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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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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园内“水木清华”北面的土山之阴，矗立着一根

自清先生安静的塑像，而闻亭附近，一尊闻一多先生的塑像

损断的汉白玉石柱，人们称之为“三·一八”断碑。该碑是

俨然而立，他手执烟斗、神情肃穆，深邃的眼神似在思索着

为纪念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参加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的

祖国的命运……

抗议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遭到段祺瑞反动政府

在清华百年历史上，涌现了众多为国为民的革命志士，

屠杀牺牲的清华学子韦杰三而立。碑上刻“韦杰三君死难纪

自 １９１１ 年清华成立起，就与近现代中国的革命历程息息相关：

念碑”，“本校学生会同人立”，在纪念碑旁的铭石上镌刻

１９１１ 年清华成立之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１９１９ 年的“五四运

着韦杰三的临终遗言——“我心甚安，但中国快强起来啊！”。

动”点燃了清华、北大学子的爱国热情，清华园里最早的中

断碑旁边，是一座高 ２ 米的纪念碑，这座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

共党员施滉和许多清华学生一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

２８ 日落成的纪念碑，正面书“祖国儿女，清华英烈”８ 个铜

中；１９２６ 年的“三·一八惨案”中，韦杰三等烈士的去世加

铸大字；背面黑色碑身上刻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速了段祺瑞政府的灭亡；１９３６ 年，蒋南翔发出了“华北之大，

献身的清华英烈永垂不朽”字样及 ２３ 位英烈的名字和简要事

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呐喊，点燃了“一二·九

迹，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部分清华英烈姓名镌刻在此

运动”，柔弱女子陆璀的振臂一呼更是喊出了人民的心声，

处。

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进程；１９４６ 年闻一多先生拍案而起推动了
顺着纪念碑旁的土山而上，一座古式六角亭寂然耸立，

中国的民主主义运动……这些前仆后继的革命志士们为了中

青瓦红柱掩映在葱茏的树木中，亭内悬挂着一口明代嘉靖年

华崛起、为了祖国强大赴汤蹈火、百折不挠，轰轰烈烈、死

间铸造的铜钟。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纪念闻一多先生，此亭

而后已。我们从历史的浪花里，仅选取几位清华园走出的革

被命名为闻亭。毗邻闻亭的是一座古式四角亭，则是为纪念

命志士简单介绍，以虔诚的心，向他们以及无数革命志士致

朱自清先生命名的自清亭。自清亭旁、一池碧水之间，是朱

以崇高的敬意。

爱国志士、人民公仆

红烛照微澜——闻一多

红 烛
闻一多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
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
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
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这是毛泽东在 １９４９ 年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中对闻一多
的赞颂，闻一多是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
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著名
的诗人和文史学者。
１８９９ 年，闻一多出生于湖北浠水的一家书香门第，１３ 岁
时即考取清华学校，热爱文学与艺术，并任《清华周刊》、《清
华学报》的编辑和校内编辑部的负责人。１９２２ 年他赴美国留学，
专攻美术且成绩突出，同时保持着对文学的热爱，１９３２ 年秋
他回到母校任教。
闻一多首先是一名诗人和学者，他的诗作以感情深厚、
艺术精美见长，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表现出
深沉、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正如他自己所说：“诗人主要
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同时他具有一种
伟大的同情心，他认为如果只为艺术而艺术、脱离社会，“面
对社会上丑恶的现象，见了不幸的儿童的赤血在地上被踩成
泥浆，反而无动于衷，这是不是不近人情 ！”这种伟大的同情心，
促使他走出书斋，毅然投身到爱国民主运动的行列，成为伟
大的民主斗士。
１９１９ 年“五四运动”时期，２０ 岁的闻一多和 １６０ 多位同
学用讲演宣传爱国；１９２６ 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悲愤至极，
连续发表哀悼诗文 ５ 篇；抗战期间他任教于西南联大，８ 年中
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
战到底的决心；１９４５ 年国民党杀害联大学生，制造了“一二·一”
惨案，闻一多宣誓“一定要为死者复仇，要追捕凶手，追到
海角天涯！”１９４６ 年在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上，闻一多发表
了气壮山河的“最后的演讲”：“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
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
备跨进大门 ！”
１９４６ 年闻一多遇难后，他的挚友朱自清在《悼一多先生》
的诗中说：“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
里爆出了一个新中国！”诗中前三句是闻先生一生的写照，
后一句则是准确的预言。

