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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社会的语言，当时清华学生在进行体育
运动时，说的体育术语不是英语就是法
语。原来这种无问西东、各取所长、融会
贯通、为我所用的精神，早已融入老清华
人的骨髓之中。
1953年，我父亲从团中央调到清华工
作。当他见到马约翰教授时，恭敬地说：
“马老，我还欠您两个体育学分呢！”这
是怎么回事？原来，当年国难当头，我父
亲是清华学生选出参加北平学联的三位
代表之一，担任学联常委，经常在市内工
作。“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根据党组织

的安排，忙于组织学生撤退和平津流亡同
学会工作，先后辗转天津、济南、南京和
武汉。后来由中共南方局派往昆明，担任
云南省工委青委书记，领导西南联大和云
南省的青年工作。虽然他体育一向很好，
但已经无暇顾及体育这两个学分，就在西
南联大补开了清华的肄业证书。16年过
去，师生在清华重逢，我父亲看到马约翰
教授依然精神矍铄，非常欣慰。马老也称
赞我父亲当年的选择完全正确，还开玩笑
说，可惜现在不能给你补两个体育学分
了! 师生把手言欢，成就一段佳话。

● 清华真情

情系清华

奋 斗 60 年

——忆 1955 级水利系动 01 班
○张兆琪

张

20世纪50年代，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
场工业化的热潮。新中国自1953年开始实
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
建设，要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初步基础。
那时的我们，正值青春年少之时，迎来了
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记得当时有一幅风
靡全国的宣传画“把青春献给祖国”，画
中刻画了两位严冬季节在野外作业的女勘
探队员，她们的脚下是奔腾的江河，身后
是巍峨的群山。这幅画绘就了我们这一代
人誓把青春献给祖国的远大情怀。
1955年夏天，我们高中毕业，那时列
宁所说的“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
化” 深入人心。当时在苏联，世界最大
的两座水电站古比雪夫水电站和斯大林格
勒水电站正在建设中。我国的水电建设方

庄 （1960 届水利）

兴未艾，而长江三峡的水电站工程更是我
国从事水利水电建设几代人的梦想。我们
是多么向往参与到这样宏伟的共产主义建
设工程中去啊！
也正是在这一年，清华大学水利系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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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设立了“水力动力装置”专业，我们动
01班31位同学就是怀抱着这样的青春梦
想，全部以第一志愿报考了清华大学动力
类并进入水力动力装置专业。后来又转来
两位同学共33人。
我们如愿以偿地开始了大学生活。
在向往已久、美丽的清华园里，老师
们孜孜不倦的教诲，给我们打下了深厚、
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基础，党团组织的精
心培育，使我们懂得了要又红又专；蒋南
翔老校长提出“至少要为祖国健康地工作
50年”的口号使我们养成了锻炼的习惯，
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老一辈的清华学子
追求理想、爱国、奉献、自强不息的精神
感染和熏陶了我们，成了我们做人做事的
精神支柱。1961年的1月（由于参加密云
水库设计及生产劳动，学制延长了半年）
我们班绝大多数同学要毕业了，当时国家
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党号召我们“到
边疆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班里绝大多数同学在毕业分配表上
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服从组织分配”，第
二志愿不少人填报的是分配方案中的内

