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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重建。郝琳并不希望建一所传

弱势群体中的方法。”从小就生

“设计理想的家园是我执业的

统意义上的学校，而是期待能在

活在城市的郝琳，坦诚自己对于

根本，设计是可以改变世界的。”

建筑中加入更多的社区理念，建

乡村还不甚了解，也正是通过这

郝琳这样解释着自己对于建筑的

造一处更环保、更可持续的社区

些事情，让他理解到了很多不曾

理解，“设计必须要让人的生活

中心。

接触的东西。

变得更加美好，我喜欢让大家在

“这次实践，让我意识到慈善

“毕马威社区中心现在已经变

社区里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的工作可以通过设计而变得更加

成了大家的公共‘客厅’，大家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让他们喜

有影响力，通过建筑师，可以把

都愿意在下了班、放了学或田间

欢做的事情变得更有价值。我的

慈善的事业变成一个大众平台，

耕作之后来这里聚集。我觉得这

日常实践和组织乡村营建社这类

来整合不同的人和想法。我觉得，

种建筑的包容性对于乡村生活是

的工作，就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

面对慈善，设计师也可以作很多

很重要的因素。大家因为开放性

在郝琳眼里，尽自己的力量能

良善的贡献。”现在，郝琳也正

的设计聚集起来，做他们喜欢做

够去改造社区，整合社区，让社

与太古地产合作，在四川设计建

的事。这样的建筑本质是聚集人

区再生，让在社区中的人意识到

造第二个慈善乡村社区中心。

心，通过这个建筑，可以改善他

自己的价值，让他们的生活在自

同时，郝琳也和志同道合的朋

们的生活。看到这些，我会觉得，

给自足的过程中得到可持续发展，

友一起，组织了乡村营建社，希

这不但是回馈社会，在这个过程

便是自己价值的实现。

望能通过各界的知识和智慧，来

中，也是社会对于我们这些建筑

“我希望通过我的设计，来回

支持中国的乡村社区营造，对中

师的再教育。”郝琳感慨地说，
“其

答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才是中

国的乡村进行更多的设计整合，

实，迈出清华，社会才是更大的

国人理想的生活状态。中国人怎

通过创新思维来带动社区发展。

课堂。”

样才能自己把握自己的生活方式

当我想要以社会责任去定义郝

和生产方式。”这一点，对于当

琳对于慈善工作的热爱时，他则

下高速发展的中国，对于生活节

说，
“这也不完全是一种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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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经从业十几年，郝琳在

奏急剧加快的每一个中国人，对

也是一种回馈。社会、清华教育

建筑界也有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于常常迷失于忙乱之中的每个人

了我们，之前在清华，老师也告

担当着两家国际建筑事务所的负

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诉我们学习建筑，是要为社会作

责人，是成都远洋太古里、隐舍、

“这个时代真正需要设计的，

贡献。作贡献最好的方法，我觉

毕马威安康社区中心等国际获奖

恐怕不是什么雄伟的地标吧。 我

得就是拿出自己的手艺，去投身

作品的设计总监。但被问起是否

常想，设计，深入社会和日常的

社会，设计良善的大众空间，兼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郝琳却摇了

话，可以让大众的生活更美好吧。”

顾那些比较弱势的群体，能够让

摇头。

郝琳认真地说。

文 / 刘晓松

1995 年毕业的胡岱松，大学期
间学习的是水利工程专业，毕业
后就进入了水利系统工作。谈起
毕业二十年来的工作经历，胡岱
松说：“其实很多时候工作的变动
是很大的，我毕业到现在工作调
整了好几次，工作地点从湖北宜
昌到北京，再到现在的成都。因
为三峡工程建成后再向上游发展，
在长江上游又有几个巨型的水电
站在建，因此我的工作范围就在
四川省内了。从最初的职能性工
作到现在从事水库移民这种社会
性工作，虽然转变比较大，不过
怎么说都还是在水利系统里，算
是跟大学时候的专业有关系吧。”
刚毕业，胡岱松最初从事的是
职能性工作，专业性很强，参与
包括大坝、水电站之类的工程建
设管理。在从事近十多年的专业
工作后，工作调动使他开始从事
一 些 比 较 综 合 性 的 工 作。2011 年
“其实比我优秀的学长有很多，怎么会找到我呢？我其实算

