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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百年赋”征文作品选

清华大学即将迎来的百年华诞，是清华大学历史上
的一个光辉的里程碑，更是全体清华人骄傲和欢庆的盛
会。
诗赋是中华文化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是中华民族
的文化瑰宝。清华人文荟萃，值此百年校庆来临之际，
更应该用诗赋这一工具来歌颂她的光荣历史和百年取得
的辉煌成就！为此，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组织委员会特向
广大的校友发起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百年赋”作品征集
活动，以百年校庆为主题，以古典赋的形式，以清华的
历史变迁或某一侧面的风雨沧桑，反映清华100年的发
展历程，抒写清华的精神、思想、成就和辉煌。征稿由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组织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对应征作
品进行评选，并产生入围作品。所有入围作品将由清
华大学汇集成册，出版“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百年赋作品
集”。
截至目前，本次征文共收到77位作者的来稿85篇，
作者遍及北京、浙江、内蒙、山东、河北、湖北、陕西
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有年逾古稀的老人，也
有刚入大学的学子；有诗赋创作界的行家，也有传统文
化的爱好者；有清华在职、离退休教工和清华校友，也
有社会各界友人。
应征各赋短仅百字，长或千言，无不体现出对清
华大学百年历程的充分肯定、热情鼓励，对清华大学百
年华诞的热烈祝贺和真情赞颂，更表达了对伟大祖国繁
荣富强、清华大学续写辉煌的殷切期许和美好愿望。深
情厚意，溢于言表，令人感动。本刊特撷选部分优秀作
品，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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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百年赋
○ 王步高
上苑清华，坐京师西北，倚燕山而望玉泉

