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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径
清华⽴立校传统，极端重视体育。不不只校⽅方提倡，
学⽣生中也有此⻛风⽓气。代表队各种荣誉优待，不不管在
哪⾥里里出现都受到追捧；⼀一般同学进了了清华，只要体
育⽅方⾯面略略有些本领，就算进不不了了代表队，⾛走在路路上
也总能趾⾼高⽓气扬。
我并不不是真的体育很不不好的⼈人，只是缺乏锻
炼。⼀一⽶米七五的个头，不不算很⾼高，也还凑合；块头
也相当可以，虽然没有腰。所以本钱还是有的，我
⾃自⼰己知道，只要肯吃苦去练，我的体育成绩完全可
以提⾼高。
可是我意志⼒力力⽐比较薄弱，⼀一直不不太愿意去吃那

孔晓临和同班郭四稳在⼀一号楼顶

个苦。
⽐比如说打篮球，当然我是打得不不好，但⽼老老转⼩小

⼀一点都不不骗你，练武术真是不不苦。中国武术不不

个他们都打不不好，他们⼀一直去打，慢慢就打好了了。

讲对打的，它其实就是⽐比划⽐比划。姿势差不不多对，

我呢，⼀一直躲着它，所以投篮总是三不不沾。

看起来好看也就可以了了。没有⼈人真的挑剔你拳头挥

踢⾜足球也是这样，康讯以前也踢不不好，⽼老老踢⽼老老
踢，慢慢球感就有了了。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踢
起来坐球⻋车也就不不稀奇。
最典型是⻓长跑，3000 ⽶米不不是达标项⽬目，我就

得不不够有⼒力力，或者下体防护得不不够严密。
所以我真的去练武术了了。别⼈人看我练得蛮苦的，
其实我⼼心⾥里里知道，不不过玩玩的事。前后学会了了⼀一套
⻓长拳，⼀一套五⾏行行拳，⼀一套少林林洪拳，⼀一套杨式太极拳，

从来不不跑它，不不但⾃自⼰己不不跑，私下⾥里里还笑话那些使

还有⼀一套⼋八卦游身掌。不不是有什什么真功夫，五个舞

劲跑的⼈人是骡⻢马。1500 ⽶米没办法，⾮非跑不不可，可就

蹈段⼦子⽽而已。

这样我也不不愿好好练。我总是指望着靠临场发挥，

⾄至今⼀一号楼五楼⻄西头的阳台上，留留有我练武的

最后憋股⼦子劲⼉儿冲刺刺达标。当那个计划毫⽆无悬念地

印记。那⾥里里有⼀一⾯面⽔水泥泥墙，上⾯面斑斑驳驳布满⼩小坑，

失败后，我实在没有办法，最后在撑杆跳垫⼦子后⾯面

全是我当年年练流星锤⼀一个⼀一个砸出来的。

躲了了⼀一圈，才算终于有了了个能达标的成绩。

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些拳法腿法冷⻔门兵器器，赢得

这样⼀一种缺乏拼搏精神的状态，放在那么⼀一个

那些尊崇体育⼈人的尊重。这个⽬目的我完全达到了了，

极端重视体育的环境⾥里里，难道我真的要从此抬不不起

同学们中我开始有会功夫的好名声。⾃自⼰己信⼼心也得

头来做⼈人吗？

到极⼤大加强，再遇到为了了谁跑步更更快和我喋喋不不休

不不会的。⼀一个聪明的⼈人，⼀一定会处处留留⼼心，在
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要为⾃自⼰己找到⼀一条合理理的出路路。

