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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絮

父子
张克澄

前几年从美国退休后回到

级到他这里跑官要官。他律己

门拜访的老友。这种友情延续

国内开始从事我后半生一直关

几近严苛：不带家眷，不随大

到下一代。宋平曾任甘肃省委

注的事——清华历史研究。

流住宾馆而住机关宿舍；不吃

书记和中组部长，作为长辈和

研究清华历史必然要和清

小灶，下班后自己买菜起伙就

老领导免不了问及延东在甘肃

华历史人物接触，对于我来说，

着小炉子洗手做羹汤，借以了

的工作情况，而这个时候延东

接触最多的要数清华历史人物

解市场民情；本人不带手机，

总是如实汇报和请教问题，却

的子弟，盖因我被部分清华子

也不在宿舍见客；有干部求见，

从不谈及个人要求。宋平偶尔

弟在本世纪初推举为子弟村的

一律办公室谈。除非下乡，平

问起他的个人情况，总以很好

村长。

时自行车代步。他领导的地区，

作答。

因子弟众多而个人接触有

一时没人敢摆谱，老老实实骑

十年任期结束，延东回到

限，仅举子弟中的几例介绍一

自行车上下班，学着他有空就

北京，在环保部纪委书记任上

下，算是抛砖引玉，借此掀开

下基层去调查研究。

退休，还是正局级待遇。

回北京休假，延东常会去

延东退休后，有一次宋平

他儿时伙伴宋宜昌家，一来和

问起，才惊讶于十几年京内京

宜昌聚聚，二来看望宜昌父母。

外历练，他居然没被提拔到省

宜昌是宋平的大儿子，稍微了

部级，问他为何从未对自己提

延东继承了父亲的容貌和

解蒋南翔和宋平的人都知道，

起？延东老实回答：父亲从小

性格，为人处世谨慎正直。离

他们是清华前后同学。蒋为学

要求我们自律，实在无法张口

开中组部青干局后，他到甘肃

长同时也是宋的地下党领导，

为自己谋官。

省担任了两任地（市）委书记，

抗战时又同在周恩来领导下在

历时十年。初到甘肃，延东发

中共南方局工作，宋为周的秘

现当地干部热衷于跑官，美其

书，蒋是青委书记；宋的夫人

想当年，蒋南翔被调任清

名曰汇报工作，实际上是跟主

陈舜瑶是蒋发展入党的，在蒋

华大学时，第一人选并不是他，

管领导拉拢套近乎，为自己晋

领导下共事多年，蒋宋两人在

准备安排的职务也不是校长，

升搭桥铺路。延东鄙视这套作

长期的战斗工作中结下深厚的

而是第一副校长。第一人选听

风，不但自己不跑，也反对下

友情，是不必预约可以直接登

说到清华任副校长，没有接受，

清华历史的一个侧面吧。
首先说说蒋延东，老校长
蒋南翔的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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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乎！好一个无法张口谋
官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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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组织上转而考虑启用蒋南

去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副

钱永刚是钱学森唯一的儿

翔。蒋南翔没有介意正副之别，

国级。蒋南翔则考虑自己一直

子。永刚参军上学留学归国，

表示愿意回到母校尽心尽力。

做青年和教育工作，没有法律

以后就一直陪在父亲身边，耳

名单上报到毛泽东处，只一句

工作经验，到高法不能发挥作

濡目染，有机会对父亲晚年所

“ 蒋 南 翔 可 以 做 校 长 嘛！”

用，要求分配到中央党校，仍

思所为近身观察，十分了解，

……就这样，蒋南翔成为新中

搞教育。这是他终身关心的事

万分敬重；父亲的精神对他影

国首任清华校长，一干就是 14

业，也是他为之奉献终身的事

响既大且深。

年。

业。而级别待遇，不在他考虑
文 革 以 后， 由 于 蒋 南 翔

的威信高，几十所高校领导联

之列。
虎父无犬子啊！老校长若

钱学森晚年很重视能源问
题，认为太阳光是最大最经济
最清洁的能源，而在物资最贫

名推荐他复出担任教育部长。

知儿子继承了自己的人品作风，

乏的沙漠中，太阳光恰恰是取

几年后离任时，援引老部长杨

定然欣慰。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由此提出

秀峰的先例，准备也安排他转

再说说钱永刚。

了沙产业理念，并利用各种场

左起刘春阳、蒋延东、祈力群、张克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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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樑 小镇，人口目前 2 万，目
标 12 万人；年产十万立方米刨
花板的热压厂一座，日屠宰獭
兔万只的屠宰厂及其背后的獭
兔养殖业、皮毛业；改造成功
的几万亩玉米苜蓿地和十几万
亩试验林地……支持这些的电
力，全部由自有的太阳能发电
厂解决。在建的钱学森博物馆
和航天体验馆、黄河食品一条
街、沙漠旅游项目，则将为沙
漠带来更大的变化。
钱 学 森 于 2001 年 5 月 30
日给民营企业家回复过唯一一
封关于沙产业的信。其中说道：
“看了你们的材料，我认为内
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是在从事
一项伟大的事业—将林、草、
沙三业结合起来，开创我国西
北沙区 21 世纪的大农业！而且
实现了农工贸一体化的产业链，
达到沙漠增绿，农牧民增收，
企业增效的良性循环，我向您
们表示祝贺，并预祝您们今后
取得更大成就！”
左起漆丹、钱永刚、张克澄

