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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告诉你，清华物理系历史上曾经

有一年只毕业了一位学生，你或许会感到

惊讶：“这怎么可能？”但这确实是真

事。翻开1931年清华大学毕业生名单，物

理系这栏记录中的确仅有一个毕业生的信

息：杨逢挺，男，24岁，江苏宜兴人。
而这位清华第三级物理系唯一的毕业

生，按照叶企孙的指引，以一生精力从事

中等物理教育，同样为中国科学教育事业

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大师言传身教 投身教育事业 

从清华校史中可以知道，1925年清华

学校开始设立大学部，为过渡到完全的大

学做准备。刚从美国学成归国、时年27岁
的叶企孙（1898—1977）回到清华，在梅

贻琦（1889—1962）的力荐之下，担当起

了筹建物理系的重任。清华的物理课程起

初时共开了21个课目，但师资力量只有梅

贻琦和叶企孙两位教授、两位讲师和一个

助教。之后，梅贻琦担任了清华的教务

长，叶企孙则一边授课，一边主持物理

杨逢挺——叶企孙弟子中的教书匠
袁  帆（1975 级建工）

系的筹建工作。1926年秋物理系得以正式

成立，叶企孙出任系主任，经过努力，只

用几年时间，便将清华物理系从一个“草

台”迅速提升为具有中国第一等教研实力

的理科教育高地。从1929—1938年的十年

中，清华物理系仅毕业本科生69人，研究

生1人，他们中有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国科

学、文教等多个领域的开创者，其中6人
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1人成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叶企孙被誉为“中国现

代物理之父”当之无愧。在清华物理系早

期毕业生中，除了这些主流科学家之外，

另有一位“杨逢挺”却独辟蹊径，在中等

教育领域践行叶企孙的理念，教书育人，

兢兢业业。虽然他终生都没有戴上物理学

家的桂冠，但以独特方式在恩师的英名上

投射一抹别样光辉，其实毫无遗憾。 
杨逢挺（1907—1973），出生于江苏

宜兴，9岁时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杨

先生自幼聪颖，小学毕业时名列第一，在

宜兴读完初中就考入南京的省立第一中

学，并以优异成绩高中毕业，于1927年考

入清华学校大学部物理系。入校时，物理

系虽然还在起步阶段，但叶企孙的教学

理念和以严格著称的治学作风却已日臻

渐成。杨逢挺起初并不是这一级的“独

苗”，然而因为物理学科对学生综合能力

的要求极高，与他一起入学的同学因为各

种原因在不久后就都转入其他系学习，而

能够坚持下来的惟有杨逢挺一人！不过这

也使他幸运地享受了一众科学大师的单独

传授，包括叶企孙讲授热力学和电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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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吴有训讲授近代物理和光学，周培

源讲授理论力学和相对论力学等。于是

出现了清华物理教育史上罕见的“一

课、一师、一生”场景，大师们雕金刻

玉，耳提面命，使得杨逢挺打下扎实的

专业基础，对他后来投身教育事业的影

响不可谓不深。 
除此之外，杨逢挺还是当年清华运

动场上的风云人物，他擅长短跑和跨

栏，是学校田径代表队队员，在清华体

育史上留有多处记载。在1928年12月21日
的《国立清华大学校刊》上，登载有体育

部在这一年对所有学生进行的体力测验结

果，其中二年级成绩最好的前三名中，杨

逢挺以738.2分位居第二，在全校排名中位居

第四名。 
1931年6月，杨逢挺在获得理学士学

位后毕业，他在清华大学留下了三项纪

录：入学英文满分；1931届物理系唯一的

毕业生；首创400米低栏1'08"的清华田径

项目成绩。毕业后的杨逢挺在短期从事实

验仪器设计工作之后，听从老师叶企孙先

生深谋远虑的安排，于1934年开始投身中

等教育的物理教学岗位，教书育人几十年

如一日，为几代中国青年人的成才输送了

宝贵的基础能量。 

扎根中等教育 上中培育英才 

杨逢挺的第一份教职，是到设在今天

上海松江的“江苏省立高级应用化学科职

业学校”任数学、物理教员并兼任导师

（班主任）。这所学校的前身是1904年创

办的松江府中学堂，后来又改为“江苏省

立松江中学”，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一所

百年名校。刚从事教师职业的杨逢挺朝气

蓬勃，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在松

江中学纪念百年华诞时，当年的中学生、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地质系的地质学家

杨开庆（1916—2005）在撰文中仍称：杨

逢挺是“教学素有引起学生兴趣的青年老

师”，可见其印象之深。

1937年，具有悠久历史的“江苏省立

上海中学”在时任校长郑通和（1899—
1985）的组织领导下，无论教学质量、学

校风气，还是教师地位、校舍规模，均在

当时的中国中等教育界享有口碑。当时，

杨逢挺在取得一定教学经验后，曾打算去

租界工部局办的学校应聘教职，但在参观

省上中后，即被该校“规模大、名声响、

校舍好、设备全”的良好氛围所吸引，最

终决定留在上中任教。这次加盟上中，成

为杨逢挺教育生涯中最值得纪念的阶段。 
然而，杨逢挺进入上中不久，全面

抗战开始了。1937年11月后，日寇占领上

海，上中校舍遂成为日本兵营和集中营。

学校被迫迁至法租界借房办学。在抗战八

年中，杨逢挺始终坚持在省上中（一度被

迫改名为“沪新中学”）任教，在极端困

难的条件下，延续着中国物理教育的薪

火。1946年，上海中学重返历经战争破坏

的“吴家巷”校园，杨逢挺继续担任物理

教员，并在1950年继任高中理科主任。他

杨逢挺在1931年清华大学运动会首创 400米低栏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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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所名校的高中物理教学中取得了显著