工艺美院入并，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世界名校

塔影，邻颐和而近圆明故垣。康熙造熙春以贻皇

雄姿初呈。教学科研双飞比翼，清华面貌月异日

子，咸丰更清华而为新藩。今之清华也，方六千

新。

余亩，黉宇崔巍，中西合璧；亭台隽秀，今古相

古之大学者，以弘道济世为本，明德至善

间 。工字厅临漪榭，续前清民国之古风雅韵；

为宗。清末以降，西风东渐，全盘西化，如潮汹

主体楼科技园，展信息时代之华彩新颜。秀木森

汹；清华始于留美预科，而立足华夏，力主中西

森，栖黄莺丹凤；芳草萋萋，锦簇花团。湖光秀

兼容，古今贯通。器识为先，文艺其从。取“自

丽，寻荷塘月色之踪迹；园景旖旎，摘亚洲校园

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求真务实，“行胜

1

之桂冠 。二校门玉立亭亭，兴毁之间识沧桑巨

于言”作校风。君子自励，犹天道运行不息，不

变；万泉河流水潺潺，涨落之际涵世纪风烟。

屈不挠，坚忍强毅；学者育人，欲砥砺与天同

2

宣统辛亥，迁“庚子赔款”游美肄业馆于

德，摈私自克，敢为前锋。君子接物，如大地之

斯，乃建校之始也。十七年间，校名迭更，曰学

博，无所不载；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气度雍容。

堂，曰学校，曰大学，所不变者，“清华”之名

荟天下之英才，为师为友；集八方之俊彦，共辱

也。国学院名著中外，四导师博通古今。沉潜坚

共荣。而潜心治学，朴实无华，不尚标榜，言必

毅，信古疑古释古；洞幽秉持，道深学深法深。

有中；亦躬行实证之结合，重团队，善协同。诚

涵泳千载，诗词证史开新路；训证万有，金石钩

信为人，严谨为学，为人与为学并重。胸怀大志

玄传希音。七十学子，立雪程门求真谛；半百

兼切实苦干，才华出众亦笃实谦恭。长于用脑且

3

才俊，勤学梦笔得金针 。梅贻琦长校，博采众

善于动手， 脱心志于俗谛桎梏之中；养健全之

议，“教授治校”开新政； 注重通识，科学人

人格，直道而行，外圆内充。诚如斯也，则崇德

文育棣昆。严门槛，足后劲，闻风景从，天下英

修学，勉为君子，异日出膺大任，可挽狂澜于

才近悦而远造；敬教授，重学术，见贤思齐，鸿

既倒，堪作中流之砥峰。

儒名宿接踵而连桡。抗日军兴，初迁长沙，临时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

大学，合南开北大共建；兵燹近迫，再徙昆明，

师之谓也。维我清华，潮流引领；才子巨

西南联大，与菁英赤子同袍。灾难铸就辉煌，

匠，灿若河星。王国维冯友兰诚为当代大

三校师生刚毅坚卓，心系国难，励精图治，共挽

儒，金岳霖张岱年可称哲学泰斗。闻一

天河。铁皮房里，夺秒争分，轰炸间隙攻书授

多朱自清俞平伯，民国文海之巨舟。吴

课；茅草棚中，焚膏继晷，风雨晨昏切磋琢磨。

雨僧钱钟书学贯中西，陈寅恪季羡林人中骅

忍饥学子，未尝释卷；清寒教授，不辍弦歌。战

骝。数物理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成就卓越，钱三

时高校之表率，杰才簇拥而嵯峨。外著民主堡垒

强王淦昌赵九章邓稼先亦彪炳千秋。论数学熊

之称号，内树学术自由之楷模。寒来暑往，星霜

庆来杨武之筚路蓝缕，华罗庚陈省身林家翘

八易，山河光复，重返熙春。建国之初，院系调

丘成桐更誉满全球。曹禺吴晗洪深若诚，中

整；四院皆出，工科仅存。蒋南翔掌序，拨乱探

华艺苑之魁首。王大珩堪称光学之父，侯德

津：因材施教，又红又专；顶风开拓，斩棘披

榜摘取化工冕旒。张奚若先生拟定国号，梁

荆。厚基础，重实践，欲其今朝出类拔萃；

思成张仃国徽最优。杨振宁李政道为诺奖得

双肩挑，高素质，求彼异日领袖群伦。

主，姚期智拔图灵奖头筹。光耀教席，硕德

“反右”“文革”，深创巨痛；国运

名师；不拘一格，清芬挺秀。回眸百载，清

遭劫，桂折椒焚。开放改革，

华已名著中外，造就俊才万千，推动中华崛

老木逢春；文理管院复建，

起，功莫大焉。清华校友，两院院士，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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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 4；弹星功臣，亦过其半 5；最高科技奖，已
6

注释：

7

1．总揽清华园全景，其建筑有五种形式：

彰四贤 ；治国政要，多出斯园 。喜吾清华，诚

中国古典式（皇家园林），欧美古典式（礼堂

为院士之摇篮，大师之渊薮。
百年已矣，万世期焉，展望宇内，天外有
天。报国兴华，当著先鞭。行成于思，知行合

区），俄罗斯式（主楼），当代校园式，后现代
式。

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吾校生命之源

2．2010年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评

泉。后之来者当自我激励，批判创新；追求境

选出全球14个最美丽的大学校园，其中10个来

界，攀峰闯关；耻落群雄后，敢为天下先；培育

自美国，3个来自欧洲，而亚洲唯一上榜的是位

众多道德楷模、思想巨人、科学领军、文化大

于中国北京的清华大学。（凯尼恩学院 牛津大

师、治国栋梁、创业中坚。

学 普林斯顿大学 斯克利普斯学院 斯坦福大学

伟哉，清华！壮哉，清华！瞻念未来，鹏

三一学院 清华大学 美国空军学院 博洛尼亚大

程万里，当再接再厉，成世界文化高地之愿景可

学 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 辛辛那提大学 弗

期而见矣。吁嘻！慨当以慷，宁不额首顶礼而歌

吉尼亚大学 韦尔斯利学院 耶鲁大学）。
3．清华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9月成立，于

曰：
水木清华，地集灵氛。百年风雨，强国志

1929年撤销。研究院聘请著名学者王国维、梁

伸。民主科学，求实求真。自强不息，人文日

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研究教授，另有讲师李

新。厚德载物，取义怀仁。坚毅秉持，正意诚

济和助理教授赵万里、浦江清等人。国学研究院

心。追求卓越，耻不如人。国学津逮，织锦传

开办的四年中，毕业生共四届计70人，绝大多

薪。理工探骊，傲视寰尘。培育栋梁，辉耀乾

数（约50余人）后来成为知名学者，在文、史、

坤。英才济济，麟凤振振。世界一流，期许殷

哲等学科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如王力、刘盼

殷。

遂、刘节、高亨、谢国桢、吴其昌、姚名达、朱
2010.12.25 第1稿

芳圃、徐中舒、姜亮夫、陆侃如、罗根泽、蒋天

2011.3.14 第53稿

枢。
4．截至2009年，清华大学有357位毕业生
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占毕业
生总数的0.26﹪，清华校友——包括教师共479
名次院士（其中14名双院士），院士数465人，
约占全国院士总数23.2﹪；获诺贝尔奖校友两
人。
5．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勋章”的23位
科技功臣中，有14位是清华校友。
6．国家最高科技奖共评16人，清华大学校
友金怡濂、王永志、叶笃正、吴征镒四人获奖；
另有两位西南联大校友获奖。
7．新中国成立以来，清华毕业生有402名部
级干部，中央委员50人（其中政治局常委9人，
政治局委员14人），候补委员29人，中纪委委员
19人，人大常委75人，政协常委114人；将军66
名；总工程师325名，校长（正职）246名，全国
劳动模范111名。
（作者曾任中学教师、副校长等十多年，退休前为东南大学中文系二级
教授。2009年起任教于清华大学。长于诗词创作，是多个诗词组织负责
人，是《东南大学校歌》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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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寿清华赋
○ 张学政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清华吾校，巍然中

