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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故事

阴阴桃李成蹊日   滚滚江河化电神
——施嘉炀先生的百岁人生

吴霜

＊本栏目由本刊编辑部与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合办

施嘉炀 (1902 年 9 月 16 日 -2001 年 12 月 23 日 )，出生于福建省福

州市，1915 年考取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生，1923-1928 年获得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士、硕士，电机工程学士，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

士。水力发电学家、工程教育家，中国近代土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先驱，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水利水

电工程系教授。毕生致力于工程教育，培育了中国数代科学技术人才。

在教学工作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重视教材编著工作。创建中国水力发

电工程学会并任第一届理事长，积极进行科学研究，对国家水电发展规

划方面提出了重要建议。

在清华大学档案馆里，保存着一组施嘉炀先生在 1985

年获得的“五十年”荣誉证书和荣誉册，其中含有他从事

水力发电工作五十周年荣誉证书、从事水利工作五十周年

荣誉证书和从事水利工作五十年以上老专家荣誉册。在老

专家荣誉册上，有这样一段话：“他们从青年时代起，就

抱定振兴水利、为民造福的坚定信念，勤奋攻读水利，有

的还游学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几十年来，他们或投身水

利工程建设、历尽艰辛；或为培养水利技术人才，诲人不倦；

或为发展水利科学技术，呕心沥血；或为水利决策贡献聪

明才智。今仍建在者，依然不顾年事已高，为水利事业的

发展继续费心劳神……”这段话，正是施嘉炀先生一生奉

献水电事业的真实写照。

归国学霸撑起清华工程系建设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照片中，年轻时代的施嘉炀，

施嘉炀获得的从事水力发电五十周年荣誉证书（1985）

1928 年初来清华工程系任教，摄于北院 7 号  

左起陈岱孙、施嘉炀、金岳霖、萨本栋、肖遽、叶企孙、萨本铁、周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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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一副西装革履的西式派头。

很难想象，他出生于 1902 年的

清末，在 9 岁之前留着辫子的样

子。辛亥革命后，从私塾走出来

的他，进入了福州师范学校附属

小学学习，1915 年考取了清华学

校留美预备生。那一年，日本帝

国主义依仗军事力量的强大，逼

迫袁世凯签下“二十一条”，激

起了爱国学者的愤慨之情，举国

上下将 5 月 7 日称为“国耻日”。

施嘉炀在清华学校的 8 年，

又经历了张勋复辟、北洋军阀混

战等事件，胸怀一腔热血的他参

加了各种抵制日货的运动、“五四”

爱国运动等，并抱着“教育救

国”“实业救国”的理念努力钻

研科学技术。

1923-1928 年的五年留美期

间，施嘉炀先后获得了麻省理工

学院和康奈尔大学的机械、电机、

土木三个工程专业的 4 个学位，

这样的杰出成绩一直被人们所敬

佩。1928 年，他学成回国后，应

萨本栋先生的推荐，来到清华任

教。当时清华已经由留美预备学

校改为清华大学，设有工程系。

罗家伦来到清华任校长后，将工

程系取消。施嘉炀力挽狂澜，到

南京找到清华董事会的董事们申

请恢复工程系。在施嘉炀和师生

们的共同努力下，工程系终于得

以恢复保留，经研究后改为土木

工程系。1930 年，施嘉炀任理学

院土木工程系主任，1932 年清华

成立工学院，他担任工学院土木

工程系主任，并规划设计了第一

个具有现代水力设备的水力实验

馆，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

工程系成立之初，师资缺乏，

几门排定的课程如果不能及时开

授，将严重影响教学进度和质量。

施嘉炀身为系主任，深感责无旁

贷。他充分发挥博学多能的才智，

以曾获得机械、电机、土木三大

工程系学位的优势，承担了全部

无人授课课程的教学任务，如应

用力学、水力学、机械结构学、

工程天文学、水文气象学、电机

工程学、平面测量学，其中水文

学在国内为首创开授。施嘉炀教

课重点突出，条理分明，系统性强，

至今很多学生仍能够清晰回忆起

他讲授的课程内容。他还亲自指

导金工、木工、铸造工厂实习，

以及夏令营的测量实习。

西南联大岁月中的弦歌不辍

1937 年“七七事变”之后，

日寇侵占北平和天津，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受命在

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后来又

迁往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清

华被迫南迁时，已经成立了文、法、

理、工四个学院，奠定了大学基础。

施嘉炀任联大工学院院长，工学

院就设在昆明拓东路迤西会馆和

全蜀会馆内，学生宿舍是借用过

去存盐的盐仓。在师生们的艰苦

努力下，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教

学与实验。工学院除了土木、机械、

电机三个系之外，还添设了化学

工程系和航空工程系，以及为抗

战需要而设的电讯专修科。

在昆明时期，虽然物质条件

很差，施嘉炀仍孜孜不倦从事暴

雨分析研究，直至抗战胜利北迁

也未曾间断。他不仅注重教学，

更为当地的抗战以及水力事业做

出很大贡献。可以说，在教育为

生产服务方面，施嘉炀是我国较

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当时为了

抗战，土木系曾开设了“堡垒工

程”“军用桥梁”“军事运输”