红烛啊！
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
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
红烛啊！
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
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
为何更须烧蜡成灰，
然后才放光出？
一误再误；
矛盾！冲突！
红烛啊！
不误，不误！
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
这正是自然的方法。
红烛啊！
既制了，便烧着！
烧吧！烧吧！
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红烛啊！
你心火发光之期，
正是泪流开始之日。
红烛啊！
匠人造了你，
原是为烧的。
既已烧着，
又何苦伤心流泪？
哦！我知道了！
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
你烧得不稳时，
才着急得流泪！
红烛啊！
流罢！你怎能不流呢？
请将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间，
培出慰藉的花儿，
结成快乐的果子！
红烛啊！
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
灰心流泪你的果，
创造光明你的因。
红烛啊！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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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孙立人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抗日战争期间，中

坛的北京高等师范学院，获得华北大学联赛冠军。１９２３ 年从

国组成远征军。４ 月，孙立人率军队抵

清华毕业后，他赴美进入普渡大学，继续攻读土木工程，但

达缅甸，参加曼德勒会战。４ 月 １７ 日，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１９２５ 年获得学士学位后，他立即申请

西线英军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陷于

入弗吉尼亚军校，自此踏上从军之路，还曾游历欧洲各国考

绝境，孙立人奉史迪威（时任中国战

察其军事。

区参谋长）之命率军星夜驰援，１８ 日

１９２８ 年回国后，孙立人投身到国民革命军，他把中国传

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歼敌一个大队，

统教育和美国军校的教育方式结合起来，制订出适合自己部

解除了七千英军之围，被称为仁安羌大捷。此战是中国远征

队需要的训练制度和方法，形成了一套与国民党其它部队不

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后来孙立人又带领军队打通了中缅公

同的训练操典，被大家称为“孙氏操典”。所属部队按照“孙

路，在两次入缅作战中，孙立人指挥得当，歼灭日军 ３３０００

氏操典”进行严格训练，官兵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学科、

余人，战功卓著，声名远扬。这位抗日名将 １９００ 年生于安徽

术科水平，乃至专门的缉私技师都比较高。

省巢湖市，是著名的军事家和民族英雄，曾任蒋介石统治时
期的新一军军长，被欧美军事家称作“东方隆美尔”。
孙立人自幼喜爱军事，但由于当时军阀混战，父亲不同

凭借自己出众的军事才华，孙立人参与了众多军事战役，
他的贡献着重体现在抗日战争中。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孙立人率
部参加淞沪抗战。在蕰藻浜一线的阻击战中身先士卒，为榴

意他从军。为遵从父母之命，孙立人进入清华土木工程系学习，

弹所伤，负伤十三处。次年伤愈后又率部参加了保卫武汉的

但他的体育天赋非同一般，在清华浓厚的体育氛围影响下，

战斗，两次立下战功，从此便在军界崭露头角。他是国民革

他成为一位体育明星。当时的清华学堂十分注重学生的体育

命军中，具备丰富现代化作战经验和高度指挥能力的将领，

锻炼，孙立人在校风熏陶下，热衷于各项体育运动，并当选

并拥有崇高的国际声望，是国民革命军中与众不同的一名将

为清华篮球、足球、排球、手球、棒球的队长，他尤其擅长

军，也是国民革命军当中极少数从美国军校毕业的高阶将领。

篮球，１９２０ 年他任清华篮球队长，率队击败当时称霸京津篮

“中国的贞德”——陆璀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当时中国发
行量最大的刊物、邹韬奋先生主编的

