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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絮

出彩中国人
张克澄

去年初秋，为中国科协采

调整后就随航空系去了北京航

路溃逃。在这逃难过程中，他

集工程，我们去上海采访父亲

空学院；她在清华教过的学生

多次目睹日本飞机对中国的轰

的几个重要学生，有上海交大

现在算来也都八九十岁了，难

炸和扫射，此时的日本飞机像

的博士生导师刘延柱、刘西拉

得一觅。立马电话联系，获允

魔鬼一样可怕。

还有同济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张

第二天登门拜访。

若京等。在采访刘西拉的时候

程老先生的家里只有他和

中三年级的学生了，看见天空

我们问及他退休后忙什么，他

老伴两人。举目四顾，老式的

中有很多飞机时起时落，得知

说很忙，除了学术上国内外的

三居室，没有厅，四白落地无

桂林是陈纳德飞虎队和中国空

一些活动外，主要精力放在校

装修，长期缺乏打理，墙壁泛黄；

军联合基地时，他心潮起伏：

友乐团了。

光线昏暗，室内摆设普通得近

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有了自

“上海交大的校友乐团？”

乎寒酸。我们不敢也不忍多问，

己的飞机，我们不再是被屠宰

“不是，清华的。”

访问就从他如何走上飞机设计

的羔羊了。此情此景令程不时

“清华的？有这么多人吗？”

之路开始。程老感慨地说：

心中豪情万丈，他果断地向同

“哦，人才济济，全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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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到桂林时程不时已是初

这是一条曲折的道路……

学们宣布了自己的志向：我要

休下来的清华校友。”刘西拉侃

程老 1930 年出生于湖北，

为中国设计飞机！

侃而谈地说起了上海清华校友

4 岁时第一次看见飞机从头顶

同学们非但没有笑话他，

会的情况。忽然他想起一个人：

飞过，非常向往：这是个好东

在编墙报时反而向他约关于飞

“你们应该去访问一下程不时，

西呀！像天使一样！程不时的

机常识的稿。他查阅了有限的

他是我国第一架战斗机的设计

心中第一次对飞机有了概念。

资料写就了一篇《谈飞机的三

者，我国最早的飞机设计师，

1937 年卢沟桥事变时程的父亲

自耦超重》贴在墙上，成为同

也是我们乐团年龄最长者，小

已到津浦铁路工作，全家安居

学们争先阅读的文章，这是程

提琴拉得非常好，他还是你们

在济南。程当时小学二年级，

不时的第一篇航空论文……

母亲陆士嘉的学生。”

开始随家人逃难，从济南黄河

不幸，桂林沦陷，只好往

一听是陆士嘉的学生，我

边经湖南湘西一直往南撤退到

东逃，到了桂东学校停课了。

们兴趣大增。因为母亲在清华

广西桂林；桂林又遭沦陷，跑

空闲下来，程不时专心航空，

教书的年头不长，1952 年院系

到贵东巴布，被日本军打得一

看了很多航空书刊，参观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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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展览会，自己动手做航模。
条件很差，无人指点，全凭自
己摸索。虽然自己做的航模只
能在空中飞行几十秒，但很有
成就感。
高中一年级，局势更加严
峻。眼看日本鬼子的飞机又在
头上盘旋，全家正琢磨着该往
哪逃时，传来日本人投降的消
息，抗战胜利了。程不时想这
下再不用逃难了，我要好好学
习，造飞机！保家卫国！
1947 年 高 中 毕 业， 在 介
绍大学的资料中他看到一帧照
片——在一片草地上摆着一架
小飞机。一看，是清华大学。清
华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建立航空
工程系的大学，程不时暗下决
心：我要报考！结果他如愿收
到了清华航空系的录取通知单。
与此同时，他还被上海的
一所大学录取了，但不是航空
系。家人提出建议，学航空没
前途，最后可能到航空公司当
维修工。程不时毫不考虑这些，
凭着多年来树立的要为国家设
计飞机的愿望，坚决北上。
清华新生迎新会上，程不
时兴奋地盯着主席台上的航空
系主任，渴望听到些令人振奋
令人热血沸腾的激励，然而系
主任却说了一番让他此生永远
忘不了的话：学航空的工作不
好找，你们如果有条件的话，
下一届就转系算了，还是那些
大路的机械、电机专业，社会
上更需要……
简直就是当头棒喝！
果真有些同学转了。其中
有一个要好的同学转到营建系

