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清华

半世同学情 同志谊
○高

成（1965 动力）

班”。1964 年，他和其他 6 位同学在指导
我和吴官正相识是在清华大学学习期
老师带领下，到上海合成橡胶研究所进行
间，我与他同班。我俩都是贫苦农民出身，
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成功地解决了车间
家境贫穷，他更困难，入学时只有一条被
聚四氟乙烯生产过程的测量与控制问题。
子，没有铺床的东西，冬天难过得很，后
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当年第 15
来还是我送他一条旧毛毡算好些。我们都
期，以“清华大学量 5 班上海毕业设计队”
非常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他学习好，对
署名发表了《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毕业设计
同学真诚率真，同学们愿意亲近他，他一
工作》的文章。毕业时他被评选为优秀毕
直是班上的学生干部，入学后较早申请加
业生，获得了奖章和证书。校报《新清华》
入中国共产党。我在动力系五字班年级的
还发表了文章《迈进在红专大道上——记
四个班组成的学生党支部担任党支部副书
动力系优秀毕业生吴官正》。毕业后，他
记兼组织委员，党支部书记先由一位调干
走上市长、省长、省委书记、中央委员、
学生刘长昕，后由老师兼辅导员陈佐一担
中共政治局委员、常委、中纪委书记各个
任。支部开始有四位党员，三位调干生，
岗位，在我们同学眼中都觉得很自然。
学生党员只我一人。
1967 年 11 月我调离清华就和吴官正
组织上多次谈话教育、深入了解，认
为吴官正对党认识深刻，入党
动机正确，对党的理想、信仰
表现坚定，家庭及社会关系清
楚，具备了学生中先进分子和
党员条件。我和米盈野两人作
为他的入党介绍人，经过支部
大会讨论，于 1962 年 3 月 21
日一致同意入党，报请上级党
委批准成为预备党员，次年按
时转为正式党员。入党后他更
加严格要求自己，发挥了共产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大学三年
级，他被选为班上团支书，领
2005 年 4 月，动力机械系热 5、量 5 毕业 40 周年聚会
导同学把我们班建成了“四好 时，吴官正（前右 1）在宾馆与同学会面。前右 2 为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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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分开了，1968 年 4 月他也离开清华
被分到武汉葛店化工厂。
他任武汉市科委副主任时，曾给我写
过一封信，信中说他当领导是“机会加误
会”，这话在 2005 年我们毕业四十周年
同学聚会时他再次讲到。机会确实存在，
因为当时提出了干部要“四化”：革命化、
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他又是研究生
毕业，所以机会来了。“误会”我却认为
不存在，因为一是他从大学到参加工作确
实表现突出，二是他对党对人民有深厚感
情，三是他在哪里都勤奋学习，工作激情
高，又敢于领导，也讲方法善于领导，敢
于创新又善于务实。我们班上同学都认为
党组织慧眼识英雄，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武汉有航空工业企业，他当市长时开
大会，航空国有企业领导也去，反映他的
话比较难听懂。后来调江西省任省长时，
见面时我就提出讲话慢一点，别人就能听
懂。后来，在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
表大会期间，我正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参
加领导干部学习班，他抽时间去北航看我，
秘书刘伟平陪同。见面后，我提议去清华
大学看看，他很高兴，给班上同学王桂增、
康惠芝打电话，又邀系里师克宽老师，还
有从我们系提拔到副校长的杨家庆，安排
在清华丙所。见面后他给我们讲了十四大
的主要精神是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我们
都赞成，他很高兴。在从北航到清华大学
的路上，我又提出建议：请刘伟平以后在
重要会议前发下讲稿，效果会更好。据说
他到山东任省委书记时就在会上发了稿子。
官正对人正直、直率，别人对他也就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更何况是同学。我
几乎每年都把民间反映大的热点问题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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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信告诉他，也提出自己的建议，诸如贫
富差距过大，两极分化问题；部分干部腐
败问题；工人、农民普通老百姓活得要有
尊严；干部霸道、赌博等问题；报上、电
视上对领导宣传画面过多，一些省领导下
去警车开道耀武扬威群众看不惯等。我看
过他的著作后就知道了，官正同志都曾写
信给相关部门领导，提出“在省内不要用
警车开道”，“多宣传老百姓关心的事”
等。他和我交流中也曾提到这样做了。他
对自己及家人要求很严格，他亲口对我讲：
“老父亲一直是农村户口”，对自己严对
百姓亲这才是共产党干部的真正本色。
我和吴官正从清华分开再相见是 20
年后，1986 年他在京西宾馆参加全国经
济工作会议，我们相约见了面。第二次见
面是 1987 年，当时他已是江西省省长了。
他夫人张锦裳和我联系，邀请我到他们家
吃饭。我记得那天他夫人亲自做了十多道
菜，非常盛情。我儿子正在南昌航空工业
大学读书，也一起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见
到官正夫人，她见面后就说非常感谢我，
说我是她的恩人。我很纳闷，怎么会成了
恩人？饭后她告诉了我大学时曾有传说他
们离婚的事。在《闲来笔潭》中，她说过
此事：“组织上专门给我回了一封信，说
吴官正是个好同志，一心扑在工作和学习
上，让我不要听信谣言，保重身体，安心
工作；组织上还给公社党委写了信，请公
社党委领导帮助做我的思想工作。”这时
我想起了这件事，信是领导让我代表组织
写的，我觉得要感谢的应该是清华大学党
组织工作的认真负责！
官正从北京开会回南昌已是下午六点
多，到家洗把脸就去洪都宾馆接我到他们