的⼈人，我会和他说点少林林拳中腿法的威⼒力力。
千不不该万不不该，我不不该把⼀一个形象⼯工程扩展到

经过严肃思考，我给⾃自⼰己找到了了出路路，⼀一条不不

实体阶段。后来我真的以为⾃自⼰己有两把刷⼦子，进⽽而

⽤用受太多累，便便能在⼀一定程度上赢得同伴们尊重的

⼜又去迷散打，这下就不不得了了了了。正当我摆着架⼦子⼤大

捷径。这个捷径就是练武术。

转身想⽤用⼀一个好看的后摆腿旋转攻击对⽅方的时候，

不不曾想对⽅方反进⼀一步，⼀一个短拳狠狠地闷在我的⿐鼻

过路路⼈人，有时也会停⻋车下来听上⼀一段。后来我才知

⼦子上。倒在地下多久，我到现在都不不知道。反正从

道，这是⾳音乐室专⻔门为服务学⽣生⽽而推出的每⽇日⾳音乐

那以后我就变得本份得多，随时提醒⾃自⼰己，让捷径

节⽬目。专业⽼老老师挑的曲⼦子，⽤用他们的专业器器材播出，

归于捷径，不不可得意忘形。

难怪会有这样效果，听了了让⼈人不不想离开。

话说回来，其实我为⾃自⼰己找到的亲近体育的捷

这还不不算，仿佛冥冥之中有谁⽣生怕我对这个地

径，还不不只是练武这⼀一条。另⼀一条⽐比练武更更加容易易， ⽅方醉⼼心不不够，紧接着我⼜又发现了了是谁负责每天播放
⽽而且效果更更好的捷径是，我找了了个体育好的太太。
这不不是随便便说说的体育好，她是国家⼆二级⾜足球

这个节⽬目。
那是⼀一个⽐比我们年年纪还⼩小的⼩小姑娘，估计只有

运动员。圈⾥里里尽有⽐比成绩⽐比证书的，你们和这个⽐比

⼗十六七岁。个⼦子不不⾼高，身材细瘦，两条辫⼦子特别⻓长，

⽐比看。

⼀一直拖到后腰上。

当然，事情都是两⽅方⾯面，真正效果好的药，副

从来没⻅见她说过话，她总是那么安安静静地，

作⽤用也会⽐比较⼤大。我到现在跑步还是追不不上她，在家

放完了了⾳音乐，然后关好⻔门，⾃自⼰己⼀一个⼈人悄⽆无声⾛走着

⾥里里⼀一辈⼦子受⽓气，也不不算什什么稀奇事。不不好的是在外⾯面， 离开。我不不太知道她⻓长啥样，因为她⾯面向我⾛走过来
打桥牌从来没法和她起争辩，⼀一句句“ 当初我不不是这

时，我总是不不敢多看。我真正看她的时候，看到的

样教你的” ，噎得⼈人⽓气都喘不不过来。还有就是打⽹网球， 只是背影。腰很瘦，身形很软，袅袅娜娜，清清爽爽。
我的⽹网球打得软是我⾃自⼰己乐意的，我⽐比较偏爱那样

我猜她会很清⾼高，所以她不不爱说话；我猜她很会唱

和平的球⻛风。但就因为⽹网球当初是她教的，所以整

歌，也能拉琴，这样⽼老老师们才能放⼼心把这么重要的

个球友圈都传我是因为“ 师娘教的” ，所以才这样

⼯工作交给她；我猜她是从南⽅方来，因为只有南⽅方⼥女女

软绵绵的不不上⼒力力，听了了真是让⼈人为之⽓气结。

孩才能把温柔娇⼩小的魅⼒力力，展现得恰到好处，婉转

但不不管怎么样，需要吹⽜牛的这⼀一部分需求，在
我这⾥里里很好地得到了了满⾜足。现在出去，就算回清华，

羞涩，同时⼜又凌然不不可侵犯。
但不不管我猜了了多少，事实是我对她⼀一⽆无所知。

我也都不不是很害怕。有什什么了了不不起？不不信咱就上场

她对我是⼀一个迷，像那些经她⼿手放出来的⾳音乐，迷

打⽹网球；⽹网球打你不不过，⼩小⼼心我拳脚厉害；拳脚再

⼈人但却遥远，美好⽽而⼜又神秘。

打你不不过⋯⋯
嗯，那就算了了吧。

2012 年年我回到清华，重⾛走了了⼀一号楼到南⻔门⼝口的
路路。⼀一路路我东张⻄西望，在每⼀一个路路⼝口停顿；我很想
找到⾳音乐室那幢⼩小楼，盯着每⼀一⽚片可能的地⽅方发呆，

音乐室
清华⾳音乐室，在去南⻔门的路路上。绿树环绕的⼀一

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了，最终空⼿手⽽而回，徒劳⽆无功。
它被拆掉了了？还是搬家了了？每⽇日⾳音乐还在播

