。这不是我

个人受到的苦痛，这是我们国家受

到的挫折，何必要他个人去承担这

种责任呢。”

宽以待人，厚德载物，这便是

王礼立的做人信条。“他不过是在

运动中私心过重所致，有了教训就

可以了，要给人更正的机会，因为

他的内心一定会痛苦的。”他设身

处地地为对方开解。

苦 难 磨 炼 人、 教 育 人，“ 文

革”更是一次对王礼立心性的历练。

在兰州的化工机械研究所期间，王

礼立本着“干一行、学一行、干好

一行”的理念，重新学习和积极从

事化工设备强度、工程塑料利用和

工程断裂力学方面的研究，即使在

挨批斗的逆境下也并未动摇学术志

向。1978 年他被调回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重新开展爆炸力学和冲击动力

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追回十年

“文革”所丢失的时间，他夜以继

日补读大量文献和书籍，很快成为

我国爆炸力学和冲击动力学知名学

者，1985 年起担任中科大近代力学

系教授、爆炸力学硕士生导师、固

体力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重点

学科力学学科学术带头人等等。

参与宁大创校

打造力学学科

也是在力学所，王礼立与当时

协助钱老一同筹建力学所的朱兆祥

先生结缘。朱兆祥是宁波镇海人，

1955 年受陈毅副总理之命，作为中

国科学院代表前去欢迎留美著名科

学家钱学森回国，并协助钱老筹建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985 年秋，

朱兆祥被聘任为宁波大学首任校长，

王礼立作为中国科技大学援建宁波

大学的副校长也随即被调往宁波，

参与创办这所包玉刚捐资兴建的学

校，任首届副校长和第二届第一副

校长。短短几年内，在全校师生员

工的共同努力下，宁波大学建设成

为了一所含文、理、工、商、法多

学科，体现改革精神的新型综合性

大学。

在繁重的创校管理工作之余，

王礼立还承担了力学学科的教学和

科研工作，为学生主讲材料力学、

应力波基础等课程，并在当时条件

下率先开启双语教学模式。力学学

科在宁波的发展可谓命途多舛，几

起几落。宁波市有段时间过于重视

实用性学科，认为力学学科作为理

论性基础研究不能够带来经济价

值，对其不够理解、不算重视，“有

好几次要把我们撤掉”。幸好王礼

立早已认定方向，被“文革”磨炼

了心性的他只管踏实做事，一举拿

下博士点申报、“双一流”申报等。

宁大力学学科一次又一次交出了漂

亮的答卷。2012 年，在年度国家科

技奖励大会上，宁波大学主持完成

的《非线性应力波传播理论进展及

应用》项目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一等奖空缺），作为项目第

一完成人，王礼立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颁奖。

2017 年 9 月，宁波大学凭借力

学学科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

校”名单。宁波大学力学学科爆炸

与冲击动力学这一支经历几代人、

建设了 30 年的队伍，拿到了国家

自然科学二等奖，力学学科又入选

了教育部组织专家评审的“双一流”

学科，王礼立感到无比自豪。

这也再一次让他体会到自强不

息的深刻涵义，并且告诫后来的青

年学者，一个人必须做顶天立地的

人，做顶天立地的事，做顶天立地

的学问——所谓做顶天立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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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志存高远，又要一步一个脚印；

