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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重大活动中，有一

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对外正式展出。新落成

的海军博物馆全方位、全过程、全景式展现了人民海军在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创业史、奋斗史、发展史，突出展

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海军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在“人民海军历史基本陈列”区的一件件珍贵文物、

图片、视频等展品中，一枚“清华大学印”字样的鲜红

印记赫然出现在一封公函上，格外醒目，引起观众的极

大关注。那么，这件带有“清华元素”的文物怎么会出

现在海军博物馆，在它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呢？

一封 71年前致海军司令部的公函
原来，这是一封《清华大学选送学生到海军学校任教的

复函》，是由清华大学于 1950 年 11 月 25 日发出的公函原件，

时隔 70 余年，个别字迹已模糊退色。经过仔细辨认，并参

袁帆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

海军博物馆里的一封清华公函

袁 帆，1975 年

曾作为海军学

员进入清华大

学建筑工程系

学 习，1979 年

毕业时获得恢

复颁发的首批

“优秀毕业生”

奖章。为人民海军发展贡献25年宝贵年华。

对中国近代海军史、建筑史、教育史的研

究情有独钟，对清华大学文化发展极为关

注。研究成果屡屡被国家级、省市级以及

清华大学刊物发表；曾多次向清华大学档

案馆、科学博物馆（筹）捐赠珍贵史料和

收藏。退休后的心愿是做一名“清华文化

遗产宝藏的开矿者”。



44

清华史话

考清华校史资料核对，得到的函件原文如下：

事由

奉教育部函转贵司令部函

为大连海军学校需人任教 特介绍各系四年级学生

朱谨准等十五人前往贵司令部报到 希查照由

                 
国立清华大学公函 清复（50）第 7375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发

案奉  中央教育部十一月二十一日发厅人字第

二四八一号函，以准贵司令部十一月八日函为大连海

军学校扩大，亟需大批教员前往任教，经商得同意由

华北各校调给，并列人选及条件四项及科门人数，等因。

自应照为选送，兹经遴选机械系四年级学生朱谨准、

王学周、黄言华、余传纪，化工系四年级学生刘广镇、

杨肇玮、马玉璋，化学系四年级学生黄清谈、黄楫，

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胡克强、陈印椿、董维中、杨士莪、

陈遂，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张运模等十五人首批前往任

教，相应备函介绍前来贵司令部报到，即希查照。此

外尚有电机系六人，气象系一人因出外宣传尚未返校，

当于三五日内前往报到。此致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

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叶企孙

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周培源

吴  晗

解放战争期间，在国共两党进行的历史性大决战

中，清华园所处的海淀地区是在“北平和平解放”之

前的 1948 年 12 月 15 日被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提前

解放的。在经过短暂的“军管”之后，于 1949 年 5 月

4 日成立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一直到 1952 年 6 月“京

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之

前，“校委会”就是清华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

管理学校的各项事务。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校委会

主任一直由著名教育家叶企孙（1898-1977）担任，而

副主任则有两位，一位是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1902-

1993），另一位是之前任军管会代表的著名历史学家吴

晗（1909-1969）。

这封发往海军司令部的公函由清华大学校委会主

任、副主任三人共同签署，足见清华大学对选调学生

往大连海军学校任教一事极为重视。

清华师生踊跃投身国防建设的历史
透过这件文物，我们可以感受新中国成立初期，

清华大学师生踊跃投身新中国国防建设的巨大热情和

作出的历史贡献。那么，当时的具体情况究竟是怎样

的呢？

清华大学选送学生到海军学校任教的公函

部分参军同学在大礼堂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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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逐条检索清华大学“1950 年大事记”后，虽然

没有找到对这封公函内容的直接记载，但还是能找到

一些相关内容：

1．12月4日，萧华（1916~1985）将军来校做题为“欢

迎爱国青年参加伟大国防建设”的报告。

2．12 月 4 日，校委会动员学生响应中央关于青

年学生踊跃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号召。

3．12 月 14 日，本校成立军事干部学校学生保送

委员会。学生报名者 1500 余人，50 人被批准。

4．12 月 16 日，本校军事干部学校学生保送委员

会主任委员叶企孙在《人民清华》上发表《祖国号召

你们》，张奚若（1889-1973）教授发表《国防与青年

知识分子》的文章，鼓励同学们踊跃参加国防建设工作。

5．12 月 26 日晚，学校在大礼堂举行盛大欢送会。

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我们知道 1950 年

10 月 2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出国作战。

全国人民积极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斗

争。在此背景下，中央人民政府发出号召，全国先后

在 1950 年和 1951 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参加军事干

部学校运动”，一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响应号召投笔从戎。

清华大学也不例外，成立了“军事干部学校学生保送

委员会”，由时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叶企孙教

授领衔，积极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国防建设。当时在校

学生约 2500 人，报名者有 1500 余人，占比约 60%，

学生报名的踊跃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选送 20 余名四年级学生去大连海军学校的任务，