的成果，他的学生中日后出现了多位各个

领域的佼佼者。

上中的理科毕业生对报考清华大学

更是情有独钟，清华总是成为他们第一

志愿的首选。在一份1947年的学校资料中

显示，这一年理科毕业生共182人，将清

华填报为第一志愿的78人，第二志愿的37
人，第三志愿的12人，共计127人次，占

比约为70%。这样的现象一方面说明清华

在毕业生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另一方面说

明他们已经具备挑战名校的学习实力。而

杨逢挺作为当时上中唯一的理科“清华

系”教师，他给学生带来了“清华”印

象，对提升学生自信心作用不可低估。 
在这一年考上清华的20余名毕业生

中，有两位我们耳熟能详。一位是高伯

龙（1928—2017），他在清华物理系毕业

后，一生从事军事尖端科学研究，是我国

著名的军事光学专家，生前曾任国防科技

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另一位是

李道增（1930—2020），他是梁思成的弟

子，曾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首任院长，著

名的建筑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高伯龙

当年同时被清华和交大两所名校录取，而

他最终选择了清华。从新闻报道中我们知

道，李道增当年对清华的最初了解，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物理老师杨逢挺为清华大

学毕业生，常给学生讲述清华故事，令李

道增心驰神往”。 
此外，还有一位毕业生的故事特别励

志。他叫陆载德，8岁时因病左腿高位截

肢，行动不便。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刻苦学

习，15岁时考入上海中学理科班，高中毕

业后跻身清华物理系，1952年院系调整转

入北京大学。陆载德于1953年以优异成绩

提前毕业，投身国防科研领域。在以后

四十多年里坚持在塞北草原深处的武器试

验基地工作，拖着一条残腿在兵工弹道学

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曾被中央军委

授予“国防科技工作模范”荣誉称号。在

《中国科技的基石》一书中明确记载，在

杨逢挺的教育鼓励下，“陆载德不为自己

的残废身体状况而气馁，终于在1950年考

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如愿以偿，成为杨老

师的师长叶企孙的弟子”。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中学成为唯一用

“上海”城市名命名的中学，是上海中等

教育的著名品牌。杨逢挺为上海中学的理

科教学发展做出了清华人的应有贡献，以

至于很多上中老毕业生在多年后仍然表

示，我们非常幸运，能够遇到杨逢挺这样

的老师，“我们就是叶企孙先生的学生

的学生”。在上海中学1950年代“十大名

师”的榜单上，“杨逢挺”自然名列其中，

并在这一时期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教师”。

着重基础研究 著书惠及后人 

在1930年代，清华物理系学生本来就很

稀缺，能够从叶企孙门下走出来的人就一定

有其特质。这也决定了杨逢挺这位曾经“唯

一”的毕业生，就是在中学教授高中物理，

也一定不只是普普通通的“教书匠”。 
在经过长期的一线物理教学实践后，

杨逢挺对中学物理教材、教法已然稔熟于

心。对于如何解决学习物理过程中的难

点、痛点，都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和解决之

道。为了能够提高学生对物理的学习兴

趣，他在正常教学的同时，从1947年开始

著书立说。他的第一本著作是和杨孝述

（1889—1974）合编的《力学图说》（中

国科学仪器图书公司出版）。此外还在刊



人物剪影

2021年（冬） 73

物上发表《不连续世界》《质量定衡》等

物理科普文章。 
1956年，杨逢挺被调离上海中学，参

加新成立的上海师范学院物理系筹建工

作，开始他教师生涯的最后一段旅程。师

范学院物理系的教学目标主要是培养合

格的中学物理教师，这对已具有扎实基础

物理教育经验的杨逢挺来说，可谓适得其

所。他利用在清华获得的坚实理论知识，

结合丰富的一线教学实践经验，在讲授

“物理教学法”课程时，特别受到师院学

生的欢迎。同时因为他能熟练应用英语，

并能运用德语、俄语，这就给他掌握国外

物理教学发展动态带来帮助。 
到上海师院工作后，杨逢挺的教育与

科研实践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除了教

学活动外，开始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

教学经验的总结与推广。他首先参与的

一项工作是编写《高中物理教学参考资

料》。这是当时上海物理学会所属“中学

物理教学研究会”讨论决定进行的重要基

础建设，集中了一批颇有影响的中学物理

教师参加编写，体现了新中国教育的社会

主义性质。在著名物理家张开圻（1896—
1980）和杨逢挺的共同主持下，历时4年
时间完成了这套14册的丛书。该书问世以

后，深受广大中等学校师生的好评，并被

要求一版再版。 
从现在能查到的资料来看，1956年前

后几年里，是杨逢挺对基础物理学习与教

研规律进行总结的一个高峰期。1956年上

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运动学》《功

与能》；1957年出版《曲线运动》《稳恒

电流》和《高中物理复习资料》；1958年
除了出版《几何光学》之外，还编写了

《中学物理教学法》等著作。 

在杨逢挺一生的编著经历中，最重要

有两件事。第一是《辞海》中“物理篇”

