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徐秉业先生
○刘应华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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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徐秉业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
了，但先生 爱的 容和 智的目光时常
现在我的脑海。
想起， 念
。
恩师徐秉业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塑性力
学家、教育家。先生求真务实的工作作
风、
的治学 度、科学的治学方法、
名利的高尚 德均对我的教学、科研
生涯影响深远。在他身边的学习和工作经
历是我终身享用不 的精神 富。我为
自己有幸成为先生的学生而感到
和
自 。

知遇之恩 永生难忘
1991年夏，我将硕士毕业。出于对先
生的敬 ，
给他写了一 信，表示希
望报考他的博士生。不久就收到先生的热
情回信。先生在信中的 励让我这个无名
小 喜出望外，至今我还珍藏着这 信。
在追随先生在清华 读博士学位初期，我
的学习和生活都 到了 多困 ，面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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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 力。先生及时给予我安慰和 励。
他指导我如何选
程，如何阅读科技论
文等，让我
地 应了新的学习生活，
顺利地度过了困 时期。
先生对我要求非常 格，他自己更是
以身作 ，言传身教。虽然他的教学、科
研和社会工作都很繁 ，身体 况有时也
不 好，但是先生 然 周 出时间，定
期和我讨论论文进展情况。 次讨论时，
先生都非常认真。不论是讨论别人的文
章，还是我自己的初步成果，先生都要我
一一讲解和推导所有的数学公式， 细
查相关数据的 确性和合理性。对我不
的地方，他总是亲自推导有关数学公式或
告 我相关方法。他曾多次告 我他如何
记 有关的数学公式，如何应用它们到力
学研究中，如何记忆一些力学英文名词。
先生的 心教导和 格要求让我学到了
多宝 的经 和受益终身的科学方法。他
是塑性力学界公认的学术 威，可在学术
问题的讨论中 总是与学生平等相待，没
有
架子，当年 多与他 快热烈的讨
论场面至今 印记在我的脑海中。

传道授业 诲人不倦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结构塑性极限
与安定分 及其工程应用》。这个研究
题当时是一个与实际应用结合得很 密的
题。
，在定题阶段，我表现出了
大的 想情 并想改做其他理论方面的

意的科学信息。而先生对关 问
题的指导也经常是
数语，但
句句中的、切中要 ，让人有
顿开之感。先生对于科学从来
都是一 不 、 肃认真。这一
切都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了至关重
要的影响，作为后生晚 始终
记在心。

帮扶提携 桃李天下
2005 年 10 月，国家“十五”科技攻关专题工作会，
徐秉业教授（右 4）和同行专家合影，右 1 刘应华

题，以
出成果。先生得知我的想法之
后，并没有批评我，而是说服和 励我去
挑战 题。他对我说，力学工作应该结合
工程实际，满足国家重大需求。“学力学
是为了用”，如果能将力学理论应用于解
决实际工程问题，这本身将是一 很有价
的博士论文。在先生四年多的 心关怀
和指导下，经过自己的奋发和努力，我的
博士论文终于得以完成，并获得了全国优
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相关成果整理成十多
学术论文，发表在国内外著名的力学期
刊上。这一切都证明了先生对科学问题深
的
力和敏 力。他 博的科学知识
和深 的力学功 的确令学生 服。先生
大力倡导力学理论与工程的广泛结合，我
至今 在力学理论与工程结合的学术道路
上
并有所成绩，全 先生当年的高
远 和
教导。
先生 博的学识、敏 的 断、勇于
开 的探索精神、深
到的科研理念、
求实的治学 度以及对事业的无比热
爱，都深刻印记在我的心中。先生对于关
的科学问题有着 人的
和分 能
力，他往往从 言片语中推出我们未曾

在培养提 年轻人方面，先
生更是表现出宽 的
，十分
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和发展。1997年5月我
刚从国外回来，一无所有，他多次 助
我解决
、科研项目等实际困 ，给我
指明前进的方向，安 我担任多名研究生
的副导师，定期组织我和学生讨论。他总
是 量 各种机会让给年轻人， 励年轻
人在科研和教学上勇攀高峰。在他的带领
下，我和其他年轻教师多次参与国家的重
大科研项目并被赋予重任。先生的不少学
生如今已成长为国家多个科研部门、多个
学科的领军人物和骨干带头人。先生这
种甘为人 的 高 想境界，永远是我
学习的 模。
如今先生 李满天下， 子海内外。
先生对晚
子的成绩进步，由衷高兴，
欣喜 励之情 于言表，寄望于斯，情谊
真切，令人动容。先生在世纪人生中
不 地学习， 而不 地 研，
地做人，为人师表，令人 佩。

宽厚仁德 高风亮节
作为宽
爱的长者，先生 格高
尚，追求真理，
名利，
，
于 己，宽 待人， 重他人，顾全大

2019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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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心 开 ，生活
，是一位真正科
学家的 模。先生高尚 德也体现在他的
学术活动中，他弘扬学术民主，从不以势
人，他包容兼蓄、博 众长、 重各家
之言。作为杰出的教育家，从 程设置到
教学大 ，从教学方 到教师 选，先生
教书育人、 心诚 ，言传身教、
善
，既传授知识于后 ，又以高风亮节
育学生，爱 人才，令人感铭于心。
精神永驻，师 不 。忆往事，历历
在目 悼恩师，备感 念。今天，我们悼
念先生逝世一周年，不 是为了表达我们
大家对先生的 敬之情，更是为了弘扬他

高的 想 德和科学精神。他为我国
力学的科研和教育事业 心
、硕果
、贡献巨大。他为人正直善良、宽 仁
和、师德高尚，深受师生爱戴。先生为我
国力学做出的卓越贡献将激励我们为科学
和教育事业发光发热。我为 随在先生
身边，时时刻刻得到他的教 感到幸运和
自 。
先生虽然 逝，但他留给后 们的为人
为学的宝
产，将会长久恩泽于后生。
先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永远
活在我们心中
2019年7月

是老师，更是榜样
○谢荫明 1976

一

谢荫明（右）与钱逊老师在一起

同学 凤英 来钱逊老师去世的信
息，着实 了一 。好 是一 例，我们
都不愿意相信自己 敬的人会有离去的一
天，更何况今年4月，清华校庆时我们刚
刚见面，之后 个同学还商量着要去向钱
老师求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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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初识先生时，先生年方四十
有五，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先生江南人
士，更显得年轻。记得先生是戴
的，后来
看到的照片均没戴，也 是我记忆有
。
那时清华大学没有文科院系， 学、
政治经济学、近现代史都归马列主义基
础教研室（我们习 称之为政治 教研
室），先生负责我们的 学教学。 学是
我们入校学习的第一门 程，“文化大革
命”刚刚结束，没有一本完整的 学教
材，先生和学生都是从读马克 的 学原
著开始的。至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

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应当
不能进入同一

的”“人

河流”等术语的交流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