蒙、宁夏、贵州、黑龙江等边远省份。同
学们都愉快地服从了分配，告别了老师，
告别了生活五年半的清华园，意气风发地
走上了人生的新征程。
孙亦麟同学被分配到地处辽宁省的桓
仁水电站工作。由于经济困难，工程下
马，他被调到辽宁发电厂。那里有13台汽
轮发电机组和两台水轮发电机组（大伙房
水电站）。于是孙亦麟就被派去和工人师
傅一起干活，维修这十几台机组。前后一
共干了1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知
识分子政策，他才在1980年被“借调”到
东北电业管理局。经过机构的几次调整，
最后担任东电水电处生产技术科科长，全
面负责水电管理工作。参与东北地区鸭绿
江、松花江、浑河等流域上大、中型水电
站的规划、设计审查；参与水电站建成后
的启动验收与试运行；统筹局属水电站机
电设备的生产运行、维修与技术改造。总
之，无论是老的丰满、云峰水电站，还是
新建的白山、桓仁、太平哨等水电站的有
关生产、运行、检修工作都归他们管理。
他说自己“走南闯北”“很忙”。说起几
十年的经历，他只说了一句话：
“我是三中全会的受益者。”
同样被分配到东北电管
局的还有郝述唐同学。他于
1979年调到东北电管局所属
的朝阳电力修造厂。1983年
起担任厂长，组织领导企业
整顿工作。针对以修配为
主，既无定型产品又无主导
产品难以为继的情况，经与
上级协调，确定了以改造和
制造大型电力变压器为经营
1957 年 5 月，动 01 班团日活动留念
方针，实现了工厂经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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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为此逐步完成了制造装备配套、超高
压试验装置的完善化管理体系。生产能力
大为提高，名列国内三大变压器厂之后的
第四位。
为了帮助解决大型电力变压器运到厂
里检修运输困难的问题，郝述唐组织带领
技术人员和工人下到现场就地施工，克服
诸多困难，顺利完成任务。1993年电业局
成立科技开发公司，郝述唐担任副总经
理。他们开展了“粉煤灰综合利用”项
目，并赴多地推广应用。郝述唐同学一路
走来，从克艰立业到艰苦创业，他无怨无
悔，矢志不渝。
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对电力的
需求日益增加，许多水电站工程也得到上
马建设的好时机。
李明松同学毕业时被分配到西北水电
勘测设计院工作，先后在西北院机电处担
任过书记、处长和总工程师的职务，还参
加了黄河上游龙羊峡、拉西瓦、尼那、李
家峡、公伯峡、小峡、大峡、乌金峡和黑
山峡水电站的机电设计。这些电站中除黑
山峡外，其他均已建成发电。退休后他又