座⼩小楼，⾥里里⾯面虽不不知道怎么样，外表看去简洁⼲干净。 吗？现在⼜又会放些什什么曲⼦子？
我从⼩小爱做梦，⾳音乐是我众多梦想之⼀一，所以到清
华后，对⾳音乐室不不免多看了了两眼。清华的楼，⼤大多
北北⽅方⻛风格，以宏⼤大魁伟⻅见⻓长，⽐比如⼤大礼堂，⽐比如⽔水
利利馆，⽐比如科学馆，扎了了堆⼉儿⼀一起挤在中间那⼀一⼩小
块。只有这⾳音乐室，瘦瘦⼩小⼩小，⽂文⽂文静静，独处校

当然，我的搜寻⾄至此⽽而⽌止。⾄至于那个细腰款摆
的背影，我连想都不不敢多想。
有些东⻄西它们⼀一旦离我们远去，便便永远也不不可
能再回来。
像我的⻘青春⼀一样！

园⼀一隅。每次看⻅见这幢⼩小楼，我都会想象有多少好
听的⾳音乐，在那⼏几⾯面灰墙之内隐藏；⼜又有多少浑身
本事的⾳音乐⼈人，在那些紧闭的⻔门窗之后忙碌。
秋⽇日的傍晚，斜阳余辉，⾦金金⻩黄⾊色的杨树叶，在
⻛风⾥里里随意飘浮。挑在这样时刻⾛走过⾳音乐室，就能听

九块庐山
81 年年暑假，我兜⾥里里有在清华⼀一年年攒下的九块钱。
⽕火⻋车票家⾥里里已经给钱买好了了，这九块钱不不⼊入公账，
我决定花掉它们去庐⼭山玩⼀一趟。

到那些美得让⼈人喘不不过⽓气来的天籁之⾳音。我在这⾥里里

那时候在九江没有江桥，北北京到南昌直快 36

第⼀一次听了了⼟土⽿耳其进⾏行行曲，听了了卡⻔门，还有好多叫

个⼩小时⾛走株洲线，去庐⼭山需要到南昌之后再换⻋车北北

不不出曲名的轻⾳音乐。⾳音响效果绝佳，曲调选择更更是

上。⻋车到南昌我不不能回家，因为⼀一回家被爸爸妈妈

出⾊色。路路上不不只我⼀一个⼈人驻⾜足倾听，甚⾄至连骑⻋车的

抓住再出来就难了了，所以在南昌站，我连站都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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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便跳上了了去九江的⽕火⻋车，补站票到九江。
肚⼦子饿买了了饼⼲干，加上⽕火⻋车票和汽⻋车票的钱，
感觉⾃自⼰己剩下的钱已经不不多了了，需要格外⼩小⼼心。到

⽆无关紧要，我被新的朋友接纳，在新的环境⾥里里，⼜又
变成了了⼀一个有朋友的⼈人。
后来很多年年，我的⼀一位⼩小朋友跑来问我，说他

庐⼭山脚下的时候，天⾊色已晚，我去招待所问价，算

想出去玩，可是他妈妈和阿姨都说他不不应该乱花钱。

⼀一算剩下的钱，应该还够，所以就住下来。招待所

应该利利⽤用假期多打⼯工，多攒下⼀一些钱，下学期好花。

澡堂没开，我看⻅见⼭山边有道⾮非常⼩小的溪流，清可⻅见

我想了了⼀一下，对他说，如果⼥女女⼈人们真的知道男

底，极为诱⼈人，看看四下⽆无⼈人就脱光⾐衣服跳了了下去。 ⼈人该怎样花钱，那她们不不就变成男⼈人了了吗？
⻩黄昏戏⽔水真是说不不出来的各种爽快惬意。
第⼆二天⼀一早，便便是循着这道溪流，蜿蜒上⼭山。