任《伦敦每日先驱报》的驻远东记者。

《大众生活》第一卷第六期的封面和

“一二·九”当天他把对陆璀的采

封底刊登了这样两幅照片：封面是一

访作为独家报道，以引人瞩目的标

位女学生的半身像，她右手执简陋的

题——《中国的贞德被捕了》在美

大号话筒，左手捏一页纸正在激情演

国报纸上刊出，把陆璀比喻为 １５ 世

说；封底则是从背面的角度拍下的同

纪法国的女民族英雄贞德，使国际

一场景，可以看出这位女学生正站在

上广泛关注到发生在北平的学生救

一只方凳上，而她面前是人头攒动的

亡运动。斯诺这篇报道的影响延续

群众，不远处是陡立的城墙、紧闭的

到 １９３６ 年，时年秋天陆璀被派作全

城门。这两张照片记录的就是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被阻于西直

国学联的代表到日内瓦出席第一次世界青年大会，她的一袭

门外的清华、燕京等大学的学生就地举行群众大会的真实场

白旗袍和一口漂亮的英语在几千人的聚会上引人瞩目。

景。两张照片中的人物是同一个女学生——陆璀，陆璀以及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陆璀作为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照片中的画面，也成为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的一个

会议的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典型代表。

１９５１ 年，她作为中国妇女出色的代表在德国柏林的国际民

１９３５ 年，陆璀仅 ２１ 岁，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四年
级，担任清华学生救国委员会委员。她凭着惊人的勇气和毅
力，以瘦弱的身躯担负起为抗日摇旗呐喊的角色。当天她被
捕后，碰巧被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看到，这位后来写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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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漫记》的著名记者，当时在北平

主妇联理事会群众大会上讲话，铿锵有力的语言和典雅的丰
采倾倒了听众。
迄今，陆璀已 ９７ 岁高龄，仍热心关注社会时事。

爱国志士、人民公仆

清华英烈纪念碑
清华英烈纪念碑坐落在清华园内“水
木清华”北面的土山之阴，该碑高 ２ 米，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落成，正面书“祖国儿女，
清华英烈”８ 个铜铸大字；背面黑色碑身
上刻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献身
的清华英烈永垂不朽”字样及 ２３ 位英烈
的名字和简要事迹，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
生命的部分清华英烈姓名镌刻在此处。
该纪念碑由清华大学投资设建，清华
机械厂铸工车间的工人用黄铜精心铸造纪
念碑上的大字，纪念碑的设计施工由叶茂
煦、郑宗和负责，正面碑文和背面碑文分
别由金德年和刘宏曾书写。
清华英烈纪念碑所刻名单
光

