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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光辉岁月
■ 电⼦子系 ⽆无 81 | 余弘

大学生涯原似梦，廿年重聚且

时候，来自四川电子科技大学的许

并在班里讨论会上当众朗读，统一

归来。弹指一挥间，我们已开始期

希斌同学考入清华电子系就读硕士，

了思想，更重要的是为这段充满奇

待毕业 20 年的团聚，让我们跟随

成为无 81 班的辅导员。许老师个子

异波折的经历画上了句号。

记忆的脚步开始旅行吧。

不高但很结实，心直口快，热爱啤酒、
桥牌、拖拉机和伟大的祖国。当年

学习都很自觉，开始只有一教、二

世界杯举行的时候，大家躲在他所

教、三教，后来开辟了四教、五教

1988 年的金秋 9 月，一群朝气

在的 601 偷偷观看世界杯比赛，学

和图书馆，晚自习去晚了很可能找

蓬勃的新生带着行李和希望出现在

校检查纪律的老师敲开门，看着满

不到座位，我们班继承并遵循了这

清华园里，他们带着新鲜和好奇熟

屋子的同学，竟然没有留下一句劝

种风气。系主任张克潜老师曾在大

悉环境，来自四川的王波同学是其

阻的话就离开了。

会上表示，电子系在运动会上表现

两个王波的故事

中的一员。在入学大会上，一个人

大学生活忙碌而自由，大一的

还不够突出，但是在智力比赛如桥

课程除了“中国革命史”，都是基

牌、围棋、象棋等类别比赛中体现

“你是哪的？”

础课程，有“微积分”、“线性代

出明显的优势。

“四川。”王波说。

数”、“普通物理”等。微积分是

“我也是，你哪个系的？”

电子系所有同学一起上的大课，授

“无线电。”王波回答。

课的是数学系张元德老师。说起“中

从时域记述班里的大学生活实

“我也是，你叫什么名字？”

国革命史”的夏宝兴老师，陈崇军

在太困难了，通过傅立叶变换，让

同学总是特别兴奋，总喜欢像模像

我们从频域角度看看各个宿舍的同

“王波”。

样地模仿夏老师慷慨激昂的神态“一

学们吧。因为班里的女生实在太优

“你叫王波？我也叫王波。”

部中国革命史，是一部奋进史，一

秀了，从可爱的女同学们开始介绍

部血泪史啊”，然后嘲笑夏老师每

是最合适的。

和他攀谈起来。

对方很兴奋地回应道。

对方不可置信地看看他。

⽆无 81 ⼈人物志

第一位王波同学没有外号，个

堂课最后都吐槽工资太低了，赶不

在理工科主导的清华园里，无

头和年龄均小于对方，系里人称小

上卖鸡蛋的。那个时代特色的确是

81 幸运地拥有七名女同学，她们个

王波。

这样的，教授赚的钱还比不上摆小

个聪明，成绩优异，具备女知识分

摊的。

子的气质、美丽和文静，被男生统

无 81 班共有 35 名同学，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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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的学风还是过硬的，大家

