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第 10 期
《水木清华》 总第 48 期

清华大学体育代表队成立60周年专刊

难忘的摩托岁月
叶宏开

智勇双全“抓特务”
五六十年代，在校运会上最具轰动效应
的代表队当属摩托车队。每当摩托车队表演
的时候，西操场周围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从摩托队成立开始，每逢校运会摩托队都有
一次精彩的摩托车表演。开始只做一些简单
的单项技巧性表演，如车上站立瞭望、原地转、
１８０ 度急转弯并卧倒射击、八人叠罗汉、过独
木桥、跳断桥、穿火墙、隐蔽驾驶等等。
在一次运动会的表演中，为了使表演更
加生动，他们用“摩托民兵擒拿空降特务”
的故事，把许多难度较大、观赏性好的动作
串联编排起来。故事说的是一个空降特务在
另一个潜伏特务接应下，企图混入城市进行
破坏活动，正当他们两人骑一辆摩托车准备
行动时，被我民兵发现，在摩托小分队的追
击下，空降特务被击毙，而潜伏特务则夺路
而逃，为阻止追击他在经过拱桥后炸断了该
桥，但勇敢的民兵驾车跳过 ４ 米多的断桥，
终于生擒敌特。为了使场面逼真生动，队员
们从部队借来一挺轻机枪、多把手枪和演习
用的空弹，并且用镁粉等自制土炸药。据队
员们回忆，当年首演特务的是孔宪清和张允
恭，土制炸药则是“巧手”甘小杰的杰作。
笔者曾经在西操场目睹过表演时的盛况，眼
前摩托飞驰、人影憧憧，耳边车声隆隆、枪
声哒哒。当张允恭接通雷管时，一声“巨响”，
桥板飞舞、硝烟弥漫、火光熊熊，真是惟妙
惟肖。表演大受欢迎，于是成为清华摩托车
队的保留节目。１９６０ 年该节目还为全国民兵
会议的代表作过表演，后来新闻电影制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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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该节目拍成电影在全国放映。
与“跳断桥”有关的，还有两个惊险的
小故事。一个发生在甘小杰身上，一次练习
时他驾车刚驶上桥时摩托车突然熄火，这时
刹车已经来不及，人车都已到了桥的断口，
只见他急中生智，使劲往下一蹬，人就飞过
了断口，扑在桥的下坡段，以为这下安全无
恙了，那知车也飞了过来，幸亏他原来的一蹬，
使车的前轮撞在断口，车身翻过来，正好压
在他的身上，他立即一拱身，把车蹬下桥去，
保了平安。另一个故事发生在李笑美身上，
一次表演她的摩托车就是上不去速度，快到
桥边时她正犹豫要不要再跑一圈，因为速度
上不去，就跳不过断桥，后果必定很惨。就
在这时，摩托突然加速冲上桥去。这时刹车
也不管用了，她告诫自己必须保持镇静，双
手抓紧车把，连人带车一起飞过了整个桥身，
落在地下，前面的弹簧被压缩到底，人也跟
着往下压，只见她握住把手硬把身体顶起来，
同时重新加油再放离合器，摩托车居然没有
熄火，继续往前开了。外行以为这位车手跳
得真好，而内行则暗地里为她捏了一大把汗！

刻苦训练学本领
摩托车队作为国防体育的一个主要项目，
于 １９５５ 年春在清华成立。建队之后一直得到
蒋校长和校党委的重视。刚成立的摩托车队，
队员大部分是刚由摩托初级班毕业的 ５８ 或 ５９
届学生，如谢寿椿、曹德彰、袁志宏、甘小
杰、郭凯、金以慧、张丽文、徐亚英、董学勤、
闵利袁、赵小茵、王玉莹、吴弘、闫榕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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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摩托车队表演