１９００ 生 １９１２ 入学 １９４２ 在马尼拉抗日就义

杨学诚

１９１５ 生 １９３４ 入学

１９４４ 在鄂豫边区殉职

闻一多

１８９９ 生 １９１２ 入学 １９４６ 在昆明被暗杀牺牲

孙世实

１９１８ 生 １９３５ 入学

１９３８ 在武汉组织撤退时牺牲

阎裕昌

１８９６ 生 １９１９ 入校 １９４２ 在冀察边区抗日牺牲

纪毓秀 女 １９１７ 生 １９３５ 入学

１９３９ 在陕西秋林殉职

沈崇诲

１９１０ 生 １９２８ 入学 １９３７ 在上海驾机撞日舰牺牲

彭国珩

１９１５ 生 １９３５ 入学

１９４０ 在山西牺牲

张甲洲

１９０６ 生 １９３０ 入学 １９３７ 在黑龙江抗日牺牲

钱泽球

１９２０ 生 １９３９ 入学△ １９４８ 在长春就义

熊大缜

１９１３ 生 １９３１ 入学 １９３９ 在冀中牺牲

刘

国

１９２２ 生 １９４０ 入学△ １９４９ 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就义

袁

永

１９１１ 生 １９３１ 入学 １９４０ 在山东滕县牺牲

齐

亮

１９２２ 生 １９４１ 入学△ １９４９ 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就义

李冠英

１９１１ 生 １９３３ 入学 １９４２ 在山西抗日牺牲

荣世正

１９２０ 生 １９４１ 入学△ １９４９ 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就义

陶守文 女 １９１５ 生 １９３４ 入学 １９３９ 在北平狱中牺牲

钟泉周

１９２１ 生 １９４１ 入学

杨

齐振铎

１９１６ 生 １９３４ 入学 １９４０ 在冀东抗日牺牲

潘

黄

１９１４ 生 １９３４ 入学 １９４２ 在上饶集中营就义

李鲁连

诚

凌松如

１９４９ 在上海就义

琰 女 １９１５ 生 １９４３ 入学△ １９４５“一二·一”在昆明牺牲
１９２７ 生 １９４５ 入学△ １９４５“一二·一”在昆明牺牲

１９１１ 生 １９３４ 入学 １９４０ 在山西抗日牺牲

注：△为西南联合大学

后经进一步考证，发现了一些新的史料，其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英烈，除以上 ２３ 位外，还有 １１ 位，他们
是：邓维熙，１９１４ 年生，１９３４ 年入学，１９３８ 年在江西抗日就义；何懋勋，１９１７ 年生，１９３５ 年入南开大学，后转入西南联大，
１９３８ 年在山东抗日牺牲；袁时若，１９１０ 年生，１９３１ 年入学，１９３９ 年在山东抗日牺牲；张凤阁，１９０９ 年生，１９３１ 年入学，１９４０
年在山西抗日就义；姚名达，１９０５ 年生，１９２５ 年入清华研究院，１９４２ 年在江西抗日牺牲；齐学启，１９０２ 年生，１９１５ 年入学，
１９４５ 年在缅甸抗日就义；王昊，１９２０ 年生，１９４１ 年入西南联大，１９４８ 年在云南牺牲；曾庆铨，１９２４ 年生，１９４２ 年入西南联大，
１９４８ 年在云南就义；吴国珩，１９２１ 年生，１９４１ 年入西南联大，１９４９ 年在云南牺牲；江文焕，１９１９ 年生，１９４３ 年入西南联大，
１９４９ 年在浙江狱中就义；黄竞武，１９０３ 年生，１９１６ 年入学，１９４９ 年在上海就义。
此外，对清华英烈纪念碑上已有英烈的部分出生、入学年份进行了订正，包括：杨光应为 １９１６ 年入学；李冠英应为 １９３２
年入学；凌松如应为 １９１３ 年生；刘国应为 １９２１ 年生；钟泉周应为 １９１９ 年生；荣世正应为 １９２２ 年生，１９４３ 年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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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仆
本刊记者 关娟

“一身正气披风沐雨替人民奔走鞠躬尽瘁，两袖

人才的目标，全校师生员工齐心合力，努力提高教学

清风踏火涉水为城市建设操劳死而后已”，这是倪天

水平，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才的基本素质，很

增逝世后，上海人民对他的评价。１９６２ 年毕业于清华

多毕业生担任了与自己所学专业不同的领导岗位，他

大学建筑系的倪天增，从一个普通的建筑设计师成长

们能够很快适应。“又红又专、全面发展”，这一传

为上海市副市长，为上海人民谋福利、办实事，呕心

统在改革开放以后继续保持，并在新的情况下，有了

沥血、风雨无阻，在公务活动中终因积劳成疾，突发

创新和发展。

急症去世，奉献出最后一份力，被誉为真正的“人民
公仆”。 清华在百年的历史中，培养了大批治国兴业

部分庚子赔款办起来的，所以，清华从建校伊始，便

的栋梁之才，倪天增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带有深刻的民族屈辱印记，同国家兴衰和民族命运紧

从 １９１１ 年成立开始，清华的历史就与国家和民

密联系在一起。清华学子深深懂得，落后是要挨打的。

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梁启超在 １９１４ 年名为《君子》

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后，很多学生走上了抗

的演讲中就曾提到：“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

日的前线。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学生在校期间受到爱国

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蹉相磨，他年遨游海外，

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毕业以后“到基层去、到边

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

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成为大家的努力方向。

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虽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

改革开放以后，学校加强就业工作的引导，把向重点

草，今日之清华学子，将来即为社会之表率，语默作止，

单位输送人才作为就业工作的导向；同时采取定向培

皆为国民所仿效。设或不慎，坏习惯之传行急如暴雨，

养等措施，把毕业生输送到中西部地区、国防单位、

则大事偾矣。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

重点企业、重点大学和重要的新闻单位。

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底柱，

三是清华大学有实事求是的传统。在蒋南翔校长

则民国幸甚矣。”梁任公对清华学子寄予厚望，清华

主持学校工作以后，更是提倡实事求是，他倡导师生

也自觉以培养领袖人才、服务百姓社稷为目标，尤其

学习唯物辩证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学校实事求是的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清华培养出大批治国栋梁，他们