想玩就去玩，男⼈人不不出去⾛走⾛走，总是⻓长不不⼤大的。
说这话时，我⼼心⾥里里想到的，正是我的九块庐⼭山。

⼀一路路⼭山花烂漫，群⻦鸟欢歌。我饿吃饼⼲干，渴饮溪⽔水，
寻寻觅觅，在⼭山沟⾥里里穿⾏行行。
因为⾛走得慢，到⼭山顶玩过再下⼭山时，天快⿊黑了了。

西阶
⻄西阶是个奇怪的建筑，⼀一整幢楼，就是⼀一间教

我看剩下的钱只够买回去的⻋车票，没钱住店，可摸

室。地点绝佳，左边是⾃自清亭右边有科学馆，是清

⿊黑⾛走下⼭山⼜又不不敢，正在两边犹豫，正好在⼭山路路上碰

华核⼼心建筑群中离⻄西区宿舍最近的⼀一个，⽽而且容量量

到⼀一户⼭山⺠民，就去问他们能不不能借宿⼀一夜。

超⼤大，所以不不管上课还是⾃自习，⻄西阶都算上选。据

我说了了，我没有钱。

说超过 95% 的清华学⽣生都在这个楼⾥里里上过课，加

他们很好，答应了了。那是⼀一对⽼老老夫妻，男⼈人残

上⾃自习过的，恐怕这个⽐比例例要到 100%。清华教室

废了了，只能蹲在⽊木凳上，⼥女女⼈人忙⾥里里忙外，照顾⼀一切。 ⾥里里头，估计数⻄西阶最为有名。
他们房⼦子是⽯石头搭起来的，没有窗，只有⼀一扇⻔门，
也没有⻔门闩，⽤用⼀一块⼤大⽯石头顶上。没有灯，关上⻔门
之后⽯石屋⾥里里是绝对的⿊黑暗。

