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清华校友总会成立百年

一颗公益心 一生清华情
——记上海校友会执行副会长叶洪根
○冯伟萍

叶洪根学长出席第十六次校友工作
会议在分组讨论会上发言

30 年前的 1983 年 5 月 2 日，上海市
科学会堂聚集着上海六百余位校友，共同
庆祝母校建校 72 周年。钱伟长学长作为
上海校友联络处新当选的负责人发表热情
洋溢的讲话 , 新任的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吴
邦国、黄菊以及新当选的上海市副市长倪
天增等校友代表分别发言，提出了上海校
友联络的重要性，大家欢聚畅谈、共叙友
情。当时的叶洪根学长作为一名普通校友
代表参加了聚会。
30 年 后 的 2013 年 4 月 20 日， 上 海
邮电俱乐部，上海各界校友及母校领导聚
会，共同庆祝母校建校 102 周年。大家观
看了由上海校友艺术团表演的精彩节目，
听取上海校友会新任执行副会长张素心校

友关于上海校友会的工作汇报，了解了母
校领导带来的学校最新发展情况。一种强
大的凝聚力、归属感和使命感在每个上海
校友的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作为这次聚会
的主要组织者，叶洪根学长同样以一名普
通校友身份参加了这次聚会。
30 年光阴荏苒，像这样的一年一次
的聚会，叶洪根学长总共参与组织了 30
次，一次不落。上海校友会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上海校友由原来的 600 多人，到
目前校友网络注册会员 1 万多人；上海校
友会由原来的组织校友聚会到现在的 12
个专业委员会、各种兴趣活动小组、上海
校友会艺术团、《清缘》电子杂志、各种
校友论坛、座谈；从联络校友到服务校友，
乃至关注校友的成长和发展。30 年来，
上海校友会每年都在变化、发展，身边老
校友的不断离世，新校友的不断到来，这
位已经 75 岁、健康工作 52 年、从事校友
工作近 30 年，见证并亲身参与上海校友
会建设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学长，不知面
对这些变化是怎样的心情。一切在变，唯
一不变的是他对清华的那份情谊！

挥之不去的“清华情”
叶洪根学长 1938 年出生，江苏无锡
人，由于在中学的优异成绩，1955 年由
无锡第二中学直接保送至清华大学，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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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选择清华是受到了堂哥的影响，从堂哥
那里他知道了清华悠久的历史、美丽的校
园、著名的大师、良好的氛围，来清华就
是他一直的梦想，因此在高考志愿中他义
无反顾地全部填报了清华大学。
1960 年叶洪根学长从清华大学机械
学及自动化专业毕业，分配到机械部上海
电器科学研究所工作。清华 5 年的大学锻
造和熏陶，使叶洪根学长懂得了作为一名
清华人所应肩负的历史及社会责任。
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叶洪根学长
尽心钻研业务，在科研上不断探索和创
新，担任过全国学科潜水电泵技术负责
人，曾经获得国家和机械部的多次科技进
步奖，多篇论文在国家级杂志上刊登。
1985 年工作领域从强电转入弱电后，转
入机器人的研究和攻关，并担任上海市机
器人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负责制订上
海市“六五”机器人发展规划，曾经担任
上海市多个大型项目的评审委员会的专家
委员。曾是上海市多年的科技成果奖的评
审专家，现在还承担上海市节能产品、节
能改造项目的评审专家。
叶洪根学长豪爽热情，办事果敢，乐
于助人。工作之余，经常帮助和协助一些
清华老学长和校友处理各种问题和困难。
1983 年 5 月 2 日的那次校友聚会的场地
和经费就是叶洪根学长负责解决和操办
的。1984 年上海校友联络处商议恢复“清
华大学上海同学会”，时任联络处秘书长
金兆骧学长（1935 届）邀请叶洪根学长
起草一份《清华大学上海同学会复会报
告》，呈送给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
得到批准。1984 年 12 月 2 日，酝酿已久
的“上海清华同学会”正式恢复成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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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大学（原上海工业大学）举行庆祝
大会。当与会校友中最年长的 88 岁陈永
杰学长（1919）为钱伟长夫人孔祥瑛学长
（1938）题写的“上海清华同学会”会牌
揭幕时，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场上每一个清华人都心潮澎湃，激动万
分。身在现场并亲历筹备过程的叶洪根学
长也许在这一刻体会到了让离开母校的清
华人在上海清华同学会找到归属感是多么
幸福和快乐的一件事情，也许这就是他能
坚持校友工作 30 年的源动力吧！