女生 7 人。男生居住在 10 号楼的

大一快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众

称为“七仙女”。

103、104、105、106、107 房间，

所周知的政治事件。老师们很快将

在班里文静的女同学中稍显活

女生居于 6 号楼，都是爬山虎覆盖

课程讲授完了，没去上课的同学，

跃的要算王晓文和郑佩了。王晓文

的老房子，楼外散发着梧桐湿润的

也能够自学完成这些课程。大二开

是西安人，说话慢声细气的，落落

香味。班主任阮方老师是仅大我们

学后，男生开始搬到新盖的 26 号

大方，曾豪言要带动男生跳舞，培

四级的师兄，内蒙古人，看起来很

楼 6 层。在阮老师的带领下，我们

养舞池里的王子。晓文毕业前保送

年轻，说话却显得很成熟。大二的

每个人都写了一篇认识深刻的文章，

博士，后留学美国马里兰大学。郑

佩是北京人，和王晓文一起组织大家

是围棋和桥牌能手，个头高大，嗓门

者，来自江苏泰兴，绰号“老猫”。

学习跳舞和唱歌。郑佩曾对毕业后要

很大，活跃健谈，很有组织能力和号

老猫同学外表冷漠，内心狂热，喜怒

出去工作感到很不可理解，她认为一

召力。

不行于色，当四国大战师长军长不幸

辈子在校园学习是理所应当的，保送
就读清华硕士，毕业后留学美国。
陈风光同学来自北京，人称“舍

谢韬来自内蒙呼和浩特，处事灵

遇难时，为了不打草惊蛇，摇摇头说：

活，考虑周到，乐于助人，成绩优异，

“没关系，小子儿。”他的搭档信以

擅长篮球和跳舞

为真，因此经常惨败。老猫不喜欢辩

，

长”，白白静静，性格柔和沉稳，虽

毕业后保送博士。在舞场上，谢韬结

论，遇到辩论就一句“什么乱七八糟

然有灿烂笑容，但很少看见她哈哈大

识电机系美女熊炜华并喜结连理。

的”解决。

笑的样子。毕业后保送去了北大读研。

平来庆同学来自黑龙江佳木斯，

余维川来自湖北武汉，很和蔼，

李丽芳同学来自湖北咸宁，个头

个子不高，偏瘦，经常笑嘻嘻的，篮

也很勤奋，也相当低调，他在教室、

不高，和蔼亲切，公认的学习认真刻苦。

球场上的神投手，简称小平。邱秋平

食堂和宿舍三点间像一段 DOS 程序那

毕业后，丽芳保送硕士，并出国留学。

来自江西，体格和小平相仿，但言辞

样稳定地运行，脾气特别好，偶尔出

陈茹是来自北京的女孩，在几个

少一些。小平和小邱都属于勤勤恳恳

来运动一下。

北京女生中算最文静的了，班里大多

的实干家，他们毕业工作一年后在清

数是通讯专业，陈茹和三名男同学

华读了硕士。

高强来自江西赣州，走路的时候
步子踏踏的，若有所思的样子。高强

属于图像专业。胖

卢红旗来自江苏扬州，高挑但显

学习刻苦，喜欢足球，身材不胖不瘦，

土吹牛的名言是“清华最好的系是电

得有点单薄，时常真诚地嘻嘻乐着。

经常在清华东大的土地上驰骋。高强

子系，电子系最牛的专业是图像专业，

除了“随机过程”、“数字电路”、“模

保研后出国留学。

图像专业最棒的是图像三杰，所以图

拟电路”，老卢还钻研了各种武侠小说，

像三杰是清华最牛的”。别人说算上

读书破万卷。

韩广宇来自天津，乐呵呵的，拥
有一嘴的伶牙俐齿和一肚子京剧，绰

陈茹的话正好组成四人帮，陈茹同学

李须真同学来自江苏镇江，人如

就平和地嘻嘻笑着。陈茹留学新加坡，

其名，说话直率有力，比同宿舍其他

有一次比赛斗嘴，广宇骂人一百遍不

后赴美国。

人都坚定和有冲劲，有时有点急躁，

重样，胖土自始至终重复一句国骂，

比其他人更适合抬杠，很 MAN 的一

最后韩广宇同学可能不屑对手的没有

个人，简称“李须”。

创意而结束了比赛。

李一菡来自南京，皮肤白皙，舞
跳得很好，既活泼也不失庄重大方，

号“老六”。曾经和陈崇军

说话很有一种温柔亲切的感觉。一菡

214 的篮球水平整体很高，在没

陈新宇同学又称“骡子”，拥有

硕士毕业后留学美国，她的先生是同

有干扰的时候，谢韬投球有极高的成

粗狂的声音和时尚的服装，经常聆听

系的研究生毛世文。

功率，小平善于在奔跑中投球，聂宏

衣兜口袋里 walkerman 播放的流行歌

善于传球和组织，小邱擅长传球，李

曲，大大咧咧的，身体强壮。

最后一位女同学梁劲是大四从七
字班转入的，来自广西桂林，是女生
中的大姐，毕业后去了广西建行，成
为金融领域的一名金领。
从七字班转过来的还有男生杨晓
华，他来自江西上饶，和善而健谈。