不不过我对⻄西阶有好印象，却不不是因为这个建筑
本身。
⼤大概是第⼆二个学期，我在⻄西阶上线性代数。那

我睡在⼀一张⽵竹床上。那⼀一晚，我睡得格外⾹香甜。 个⽼老老师叫什什么我从来不不知道，姓什什么以前知道现在
第⼆二天⼀一早，我谢谢他们的时候，把我书包⾥里里

忘记了了。瘦瘦的，中等个⼉儿。他每次来上课，不不带

的半袋橘⼦子晶留留给了了他们。那是我身上唯⼀一值钱的

书也没有讲义，来了了之后拿起⼀一⽀支粉笔，从⿊黑板左

东⻄西，别的只剩⻋车票钱。

上⻆角开始写。板书密实⼯工整，⼀一边⼿手⾥里里写，⼀一边嘴

甚⾄至⻋车票钱也不不够。⻋车到南昌，⽕火⻋车站回家，

⾥里里讲，思路路清晰，逻辑完整。⼀一堂课讲完，正好写

坐公共汽⻋车要⼀一⽑毛钱。可是我没有，我是⾛走路路回

到⿊黑板右下⻆角。下课铃响他直起身，把⼿手⾥里里的粉笔

家的。

头远远地扔到讲台上的粉笔盒⾥里里，拍拍⼿手上的粉笔

这就是我九块庐⼭山的故事。

灰说，下课！

那⼀一次出⾏行行给我留留下了了极深的印象。我喜欢⼭山

⼀一直到现在，我⼼心⾥里里潇洒⽼老老师的形象，都是以

脚下那⼀一汪清泉，喜欢崎岖⼭山道，喜欢独⾃自⼀一⼈人⾛走

他的样⼦子来定义。我⾃自⼰己也当过⽼老老师，我教的学⽣生

在⼭山路路上的感觉。那是我从未有过的⼀一种感觉，觉

上课把⾚赤脚放在前排的椅背上打瞌睡。倒不不怪他们

得只剩了了⾃自⼰己，和⼤大⼭山在⼀一起，当它的朋友，和它

不不好好听，实在是我⾃自⼰己讲得乱七⼋八糟。我看他们

交流谈⼼心。我陶醉在那种感觉⾥里里，越⾛走越慢，简直

睡我也没脾⽓气，讲课⾳音调更更放平些，⼼心⾥里里恨恨地想

不不想离开。

最好你们都睡着了了我也就轻省些。最差是板书，我

从那次以后，我就迷上了了独⾃自出⾏行行。每到⼀一处， 总在⿊黑板中间开始写，⽽而且你说也怪，我明明觉得
只要是我独⾃自⼀一⼈人，我便便去试着听那些奇奇怪怪的

写的是平的，可写完⼀一看最后总是歪着。⽽而且字⼀一

声⾳音。我听过⼭山的叹息，听过⽔水的嬉笑，听过⻦鸟的

边⼤大⼀一边⼩小，弯弯的，像⼀一条蛇。

哭诉，听过⼤大树慢慢悠悠的歌声。我觉得被这些声

那些时候我总会想，为什什么我不不能像我的线代

⾳音织进了了⼀一张巨⼤大的⽹网中，成为它们当中的⼀一员，

⽼老老师呢？我有练过字，也认真备课，还试着让⾃自⼰己

随它们⼀一起呼吸，因它们的快乐⽽而⾼高兴，为它们的

的声调抑扬顿挫，总之我是真的做出过⼀一番努⼒力力。

忧愁⽽而烦⼼心。

但是不不⾏行行，我学不不到线代⽼老老师那股⼦子潇洒劲⼉儿。尤

这是⼀一种被接纳的感觉，离开⼈人群的孤独变得

其是下课那⼀一幕，那是⼀一股什什么劲头呢？就好像他

在那⾥里里说，就这样了了，我都讲好了了，在教的⽅方⾯面我

三楼曾有过的种种想法，感觉似幻似真。曾经特别

是⽆无懈可击的，愿学多少或者能领悟多少就随你们

想要的那部汽⻋车，现在看来不不过尔尔；那时⼗十分看

便便好了了！

重的⻄西装⾰革履履、积极上进的⽣生活⽅方式，现在看来也

就是这股劲头。要什什么漂亮⾐衣饰，要什什么名表

过于束缚和拘谨。但是，所有这些不不准确都没有关

豪⻋车，为⼈人的奢华⽓气派，全在这⼀一举⼿手⼀一投⾜足之间。 系，那种敢于放下眼前的安逸，积极求变的热情，
那是我⼼心中的⻄西阶，那是我⼼心中永远的清华园。 却来⾃自于在幻想中培育出的那⼀一份好奇，以及对远
⽅方、对未知的那⼀一份向往，那是以后各种变化的根。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意思是⼈人要改变才会有

远方的世界
在我们那个时候，清华图书馆，⼀一共有三层。

活⼒力力。如今我⼜又到了了可以挪⼀一挪的年年纪，打开杂志，

底下⼀一层搞检索，中间⼀一层上⾃自习，上⾯面⼀一层最⼩小， 连上⽹网络，⼼心情仿佛回到三⼗十年年前的那⼀一间⼩小屋⼦子。
好像只⼀一间屋⼦子，放了了些外⽂文杂志，算是个阅读室。 ⼯工作不不管它，全身放松下来，让幻想起⻜飞。我的眼
在这三层⾥里里看书，⼼心情完全不不同。

睛看向那些飘渺⽽而陌⽣生的世界。德国有⻨麦浪起伏的

进地下室意味着我不不要过⽇日⼦子了了，只当⼀一台专

⽥田野，澳⼤大利利亚有渺⽆无⼈人烟的荒原，另外还有绵阳，

⻔门⼲干活的机器器，安在那个⼤大书堆中央，最厚最重的

我⼤大四曾经实习过的地⽅方，那⾥里里⼤大河弯弯，⼭山道平

书搬出来，哗啦啦哗啦啦地翻，⼀一万个字⾥里里⾯面我只

坦。我的⼩小屋会建在何处？哪⼀一块⼟土地会被我叫作

要⼀一个字，按这个⽐比例例去刨出我的⻓长篇。

明天？睁开眼睛遐想起，闭上眼的⽩白⽇日梦，⼼心⾥里里装

⼆二楼好多了了，学习还是学习，但⾄至少我可以间

着这⼀一份好奇与向往，⻘青春离我必不不遥远。

或开个⼩小差。蜜蜂在窗外⻜飞，对⾯面的姑娘⼀一直没抬
眼。还有那些柔和的阳光，穿过落满灰尘的⼤大玻璃， 最大号
把冬天光秃秃树枝的影⼦子，打在⻓长条的⽊木桌上。罩

