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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生星天情
——追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士橹的航天人生

1944 年秋,西南联大航空系同班同
学合影，第二排右起第五人为陈士橹。

1958年元旦，陈士橹与苏联友人在红场。

1982 年，陈士橹指导我国首批飞
行力学博士生。

2006年6月，陈士橹与神六航天员合影。

2010 年 9 月，陈士橹 90 寿辰暨从
教65周年会上其乐融融。

陈士橹

2016年4月24日21时10分，西安。
在首个“中国航天日”之际，一颗永远的

“航天之心”停止了跳动——我国航天事业和航
天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著名飞行力学
专家、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工业大
学教授陈士橹，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
享年96岁。

为航天而生，又卒于航天日……这也为陈
士橹的“毕生航天情”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阿爹，捐款我已经交给学校，您可以放心
了。”今年的3月15日，女儿陈清怡伏在病榻
上父亲的耳旁，一字一句地告诉老人。“好，
好！”简单的几个字，凝聚着陈士橹院士静水流
深的丰沛情怀。

他将自己多年的积蓄馈赠学校，反哺自己
奉献一生的教学与科研事业。这其中凝聚着
的，是陈士橹毕生的辛勤耕耘，更是他对国家
航天事业、对莘莘学子的深切关注和浓浓情
愫。作为一个曾经的穷学生、一位老知识分
子、一名老共产党员，他已了却心愿。

陈士橹，1920年9月24日生，浙江东阳
人。

他是中国航空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
中国宇航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中国宇航无人
飞行器学会名誉理事，陕西省宇航学会名誉理
事长，国家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
成员，航空宇航组第二届召集人，美国宇航学
会（AIAA）副资深委员，1994年当选为俄罗
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

1945年，陈士橹以全班之冠的成绩毕业于
西南联大航空工程学系，先后在西南联大、清
华大学任助教。1948年8月，陈士橹调入上海
国立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任助教、讲师。1952
年，他调入新组建的华东航空学院飞机系空气
动力学教研室任教。1956年，他被派往苏联莫
斯科航空学院进修，师从航空界著名的“大人
物”奥斯托斯拉夫斯基教授，仅用两年时间获
得了一般学生需要３~４年才能获得的技术科学
副博士学位，成为在该校首位获得副博士学位
的中国留学生，也是1956年国家教育部门选派
的100名进修教师中，仅用两年时间拿学位的
首人。他创建的简捷计算机动飞行的气动性能
新方法，为苏联学者所重视，被专家称为“陈
氏机动飞行算法”，并在设计单位得到应用。

创建宇航工程系
开启航天科技教育新征程

1959 年，陈士橹从莫斯科航空学院进修回
国后的第二个年头，一项新的使命悄然等待着
他去完成——创建西北工业大学 （以下简称：
西工大） 宇航工程系——我国宇航工程科技教
育的首批院系。

筹建宇航工程系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工
作，国内高校中没有多少现成的经验可以借
鉴，陈士橹也缺乏管理工作经验，一切都得从
零开始。为不负重托、做好筹建工作，陈士橹
和刘盛武等 6 位参与筹建宇航工程系工作的教师
专程赴北京航空学院 （即现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以下简称：北航） 学习取经 （北航于 1958
年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了导弹火箭系）。在筹
建宇航工程系的日子里，陈士橹夙兴夜寐、殚
精竭虑，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基本上都
在办公室忙碌。在西工大寿松涛校长的直接关
怀、支持下，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1959 年
底，一个新的专业系在西工大正式成立了。

在筹建宇航工程系过程中，参与工作的人
员分工协作，专业负责人主要有三个——许玉
赞、谢安祜和陈士橹，分别是从飞机系和发动
机系抽调的。许玉赞和谢安祜两位教师都是教
授，学识渊博，资历颇深，陈士橹尊称他们为
老师；陈士橹是三个人中最年轻的，年龄不到
40 岁，只有副教授职称。许玉赞、谢安祜和陈
士橹这三位专业负责人后来被寿校长形象地誉
为宇航工程系的“三个老母鸡”，在筹建和发展
宇航工程系的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一个

“老母鸡”带一个专业、一个学科。许玉赞教授
是导弹总体和结构专业的“老母鸡”，谢安祜教
授是航空发动机、火箭发动机专业的“老母
鸡”，陈士橹是飞行力学专业的“老母鸡”。