设计推动文明，改善生活环境。”

“我的梦想，以前是希望设计

不上是优秀校友啦，就大概跟你分享一下这些年来的经历吧。”

郝琳在日常的设计中，会主动地

一栋自宅吧。现今，是希望设计

接起电话之后，电话那头已年过不惑的胡岱松用非常平和亲

融入慈善工作。“与中国儿童少

理想的永续社区，也就是一个大

年基金会合作，其实也拓展了自

众的家，让人们能够快乐地在其

己的眼界，因为我们通过这个项

中 生 产、 生 活、 劳 作。 而 现 在，

目，找到了最好地融合在乡村和

这个理想还有距离。”

切的声音说到。

金沙江溪洛渡、向家坝电站工程
正如火如荼进行中，由于大坝修
建导致水位升高，当地的很多村
落城镇都要整体移民，胡岱松正
是从那时起去做了水库移民的安
置工作。从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岗
位，忽然开始做一份每天都要跟

19

清华人

一九九零级同学毕业二十周年纪念专刊

当地政府、居民打交道，在各个

开始踢。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小组

去追女生的重任。“当时女生还

爱岗、敬业的态度。作为个人，

祖国的大梦，把科研这一件事做

才能每天睡觉都睡得安稳，过得

政府部门与老百姓间沟通斡旋的

配合可言，大家都是图个痛快嘛。

住在新斋，男生原则上是不能进

为了得到社会认可，要干一行爱

到极致，做到最好，坚持一辈子。

开心。”

工作，巨大的转变让胡岱松有一

可是这个运动啊，在我身上留下

去女生宿舍的。周末时，新斋偶

一行。从国家角度考虑，家国关

他们难道是没有梦想的人吗？我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和

些不适应。“不过当年在校园里

了终身的烙印呢！”

尔会开放，就陪着哥们一起去给

系不也是由一个个小家庭构成的

一直非常敬佩那些工程师、科学

“培养广泛的兴趣”也是胡岱松

参加了很多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工

“那天啊，我记得可清楚了，

那个女生打打水，送个饭，献个

么？家庭稳定，承担起应尽的责

家们，他们一辈子坚持把一件事

心中清华给予他的财富。从大学

作以及在清华接受的教育熏陶，

风刮得特别大，我一直是踢后卫

殷勤。刚开始跟那个女生不熟，

任义务，走上工作岗位就爱岗敬

做好，是多么了不起啊！而中国

期间就热爱足球，到现在工作繁

真的对我的视野和整个世界观有

的，结果那次前锋进攻开了一个

后来渐渐摸清规律了，发现她总

业，尽职尽责，踏踏实实做出些

梦和每个人的梦都是一脉相承的， 忙依旧抽空骑车锻炼，他坚信“一

了很大的改变。”这个湖北小县

大脚，射门特别猛，我没注意，

是在老图书馆上自习。”九十年

成绩。清华的精神‘行胜于言’，

无数个个人的梦就会融合成民族

城长大的少年，从刚刚进入大学

那球就一下子闷到我肚子上了。”

代初，图书馆新馆（现在的逸夫馆）

我觉得就是踏实做事，认真做人。” 大梦。”

时内向腼腆，变得性格开朗，擅

停顿了一下，他仿佛又经历了一

刚建成没多久，胡岱松说当时的

现在很多人都在讲梦想的虚

谈 到 做 人 的 准 则， 胡 岱 松 一

对家庭事业非常重要。当年学校

长与人打交道。“在大学的五年，

次当时的意外：“那个疼啊，我

学生大多都去新馆自习，因为座

幻、理想的缥缈，而胡岱松则坚

直强调“守住底线”。在谈到近

提出的这个要求，直到今日都获

真的改变了我太多。可以说人生

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了。没办法，

位比较宽裕。老馆座位总是很紧

信“人生还是要有所追求，才能

些年社会上的种种不堪现象时，

益匪浅。”