等课程，同时，为了后方建设，

曾与资源委员会合作成立云南省

水力发电勘测队，勘测了云南省

大部分地区的水力发电资源。

当时施嘉炀还兼任腾冲水力

1934 年的施嘉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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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厂工程处处长，主持建设了

3000 千瓦的腾冲水力发电厂。

1941 年秋，施嘉炀来到腾冲，当

时工程处设在龙光台山顶上，办

公、住宿都设在一座两进的庙里，

房间不多，他只能住在学生宿舍

楼的走廊上，用木板隔了一道门，

放一张行军床，生活非常艰苦、

俭朴。尽管如此，他的工作任务

却十分繁重，研究工程设计，筹

划设备与材料、机具的采购和运

输，处理财务问题，安排食宿生活，

还跑现场，非常忙碌。此外施嘉

炀还与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合作，

主持修建了小型下关水力发电厂，

大理喜州水力发电厂；与中央水

工试验所合设昆明水工试验室；

与交通部公路总局合设公路研究

试验室；与云南省建设厅林务处

合设滇产木材试验室；还测量设

计了昆明飞机场等。

水力发电工程教育泰斗

施嘉炀先生坚持不懈地从事

我国的工程教育事业，理论联系

实际，努力克服困难，促进我国

的水电工程建设。根据中国水资

源多半是综合利用的特点，1958

年，施嘉炀提出在修建水库同时

要为防洪、发电、灌溉、航运等

部门服务，所以把“水能学”这

门课程改造为“水资源综合利用”，

以更好地为中国水利建设服务。

1960 年代，他开始着手编写这门

课程讲义。到 1966 年，已经编写

了五个分册，约 70 万字，这是我

国自编的第一部《水资源综合利

用》教材。他不仅亲自编写，还

亲自讲授，讲解深入浅出，条理

清晰，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易

于领会掌握。

“文革”期间，施嘉炀已达

古稀之龄，但仍和青年教师一起

参加各种开门办学活动，坚持到

工程工地参加实践，指导学生。

他先后到张家口、宣化、三门峡

水库、人民胜利渠、山东黄河边

的东明工地、河南七里营、北京

施嘉炀研究论文《昆明急雨之分析》

（清华大学工学院研究丛刊 1946 年 4 月版）

施嘉炀研究论文《水力发电厂木引水管之设计》

（中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昆明分会专刊 1946 年 6 月版）

1939 年，在云南腾冲龙光台，腾冲水力发电站工程处全体职工合影（前排左五为施嘉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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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嘉炀研究论文《水力发电厂木引水管之设计》

（中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昆明分会专刊 1946 年 6 月版）

郊区的怀柔边坑工地和平谷海子

水库等工地实践，从不计较环境

的艰苦，常与学生同睡地铺，安

心工作，获得当地群众的敬佩和

称赞。他还为工农兵学员编写通

俗易懂的“水库工程”讲义，亲

自授课与辅导。

上世纪 80 年代，工农业的迅

速发展致使对电力的需求量巨大，

国家每年连续缺电达数百亿千瓦

小时，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发展。

施嘉炀多次提出了加速发展电力

工业的建议，并经过长期调研与

计算，于 1985 年发表题为《以改

革促水电开发，力争 2000 年装机

达到 1 亿千瓦》的论文，提出很

多建设性观点。

1980 年，施嘉炀创建中国水

力发电工程学会，并任首届理事

长。学会在他的领导下，积极开展

各方面工作，在促进我国水电科

技进步和水电建设发展方面发挥

了很大作用，也在国际学术界宣

传了我国水电建设的成就。他还担

任了《水力发电学报》第一届编

委会主任，倡导编纂了普及水电知

识的《水力发电技术知识丛书》。

在一个世纪的人生轨迹中，

施嘉炀终身为工程教学和科研呕

心沥血，却始终以最饱满的精神

面貌和良好的身体素质面对各种

困难，这与他重视体育锻炼不无

关系。少年施嘉炀运动能力很强，

早年参加福建省运动会小学组比

赛，就拿过障碍物竞走第一名，

在清华学习时期，擅长跳高、跳远、

高栏运动，还代表清华获得华北

运动会的高栏冠军。在美国读书

时，参加飞行员培训班，曾用十

几个小时就学会了开飞机。西南

联大教书时期，他曾经骑马在住

处与学校间穿梭。晚年的施嘉炀，

仍然老骥伏枥，运动精神不减。

运动，贯穿于他人生始终，早已

与生活融为一体。

1982 年 9 月， 值 施 嘉 炀 80

岁诞辰和他在清华大学执教 55 周

年之际，学校为此举行了庆祝会，

教育界和水电界的专家教授以及

李鹗鼎等校友莅临会议并表示祝

贺。原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锐受

中国水利工程协会委托，在致施

嘉炀的贺词中道尽了这位学界泰

斗的百年人生：

几见沧桑度八旬，

教鞭周甲力耕耘。

阴阴桃李成蹊日，

滚滚江河化电神。

水木清华常忆旧，

天光皓月迭更新。

举觞恭祝先生寿，

同做小康时代人。

（文中所有档案皆为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水力发电学报编委会主任委员聘书（1981）

1982 年李锐敬贺施嘉炀 80 岁寿辰书法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