为保证宇航工程系的顺利筹建，在学校统
一协调和大力支持下，一批年轻教师从其他系
抽调到宇航工程系作为预备教师，并被选送到
北航学习专业理论。当时，教职工总数多达 200
余人，学生也临时从飞机系、发动机系和材料
系等三四年级学生中抽调，其中从飞机系空气
动力学专业 61 届学生中抽调了 10 人作为飞行力
学专业第一班学生。

新建的宇航工程系起初只设有火箭构造及
设计、火箭发动机构造及设计 2 个专业。1960
年，新增导弹控制、飞行力学与飞行操纵 2 个专
业，全系共 4 个专业。

新建成的西工大宇航工程系和北航的火箭
导弹系同为当时国内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宇
航工程科技教育基地。

建系之初，工作百端待举。首当其冲的是
教材短缺问题，当时很多专业课程没有教材，
只能靠讲义或讲稿。一个正规的专业必须有正
规的教材，陈士橹很清楚这一点。以前使用过
的教材都是由苏联专家提供、翻译的，密级很

高，没有教材名称，全部使用的是代号。面对
这种现状，陈士橹率先带领飞行力学教研室教
师自己动手编写教材，在陈士橹主持下，飞行
力学教研室编写的首部代号为 50108 的教材，于
1961 年编写完成并应用于教学。

1962 年前后，国防科技部门召开所属高校
研讨会，专题研究讨论教材编写事宜，推动教
材建设，规范教材编写要求。自那时候起，陈
士橹根据专业教学需要，精心策划宇航工程系
各专业的教材建设。1964 年，陈士橹又亲自编
写了教材 《导弹动态误差》，这本教材成为后来
飞行力学专业的范本。

我国导弹事业的起步与发展备受陈士橹的
关注。1962 年 3 月 21 日，当我国首枚自行设计
生产的“东风二号”导弹在酒泉发射场发射升空
时，起飞后不久就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姿态失稳，
随即发动机起火、关机，69 秒后导弹在发射架
附近 300 米处坠地爆炸，这枚导弹发射失败了。

可能出于尽快研究和解决问题、培养专业
技术人才的考虑，国防科技部门领导聂荣臻元
帅下令调运“东风二号”一枚给西工大。随着

“东风二号”的调入，宇航工程系已经拥有了两
枚用于教学和科研的实物——“东风一号”和

“东风二号”。这是上级主管部门对西工大办
学，特别是对宇航工程系的莫大支持。

在创建宇航工程系期间，日常的管理工
作、教学工作以及专业实验室建设占据了陈士
橹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但他始终没有放松关注
科研工作，这缘于陈士橹对高校教师参加科学
研究的独到见解。他主张：

大学老师除了教学工作，还是要做科研工
作的，要跟企事业单位、实践单位多联系，在
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增强对专业内涵
的理解，提高专业水平。

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的导弹设计、研制工
作刚刚起步，在当时国际大背景下，国内外可
借鉴的资料极为稀缺，工程技术人员力量也十
分单薄。按照国防科技部门的要求，高校教授
必须到研究所兼职，学校也提倡教师要与企事
业单位进行合作，把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相结
合。陈士橹带头响应，主动与航天企事业单位
建立联系，经常奔波于学校和航天单位之间，
地处北京的中国航天一院、二院、三院和五
院，地处西安的航天四院等研究院所，都留下
了他的足迹。通过频繁的科研项目合作，陈士
橹既为这些单位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又与这些
单位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为以后开展科学研
究搭建了宽阔的平台。

多年的合作经历，使得陈士橹对高校教师
从事科研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做科研
就要多跟外面联系，只在学校里搞科研是没多
大意思的。”

成立于 1956 年 10 月的国防部门第五研究
院，为了加强理论研究和技术力量，著名的火
箭专家、第五研究院院长钱学森先生点名在全
国高校挑选了数位知名教授到五院担任咨询专
家，其中西工大两名教授榜上有名，一名是飞
机系的黄玉珊教授，五院专门成立了结构研究
所，为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第二位专家就是
飞行力学专业的陈士橹。

1964 年至 1966 年间，陈士橹被委派到航天
部门原三院 701 所担任兼职顾问。这期间，他被
安排到飞行力学工程组，与宣平、蔡金狮等专
家一起共事，帮助解决型号设计、研发、生产
中的难题。