显然和保送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还是有区别的，前

者是“任教”，而后者是“学习”。尽管任务有别，

但性质是一致的，都是“参加伟大国防建设”。今天，

对于清华校史为什么没有记载这封公函，探究原因已

经不再重要。而这段史实的解密，意义在于完整还原

新中国成立初期清华师生参加国防建设的历史，这才

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70 多年前的人民海军建设还处在艰难起步阶段。

1949 年 4 月 23 日成立的华东军区海军是第一支人民

海军部队，在张爱萍（1910-2003）将军的领导下，努

力完成“陆军向海军”的转变，各项基础建设正在紧

锣密鼓的进行中。1949 年 11 月 22 日，中央军委正式

下达命令，在大连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

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所海军学校，成为迄

今为止人民海军历史最悠久的重要人才培养基地，被

誉为“人民海军军官的摇篮”。 

1950 年 4 月 14 日，由萧劲光（1903-1989）任首

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关在北京正式

成立，这标志着人民海军建设被全面纳入新中国国防

建设的战略系统。对于初创阶段的人民海军，舰艇装

备固然重要，但海军人才培养更处于“重中之重”的

地位。而刚刚基本完成创建新中国战斗任务的人民解

放军还是一支典型的“陆军”，不可能从中生长出大

批懂得“海军”的教员。但是对于第一所海军学校而言，

迅速提升师资队伍的数量、素质与水平却显得至关重

要，时不待人。

于是在 1950 年 11 月 8 日，成立不久的人民海军领

导机关与中央教育部商定，从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华

北各个大学调集一批符合条件的青年师生入伍，争取

在最短时间内充实教师队伍，以适应海军建设的急需。

清华大学在接到教育部 11 月 21 日发出的任务函之后，

迅速启动，4 天之内即选拔出第一批 15 名符合条件的

四年级学生，送往海军司令部报到。这 15 位学生是：

朱谨准、王学周、黄言华、余传纪（机械系），

刘广镇、杨肇玮、马玉璋（化工系），黄清谈、黄楫（化

学系），胡克强、陈印椿、董维中、杨士莪、陈遂（物

理系），张运模（女 , 数学系）。

特别要说的是，其中数学系的张运模是唯一的女

生，她也由此成为清华历史上第一位参加人民海军的

女生。此外，这项任务还需要选调 6 名电机系和 1 名

气象系学生。不过当时因为他们“出外宣传尚未返校”，

所以还不能确定具体人选，在这封公函发出时就缺少

了这 7 位学生的姓名，这也给我们时隔 70 年后的查证

带来了一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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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曾为人民海军发展作出历史贡献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其实在这批参加海军的学生

之前，清华大学在 1950 年初就已经选调过陈绍炘、郭

日修、黎完模、施引、赵以翔、罗云、李先一等十余

名师生去大连海军学校任教或学习。这些最早参加人

民海军建设的优秀清华学子，当年都是满怀理想和热

情，投身到这项宏伟事业中。无论后来曾经发生怎样

的人生变化，他们从参加海军那一刻开始，都已经像

那一朵朵跳跃的浪花，永远汇入了蓝色的海洋。

就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而言，虽然今天已经很难

全部了解参军之后的详细情况，但他们在海军学校的

教学、科研岗位上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这一点则完

全可以确定。被首批选送海军，后来成为其各自专业

领域著名科学家的杨士莪和陆建勋，就是这个群体的

杰出代表。

杨士莪，1931 年生于天津，其父是清华学校 1921

年毕业生、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1901-1982）。杨士

莪自幼受到书香门第的家庭影响，学业优秀，志向远大，

1947 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0 年 11 月，他已是四

年级学生，正在物理学家余瑞璜（1906-1997）教授指

导下做 X 光管方面的毕业论文。在学校动员参军后，

杨士莪立即报名，获批后提前毕业到大连海军学校任

教。两年后又被调到刚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

程学院（哈军工）任教，期间曾被派往前苏联学习“声

学”理论，从此成为新中国创建“水声工程”学科的

开拓者之一。1978年以后，担任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现

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工程系主任、水声研究所所长；

1982年起，任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副院长。1995年7月，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水声事关国家海洋安全、资源开发等重大战略