十余人，先后由曹德彰、郭凯、甘小杰担任

李荧、朱玉良、戴关琪等，摩托车队力量大增，

队长，教练员是从北京卫戍区摩托营聘来的

有校运动队、保修组和负责普及教育的辅导

一位大尉，“领队”则是康守义老师，此后

组三支力量，还有一个车库和维修车间。

训练步入正轨。邢宪增说：清华的摩托车运

为了取得优异的成绩，队员们进行了刻

动是“北京开展活动最早的单位，自己买车

苦的训练。例如李笑美这位外表娴静、多才

最早的学校，也是后来成绩最突出的单位”。

多艺的建筑系女生，为了国防运动的需要，

１９５６ 年北京市摩托俱乐部举行了第一次

一别她钟爱的舞蹈队，二别已使她获得二级

比赛——场地障碍赛。清华谢寿椿（原清华

运动员的体操队，全身心地投入摩托运动的

校医院院长谢祖培先生之子） 取 得 了 ２５０ＣＣ

训练。她回忆道，当时教练的教学水平不高，

车型的第一名。但一直到 １９５８ 年，清华摩托

尽管他们自己做得很好，但动作要领却说不

车队的实力还相对较弱。１９５７ 年之后，摩托

清楚，为了练习原地旋转，他们不知摔了多

车队又吸收了一批新队员如李笑美、孔宪清、

少跤，弄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因为这时

张允恭、王兴华、何浩、范莉云、沈玉琪、

既要踩刹车，又不能踩过度，不踩车不会原

王天泰、于万海、郑丽娟、周新嵩、杨宇、

地转，踩过头了就会“嘣”地一下摔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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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怎样才算适度，只能靠自己慢慢体会。
每个周末，他们就带两个干馒头、几块咸菜
到老山、长辛店的坦克训练基地去训练。老
山摩托车教练基地专门是用来作越野训练的。
李笑美说：“摩托车越野训练就更艰苦了，
爬陡坡、过泥塘、穿沙地、走卵石，费的力
气就不用说了，单是出的汗水都可以把 ５ 毫
米厚的皮护腰带浸透，一天练下来，皮带都
会结一层碱。在泥塘中，只要一熄火就完了。
不能踩油门，否则就会吸进污泥，而在泥塘
中熄火又是常事，只能拼死命地把上百斤的
车推出来，弄得浑身是泥，有时累得两手连
车把都握不住。”
同样是多才多艺的老队员沈玉琪回忆
道：“越野训练科目中有一项是要驶过几十
米长的乱石滩。那些石头的直径都有 ４０ ￣ ５０
厘米大小，一开始害怕，不敢加速，越是害
怕越过不去，车轮卡在石头缝中就会把你绊
倒，卡住以后连车都很难推出来。过一次摔
一次，手摔肿了，裤子也撕破了。但是我们
摔一次总结一次，互相交流经验，最后找到
了窍门：进入乱石滩不能害怕、不能减速，
双腿半蹲夹住车，提着把从石头尖上飞过去，
就成功了。”
在环行公路赛中，要想取得好名次，关
键在于高速过弯道的技术，特别是过连续弯
道。高速转弯时为了克服圆周运动的离心力
必须让摩托车倾向“圆心”。车压得越低越
容易拐弯，为了尽量把车“压”低，他们把
车的脚蹬锯去。因为一旦脚蹬蹭地，车就会
像在冰上一样滑出去。沈玉琪在训练时就两
次滑了出去，人翻滚了不知多少下。
摩托车运动被称为“勇敢者的运动”，
在练习时，摔车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为了不
出伤人事故，他们平时经常训练正确的滚动
方法，因此在历次比赛中，摩托车没有出现
过重大伤人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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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米推车逞英豪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第一届全运会在京举行。参
加第一届全运会的清华摩托车队员有甘小杰、
张允恭、王兴华、孔宪清、何浩、吴弘等人。
李笑美当时的成绩相当好，但不幸的是在一
次训练时胳膊骨折而无缘全运会。
在 １００ 公里摩托车环行公路赛上，何浩、
孔宪清分获第二及第六名。何浩虽得了第二
名，然而加上越野赛第一名的成绩，他无可
争议地获得了个人全能的冠军，孔宪清获个
人总成绩的第六名。何浩和孔宪清两人的越
野赛和公路赛的总成绩加起来，是各参赛队
里 １７５ 车型中最高的，由此他们为北京队获
得了 １７５ 车型的团体冠军。而甘小杰则获 ７５０
型（三轮）车越野赛第五名、公路赛第六名。
全运会的骄人成绩，鼓励他们继续进行
刻苦的锻炼，迎接新的挑战——北京市首届
摩托车越野赛和环行公路赛。环行公路赛在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举行，在有七个单位参加的比赛中，
清华获团体冠军。
越野赛于同年 ５ 月底举行，队员们为这
场比赛作了精心的准备，原因是越野赛除了
对运动员的技术要求很高之外，更厉害的是
每场比赛对车辆也是一次残酷的考验，越野
赛的场地十分艰险，路况恶劣，什么搓板地、
大坑、土丘、陡坡、急转弯、沙地、泥坑、
林间小道，应有尽有，车辆的跳跃、撞击、
跌落不时发生，人们无法预料比赛会对车辆
造成什么损坏，如果车出了大事，那只能退
出比赛。于是大家对车辆进行了周密而细致
的改装与保养，其中张允恭对自己的坐骑最
下功夫，他的车原来是从旅顺苏联海军基地
买来的军用伊尔—４９ 型摩托车，具有很好的
越野性能，但他并不满足于现状，把发动机
的汽缸盖在机床上镟薄了 １ ￣ ２ 毫米，对发动
机进行改装，提高了车的加速性能。并将另
一辆匈牙利产的摩托车的前轮与前叉移装过
来，因为它的前轮直径较大，前减震器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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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极好，有助于在越野道路
上减少颠簸。再将电池夹进
行重新焊接加固，在确保万
无一失后，才封车备赛。这
一切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论知
识与实际动手干活的能力，
也是做不到的。然而百密一
疏，偏偏就是这辆被重点保
障的车辆，在跑到最后一圈
离终点还有百米距离的大上
坡路上突然熄火，点火用的
电瓶也颠掉了，张允恭知道
车子已经不可能启动了。这
时清华的孔宪清和李笑美都
已取得优良成绩。摆在他面
前只有两条路，一是退出比