我与清华

局时就说：“许多信访问题，既反映了人
家，让我去他们家住，我们谈了一个晚上。
民群众的要求，又能从中看到我们工作的
官正同志调山东期间，我们见过一次
问题。”重视信访是吴官正一贯作风。最
面，通过两次信。记得我在清华大学出版
近山东重型汽车厂领导讲吴官正为重汽员
社的第二本书《青年质量学》出版后，我
工“讨工资”等许多事，说明他公正地对
寄书给他并写了封信。他在 2000 年 7 月
待老百姓，是发自内心的。“我小时候家
28 日和 2001 年 2 月 19 日分别给予了书
里很穷很苦，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我
面回复。这两封信内容摘录如下：
能有今天，是党和人民的关怀和培养，我
2000 年 7 月 28 日信中说：您是我入
永远记得帮助过我的老师和领导”，“忘
党介绍人，也是我青年时期崇敬的领导，
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忘记了穷人，同样
也永远忘不了您对党的忠诚和对我的帮
意味着背叛”。我在《青年质量学》一书
助。我也快 62 岁了，一定向周总理学习，
中曾转引《法制日报》的报道《记扎扎实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在山东，
实抓信访的江西省长吴官正》，讲到吴官
一是在中央领导下，同大家一起把经济搞
正为一位在北京理工大学读书的学生，因
好，推动社会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二是
父母常年患病，想转学南昌大学就读的事
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决不以权谋私，
情，在他关心下，两大学和地方政府妥善
爱民、为民、富民、安民；三是做副梯子，
处理了此事。
希望德才兼备的干部能尽快成长。
2003 年 元 月 29 日 早 6 点 50 分， 我
2001 年 12 月 19 日 信 中 说： 我 已 是
惊喜地接到吴官正从中南海他办公室打给
六十多岁的人了，在位时间不长。我很满
我的电话，我俩电话讲到 7 点 14 分。他
足，一切听党的安排。目前的种种，使我
当选中央常委任中纪委书记一段时间后，
更认识到：当官一要办事公道，二要为政
我于 2002 年 11 月 20 日给他写了一封信，
清廉，三是作风务实，四要用人务当。我
一直在这样要求自
己，也这样要求同
事及下属，只是未
必尽人意。
吴 官 正《 民 贵
泰山》一书，主线
就是“爱民、为民、
富民、安民”，“一
枝一叶总关情”。
《民贵泰山》一书
第一篇报导吴官正
同志到山东省上任
2009 年热 5、量 5 入学 50 周年聚会，在清华主楼大厅与学校领导合影。
的第一天，到信访 第一排左 4 起为高成、张锦裳、胡和平、吴官正、顾秉林、陈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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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他挑更重的担子。他在电话里讲，廉
政建设从中央政治局抓起，党中央领导接
受监督，各省一把手接受监督。把好宣传
“度”已在做，他让我看“中纪委公报”。
他深情详细地问我家人情况，并给我们拜
年，最后还说：“感谢你介绍我入党。”
2005 年 4 月，我们量 5、热 5 两个班
同学举行毕业 40 周年聚会。下午，他早
早来到会场，与同学座谈，我和米盈野同
学主持了座谈会。应同学之邀，他讲了较
长时间的话，主要讲了当前形势。同学们
也提出些问题，他讲自己的一些意见，特
别讲了我们班 40 年中没有一位同学犯错
误。晚上，他们夫妇热情招待了我们参加
聚会的全体同学，餐会上他夫人讲了话。
由于班上组织者仔细准备，为每个人刻录
了碟片，并发放一张珍贵照片。照片上方
正中写着“量 5、热 5 班同学欢庆毕业 40
周年聚会”，左边是“清华育我”，右边
是“我爱清华”。
2009 年是我们入学 50 周年，班上同
学又一次聚会并座谈。官正同志发言题目
是“人间重晚晴”，摘录如下：
五十年前，我们从四面八方来到清华
园，那时我们是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有
理想也有梦想，有热情也有激情。在党组
织的关怀和培养下，在师长们的教育和指
导下，我们通过刻苦努力，都顺利地完成
学业，德智体得到了长足提高。
毕业后，按照组织的分配，我们走向了
工作岗位。在几十年的峥嵘岁月里，母校的
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直激励着大
家。我们认认真真工作，老老实实做人，平
平淡淡生活，尝过酸甜苦辣，有过喜怒哀乐，
经过风雨，见过世面，都尽力了，在各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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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上做出了成绩，做出了贡献，无愧于党，
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
半个世纪后，我们又在母校相聚了，
已是饱经风霜的老人，时光在我们脸上刻
下深浅长短不一的皱纹，那是人生路途的
丰富印记。“人生七十古来稀”那是过去，
现在是“九十不稀奇，八十小弟弟，七十
算老几？”我们有自知之明，不会妄想过
万岁，也不会胡想永远健康，想比较健康
地过“米”年，争度“九五”还是可能的，
因为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生活在改
善，医学在突破。
同学们，人间重晚晴，聚散苦匆匆，
此恨无穷，因为“别时容易见时难”。岁
月无情人有情，请大家保重，祝同学们家
家幸福安康！国庆节到了，今年是新中国
成立 60 周年，让我们祝伟大的祖国繁荣
昌盛！
同学聚会后，我到北京航空中心医院
体检，查出肝上有两个肿瘤，由于该院肿
瘤科成立时间较短，建议我进一步检查治
疗。我请官正同志帮助，他非常重视，联
系住进北京医院，三次和夫人到医院探望。
请医院普外科韦军民主任亲自手术，非常
成功，至今身体很好。为鼓励我，还给我
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摘录）：
得知明天你要进行手术，我和老张决
定来看望安慰，我已请德臣来送你进手术
室，接你出手术室。我相信你会配合好，
因为你有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有革
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科学态度。
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清华时，你
对我的帮助不会忘记；毕业后，你对我的
关心常记心间。人间自有真情在。
高成同学，既来之则安之，手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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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听医生的指教，注意调养保重。明
人吕坤有几句话有些道理，现送给你：“以
寡欲为四物，以食淡为二陈，以清心少事
为四君子。无价之药，不名之医，取诸身
而已。”
人间自有真情在，人与动物最大区别
是“自觉之情”。“官”的最好衡量尺子