的编写。《辞海》在中国文化、教育、出

版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自1915年开始编

纂以来，已经延续一百多年，至今重版六

次。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7年秋季，在中央

政府主导下开始了第一次重修《辞海》的

工程，并决定由上海负责完成这项工作。

1959年夏成立“辞海编辑委员会”，组织上

海学术界资源，分科进行具体修订工作。

物理学科编写组由复旦大学物理系主

任王福山（1907—1993）、华东师范大学

物理系教授许国保（1901—1993）和上海

师范学院物理系副教授杨逢挺三人负责。

前两位物理学家都曾留学欧美，具有多年

大学教授的资历，与他们相比，只有中

等物理教学经历的杨逢挺能被选为编委，

无疑是对他在物理学科造诣的极大肯定。

《辞海》修订工程巨大，几番风雨，几度

春秋。1961年10月，按学科分类编排的16
分册《辞海》试行本在内部出版发行。而

《辞海》首次修订版的正式出版，则已经

是1979年的事情。屈指算来，几千名专家

花费二十余年才完成了这项浩瀚工程。可

惜的是，杨逢挺没有能等到这一天。好在

《辞海》并没有忘记104名“已逝世的编

委、主要编写人”，“杨逢挺”也名列

其中。 
第二是《数理化自学丛书》的出版。

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63年编纂出版

的这套丛书，涵盖了初高中阶段数学、物

理、化学的绝大多数知识点，不但适于社

会青年自学，也是中学教师教学和中学生

课外阅读自修的重要参考书。即使过去了

半个多世纪，今天仍然还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丛书共计17册，其中四册《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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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持人和第二册《分子物理学和热学》

的编写人就是杨逢挺。令人意想不到的

是，这套起初并不太起眼的参考书，竟在

出版十几年后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

段佳话，被誉为“改变一代人命运的自学

丛书”。 
原来，当1977年恢复高考时，大批知

识青年踊跃报考，但由于学业被荒废的时

间过长，要在短期内迅速掌握高考基本知

识点，他们迫切需要一套有针对性的参考

书。而《数理化自学丛书》恰恰具有“内

容全面、简明扼要、适合应考”的特点，

于是迅速被广大考生奉为高考必备的“秘

籍”，一时“洛阳纸贵”，供不应求。有

资料称，这套书在那几年里多次重印，先

后在全国发行了435万套共7395万本，创

造了中国出版史的奇迹。2012年上海电视

台曾摄制过一部纪录片《上海故事》，其

中有一辑片名是《一代人，一套书》，一

代人指的是 1977—1979 级这“新三届”

大学生，而一套书指的就是这套《数理化

自学丛书》。 

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十年荒唐岁月里，

因为这套书被认定为“修正主义路线的毒

草”，杨逢挺也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最终在1973年4月不

幸过早离世，时年仅66岁。虽然他没能亲

逢几年之后《数理化自学丛书》的重获新

生，但这套丛书备受成千上万考生的欢

迎，就是对他们这些功德无量的编纂者最

好之褒奖。 

结语 

杨逢挺一生耕耘教坛，桃李满天下。

其实他最大的成果是培养了一个自己的接

班人，这就是他的儿子杨超。1937年出生

的杨超自幼跟随父母在上中浓厚的学习氛

围中成长，耳濡目染，自然是学习能力

超强。他于1954年按照父亲的意志考入清

华大学动力机械系，成为杨家第二代“清

华人”。虽然在后来的岁月里，杨超走过

了一条非常曲折的成才之路，但最可贵之

处，是他将宣传、弘扬叶企孙教育思想作

为义不容辞的责任。1992年，清华大学设

立“叶企孙奖”基金，杨超即与母亲黄静

涵决定，捐款6688元，以后又陆续捐赠。

他曾将叶企孙、杨逢挺和自己这三代人清

华人的命运称作“量子纠缠”。

如今的杨超虽然在年龄上已经朝着

“米寿”进军，但还保持着一股为科学

发展竭尽全力的劲头。最近这些年来，他

一直作为特约顾问，专注于推进工信部主

持的国家重大装备技术项目“润滑优化工

程”。即使在疫情期间，也继续奔波在解

决实际问题的出差路上，完全不像是一位

耄耋老者。这正是： 
清华园里始纠缠，大师恩泽润心田；
教书育人传薪火，桃李芬芳留人间！ 

1959 年夏，杨逢挺学长夫妇与儿子杨超

（中）在北海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