活虎以生龙；贯彻教育方针，旧貌换新容。小密
云大三峡 5，承前启后，比肩以继踵；原子堆核

央。
问我何为清华，缘何荣光？答曰：水洁为

电站6，继往开来，不辍立新功。“211”工程7，

清，潺潺流淌；木秀为华，郁郁芬芳。远依太

改革发展殊不倦；“985” 8规划，创办一流思无

行，袭幽燕之余脉；近拥皇都，聚禁城之紫光。

穷。严谨为学，诚信为人9，不计沧桑沉浮；精神

北望昌平园，科技开发领先；南临中科院，中关

独立，学术自由，勿惧荣辱苦痛。健康工作五十

美名远扬。外映未名湖之塔影，内沁近春园之荷

年，奋发向上；振兴中华一辈子，以此为荣。
问我清华人才几许？答曰：喷涌辈出，不

香。周边踞天理而形胜，校内得俊彦而琳琅。地

胜其数。鸿儒宗师，国家宝藏；泰斗巨匠，社会

灵人杰，相得益彰；精英荟萃，开来继往。
问我清华风姿史迹若何？答曰：河是玉带一

栋梁。四大导师 10，以德高望重而高尚；三钱国

条，湖撒珍珠三颗，楼有玉宇百座。树木参天，

杰 11，以兴邦爱国而昭彰。诺贝尔奖，杨李为华

碧水长流；花草遍地，四季清幽。华夏五千年，

夏争光12；图灵之誉，期智以华裔名扬13。学界泰

一棵常青树，清华以此为根；建校一百载，半部

斗，有梁实秋、陈寅恪、季羡林之翘楚；国学大

近代史，学堂为兹开章。源于庚子，忍辱而思

师，有梁启超、王国维、钱钟书之俊凰；学科导

强；创启辛亥，民弱又国殃。先天之不足，后辈

师，有华罗庚、赵九章、梁思成之俊彦；科学专

以补偿。日耀月辉之九霄，得名师汇聚一堂；风

家，有竺可桢、侯德榜、邓稼先之学长。一星两

驰电掣于八骏，有贤良来自四方。三一八志士殉

弹之元勋，半数以上，第出其门 14；两院

难，军阀逞狂；一二九仁人奋发，群情激昂。倭

院士之宏才，二成有余，就学其庠 15。

寇侵略，气焰嚣张；铁蹄践踏，国土沦丧。校舍

学识睿智，皆以卓越而见长；

南徙，先转潇湘，后入滇长；西南联大，蒿庐校

道德风范，堪载汗青而流芳。

舍，茶座课堂。苦雨寒终尽，干戈犹未央。闻一

师生济济，展翅蓝天翱翔；

多拍案而起，惨遭黑冷枪；朱自清饥病交加，不

校风学风，代代传承浩

领救济粮。噫嘻！登高而忆先烈，浩气激昂；观

荡。清华之子，民族希

远而怀古贤，丹心回肠。学堂、月堂、大礼堂1，

望；爱国奉献，发愤图

2

堂堂诉说苍凉；断碑、联碑、烈士碑 ，碑碑百世
流芳。斗转星移，历尽春秋之更迭；日月轮回，

强。
嗟夫！我歌我颂，首届

阅尽人间之沧桑。清华于公元一千九百四十八年

期颐，伟业如阳；我祝我愿，下个

十二月十五日迎来解放。沉沉天幕，豁然开朗；

百年，续写辉煌。
先生诗曰：

全校师生，欢呼解放；魏巍名校，焕然重光。
问我何为清华精神？答曰：自强不息，爱
国奉献，知耻而后勇；厚德载物，又红又专，豁
达以通融。缘何历百年而不变其宗？答曰：先辈
吾辈，休戚与共；视远以明，闻德以聪。大才小
才，咸尽其用；校长师长，秀外慧中。梅贻琦
3

