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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热闹的一大家人瞬间被分到各地干校，

见识过下了台的爷爷们即使借住在我家

双层床的下铺也还在讨论国家经济与政

治；上大学时已有了看着校长爷爷坐在台

上、耳边却是同学议论校长的那种淡然，

享受过爷爷的夸奖和五元钱的奖励；工作

了参加支教时爷爷的一封鼓励信带给我的

支持和喜悦，遇到困难时爷爷的指点带给

2021年是母校清华大学诞辰110周

年，也是爷爷刘达110周年诞辰，在这个

重要的时刻我收到清华校友总会的邀请，

希望我写一篇关于爷爷的纪念文章。爷爷

去世后纪念他的文章和书籍已经不少，

1996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达纪念

文集》，收录了爷爷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

领导和教职员工们撰写的纪念文章；2008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不弯的脊梁——著

名教育家刘达传》，以史料和故事的形式

讲述了爷爷的生平业绩、教育思想和人格

魅力；2012年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刘成栋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以上涉及

到的纪念文章和工作文稿百余篇，展示了

爷爷对教育体系建设的贡献和做人的榜

样。我也有幸参加了一些纪念活动，更加

丰富了生活以外的爷爷的形象。

回想我的成长，离不开爷爷的影响。

小时候吃过特供商店的“大白兔”，经历

态等校内外文件，听听李传信、高景德、

张慕葏等同志的汇报，了解学校当前的教

学科研基本建设情况和发展规划等，不时

提出自己的想法，比如对有历史意义的建

筑建议保留或部分保留，他还建议学校基

建要把学生宿舍放在第一位。如今，紫荆

公寓学生宿舍区使学生的生活条件得到较

大改善，机械大楼、生物医学馆等教学科

研用建筑以及蓝旗营、荷清苑、双清苑等

教工宿舍，改善了教师们的工作和生活条

件，这些正是刘达校长生前所愿。1986年

底，因工作安排变动，我不再担任刘达校

长的秘书，由校机关的刁俊山同志接替了

我。不久，我就转到其他单位去工作了。

刘达校长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但他在清

华的业绩将永远载入清华大学的史册。他

曾写过一篇《我与清华》的文章，文中写

道：“让清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安息吧，刘达校长，清华的师生员工

正在努力实现您的最大心愿。

2021年3月

爷爷在我心中
○刘丽东（1979 级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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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信心和力量。我1984年从清华机械系

毕业，已经工作38年，现在已是60岁准备

退休的年龄，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回望自

己的成长经历，梳理品味爷爷带给我的影

响，将成为新生活的新起点。

痴心教育 重才育人

爷爷参加革命以前在师范学校读书，

他的一生仿佛和教育不可分割。

我参加东北林业大学和东北农业大学

联合举办的“刘达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

大会”时，了解了更多对他工作的记载：

新中国成立初期建校的学院在没有教材的

情况下迅速组织采用苏联的教材快速开

课，在没有基建的情况下建成的飞机楼到

目前还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在没有实习

基地的情况下开辟的教学基地至今还在使

用，迅速培养了中国林业和农业的一班人

才，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有一次我

在东北虎饲养基地参观时偶遇一位年轻的

工程师，他是东北林业大学毕业的，居然

说知道我爷爷刘达，知道刘达为东北林学

院做出的贡献。这就是教育的作用，很多

年过去了，但爷爷为学校做出的贡献依然

在被默默诉说着。

中国科技大学也有很多人写文章，怀

念爷爷当时的教育主张，当年爷爷曾被关

进牛棚，一位根红苗正的张同学去看管

他，不成想这位同学被爷爷的思想所影

响，竟然成了保护他的人，并且在后来的

几十年中成了爷爷的好朋友，传成一段佳话。

2011年，清华百年华诞时，清华大学

组织了刘达同志诞辰百周年纪念座谈会，

很多老师谈到爷爷刚到清华时面临的困难

和解决棘手问题时的胸怀与智慧。我曾经

去看望过曾在深圳大学当校长的罗校长，

他对我讲了爷爷处理问题时的一件小事：

当时对于“犯错误”教师的处理问题，上

级对上报的材料很长时间不置可否。为此

爷爷重新写了报告，并在报告结尾处写到

“如有不妥请提出”。过了一段时间领导

没有提出什么不妥，问题便按照爷爷提出

的方案处理了，体现了他的智慧与担当。

我刚进入工作岗位时，勇敢地参加了

中央讲师团，赴云南支教。爷爷那时已经

退休，但还是以人大教科文卫委员的身份

在贵州、广西等边远地区调研教育情况，

得知我支教的消息老人家非常高兴，一方

面鼓励我做得对，另一方面也告诉我环境

艰苦，要有思想准备。这些提醒让我快速

适应了艰苦的生活环境，同时我和我的同

伴还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进行了小学走

访，给自治州教育局提出了调研汇报与建

议。在这期间爷爷给我写了一封长信，鼓

励、指导我的工作。支教后期，因为气候

和饮食的不适应，我的扁桃体经常发炎，

便上午教学，下午去打点滴，坚持圆满做

1986 年，刘丽东参加第一届中央讲师

团到云南支教，收到爷爷的亲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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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完整学年的支教任务。一年的支教生活