今天我要透露露⼀一个秘密。

在那样⼀一种光线⾥里里，书上最晦涩的章节，也会染上

我在清华做的毕业设计，⼏几乎肯定是做错了了。

⼀一点通透之⽓气。

为什什么这样说呢？我是流体⼒力力学专业，我的毕

三楼情况，更更要远胜⼆二楼。沿着⼀一座精致的旋

业设计做的是⻛风⼒力力发电。具体⽅方案是⽤用⼀一个竖着的

转楼梯盘旋⽽而上，进到这间阅览室中，顿觉温暖如

漩涡筒，让⻛风在筒⾥里里旋转，形成⼀一个⼈人造⻰龙卷⻛风，

春。到这⾥里里我才会真正放松下来，所有与学习有关

利利⽤用旋⻛风中⼼心的低⽓气压抽⽓气，达到发电的效果。乍

的正经活⼉儿，都可以抛诸脑后。这个屋⼦子属于休闲， 听起来这是⼀一个好想法，但具体实现有困难，原因
属于懒散。拿⼏几本外⽂文杂志，挑着照⽚片乱翻⼀一⽓气，

是⼈人造⻰龙卷⻛风旋转不不够强，产⽣生不不了了⾜足以⽤用来发电

再细细地读⼀一两篇⽂文章；最后有些累了了，随意翻看

的低⽓气压。

⼴广告，慢慢琢磨每个画⾯面透露露出的各种细节。

这个问题我们是在实验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的，

美国经济⾯面临挑战，政府债务急剧膨胀；爱尔

因为尝试了了对原始⽅方案的各种改进之后，我们最后

兰共和军加紧武装；教⽗父的导演开聚会花了了 4000

发现，就算⽤用我们最好的设计，旋⻛风在发电过程中

块钱；⼀一辆很好的新⻋车要卖到⼀一万三⋯⋯

的影响也⼩小到⼏几乎可以忽略略不不计。

杂志⾥里里不不完整呈现的，是⼀一个远⽅方的未知世

做出这个结果，⼤大家都有些尴尬。但毕业已经

界，我对那个世界充满好奇。那⾥里里的⼈人是如何⽣生活

临近，论⽂文不不能不不写。所以只好⼀一切照常，只是这

的？他们天有多蓝？⽔水有多绿？他们的⻝⾷食物是否可

部分结果不不要谈。因为我们电是真的发了了，只是不不

⼝口？他们的物价有多⾼高？普通⼈人的收⼊入能买得起些

靠旋⻛风发的。这个差别很细微，连我们⾃自⼰己最初都

什什么？

⼀一直没有注意到，参加答辩的⽼老老师很容易易也就忽视

每⼀一个类似的问题都会有各种可能的答案，我

了了。

徘徊于这些答案之间，在那些杂志⾥里里为每⼀一个答案

但就是这样⼀一个做错了了的毕业设计，它对我却

寻找证据，在梦⼀一般的恍惚中，得到⼀一种类似于旅

意义⾮非凡。它不不但教我认识了了⾃自⼰己，⽽而且也让我真

游或探险⼀一样的满⾜足。

正享受到了了做学⽣生的快乐。

如今，三⼗十年年之后，整整⼀一代⼈人像翻书⼀一样被

⼊入校前四年年，我被清华的学业压得喘不不过⽓气来。

翻过去，我已经站在当年年的彼岸。回想起在图书馆

学不不会、记不不住、⽤用不不熟，作业不不会做，考试得低分。

毕业 30 年
Tsi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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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接触到的研究课题，概念既抽象，公式
⼜又复杂，我天天疲于应对，上学就是在熬
⽇日⼦子。
然后有⼀一天，潘⽼老老师把我们四个叫到
他的办公室，拿出⼀一个铁⽪皮做的，⾮非常简
陋陋的螺旋筒，对我们说，咱们毕业设计就
做这个，旋⻛风发电。
从那⼀一刻起，我活了了过来。因为我是
在⼯工⼚厂垃圾堆⾥里里玩着⻓长⼤大的，像这些修修
补补、东拼⻄西凑的活⼉儿，在我看来就像游
戏⼀一样有趣。我天天扑在实验室，从搭实
验台做起，⼀一步⼀一步，⼩小模型、⼤大模型，
⼩小⻛风洞洞、⼤大⻛风洞洞，想出各种办法来改进我