利益，这些核心技术靠别人施舍是得不来的。”当年

杨士莪就是带着这样的深刻认识，在哈军工创立了我

国首个理工结合、覆盖全面的水声专业。60 余年来他

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取得一系列水声领域颠覆性的科

研成果，为我国水下兵器装上“耳朵”和“眼睛”，

为筑牢“水下国门”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杨士莪最先在国内开展水声定位系统研制，带领

团队完成“东风五号”洲际导弹落点水声测量系统等

一系列具有国际水平的水声定位系统研制工作，为我

国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的定位系统奠定坚实基础。他曾担任首席科学家，积

极推动并领导完成我国首次独立大型深海水声综合考

左图：电机系参军同学合影（前右 2 为陆建勋）

上图：杨士莪（参军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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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编著《水下噪声学》《声学原理》等一批理论著

作……如今，他虽然已经退休，但继续秉持“向海图强”

的执着精神，把一生奉献给祖国的海洋事业。

陆建勋，1929 年生于浙江杭州，1947 年考入清华

大学电机系。得益于清华良好的学风，他在学生阶段

养成了刻苦钻研、严肃认真的求学习惯，他所在的这

一届电机系学生中，后来竟然出现“一位总理（朱镕

基）、四位院士（金怡濂、张履谦、王众托、陆建勋）”。

1950 年 11 月，他被选调参军，原本也是要到大连海军

学校任教，但在海军司令部报到时，他却因为在清华

学习时担任“无线电课代表”的经历而被留下，直接

分配到海司通信处工作。从此，他的人生就和海军通

信事业紧密联结。

凭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从少年时开始积累的业

余无线电实践经验，陆建勋边工作、边学习，根据海

军通信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进行不断的摸索与攻关。

1957 年，苏联提出了中苏两国合建大功率超长波电台

的建议，中国则坚持我国自建的主张。陆建勋曾随时

任海军副司令员的罗舜初（1914—1981）将军前往中南

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超长波电台的有关情况，

解答了总理提出的相关疑问。被陆建勋称为“西花厅

考试”的这次经历，更加坚定了他继续在海军通信领

域进行探索的信心。

可以说，在人民海军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陆

建勋在解决通信专业领域不断出现的一系列难题方面

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其中包括潜艇长波通信、核潜

艇瞬间超快速通信系统（900 工程）、远洋测量船“短

波远程通信”（781 工程）。他也因此成为不折不扣

的海军通信专家。

1983 年至 1993 年，陆建勋曾担任中国舰船研究

院院长。他从一名专注科研的科学家被推到了一个新

的工作岗位。虽然繁重的行政工作极大地牵扯他的精

力，但陆建勋坚持不改科学家的本色，从未离开他所

热爱的舰船科研事业，也从未放弃在信息科学领域的

探索耕耘。在此期间，他成功领导并参与了多个军、

民科研重大项目的实施，其中包括成功研发出我国新

一代石油测井设备——电缆传输数控测井系统；改变

我国海军指挥系统落后局面的某国防大型指挥自动化

系统工程，等等。

1995 年，陆建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此后，他

凭借对科学的热情继续一次次开拓新的科研领域。80

岁时，仍以饱满的热情带领科研团队开展一项具有开

创性的国家安全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成功后又以 85 岁

的高龄担任了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极其可贵的是，如今杨士莪、陆建勋都已经成为

年届古稀的“90 后”，但还在继续为国家发光发热。

他们不仅没有辜负母校 70 年前的选拔，为清华赢得了

荣誉，更为人民海军以及中国海洋事业发展奉献出毕

生才智，他们的感人事迹也同样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值得一代代清华学子和有志青年效仿与继承。

结语

70 多年前这封短短的清华公函，其实还包含着更

深刻的含义。那就是它从一个特殊角度再次印证了新

中国成立后产生的历史转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清华大学走上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发展道路，也开启了

高等教育为建设新中国以及发展国防事业提供科学能

量的崭新篇章。

历史还告诉我们，从 1950 年选送第一批优秀师生

参加到海军学校任教开始，清华大学就与人民海军发

展结下不解之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

不仅有数量可观的清华学子持续加入建设强大海军的

行列中，而且在海军发展的诸多重大科研课题攻关中，

都有清华大学的全力支持与参与。在中国共产党开启

第二个“一百年”奋斗征程的光荣时刻，我们完全可

以期待：海军与清华携手共进，一定能够实现创建“世

界一流海军”“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愿景。这正是：

百年建党铸辉煌，江山人民胸中装；

历史记载来时路，创建一流再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