4

“大师说” ，备受青睐；蒋南翔“双肩挑” ，
广为推崇。海纳百川，共生共荣。中西合璧，内
外交融；文理兼备，德才并重。开展红专讨论，

世纪清华铭首牌，九州
同庆宴盛开。
寒霜冬雪冬将去，春
雨惊春春复来。
昨日梓楠同受范，今朝
桃李广成材。
园丁尽瘁无奢望，只把
春光细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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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诗曰：

第一座池式原子反应堆；1990年清华大学又成功

漫漫春秋雨露施,赤忱惟有寸心知。

研制出低温核供热站反应堆。核电站指2009年清

青云志是神州表,济世才堪万代师。

华启动的高温气冷堆核电站重大专项课题研究。

夫子诗文能载道,杏林箴诲亦成思。

7．“211”工程是1993年国务院提出的中国

深恩岂足侈言谢,一片冰心写作诗。

教育要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
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力争在21世纪初有一批
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

注释：

的水平。

1．学堂指清华学堂，建于1911年。月堂，

8．1998年5月4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庆祝

指古月堂，建于清道光二年前后。大礼堂，建于

北大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告：“为了

1917年，坐落于校园西区的中心地带。

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2．断碑，取自圆明园废墟的一根断柱，

的一流大学。”由此，教育部决定在实施《面向

1926年为纪念“三一八”反帝爱国示威游行中

２１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国内

牺牲的清华学子韦杰三烈士而立，位于闻亭北

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

侧。联碑，指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其碑文由著

“985规划”。

名学者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写，该
碑校园内有两处，一处在工字厅南草坪，

9．“严谨为学，诚信为人”是王大中和顾
秉林两位校长提出的两句学风口号。

一处在图书馆东边万泉河的东

10．四大导师指上世纪二十年代清华大学国

岸。烈士碑，指清华大学烈

学院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和赵元任四位著名

士碑，坐落在西大操场南边
万泉河的南岸，上面铭刻
着清华大学师生在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战争中
牺牲的43位烈士的名
字。
3．指梅贻琦的名
言：“所谓大学者,非谓
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
也。”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
长十七年（1931～1948）。
4．指“文革”前
蒋南翔校长提出的教
育思想，蒋南翔任清

学者。
11．指曾就学或工作清华大学的钱学森、钱
三强和钱伟长三位科学家。
12．指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和
李政道，他俩均毕业于清华大学。
13．指2000年获得灵图奖的姚期智，他是
华裔获此奖的第一人，等同于计算机学界的诺贝
尔奖。
14．在23位获得“两弹一星”国家勋章的专
家中，有14位出自清华大学。
15．目前在职的两院院士约1500人左右，
其中清华大学毕业的约占25％左右。
16．此诗录用清华大学校友徐建明《教师
节》一诗。

华大学校长十四年
（1952～1966）。
5．小密云：1958
年清华水利系100多名
师生设计密云水库，
1960年密云水库建成，
该水库是北京市城市用
水主要水源。大三峡：三
峡工程。
6．原子堆指1964年
清华大学成功研制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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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

清华大学百年赋
○ 于海洲
上庠1翘楚2，寰海名园。清季初开黉舍3，共和广育芝兰。梁启超赁馆著书，思
通万古；李政道来华讲学4，海纳千川。师聘鸿儒，藤影良宵筛月；生培俊彦，荷声
丽日临轩5。中西结合，文理互参。兴华树栋，治国输贤。高科技之渊薮，工程师之
摇蓝。桃李满天下，清芬溢百年。
诗曰：
水木清华阅古今，无边风景绝群伦。
塘辉月色才人笔，墨酿花香国士文。
共话沧桑欣伟业，只争朝夕惜春阴。
八方祝嘏吟6诗赋，校庆期颐7大爱深。

注释：
1．上庠（音祥）：国立高等学府。李商隐
诗：“兴邦属上庠。”
2．翘楚： 原指高出众薪之荆木。《诗
经·周南·广汉》：“翘翘错薪，言刈其楚。”
楚，荆木。后指杰出人才。这里谓高校之首屈一
指者。
3．黉（音洪）舍：旧称学校。梁启超句：
1914年秋，梁启超曾在清华园之西花厅“赁馆著
书”并起名“还读轩”。
4．李政道句：清华校友美籍华人物理学诺
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多次访问清华讲学。
5．藤影、荷声句：清华园有“藤影荷声之
馆”。为著名文学家、诗人吴宓（字雨僧）所
“奠居、并取名。”
6．祝嘏（音古）：祝福，祝寿。
7．期颐（音基移）：指百岁。《礼记·曲
礼上》：“百岁曰期，颐。
2009年8月10日作

（作者毕业于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历任语文教师、诗词刊物编辑，现
任密云县老年大学文学鉴赏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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