孔晓临毕业前夕在圆明园

们的设计。就连⼀一个发电机叶⽚片的形状，
我都可以试好⼏几个星期。每⼀一次改动都有我⾃自⼰己的

潘⽼老老师批准了了我的建议，并拨给我两千块钱。

道理理，每⼀一次试验都能给我带来新的乐趣。真是玩

我的⼩小家⼦子⽓气，在这时候显露露出来，⼼心想这钱不不省

得不不亦乐乎，感觉像是回到了了童年年。

⽩白不不省。去⻋车间和师傅软磨硬抗，最后⼀一千三搞定。

这个经历，让我对⾃自⼰己的性格与能⼒力力，有了了⽐比

回来⼩小声和潘⽼老老师说，我帮您省了了七百块，这七百

较清醒的认识。我脑⼦子⽐比较慢，不不适于去钻研抽象

块赏了了我们，给我们买台照相机好不不好？当然照相

的⼤大理理论。我的⼿手好⽤用，喜欢阶段性的⼩小成就，所

机还是实验室的，只是借给我们玩，正式理理由是我

以那种渐进式不不断改进的的⼯工作⽅方式，对我特别合

们需要做流场显示。

适。这是为什什么流体不不做以后，我转⾏行行去搞程序。
当然程序也容易易挣钱，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买了了⼀一架理理光相机。现在没谁再⽤用理理光机
照相，可那时候，那可真是⼀一架好相机啊。快⻔门声

因为⾃自⼰己喜欢，所以做得好，试验不不断有进展， 咔啦咔啦的，脆得让⼈人⼼心动。⽼老老张成了了我们⼤大家的
⽼老老师看了了也满意。因为⽼老老师满意，⾃自⼰己也满意起来。 摄影师，为我拍下了了在清华最棒的⼀一组照⽚片。
我开始对⾃自⼰己有信⼼心，开始觉得⾃自⼰己做实验挥洒⾃自
如，游刃有余。

最⼤大号做好之后抬上卡⻋车，开始路路试，那才到
了了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借了了对讲机，⼀一个⼈人在

那⼀一年年我才真正开始享受当学⽣生的快乐。

司机旁边指挥司机，三个⼈人在⻋车⽃斗⾥里里采集数据。“ 开

但科学上说，我觉得⾃自⼰己没有多少头脑。就说

到四⼗十公⾥里里” ，“ 现在开到五⼗十公⾥里里” ，我们在后

我们做的那么多模型试验，真的有必要⼩小号、中号、 ⾯面⼤大声要着不不同的⻋车速。汽⻋车⻜飞奔，路路上的⾏行行⼈人看
着我们，像看着⼀一群科学怪物。
⼤大号⼀一直做到最⼤大号吗？恐怕也未必。
我只不不过是喜欢做，喜欢玩，把每⼀一次试验，
当成⼀一个新的技术挑战；把那些越做越⼤大的模型，
全当成发给⾃自⼰己的奖杯。

可我们并不不是科学怪物，甚⾄至连科学那部分我
们都搞错了了。我们只不不过是⼏几个玩过了了头的⼤大学⽣生。
那个最⼤大号，最后停放在校园东北北⻆角，我们⼒力力

⽽而最⼤大号，就是这些奖杯中最⼤大的⼀一个。

学系的⼀一块保留留营地上。⼋八九年年回校的时候我还看

去北北航⻛风洞洞吹过我们的⼤大号以后，我开始建议

⻅见它，不不过已经锈迹斑斑。

最⼤大号。当时北北航⻛风洞洞是我们在北北京能找到的最⼤大
⻛风洞洞，再⼤大个的模型往哪⾥里里去吹呢？
这⾥里里就能看出我的创造⼒力力：既然不不容易易找到好
⻛风，不不如让好⻛风来找我们。
我决定把我们的最⼤大号装上⼀一部卡⻋车，开到⻢马
路路上去试。所以我们的最⼤大号，就是为东⻛风卡⻋车量量
身打造的。

潘⽼老老师⼆二⼗十年年前英年年早逝，师⺟母也随后谢世
了了。同学们⻛风流云散，天各⼀一⽅方。当年年的⻛风，当年年
的电，始终留留存在我的脑海海⼼心间。每次看到⻰龙卷⻛风
的新闻，我都会想起我的最⼤大号。如今它在哪⾥里里呢？
少了了它，谁⼜又来为我在清华最快乐的⼀一段岁⽉月，做
出⻅见证？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