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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届
○陆际清（1953 机械） 陈丙森（1953 机械） 钱振为（1953 机械）等
我们这个名为“清华大学机械类各系
1953 届校友”的群体，是一个很特别的
校友群。与清华历届校友不同，我们既不
是同一年入学清华的，也不是同一年由清
华本科毕业的。这一特殊校友群的形成，
是与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的形势与发展部
署密切相关的。
在 1950 年夏，即新中国成立后举行
第一次高校招生时，共有二百多名有志于
振兴中国机械工业的青年分别考入了或由
外校、外系转入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
燕京大学三所高校的机械工程系（清华约
100 人，北大 66 人，燕大 40 人）。在一
年级的第二学期里，由于我国开始抗美援
朝，号召青年学生参军参干，我们大多响

毕业 40 周年、50 周年同学聚会时的纪念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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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号召报了名，最终有 18 位同学（清华
10 人，北大 5 人，燕大 3 人）获准投笔从戎。
进入二年级时，有 3 位同学被派往苏联留
学（清华 2 人，北大 1 人），同时又有十
几位由外校（或外系）转来的以及病休后
降级复学的同学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到了
1952 年夏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时，北
大和燕大的机械工程系调整到清华来，与
清华的机械工程系合并，共同组成了新的
清华机械制造系和动力机械系。机械制造
系下设“金属切削机床及工具”专业和“铸
造工艺及设备”专业，简称“机制”专业
和“铸造”专业。动力机械系下设“汽车”
专业和“热力发电”专业。同时，由于国
家经济建设要求工科高校扩大招生规模，
基础课教师明显不足，我们中有 27 名同
学（原清华 11 人，北大 9 人，燕大 7 人）
被抽调到本校的力学、金属工学、机械制
图等教研组或到外校去当基础课教师。另
有几人又因病休、留苏、转系等原因离开。
因此，1952 年秋进入机械制造系和动力
机械系读三年级的同学已不足 170 人，分
成 5 个班，汽车专业两个班，热电、机制、
铸造专业各一班。
由于我国要从 1953 年起实施第一个
五年计划，苏联援建的一批重点项目陆
续上马，急需工程技术人才，国家决定
1949 年和 1950 年入学的两届大学生均改
为只学三年就毕业，于是我们中进入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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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同学在 1953 年 7 月就毕业
了。而实际上，在这些人中已
有 15 人 在 1953 年 初 就 被 抽 调
到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去学俄
文，准备为即将来我国高等院
校支教的苏联专家们当翻译，
还有一些同学在 1953 年 7 月之
前被陆续抽调到急需的一些工
作单位，因此真正在机械、动
1953 届机械学科毕业 60 周年纪念大会会场
力 两 系 读 完 三 年 级 的 只 有 140
余人。
全都服从了组织分配。我们在校学习的时
以上简要的回顾足以说明我们“机械
间不长，为了不负国家的嘱托，我们争分
类各系 1953 届校友”是多么特殊的一个
夺秒地努力提高自己的才干，或者结合工
校友群！只就大学的机械类本科经历来
作实践自学和钻研，或者抓紧国家提供的
说，我们中既有在清华同窗共读过几个月
一切继续进修的机会。除了个别几位不幸
至三年长短不等的时间的人，也有在北大、
英年早逝或失去工作能力的同学外，我们
燕大学过一至两年后转到清华来分散到不
全都成了所在工作单位的骨干。虽然各人
同专业学了几个月至一年的人，还有只在
的经历不同，成就和贡献有差别，或勇攀
北大、燕大学过几个月至二年的人。凡是
高峰，或甘为人梯，但我们无一例外全都
和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有过一段时间的同学
尽心竭力地为国家奋斗服务了几十年。特
关系的人，都属于我们这个总共 220 人的
别可贵的是，有一些在“反右”和“文革”
校友群，显然在这个校友群里有许多人在
期间蒙冤受屈的同学，也都能以宽广的胸
大学期间是互不相识的。
怀向前看，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奋力
尽管如此特殊，我们这一群校友却都
工作，做出贡献。即使在我们退休之后，
具有同一时代赋予的鲜明共性。我们都在
我们依旧密切关注着国家大事，不少人仍
中学阶段经历过日寇侵华和国民党统治时
在继续发挥余热服务于社会。
期的深重苦难，非常渴望祖国富强、民族
正是深深植根于我们心中的爱国奉献
振兴，都对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满腔热情，
的共同价值观，决定了我们之间有许多共
都愿意为国家利益不计个人得失。只要是
同语言，能够很好地相互理解和尊重。尽
祖国需要，无论是参军参干，还是提前任
管我们在大学时期共同学习的时间很短，
教，我们都义无反顾。参与毕业分配的同
甚至许多人互不相识，但是 20 世纪 80 年
学，无论是分派到学校当教师、做研究生，
代以后各种范围和场合的校友活动增多，
还是到一汽、北钢等国家重点企业和工厂
特别是经过 1993、2000、2003 和 2008 年
设计院去工作，或是到中等专科学校、一
四次校友大聚会，大家在一起畅谈叙旧，
般企业去工作，没有人讲条件、提要求，
热烈交流，还有大家为 2003 年编印毕业

2013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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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周年纪念册踊跃撰写的 61 篇精彩来稿，
使得许多原本不相识的校友相互熟悉了起
来，原本相熟的校友又加深了友谊。
据不完全统计，我们这群校友中已有
64 位先后离开了人世。在世的都已接近或
已超过了 80 高龄，除了个别几位还在工
作外，都已过上了完全退休的生活。今年
是 1953 届毕业 60 周年级庆，将有九十几
位校友参加聚会，有 42 位校友为毕业 60

周年纪念册撰写了文稿。有的校友深情回
忆了大学生活和同窗好友，有的回顾了几
十年人生经历，有的介绍退休后的生活心
得，有的分享个人感悟或诗词佳作。有的
校友抱病写来几千字的长稿，积极支持此
次校友活动，令人感动。所有这些生动的
文稿肯定能使我们这群校友间的相互了解
和友谊更深一层，谨在此向所有写来稿件
和寄来照片的校友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石油学子向母校汇报
○张绍槐（1953 石油）
春光满清华，白发回母校。2011 年
回校参加了母校百年校庆，今年是清华校
友总会成立一百周年，校友总会特别安排
1953 年毕业 60 周年的校友返校，我们非
常感谢母校也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
石油钻采工程 1953 年春班毕业时 21
人，至今已有 8 位同窗过世，有几人因病

来不了，因此这次只有 7 人回来。我们都
属“80 后”，年龄最大的已 88 岁。无限
生机的清华园这几天活跃着一批胸佩“清
华红条”的兴高采烈的白发老人，他们受
到校领导、校友总会和许多师生员工的热
情接待，我们获赠了《水木清华》《清华
校友通讯》《校园地图》等纪念品，校领
导和校友总会分别看望
我 们 并 座 谈、 合 影，27
日下午专场演出，参观
校史馆，乘校车游览全
校，28 日会餐等等，我
们再次沉醉于母校情怀。
石油钻采 1953 年春
班是 1952 年 8 月全国院
校调整时，由北洋大学
（现天津大学）采矿系石
油专业转入清华大学石
校党委副书记史宗恺、校友总会徐友春老师等到近春园看望
油化工系的。当时曹本熹
老学长，左起：万仁溥、陈庭根、董恩环、陈宪侃、史宗恺、张绍槐、
教授是系主任、教务长，
王如祥、张玉晶、徐友春

58

清华校友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