到长江三峡水电站担任监理工作。他的经
历正如我们水利系的系歌《水利建设者之
歌》所写：“从那黄河走到长江。我们一
生走遍四方……前面是滚滚的江水，身后
是灯火辉煌……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战
斗着奔向前方。”
关仁卿同学于1984年调入当年水电部
下属的水利电力对外公司。由于对外开放
国策的实施，对外公司的业务由过去的单
纯对国外进行经济援助发展到参与国际性
工程的招标、投标活动，从而能承包国
外水利电力工程。关仁卿调入公司后，于
1986年被派往公司驻伊拉克经理部任经
理。那时，中水电公司在伊拉克有管理人
员、工程师、技术工人等近千人的队伍，
进行的工程项目如：底格里斯河上堆石坝
的修复（因伊朗飞机轰炸而被破坏），幼
发拉底河上灌溉水闸的土建及设备安装，
摩索尔大型水利工程的蓄能机组安装等十
多项。而当时正值两伊战争期间，全体人
员冒着伊朗导弹袭击及飞机轰炸的风险，
同心同德，顽强奋斗，按期保质完成了所
承建的工程。关仁卿同学先后对40多个国
家、地区的工程分别进行了考察，参
与项目谈判、签约及工程的施工、运
行、管理等工作。鉴于他在发展我国
工程技术事业上作出的突出贡献，获
得了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我们班的“老博士”是来自上海
的朱柏松同学，毕业时被分配到贵州
工学院（后改为贵州大学）。退休前
他一直从事水利工程专业的教学和科
研工作。退休后，他曾走出贵州到上
海、深圳“打工”两年，看了看外面
1995 年校庆，部分动 01 班同学合影。左起：
郝述唐、仲崇恕、常兆堂、张兆琪（前）、刘冀生（后）、 的“世界”，他的结论是，“我还是
吕世磐、翁耿光、陈通谟
在贵州最能发挥作用”。于是他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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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贵州大学。2007年清华大学金峰等教
授去贵州做堆石混凝土筑坝技术试验研
究，朱柏松受邀参加了该项试验研究。
2018年贵州大学土建学院建立了堆石混凝
土研究中心，82岁的朱柏松受聘为该中心
主任。至今他们的研究成果已被收录入国
际大坝委员会颁发的堆石混凝土坝技术公
报中。现在朱柏松仍不服老，带领年轻教
师和研究生在实验室忙碌着，或奔波在堆
石混凝土的施工现场。问起他为什么这样
积极地投入工作，他说：“这是我国提出
的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新坝型，为它的成
功尽力，这很有意义。”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建设现代化强国对
人才有了新的需求，我们班也有同学离开
了所学、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但是他们为
祖国奉献、自强不息的精神没有变，他们
在新的专业领域谱写着新的华章。
仲崇恕同学1962年被分配到哈尔滨电
机厂大电机研究所工作，先后参与了我国
云峰、刘家峡、新安江、葛洲坝等大型水
电站水轮机叶片强度试验研究以及叶片的
模型应力试验分析和真机应力实测研究。
1982年组织协调我国首台高水头水轮机水
力试验台的建造和调试工作，1984年经有
关部委组织的专家鉴定验收，认为“该试
验台运行稳定，试验精度优于0.3%，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然而，正值仲崇恕在
专业技术领域工作日趋成熟、将会取得更
多研究成果之际，1985年党组织调他去做
哈尔滨电机厂劳资处处长，负责全厂的劳
动、人事、工资三项制度的改革工作。那
是由于1985年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
展开，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之一是实行按
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企业内部要实行劳动优化组合，职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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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岗等，这是国企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
每项改革都牵涉到职工个人切身利益，稍
有处理不当都会引起风波。仲崇恕同学正
是在这种形势下，服从组织分配去“啃硬
骨头”。他无私无畏，任劳任怨、兢兢业
业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退休。
刘冀生同学1984年从水利系调入我校
经济管理学院。当时正值我国由实行了几
十年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转
变，企业急需大量了解市场、会经营、懂
管理的中高层管理干部。为了加快这方面
的人才培养，他在院系领导下，为在我国
建立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做了许
多具体工作。终于在1990年获得国家教委
批准，建立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
制度，并在清华等9所院校进行试点。
为了尽快掌握经济管理学科的理论，
他向专家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厂长、车
间主任学习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他
“勇敢”地接下了“企业经营管理”的讲
课任务。这以后，他边讲边改进，将课程
的名称改为“企业战略管理”，他成为国
内最早开设这门课的教师之一，后来这门
课也成为MBA学位的必修课。他共培养
了152名硕士生，还有11名博士生，成为
国内较著名的企业战略管理的教授和博士
生导师。
刘冀生同学还为全国重点大、中型企
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监事、独立董事以
及民营企业高层管理干部主讲“企业战略
管理”。他还为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公
司、中国牧工商集团等26家国营大、中型
企业提供管理咨询，为企业制定发展战
略，企业给予了高度评价。30多年来为企
业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转型做了大量实
实在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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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得对，的确，我们每个人都在自
在我国建设航天强国的科技大军中，