所谓做顶天立地的学问，既要重视

理论上勇攀高峰，又要重视实践应

用上不断创新。这是王礼立多次寄

语青年教育和科研工作者的话。

“不怕人家不重视，只怕自己不努

力，你好好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

不要老想着人家重视不重视，其实

困难和不被重视往往是磨炼人的机

会。”这是王礼立持之以恒的自勉，

更是他对后辈的谆谆告诫。

王礼立又是一位对团队和学

生十分尊重和爱护的老师。当宁波

市第一次、也是浙江省属高校第一

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时，媒体来

采访他，问起经验，王礼立说：

“靠集体。”拍照时，王礼立不同

意只拍自己一个人，一定要拍集体

照。“哪个事情离得了集体？导师

指导方向，具体实施则往往是研究

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需要克服很

多困难。我常常说研究生发表的

文章应该写第一作者，我摆在最

后，我是通讯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是负责任的。学生做第

一作者，这对他也是个鼓励。”对

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申请报告的

修改请求，他总是来者不拒，认真

审阅项目申请报告，不仅提出总体

建议，而且逐字逐句认真修改，极

大帮助了许多青年教师获得国家级

科研基金的资助。在他和继任者的

带领下，宁波大学力学与材料科学

研究中心已成为冲击动力学界一支

颇具特色的队伍，这也真正体现了

他所崇尚的集体主义精神。

独立思考

学术和政治的共同要求

“如果说我工作有成绩，能

够得到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一个

很大的原因，就是我的独立思考习

惯。”王礼立说。即使是著名学者

发表的文章，他也必须弄懂了才接

受，没有弄懂就不接受。在弄懂的

过程中，有时会发现对方有疏忽，

甚至是错的。这个错不一定是谁就

比谁高明，这是一种疏忽，或者是

作者还没有认知到。针对这个疑问

进一步探讨，往往就能产生新的发

现，这就是创新的过程。创造来自

于疑惑，每一个疑惑解答的过程都

是一轮创新的工作。王礼立说，现

在的年轻人不大敢有疑惑，“好像

就为了完成高考。其实学问包含学

和问，问就是有疑惑。没有疑惑，

没有深思，你学的知识常常是不牢

固的，或者没有消化成自己的，就

没有能力去解决实际问题。”

独立思考是一种能力和习惯。

1985 年钱学森给王礼立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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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的独立思考让王礼立作出

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

党的决定。上海 1949 年解放，王礼

立于 1950 年 1 月 1 日在元旦会上入

团宣誓，是当时第一批加入共青团

的团员之一。“我为什么会选这条

路，是从事实出发，经过独立思考，

对比了国民党和共产党而作出的选

择。”

当时他所在的麦伦中学有好几

个地下党员老师，老师对学生们起

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一次国民

党败兵要进校园，学校的体育老师

坚持阻拦着不让进来，这个人的真

实身份就是地下党员。这件事给王

礼立很大触动，他看到共产党人舍

身忘我地保护大家，共产党员的行

为教育了人，用行动影响了人。

解放军和领导人的优良作风也

给王礼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礼

立回忆起解放前夕，感慨良多。解

放上海时，前一天晚上解放军已经

进城，却都睡在人行道上，军衣已

经从灰色洗得泛白，各个纪律严明。

陈毅还亲自在上海人民广场为大家

作报告，作风亲民。而当时国民党

统治下的中国，贪污腐化、动辄出

动警备车抓进步学生，镇压老百姓；

货币贬值，钱以“捆”计，只由银

行盖个章认定这是多少钱。学校一

发工资，校长就允许老师这堂课不

上而去买米，因为上午发工资，下

午米可能就涨价了。这都是王礼立

亲眼见到的“民不聊生”。自然而

然地，在迎接解放时，王礼立参与

到了保卫学校的活动中。

“不管是政治上还是学术上，

独立思考，敢于质疑，真正弄懂了

再接受，这是很重要的本事。”这

就是王礼立为人处世的原则。

笔耕不辍

关注中医学

如今，王礼立已 87 岁高龄，

他依然笔耕不辍，除了“老行当”，

还找到了新的研究兴趣点，研究中

医脉搏波现象，希望在中医与力学

的结合点上作出新贡献。

在王礼立看来，中医偏于定性

而没有用定量方式去描述，没有用

现代科学的语言描述所以不容易被

接受。他已在力学和中医学的权威

期刊《力学学报》《中华中医药杂志》

和国际会议上发表了三篇文章解释

脉搏波现象。王礼立用可观察可量

化的方式把“气”重新作了解释，

并用偏微分方程来描述。

王礼立说希望这三篇文章的

研究成果可以继续深入下去，利用

研究成果给广大农村带去中医机器

人，打造集按脉、定量分析、名医

分析为一体的中医诊断服务链条，

造福广大不方便就医的农村人民。

“如果有可能，把中医的脉诊学用

到地震上去，给地球搭脉，解决地

震预报问题，我还在为这两件事情

奋斗。”王礼立说。

王礼立获颁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