须和老卢擅长防守和干扰。
602 有六名同学，上下铺分别是
崔光哲和陈新宇，高强和韩广宇，孙
志翔和余维川。
崔光哲来自北京，阳光帅气，挂

602 对门是 603。周洪祥和刘于
昕、吴悦和赵明、茶文武和熊良宾分
别占据三张床的下铺和上铺。
刘余昕前面已介绍过，他父亲刘
润生教授曾担任电子系党委书记，讲

晓华也是最早有志于出国的，以一种

着微笑，爱好学习、打桥牌和四国大战，

授过年级的“模拟电路”大课。老驴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企

又称“小崔”。崔同学是个含蓄的人，

多才多艺，交流广泛，曾和高晓松等

图改变资本主义腐朽堕落生活方式。

吃完中午饭，他出现在 605 房间的桌

文艺青年一起吹拉弹唱。他作息不规

子旁边，默默等待参与四国大战的人

律，所以偶尔也借阅其他同学的笔记

员到齐。

自学。

26 号楼 214 房间在二楼，居住了
6 名同学。
聂宏是北京人，无 81 首任支书，

孙志翔也是四国大战忠实的参与

周洪祥同学来自江苏常州，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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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81 毕业合影

“二宝”，精力旺盛，体格强健，

回 一 次 家 需 要 7 天。 老 瓜 笑 嘻 嘻

学习勤奋，没有早生华发，而是直

并把它投入到学习之中。二宝同学

的，性格和善，时而弹奏吉他，普

接掉了一些头发，取得智慧付出些

很健谈，性格开朗，时常咯咯笑着，

通话虽然不标准，但很喜欢和大家

代价也是应该的。

但参与课外娱乐活动不多。

交流。老瓜同学在大四得了胸膜炎

吴悦同学来自湖南湘潭，带着

在温泉住院治疗，且因祸得福，结

来自河南焦作，个子不高，篮球喜欢

一副度数很深的眼镜，身体较瘦。

识并收获了老婆一名——人大的陈

三步上栏，很憨厚的样子，说话也慢

吴同学上自习时间很长，快熄灯的

露同学，绰号“小笨蛋”，不信命

悠稳当，又称“阿刚”。据他自己交代，

时候才回来，走路总低着头仿佛受

真不行。

王波写情书不会结尾，滔滔不绝，

了什么委屈的样子。

老瓜上铺是熊良宾，来自云南

写了很长还在继续，实在没办法了，

赵 明 来 自 甘 肃 兰 州， 是 班 里

曲靖，个头不高，但很壮实，见谁

年 级 最 小 的 同 学 之 一， 绰 号“ 小

都喜欢温和地调笑两句，简称“老

黄胤睿来自广东湛江，又称“阿

Bia”。Bia 同学学习优异，性格沉稳，

熊”。熊同学照相水平很高，讲究

黄”，偏瘦，但足球球技很好，擅

体格偏瘦，乐于助人。他专注于学

内涵，极其谦虚低调，永远说自己“好

长中前场。黄同学性格温和，带南

习，同时也擅长喝酒，毕业后保送

个鬼呦”。

方口音，没有和大家说原因，毕业

博士并留校任教。小 Bia 同学是我

604 宿舍六个土人也分别住 3

们班最早结婚的同学，刚毕业不久，

张上下铺，分别是李日新和王刚，

便与高中同学孙红喜结良缘。

黄胤睿和刘立钰，李毅和王波。

茶文武绰号“老瓜”，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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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也是舞场和篮球场的常客，