己的岗位上付出自己的努力。季顺得同学
也有我们班在中科院力学所工作的唐泽眉
1963年因北京市缺乏中学教师，他从中科
同学。
院电工所被借调到北京63中。这一“借
20世纪90年代初，载人航天任务启
调”就是30多年，季顺得在63中负责高三
动，中科院承担了国家载人航天应用系统
年级的数学，担任数学教学组组长。由于
的研究任务。力学所开始进行微重力环境
他教学成绩突出，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
下流体流动和传热规律的研究，为航天器
扬，于1987年荣获“北京市先进教育工作
在空间的利用和流体管理提供根据。唐泽
者”的称号。
眉担任微重力流体物理理论组组长，承担
我们班的吕世磐是一位华侨同学，毕
液桥的数值模拟研究工作（液桥是悬浮在
业后曾任教于贵州工学院（现为贵州大
空间跨接、连接两个固体表面间的一段液
学）和浙江大学，1975年到香港后，经过
体）。从建立物理数学模型，开发三维不
与多人竞聘进入香港大学，担任工业中心
定常有限元数值程序，模拟结果的数据处
工程训练主任。他不仅为香港大学工程
理，到与试验进行对比。多年来，经过无
训练系统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数次的数值模拟、地面试验、空间搭载试
更难得的是，吕世磐还促成了香港大学与
验，她和她的团队耐得住寂寞，经得起一
清华大学的合作。经过他与清华大学有关
次次的失败，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
方面的协调，1994年与1995年他两次带领
系统的液桥空间试验终于在2016年天宫二
三十多名香港大学学生到清华大学进行工
号（它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空间试验室）
程训练，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他们自己办
取得成功。
刊物讲述训练的实况，写体验文章、诗歌
唐泽眉2003年退休，2013年离岗。在
等，表达自己的心声，十分感人。在香港
她离岗时，天宫二号的数值研究已完成，
回归之前，建立起港大与清华的这种交流
试验组也进行了地面试验，正研究进行空
间试验。
2014年，中科院在“关于
表彰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
和承担载人航天工程协作配套
任务突出贡献和优秀个人的决
定”中，唐泽眉获“优秀工作
者”称号。说到这段不平凡的
经历时，她很平静地说：“我
正好在这个岗位上做了应该做
的事而已。我的体会是：我们
国家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搞大协
作的威力，每个人都在付出，
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2020 年 9 月，动 01 班毕业 60 周年“云聚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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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能可贵，意义也是深远的。
我们班还有一位华侨同学谢志锋。他
较长时间在香港从事商贸工作。在校时，
是校羽毛球队员，为学校争取过荣誉，现
在80多岁了还在香港体育馆打球，成为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真是“无体育，不清
华”的实践者。
我们在追求实现梦想的道路上总会遇
到沟沟坎坎，当它们阻挡我们前进时，就
要鼓起勇气，树立必胜的信念，以顽强的
斗志跨过去。
我们班的张逢甲同学在上学期间被错
划为右派分子，大学没有念完就被送到艰
苦的煤矿等地进行劳动改造，最后辗转到
了新疆建设兵团。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
就此消沉，他积极劳动，努力工作。平反
以后，因为表现出色，党组织批准了他加
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他成为一名党员，
退休前他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一师党校
副校长。
我们班毕业时就分配到边远地区的还
有王基清同学，他长期在黑龙江省水利勘
测设计院工作；张存济同学一直在宁夏水
利科学研究所工作，曾担任所长。他们把
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边远地区的水利
事业。
我们班还有几位在国家部委、部属的
水电设计院、国企和中科院的管理岗位上
工作的同学，他们都兢兢业业，努力勤奋
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受到领导和同
事们的赞扬。
还有留在学校的同学们，他们分别在
校、系的领导岗位上，在教学科研的第一
线岗位上，为把清华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
学和培养一代代清华学子贡献了力量。
最后要说的是，我班同学公认的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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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陈通谟同学。毕业时他是我们班的团
支部书记，毕业分配到内蒙古电力局农电
处工作。当时内蒙古不仅是农村，就连许
多县城都没有通电。牧民说：“没有电灯
就像没有眼睛，听不到广播，就像没有耳
朵。”他感受到了巨大的责任和沉重的压
力。而责任和压力都转换成他几十年坚持
奋斗的强大动力。
从最初的自带干粮、住蒙古包，到建
成风光互补系统，再到踏遍内蒙古草原寻
找风场，找领导，找合作单位，和外商谈
判、购买设备，建设大型风电场，还利用
工作之余写论文、报告，探讨风电事业的
发展和各种技术应用方面的问题。陈通谟
同学不惧艰苦，不辞辛劳，淡泊名利，为
了内蒙古的广大牧民，为了内蒙古和我国
的风电事业贡献了他毕生精力。他是我们
班同学的杰出代表，我们也以《陈通谟：
内蒙古风电事业的拓荒牛》（参见本刊
86期53页）为题，编写了报道他事迹的
文章。
2020年是我们毕业60周年，我们相聚
在微信群。当在手机上晒出了老照片时，
我们看到了大学时代风华正茂的一群年轻
人。当同学们谈起毕业后60年的经历时都
感慨万分。这60年，我们经历了风风雨
雨，也享受到温暖的阳光，始终和祖国共
命运。而国家发展的前进步伐也在我们身
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我们感恩国家在建设
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为
我们搭建了大舞台。在这个大舞台上，我
们得以尽情地施展才华，发出光和热；而
我们也为搭建这个大舞台添了砖、加了
瓦，实现了我们的青春梦想。我们感谢
母校的培育之恩，在母校建校110周年之
际，我们祝愿母校在新的百年再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