使我体会教育的意义，理解爷爷为什么如

此重视教育。

在爷爷的影响下，我更加积极地参与

到教育事业中去。在工作中，我也会不断

地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将其在

年会或持续培训中进行介绍。随着工作领

域的开拓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我有机会成

为评审员初始培训的教师。我非常重视这

个工作任务，不是简单地仅仅介绍一个标

准或者标准的应用，而是把思考问题的方

式、标准学习对人的影响也传授给学员、

启迪学员，在教学的同时传播文化与信

任。我每次更新教案，都按照不同对象调

整案例，动员学员形成热烈的互动氛围，

从学员中学习和补充现场知识等。本着

教学相长的理念，我自己也得到了锻炼

和成长。

爷爷认为自己不是教育家。他说：

“教育家是要有理论的，我没有系统的

理论。” 1977年，66岁的刘达担任了清

华大学的党委书记，第二年任校长，1983

年卸任。基于他对清华大学的贡献，爷爷

被授予名誉校长称号。为什么说是“称

号”？因为清华大学还没有“名誉校长”

这一称呼。1991年，在清华80岁生日之

际，刘达写下《我与清华》，记下那一段

特别艰巨但特别有成绩的日子，字里行间

表达了对清华的恋恋不舍与无限深情。

2011年，朱镕基为爷爷题字——“人民的

教育家刘达”。

信仰坚定 年华无悔

爷爷和爷爷们的一生其实都经历过很

多起起落落，但他们始终坚定的信仰和对

理想的追求总是让我肃然起敬。

在《不弯的脊梁——著名教育家刘达

传》这本书中，我读到这样的故事：1937

年6月，刘成栋被党组织自北平派往延安

中央党校学习（并因工作需要，刘成栋改

名刘达），艰苦的岁月点燃生命的烛火，

也擦出爱情的火花。在那里他结识了放弃

条件优越的家庭、放弃工作、投身到轰轰

烈烈的革命洪流中来的汪琼。他欣赏她，

因为她勤奋好学；他敬佩她，因她聪慧坚

强，与众不同。她默默地看着他，一个来

自北方、个子不高却睿智而俊朗的男人。

结婚的夜晚没有花轿，没有新房，只有同

志们的祝福和两双为抗日战争而甘愿付

出一切的新婚夫妇的眼睛，深情地彼此

相望。

刘达对汪琼说：“我没有什么礼物送

给你的。”

汪琼对刘达说：“你是上天送给我的

最好的礼物。”

故事里说的刘达就是我的爷爷，故事

里的汪琼就是我的奶奶。为了探寻老一辈

革命家为什么有那么坚定的信念，探访爷

爷奶奶的故事，我在上党校期间去了延安

参观学习。在学习期间我特别认真，点点

滴滴地研究前辈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每一

处讲解、每一个会场、每一幅图片我都仔

细研读。当时不知道有多少有志青年来到

延安，为了理想去追求，去奋斗。有些成

名了，做官了，有些做着扎实而有益的工

作，也有些被人们忘记了，但是他们心里

的那一份追求会永远支撑着他们，走完自

己的人生道路。

他们的人生道路并不是取得了革命的

胜利就万事大吉，躺在功劳簿上享受，而

是一直在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他们不是

因为资格老或者有过成绩就会被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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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甚至会被误解、被打击，甚至遇到“文