李日新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快

找阿刚同学顺利地收尾。

后某一天就消失了。
刘立钰同学是来自江西兴国的
老表，个子不高，但很结实，身手
矫捷，篮球投球准确，擅长三步上篮，

班唯一的少数民族——彝族，来自

言快语，大嗓门，说话时常哈哈大笑，

远投水平也很高，是篮球场上的好

云南临沧，在美丽的横断山脉中，

在篮球场飞奔，投球很准确。日新

手，说话慢条斯理，绰号“阿黑”，

留学和工作。薛同

的时候了。记得阮老师讲到过，毕

学在与人大友谊宿

业以后，有的同学还能见面，有的

舍交往中，结识美

同学一辈子可能再也没机会见面了。

女周萍同学，后结
为伉俪。

仰马翻；在清华学堂嘎吱嘎吱的木

陈崇军来自四

地板上进行工程制图；在宽敞的三

川乐山，操标准川

教、四教和图书馆里学习和自习；

普，鼻子不太好，

在东大和西大操场上奔跑和锻炼；

总哼哧几下，绰号

在物理楼和东主楼里面做实验。我

“胖子”，后升级

们曾坐在清华东门和图书馆前面的

为“胖土”。胖土

两块草地上齐声欢唱，留下了珍贵

性格活跃，嘻嘻哈

的影像。

哈，爱好广泛，擅

在 26 楼前 13 食堂里，电子系

长传播各种小道消

组织了最后的晚宴，在杯盘狼藉和

息，身手和思维都

酒杯交错的最后，很多人记不得自

很敏捷，热爱篮球、

己和别人说了什么，只有感谢，感

桥牌、围棋、四国

谢电子系，感谢老师和同学，感谢

大战和与荷尔蒙有

清华园里所有的一切！不去记述那

关的故事。

些女高知们还有男子汉们伤感地抱

余弘来自山西运城，
虽然他后来已经变得很白了。

我们曾在荒岛上溜冰，摔得人

头哭泣或者挥泪而别或者泪洒站台

偏瘦，很有才华，绰号“老转”，

的故事了。再见了，老师。再见了，

因被刘宗伟

从垃圾堆捡

朋友，请继续你坚定追求的脚步，

声音响亮，有时拨弄拨弄琴弦。李

到“从垃圾堆里收获血淋淋的头颅”

请继续迈向广阔的路途！爱你们，

同学有很好的记忆力，可以记住每

的诗句，和胖土广泛传播而名声大

献上真诚而热烈的祝福，也献上悲

个人的糗事，是一本活字典。

损。他突出的事迹是趁刘宗伟同学

凉的歌谣：

李毅同学来自北京，身材匀称，

王波同学住李毅下铺，四川人，

熟睡时将他叫醒，诚恳地提出请教

性格耿直，虽然发音四和十不分，

一 个 问 题， 阿 色 揉 揉 困 眼：“ 你

但赢得过系里绕口令比赛冠军，以

说。”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困啊？”

物极必反的方式超越了韩广宇同学，

阿色顿时暴跳如雷。

……

获得一个毛茸茸的玩具大熊。
605 在 604 对门，充当了几个

离别

宿舍的活动室，桌上游戏拖拉机、

时间飞快地流逝，一年又一年

桥牌、围棋和四国大战战斗的场所，

的新生像我们当初那样踏进校园，

拥有三名无 81 同学

无 81 班同学们从新生到老生，又很

和 3 名无 82 同学
。

快变成毕业生，论文开始准备了，
没有了必修的课程，时间变得越发

薛景浩同学来自江苏南京，有

自由，聚会变得频繁。日子一天天

贾宝玉的容貌和林黛玉的身体，性

变得温暖，阳光变得明亮而充足。

格温和，热心勤奋，成绩优异，人

落实了工作或者读研，1993 年的夏

称“老薛”，保送博士，后赴欧洲

季来临的时候，就是我们该说再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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