1959 第一届全运会团体冠军何浩、孔宪清

赛，清华队就没有团体总成
绩，另一条路就是咬紧牙关，坚持拼搏，双

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而且培养了互

手把车推上坡度约为 １０ 度的大漫坡。这对一

相帮助，团结协作，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问

个已经拼了近十圈路程、体力消耗已经很大

题的能力和坚持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

的人来说，决非易事，但张允恭毫不犹豫地

从 １９５５ 至 １９６５ 年， 清 华 摩 托 队 在 各 项

推起他的摩托车，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坡上走

赛事中共获得 ３７ 项奖项，其中何浩、孔宪清、

去。在全场观众及队友们的欢呼与加油声中，

张允恭为北京市赢得全国冠军 ４ 项，为母校

在有节奏的鼓掌声中，他终于走到坡顶，把

取得北京市团体冠军及市单项冠军共 １２ 项。

车推过终点，随即软瘫在地，汗水湿透了厚

曾先后获北京市冠军的运动员有谢寿椿、何

厚的运动服，这一幕动人的景象使不少人热

浩、张允恭、孔宪清、李笑美、杨冰、王书铨、

泪盈眶。很快从裁判组传来消息：按比赛规则，

吴渝凌等人。

张允恭的成绩有效。参赛的八个队只有清华

清华摩托队是一个团结而有凝聚力的集

队具有总成绩，如果没有张允恭的“百米推

体。共同锻炼与学习生活中建立的友情使他

车”，整个赛事就没有团体成绩了！另外在

们终身不忘。最后一任队长杨明远毕业后到

这次比赛中，除孔宪清、李笑美分别获得男

贵州汽车制造厂工作，后调贵财投资公司。

子 １７５ＣＣ 车型、女子 １２５ＣＣ 车型的第一名之外，

清华九十年校庆时，他在贵州建立了“清华

清华还获得了其他六个个人名次。

摩托队老友”网页，把天南海北的老队员们

这次比赛充分说明了清华摩托车队队员

再一次联系在一起。摩托队员们现在聚会时，

勇于探索，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坚忍不拔，

很多人都会不远千里来到北京，共叙那千金

坚持到底，决不放弃的良好素质。孔宪清教

不换的友谊。

授回忆道，摩托运动对自己一生产生了深刻

（叶宏开，１９５７级，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党

的影响，它“不仅培养了自己不怕苦，不怕累，

委纪委书记，校史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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