观、世界观都有了质的飞跃。”

就去了校医院，检查发现右边腹

张，大部分都是女生占的位置。
“但

有所成就。现在人都太过现实，

一直很平和的胡岱松语气中都带

移民搬迁安置的工作，一做就又

部上方有一个很大的印子，都肿

是后来，我们就常常在自习间隙

总说人生目标都是空谈，丢弃了

上了愤怒与厌恶，“那些贪污受

“心怀理想，自强不息。清白

是五年。

了。但是没伤到筋骨，校医院也

跑到老馆去转悠一圈，为了看那

梦想，失去了方向。可是我工作

贿、利益输送、权钱勾结都是不

做人，踏实做事。”这是胡岱松

就开了药让我回去吃。结果那个

个女生嘛。这基本上成了我们的

这些年来，回过来想想自己，再

正之风，非常严重地破坏了社会

一直信奉的人生准则，也是这些

药的成分里可能是有磺胺，结果

必备课间休息项目。”

看看那些做出一番成就的人，盯

规则，对社会的公平公正发展非

年来他最大的感悟。

离开清华园已经二十年，但谈

我过敏了，那个印子非但没减轻

在被问到后来他的哥们和那个

住一个目标执着努力才有可能在

常有害。”他一直将校训中的“厚

起当年在学校里的故事，胡岱松

反而加重了特别多。我还总是抓

女生的关系，胡岱松笑着说“后

某个领域做出一番成绩。今年国

德载物”作为座右铭，做人起码

平和的声线中忽然有了明显的笑

挠，去了别的医院也没有办法。”

来当然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有情

家最高科技奖的于敏院士，还有

要守住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只有

意，仿佛在那一瞬间回到了园子

在被不断追问之后的情况时，胡

人终成眷属啦！生物系的女生出

那些老一辈的科学家，都是胸怀

“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里，那一件件大学生活中的趣事

岱松在电话那边笑出声来：“就

国了，那个男生就跟着一起去了。

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清晰可见。

是肚子上留了个乌黑的印子，现

现在他们俩定居美国，可幸福了

在算是稍微颜色淡了一些，真是

呢！”

“当时的清华，跟现在一样，
特别重视同学的体育活动，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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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的烙印啊。”

个人的身体素质是 1，而赚钱升官
事业发展都是后面的 0，身体真的

谈到学生时代的爱情，胡岱松

下午三四点钟，学校广播站就开

而青春的回忆，除了混合着汗

感叹道“当时的感情是真纯真啊，

始播音‘走出教室，走向操场，

水气息的兄弟之情，自然少不了

大学时的情侣之后基本都在一起

锻炼身体’，然后我们一帮男同

懵懂少年萌动的爱情。胡岱松记

生活了。哪像现在，说什么一毕

学就跑到操场上踢足球了。”虽

忆中的这份爱情，是他帮踢球认

业就分手啊！”

然往事距离现在已有二十余年，

识的哥们追女生的故事。九十年

那画面感却是如此真实，充满着

代的清华，文科院系还未大规模

青春的汗水气息。“当时九十年

复建，理工科院系男多女少的局

回顾这毕业的二十年，已年过

代初，正值欧洲杯、美国世界杯啊， 面让当时清华女生无比珍贵，踢

不惑的胡岱松最大的感慨是校训

我们一群男生都特别爱踢足球。

球认识的热能系男生默默暗恋上

的八个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当时踢足球没有固定的队伍，大

了一个生物系的女生。作为好哥

作为一个清华人，胡岱松认为“无

家都是临时加入，凑够了数量就

们，胡岱松就担负起了陪他一起

论何时，都要本着爱国、爱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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