母校在上海的“联络人”
1986 年，叶洪根学长正式担任清华
大学上海校友会（1989 年根据民政局的
要求，统一更改为学校名称后加地区名校
友会）的第二任秘书长，身为秘书长不仅
要密切联络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校友，加
强他们相互之间的交流，关心他们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要搭建起母校与在沪校友之间
信息沟通的桥梁。母校希望了解校友的发
展情况，校友更关心学校的发展和变化。
80 年代由于交通和信息的滞后，每年学
校组织到各地的招生组就成为各地校友会
与学校联络的一个重要渠道。每年学校派
驻到上海的招生组都会受到上海校友会的
热情接待，并协助招生组在上海开展各项
招生宣传工作。1984 年上海招生组成员、
原校长办公室主任钱锡康老师曾回忆说：
“80 年代初，很多上海的学生不愿意离
开上海，很多好学生都不愿意报考外省的
学校，为了让更多的优秀中学生报考清
华，上海校友会金兆骧、叶洪根学长多方
宣传，在大年三十的下午召集几十位上海
校友开会，通报情况，共商对策；促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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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上海清华中学 ( 在原红星中学基础上改
建 )，为招生工作提供联络咨询基地；并
向当时任副市长的倪天增校友汇报了相关
情况，得到了上海有关各方的高度重视。
若干年后，清华大学和上海市协商有关招
生事宜，最后由时任上海市副市长龚学平
主持拍板，为清华招生开设“零志愿”，
允许提前录取，解决了上海招生中的“掐
尖儿”问题，提升了清华在上海的影响。
除了招生组，但凡是母校到上海参观
访问、洽谈项目、学术交流等，只要叶洪
根学长得到母校的信息，都会义不容辞地
承担相关接待和陪同工作。母校的三任校
长张孝文、王大中、顾秉林第一次参加地
方校友会大型校庆聚会都选择了上海，叶
洪根学长都做了精心策划和安排，使活动
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生活在上海的一些知名人士、百岁老
人，受母校的委托叶洪根学长会登门拜访
看望。对一些有特殊困难的校友，叶洪根
学长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并送去
母校和上海校友的问候和关怀。
1990 年 5 月，台湾清华同学会副会
长兼总干事洪同学长到大陆探访亲友，洪
同校友一行探访了北京、西安、南京、上
海、杭州等地，均得到母校及各地清华校
友会的热情接待。6 月，洪同夫妇一行到
达上海，时任上海校友会总干事的叶洪根
学长对这次来访精心安排，详细策划，在
沪访期间，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校友亲切
会见并交谈，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专门设
宴欢迎，叶洪根学长还代表母校及清华上
海校友会邀请洪同学长的胞弟洪林、洪绂
一起作陪畅谈。洪同学长夫妇对此次访问
非常满意，他感谢母校及清华上海校友会

所做的细致的工作，说这次大陆探访给他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永久的美好回忆！
母校经管学院 EDP 培训中心的王雪
华老师到上海拓展 EDP 项目，希望得到
上海校友会的帮助，叶洪根学长在了解情
况之后，当即在一张纸上列出了上海十几
家有校友担任重要高管职务的大型企业的
名单，给王老师指明了主攻方向，为此王老
师后来还专程到上海向叶老师表示感谢！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为紫光公司在
上海成立分公司提供帮助，协助清华生命
学院在上海解决一些问题，为学校承接项
目做各种协调工作等。只要是母校的指示
和要求，叶洪根学长都会尽力配合和支持，
不遗余力。