化大革命”期间挂批斗牌、打扫厕所那样

的待遇。但不论什么时候，他们总是一腔

热血地对待工作，满腔热情地对待朋友。

爷爷心怀远大，志在高远，但也是脚踏

实地做实事的人，很多工作是在当时条件

下克服困难取得的突破，很多言行在很久

以后还为后人所赞佩，留下无尽宝藏。爷

爷是在“文革”之后情况非常艰难的时候

被组织安排到清华，承担当时拨乱反正的

重任。他实事求是，不拉大旗，不夸大别

人的错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使清华在

“文革”后快速走上正轨，恢复良好政治

氛围。

在工作中我也是这样做的，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达成共同意见。一次技

术性的讨论会上，大家原本争议很大，我

在了解了各方面专家的想法之后欣然同意

了反对方的意见。会后有人问我，为什

么同意反对你的意见，不怕丢面子吗？我

说事实该怎样就要怎样，我没有个人的面

子，也没有个人的利益，正确地做出决定

就是最大的面子，也终将获得最大的利

益。这样的处事方式得到很多同事的欣

赏，凝聚了一群具有共同目标的好朋友，

也保证了我工作的顺利和事业的发展。

言传身教 春风化雨

我受单位委派参加国际标准修订工

作，为期三年，国际会议开了5次，国内

工作组会议开了11次，带领我国专家队伍

将国内认可经验与认可实践介绍到国际，

并在国际标准修订中提出中国建议。我们

完成了国际标准修订、国家标准转换及国

家认可标准转换，完成了认可评审员和认

可机构宣贯和培训，对我国检验机构认可

起到重要作用，使我们的工作得到国际同

行的认可和敬佩。

能够参加国际组织进行国际标准的修

订工作，是一个光荣的事情，但也是一个

默默付出的过程，需要极大的勇气、坚持

和智慧，但是也只有亲自参加国际标准的

讨论才能了解标准制定的第一手信息。当

时我们很羡慕爷爷能够出国访问，从瑞士

带回的瑞士军刀成为全家人欣赏的物件，

当然唯一送给奶奶的礼物是一件羊绒衫，

上面的标签上写着“Made in China”，成

为全家谈笑的话题。随着自己工作的深

入，我也体会了爷爷工作的艰辛。由于当

时还没有直飞日内瓦的航班，要从法兰克

福转机，首都机场出发的时间都是在夜

里，第一次出发兴致勃勃全是期待，第二

次成了例行公事，之后便觉得空荡荡的候

机大厅那么清冷，一个渺小却肩负使命的

我像一个等待上战场的士兵。有一次出发

前夜，我父亲突然脑梗被120送进医院。

我一边安排父亲的急救检查，一边心里着

急，不知晚上还能不能按时出发。由于我

们国家的代表只有我一个，如果我不能参

加，不仅我们的提案得不到解释，而且也

听不到其他国家代表的意见了。所幸我的

父母平时能够互相照料，所有问题都尽量

自己解决。遇到我父亲出现紧急情况，我

母亲也是第一时间安排好医院和护工。我

没有因为照顾父母耽误工作，带着担心也

带上肩上的担子奔向日内瓦，那里是我工

作的战场。这种对工作必须尽心尽力、尽

职尽责的要求在我的身上成为一种本能，

是爷爷耳濡目染的结果，是向老一辈革命

家学习的结果。

爷爷于1994年离开了我们，现在已是

第28个年头，我们依然沐浴着他思想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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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有“文革”抗争。直面“两个凡是”，先
生一脸正容。  
呜呼！天道无常，春秋不复。先生弃

世，业已十载。先生之德，莫不感戴。遂
有铜像，始铭于是。怀德思远，没齿难
忘。晚生不才，难及膝踵。谨记此言，以
告吾辈。”

在母校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里，感谢

爷爷和像爷爷一样的前辈们春风化雨，

行健不息。我为我的爷爷骄傲，也为我们

国家有这么一代前辈为我们打下的江山骄

傲，我也终将成为你们的骄傲！

爷爷，您永远在我心中！光，享受着他的精神财富，受益于他的教

学理念，甚至依然在用他选定的教学基地

春播秋收……

东北农业大学图书馆立有刘达铜像，并

附有时任校长李庆章所作的《刘达先生记》：

“马家故地，东农新府，先长刘达，
伟容既成。亲戚捧卷，伟先生之宏愿。后
学汇聚，慕先生之遗风。  
先生一生，粲若金星。廿五入党，满

怀爱国之志；雁北杀敌，尽酬救民之情。
旌旗动鞑虏清，千里行驻冰城；无纤毫之
所取，有安市之奇功。戊子庚申，云霓在
望。先生赴任，为国育英。披荆斩棘，
东农学基始奠；夙兴夜寐，农教事业日
兴。先生长校东农，十年有成。农学名师
汇聚，若川归海；教改经验推广，风行影
从。农机兽医，渐有反响；畜牧农学，初
现峥嵘。然未报雨露之恩，先生业已成
行，建东林主黑大，一身一人。又有科技
大学，亦德于先生。更举华发之年，再造
清华雄风。
先生为人，一身清正。阳春有脚，关

切话语殷殷；青松傲雪，硬汉铁骨铮铮。
实事求是，唯才是举。先有“反右”直言，

2010 年 8月，刘丽东参观东北农业大学，

和爷爷铜像在一起

● 悼念简讯

周文盛学长（1950届机械），因病于

2021年2月9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4岁。周

学长1928年8月生于天津，在学生时代即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电集团第14

研究所工艺科长、科技处长、总工程师、

所长，电子工业部雷达工业管理局局长等

要职。主持过多种型号雷达的工艺、结构

方案论证和整机研制，为配合我国卫星、

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和跟踪的圆满成功作出

了贡献，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钱家骧学长（1951届电机），因病于

2021年1月11日去世，享年92岁。钱家骧

生前曾任西北电管局副总工程师、西北

电网调度所总工程师和西北黄河水力调度

办公室主任（刘家峡、青铜峡和龙羊峡水

库调度）。钱家骧原分配在北京燃料工业

部工作，后经多次申请调到大西北。他长

期在西北电业基层部门工作，从宝鸡电厂

技术科长做起，历任渭河韩城电厂总工程

师和厂长。为各电厂的安全运行和西北

330kV和750kV电网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