后对他说，我们
要画很多素描，
石膏像什么的，
你画画很有基
础， 适 合 营 建
系，你来吧。
程不时心
里很不是滋味，
为什么学航空
这 么 难？ 难 道 参加《出彩中国人》的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
因 为 一 份 工 作 前排左起：刘西拉、程不时、黄雅岚
航空系也开了材料力学，
就要放弃从小立下的志向？志
这门课本来是钱伟长讲的，但
愿这个东西不能说一下子轻一
有时候时间冲突了，他们就到
下子重就变了，这个不行，我
土木系或机械系去听父亲张维
还是要学航空。就这样，他坚
讲的材料力学。问及两位力学
持了下来。
家的讲课风格，程老毫不隐瞒
大学二年级北平解放了，
自己的看法。
清华航空系的师生们都参加了
他说，那是两种截然不同
开国大典。母亲陆士嘉正好和
的风格。
大二的学生在一个队伍。那天，
钱先生是“摆”数学。两
他们起得很早，上午就到了天
层黑板，一上课他就拿一支粉
安门。可是大典下午三点才开
笔在上面第一行写一个数学公
始，于是同学们围在陆先生身
式，然后就开讲数学，完全是
边，整整一天都在一起，就在
数理逻辑。这么写写写，一直
第一面国旗的旗杆下面，听她
写到最底下，这一课到了，休
讲德国的情况，讲在那儿的学
息十分钟；他把这一板推到顶
习。这是程不时第一次与母亲
上去，下一板拉下来，又开始
接触，觉得她很亲切。
写。加减乘除，括弧，大括弧，
到了大三该上专业课了，
母亲教他们“理论空气动力学”。 小括弧等等，一直写到最后。铛，
铃一响，下课了。公式来公式去，
这门课要求数学基础非常强，
这是一种风格。
母亲讲得很清楚。那时候没有
张先生上课，完全是另一种
课本，很多老师也不发讲义，
风格。他善用图形，完全从物理
可是母亲发，而且是一摞一摞
概念入手。数学推导，学生回去
的。我告诉他，那都是何东昌
自己做。黑板上，画一个立方体
一个人包办。何东昌当时是母
或一条曲线，这边的剪力，那边
亲的助教，非常能干，连刻蜡
的什么，手还比划，非常形象，
板带油印，又快又好。程老听
口齿又清楚，北京口音。
到这个情况很惊讶，没想到后
来的教育部长还有这个典故。
相比较而言更喜欢听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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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制造业中的三个第一：设计 “你的左手不对，你的右手不对，
生的课。
了新中国第一架飞机歼教 -6，
到了大四，母亲教他们有
你的夹琴也不对，你什么都不
它也是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
限元法。当时因为没有基础，
对。你的这种夹琴姿势是吉普
机，第一架超音速飞机。
没怎么听懂，也没有听出怎么
赛式的，流里流气，从头开始！”
他是歼教 -6 和强 -5 的总
解决问题，觉得太难了。
见程露出不解的眼神，他接着
设计师，运 -10 的副总设计师。 说：“以前我之所以给你打了
我们问，听不懂会不会觉
强 -5 是我们中国人自己
得老师讲得不好？
高分，那是因为你不是我的学
设计制造的第一架作战飞机。
程老说，没有。因为大家
生，但是你现在变成我的学生，
歼教 -6 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
都知道，陆先生的导师是世界
你就要照我说的做。”
架飞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
航空学“祖师爷”级的德国普
程就按照他的方法夹琴，
一架喷气式飞机。它的试飞者
朗特教授，陆先生是普朗特唯
总不对劲，告诉老师自己有点
一的中国学生和唯一的女学生， 叫于振武，试飞完了评价，这
习惯了。老师说：“你习惯了
个飞机很顺手。三十年以后，
陆先生的学问很高深，我们基
就不要跟我学，跟我学就必须
这位当初的第一个试飞军官当
础太浅，还达不到那个层面。
从零开始！”
上了中国空军的司令员。
说到普朗特，他还提到一个
什么叫从零开始？从拉空
运 -10 没能飞出来，成为
故事：因为钱学森的导师冯·卡
琴开始。
程不时终身的遗憾。
门也是普朗特的学生，因此陆先
但是当程不时真的改过来
日前，C919 首飞成功。年
生在学术辈分上比钱学森高。据
以后，进步很快，成为所有学
事已高，只能作为专家组成员
说钱学森每次到北航，到校门就
生里最好的一个，不久升任为
参与其中，对于冲龄就做起飞
下车，他的汽车从不开进去。为
清华交响乐队的首席小提琴。
机梦的程不时来说，既欣慰，
什么呢？他师姑在这儿！
2017 年 6 月 10 日 晚， 在
又有些许遗憾。
我告诉他，这大概只是传
CCTV-1 综 合 频 道《 出 彩 中 国
据说 C929 已在酝酿之中，
说而已。理由是我两次亲见父
人》的舞台上，上海清华校友
我们衷心祝愿，老当益壮的程
亲当面要钱学森叫师姑，钱都
会艺术团，团员平均年龄 72.3
不时矫健的身影，还能出现在
只是微笑而已，并未开口。
岁，将自己美好青春与无私奉
专家组里！
程老坚持，有这个说法，
献化作一曲《我爱你 中国》，
在清华四年，程不时除了
我们沈飞（即沈阳飞机厂——
献给观众，震撼人心！台上台
专业学习还有副业。他从小涉
编者注）都是这么传的。
下、场内场外的观众，均被感
猎很广，不仅喜欢画画，小提
众人大笑。
动得泪流满面。其中程不时、
琴也拉得不错。清华大学有个
程不时说，我们中国航空
刘西拉的小提琴，陈陈的钢琴，
“音乐室”，可以选修，不计
的这条线，实际上是从世界上，
以及黄雅岚的领唱引起了广大
学分。程不时报了小提琴课。
从普朗特那里开始的，世界上
观众的兴趣。这次“出彩中国
报名之后他以高分被小
的大洪流分流下来，流到了中
人”让四个评委同时按下出彩
提 琴 老 师 收 为 学 生。 老 师 是
国，出了我们中国的这批人！
灯，不仅仅因为他们的演出水
个 外 国 人， 叫 帕 瓦 洛 夫 斯 基
这批人是中国的，但也是世界
（Pavalowsky），中文名叫普洛武， 平，更主要的是几十年来，他
洪流的一部分。
们为祖国奉献青春隐姓埋名无
是美国海菲兹的师兄，很有名。
去了沈飞以后，程不时在中
怨无悔的牺牲精神感动了所有
第一课，程不时潇洒地在
国军机系统工作二十年，终于实
的人。他们，是真正出彩的中
老师面前拉了一曲。听完后帕
现了自己的夙愿——为国家设计
国人！
瓦洛夫斯基很不客气地指出：
飞机、造飞机。他创下了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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