本世纪初，钱永刚作为沙
产业协会副会长常去内蒙开会
或参加活动，其间数次遇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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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宣传和呼吁他的这一思想。

希望能为自己指点迷津。钱学

永亮，赵也多次介绍工作进展，

内蒙古鄂尔多斯达拉特旗有一

森立即回了他一封肯定而又

反复表示感谢钱老当年对他的

位民营企业家赵永亮，以改变

明确的信。赵在此后十多年中

肯定和鼓励，热情邀请钱永刚

家乡贫困面貌为己任，从事治

按照钱的精神坚持治沙，提出

前往实地考察。于情于理，永

沙多年，正处于阴霾中，钱学

“绿色不是句号”，在自有的

刚都该去看看父亲当年关心的

森的沙产业理念给他带来了希

三十万亩沙丘上，战天斗地，

事业究竟落实得如何。可是，

望。赵斗胆给钱学森写信，向

经过二十多年不懈的努力，有

他有顾虑，因为赵永亮在宣传

这位心目中的大科学家请教，

了初步成果：占地 6 万亩的风

中特别强调，他是原原本本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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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钱学森沙产理念指导工作的，

么不接受？如果不接受这个奖，

育理念发扬光大的学校和教育

这里有没有水分？万一是挂羊

无异于是对霍英东的不尊重，

工作者，希望能为国家培养更

头卖狗肉，只不过打着老爷子

难道钱对霍有看法吗？

多钱学森式的中国学者。
结果怎么样？

的旗号，而干了不相干的事怎

永刚通过与父亲的聊天发

么办？永刚始终没有痛快地接

现，父亲不是对霍英东有看法，

到今天为止，全国大中小

受邀请。

而是担心台湾获奖者中有“台

学将近 100 所学校设立了“钱

独”分子，他绝不能和“台独”

学森班”，越来越多的学子从

分子站在同一个领奖台上。

钱学森事迹中受到启发得到鼓

但是永刚一直把此事放在
心上。凡有去内蒙的机会，悄

励，立志学好科学服务祖国。

悄私访，从侧面和外围打听赵

知道了症结所在，钱办的

永亮的为人和公司的实际经营

涂秘书以钱学森办公室的名义

状况。综合评估，获知真实情

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报告，希

况与赵永亮所说无二，甚至还

望通过组织了解此次获奖者中

类似情况我还知道几个。

有过之无不及后，终于于 2016

有无“台独”分子。过了几天，

刘春阳，刘冰儿子，从来

年正式踏上了去赵永亮东达蒙

执行此调查的统战部汇报：经

没有打过父亲的旗号，利用父

古王集团考察的旅途。

查，在获奖人中没有“台独”

亲在清华的影响为自己谋个一

分子，台湾地区的获奖人都是

官半职。自己能做的事就去做，

主张统一的爱国人士。

不能做的事绝不做，脚踏实地

钱永刚的出现，无疑是对
赵永亮在治沙产业上多年坚持
的肯定和支持。
永刚的这种谨慎与认真，

听到这个结果，钱学森这
才放心地接受了这个荣誉。

这是永刚希望看到的结果。

地在清华航天航空学院做行政
管理工作，一直到退休，接受
返聘，继续兢兢业业地发挥着

源自父亲钱学森。

余热。对儿子的选择，刘冰表

2001 年 10 月， 钱 学 森 收

钱学森百年之后，永刚不

到“霍英东杰出奖”评委会的

遗余力传播其父亲的大成教育

获奖通知；此奖之颁发是对亚

思想和钱学森教育理念，在一

何晓涛，何东昌的独子。

洲地区的文明及社会发展有杰

些中小学和大学设立“钱学森

虽然清华毕业，但因为父亲曾

出成就及贡献者的奖励与肯定。

班”，将钱学森教育理念发扬

长期担任过清华领导，又任过

通知中还说，在中国大陆、港

光大，永刚亲任顾问，身体力行，

教育部部长，凡是清华和教育

澳台和东南亚地区华人中，钱

十分敬业。

部的人和事他都是绕着走，几

示认可。

学森是唯一被评选为终身成就

也许有人会想，钱永刚热

乎不碰，非常在意瓜田李下，

奖的得主，敬请他于本年度 12

衷于此，是不是有什么利益？

生怕被人误认为是靠着父亲这

月前往广东番禺领奖。

毕竟太多人“无利不早起”。

棵大树谋生谋利。目前何晓涛

我负责任地证明，正如钱

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干得风

学森当年玩笑时说的“我姓钱，

生水起，在保密通讯领域颇有

大名鼎鼎的霍英东先生是

但不爱钱”一样，永刚授权设

建树，为父母增光不少。

爱国华侨、知名企业家，他真

立的“钱学森班”没有一家需

心实意为祖国做了很多工作，

要冠名费和管理费，他选择的

得到海内外敬重。钱学森为什

是那些认同并愿意将钱学森教

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钱
学森却决定不接受。

说不上老子英雄儿好汉，
但可以算老子慎独儿实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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