校风和学风的影响，让学生们终生受益。特别是那些

活跃在国家的重要管理部门，以清华人的精神和能力，

走上领导岗位的校友，需要他们有更高的思想境界，

为国家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更宽广的视野，更强的调查分析能力，更高水平的领

清华大学在国内外的声誉，主要是由于校友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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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学校有爱国奉献的传统。清华是美国“退还”

导艺术。

于社会做出的贡献，其中在政坛上的校友们是大家关

四是学校提倡学生参加社会工作，把课外活动作

注的热点。为什么清华的校友在国家的政坛上涌现了

为学生的第二课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校鼓励

较多的人才，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方惠坚教授认为原

学生参加党、团、学生会、文艺社团、体育代表队等

因有以下几点：

组织的活动，在那里培养了学生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一是清华从建校开始，就是从全国各省选拔优秀

也锻炼了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 学校的各级组织都是

青少年入校学习，清华的生源一直比较优异。二十世

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工作的，学生在这些组织

纪五六十年代，学校提出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

中工作，锻炼了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少数和多数、

爱国志士、人民公仆

下级和上级之间的关系，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他
们以后不论从事业务工作还是管理工作都有深远的作
用。
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５３ 年开始建立的政治辅导员制
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是有效地加强学生

职位

人数

现任或曾任政治局委员（不含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
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２３

中央委员（不含政治局委员）

５０

正部职

１９

正省职

１１

中央候补委员

２５

中央纪委委员

１８

全国人大常委

７６

全国政协常委

１１６

思想政治工作和培养优秀人才的一项创举。辅导员在
校期间，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要能够处理好繁重的
学习和工作之间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锻炼。这一
制度对于培养高素质的、又红又专的优秀人才有很大
作用。
清华培养的政坛领导人有：政治局常委 ９ 人，政
治局委员 １３ 人，中央委员 ５０ 人，４００ 余人担任了省
部级以上领导职务。具体如下：
现任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吴邦国、习近平；
曾任政治局常委：朱镕基、姚依林、宋平、吴官正、

（数字由清华校友总会校友研究室提供）

黄菊、胡启立。

人民公仆倪天增
倪天增 （１９３７￣１９９２），祖籍浙江嘉善，生于宁波。

在铁路新客站、越江隧道、虹桥路拓宽工地，在

１９５６ 年进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１９６２ 年毕业后，

铁路外环线、南浦大桥、石洞虹桥候机楼扩建、大片

倪天增被分配到上海华东建筑设计院，通过大大小小

住宅区改造建设工地，在大大小小的实事建设第一线，

的建筑图纸设计大中小型项目，同时也设计着上海的

到处都洒下了他辛勤的汗水。在担任上海市副市长近

未来。

１０ 年的岁月里，倪天增的名字与上海城市建设的篇

黄浦江边的岁月流走了 ２０ 年，倪天增设计或主

章紧紧连在一起。

持设计的项目 ２０ 多个，从龙柏饭店、上海美术馆，

ｌＯ 年城市建设，１０ 年沧桑巨变。浦江两岸，高楼

上海体育馆等，获得了国家和上海市的优秀设计奖，

在拔地而起，道路在拓宽改造，重大市政设在改成使

也留下了一篇篇著述论文。他也由年轻的建筑设计员

用……在成百项的工程建设中，倪天增付出了无数心

变为中年的副总工程师、副院长，进而被提升为上海

血、智慧和汗水。１９９２ 年初，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

市副市长。

写下了关于开发浦东的论文，但却没有看到如今繁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上海开始了规模浩大的城市建
设。作为分管城市建设与交通邮电工作的副市长，倪
天增重任在肩。他忙碌的身影出现在一个个实事工程

的浦东新城。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７ 日，倪天增在北京带病参加东亚运
动会宣传活动中，猝发心脏病，突然逝世。

重点工程的工地上。脚印踏遍了浦东浦西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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