是：看他对己严格自律，对老百姓“有真
情，重深情”。我愿人间洒满真情！愿官
员们像吴官正同志一样对百姓做到一枝一
叶总关情！当前党中央正在开展群众路线
教育，整顿作风，吴官正同志的《闲来笔
潭》拿来读读是有益的。

弹指一挥六十年
○谭浩强（1958 自控）
2013 年 是 我 们 入 学 60 周 年 纪 念，
校庆日，原电机系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
1958 届 1 班（简称企 81）同学从全国各
地回到母校欢聚一堂。当年的同学中，有
20% 多离开了人世，不能再回到可爱的
清华园了，有些身患重病无法行动，其他
的同学也已早过古稀，接近八旬耄耋之年
了。回到清华园，共同回忆 60 年前那段
难忘的经历以及数十载的奋斗历程，感慨
万千，心情难以平静。
我是当年企 81 班的团支部书记，在
这次活动前，系统地回顾了当年的经历，
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大家共同回顾交流，
感到十分亲切。

进入清华园
1952 年，我从上海市上海中学理科
毕业，和同学们一起复习功课，报考大学。
我们的物理老师是 30 年代的清华毕业生，
经常在课堂上宣传清华，因此我的第一志
愿是清华大学。
正在准备考试之时，上海团市委找我

谭浩强学长

谈话，说当时上海各中学的政治思想工作
薄弱，市委决定在应届高中毕业的青年团
干部中选留一些分配到全市各中学，担任
政治辅导员，说组织上看中了我（我是上
海解放后第一批入团的团员，毕业时担任
上海中学团委常委、学习部长），希望我
放弃考大学，到中学工作。当时我的思想
很单纯，没有二话，也没和家长商量，当
场表示同意。我被分配到上海复旦中学，
担任专职政治辅导员，同时给初中学生上
“时事与政治”课。
一年后的 1953 年，我国开始了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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