上海校友会的“干事长”
上海是除了北京之外校友人数最多的
城市之一，许多上海校友在各自的领域都
颇有建树，能独当一面。政界人物朱镕基、
吴邦国、黄菊自不必多说 , 上海的标志性
建筑东方明珠、金贸大厦，大型项目浦东
机场、磁悬浮列车，无一不嵌入了清华人
的名字。另外 , 上海的金融、IT、法律、
机电、房地产、通信等行业都有着大批清
华优秀校友活跃在生产、管理岗位的一线。
作为清华上海校友会的秘书长，怎样
把这些校友组织到一起，大家能够相互促
进，共同发展，为上海的建设做出更大的
贡献，成为叶洪根学长深思的问题。在他
看来：清华出来的人应该多挑担子，应该
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国家做出更大的
贡献。这个理念也受到学校领导多次赞扬，
除了定期开展的年会、各种论坛、座谈外，
针对上海校友行业分布广，校友人数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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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叶洪根学长的身影。校
友会里里外外、大大小小
的事物，叶洪根学长几乎
都亲历亲为，用他自己的
话说：
“我就是一跑腿的！”
然而在大家看来，他就是
一位家长，好像什么问题，
只要找到他都能够得到解
决！ 他 认 为， 在 校 友 们 需
要帮助的时候，只要他能
够帮得上的，一定帮助他
们，在帮助他们的同时自
叶洪根学长在上海校友会庆祝母校建校 80 周年大会上和母 己也感受到了快乐！上海
校领导及上海校友合影。左起：叶洪根、倪天增、仇国平、章博华、 校友会副会长祁庆中博士
张孝文、雷璧芬
曾感叹道：从叶学长身上，
的情况，在叶洪根学长的倡导下，由上海
年轻校友们能感受到深深的校友情怀、清
校友会发起成立了土建、IT 财经、法学、
华精神，我们都热情地称呼他为干了 30
MBA、MPA、机电、健康养生、老校友艺
年的“干事长”！
术团、房地产、美术等 12 个专业委员会，
无私奉献的“公益心”
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方便了相同及相关行
从 1986 年 至 2006 年，20 年 来 叶 洪
业的校友共同开展活动，能够更多地照顾
根学长总共担任了上海校友会的五届秘书
到行业内的校友，便于召集，组织起来更
长，四届副会长兼秘书长，虽然现在不是
加灵活方便。
秘书长但一直还是执行副会长。在叶洪根
除此之外，上海校友会作为长三角地
学长眼中，这些职务其实都不重要，他认
区最大的清华校友组织，起到了引领示范
为：“在上海校友会，我是来服务的，不
的作用。长期以来，在叶洪根学长的倡导
是来当官的，在这里你不光是贡献时间，
下，长三角地区清华校友会定期联合开展
贡献精力，可能还要贡献腰包！”
活动，扩大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与此
叶洪根学长回忆：“记得校友会刚初
同时，在上海其他高校的校友组织在这种
建时，没有电脑，很多校友也没有电话，
氛围的感召下，也纷纷联合上海校友会共
只能通过信件来联络和沟通。校友会是公
同开展各种交流活动。
益组织，也没有钱，那时候搜集出版的校
活动越来越多、清华人越聚越多、校
友的文章都是通过油印机印刷的，不像现
友会越来越有活力。在上海，可能很少有
在邮件一群发，大家都能收到。有时候，
清华人不认识叶洪根学长。30 年来上海
一段时间的工作就是写信封、糊信封，通
校友会组织每次活动、聚会，几乎都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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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邮局发信出去，收到回信，一封一封地
回，因为信里装着的是校友们满满的情谊。
可能就是这样平淡的信件往来，叶洪根学
长不仅认识和了解了更多的学长，更多的
学长也认识了他，大家不仅仅交流感情，
共叙情谊，叶洪根学长也用校友会的力量
帮助到了更多需要帮助的校友。
是的，在校友会的 30 年，叶洪根学
长帮助过的人可能自己都没计算过，然而
受到过他帮助的人都不会忘记叶老师。只
要是叶老师能接触到的校友，尤其是年轻
校友，他总会给他们提出重要的建议，解
答大家在工作、生活和个人发展上的困惑，
以自己的经验和阅历，帮助年轻校友规避
风险，指明前进的正确方向。
杨小明博士初来上海创业，由于不太
了解上海的市场环境，曾找叶老师多次长

谈，叶老师在市场、产品等诸多方面给出
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帮助杨博士规
划如何立足于当前的实际情况，开拓公司
的发展道路。尽管由于市场原因，这个项
目的发展不尽人意，但是叶老师表现出的
热情帮助和睿智远见，不仅得到了杨博士
的认同和感激，也让其他校友深深佩服叶
老师的无私情怀。
2006 年 8 月，清华大学校友工作会
议在洛阳召开，由于叶洪根学长多年来为
上海校友会所做出的贡献，被清华校友总
会授予“特殊贡献奖”。荣誉对叶洪根学
长来说也许是次要的，但这种以心换心，
帮助他人，服务他人，总是快乐地为大家
忙碌着，是叶洪根学长一直在享受和将继
续追求的！

99 岁的马识途学长（1945 联大）为校友总会百年题词

2013年（下）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