陈士橹在航天三院担任顾问期间，接触到
了一些航天工程应用领域的实际问题。他逐渐
发现航天工程中涉及弹性方面的问题较多，比
如飞行器液体燃料的晃动会影响其飞行稳定，
由于飞行器的结构强度都不是太高，质量也不
能太大，因此就会出现弹性问题，飞行器弹
翼、弹身的扭转也会对飞行造成影响。航天三
院 701 所很重视这个实际问题，虽然基本的理论
问题都能够解决，但工程实际的问题还需要多
加考虑和研究。陈士橹认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很有必要，他急不可待地查阅了大量的外文资
料，发现许多国家都很重视这一领域的研究，
他认识到科学研究必须与工程实际联系起来。
从工程实际应用出发，他确定了把弹性飞行器
动力学与控制作为主攻学科研究方向。

突遇撤并风波
倾力保住宇航专业

正当西工大宇航工程系建立仅几年，
逐步发展走上正轨的时候，却遇到了意想
不到的麻烦和冲击，面临着被“撤并”的
严酷现实。

1963 年，国家在航空工业管理部门的
基础上成立了新的第三机械工业部门 （简
称：三机部），分管航空工业。由于管理体
制的原因，三机部航空工业领域以外的职
能被剥离，不再分管航天工业，这在一定
意义上意味着三机部有理由不再支持所属
高校办宇航专业，而航空高校培养的宇航
类专业人才也难以安排到三机部管辖的航
空企事业单位。大约 1964 年前后，三机部
内部有的负责人主张：高校的专业不要分
得太细，火箭、导弹跟航空不分家。国内
许多专家也迎合这种观点，究其实质就是
要求其所属的航空院校撤掉宇航专业，将
其归并到航空类专业中。

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令其所属的航空
院校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压力倍增，这
个新建的、与国防事业密切相关的宇航工
程专业刚诞生就面临着被“撤并”的窘迫
状况。这股突如其来的“撤并”风使得西
工大及其同类航空高校都面临着一次学科
专业上的重新“洗牌”。学校领导左右为
难、举棋不定，既要考虑上级主管部门的
意见，又要考虑学校办学的实际情况，领
导之间意见也不统一，有的赞同“撤并”，
有的主张坚持办下去⋯⋯

那时，陈士橹正满腔热忱地倾心于宇
航专业的建设与发展，他从事宇航专业教
育教学、科研工作已经四五年了，也打下
了坚实的发展基础，打开了良好的发展局
面，初步取得了一些建设成效，宇航工程
系的教育教学、科研工作也逐步走入顺畅
发展的轨道，然而这股“撤并”风犹如突
如其来的“空中急刹车”，让陈士橹以及那
些亲手创建宇航工程系的先驱者们感到百
般不解和迷茫！

亲手创建并领导着宇航工程系，又亲
历过教学实践、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的陈
士橹，觉得宇航工程系还是应该继续办下
去。他坚定地认为：

显 而 易 见 的 是 ， 航 空 的 飞 行 速 度 不
高，航天则一下把飞行马赫数提高到了
25、26、27、28，两者在学科上的差别很
大，要研究的东西也很多，肯定是要继续
做的。而且，从国防建设的高度看，中国
这么大的国家，没有航天肯定是不行的。

诚如陈士橹所言，我国当时并没有单独
设立宇航院校，从国家发展战略来审视，宇
航事业正在起步阶段，亟需培养大量科技
人才，在这种情况下，突然要取消宇航专
业，陈士橹感到非常痛心，百思不得其解。

陈士橹是一个敢于讲实话、做实事的
人，十分重视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
养，敢于坚持自己正确的判断。在专业设
置上，他认为：多数专业强调共性、通用
性，或按学科设置是对的。但对于尖端的
国防专业，在重视共性的同时，要多强调
一些特性，单独设置专业也是应该的，不
宜一刀切。宇航工程系的专业应该维持办
好，不应取消、或与其他系归并。

在宇航专业存亡与否的紧要关头，身
为系主任的陈士橹并没有“坐以待毙”，而
是四面出击，毫不掩饰地主张自己的观
点，为保留宇航工程系奔走呼吁。

陈士橹一方面积极向学校领导并说服
他们向上级主管部门领导反映意见，表明
自己的态度，争取上级领导的支持；另一
方面，他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不厌其
烦地走访国防科技部门和国家教育部门的
主管领导，做他们的工作，阐明自己的观
点，陈述肺腑之言：“搞航天科学是要在航
空科学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很不容易，
随便撤掉实在可惜！”他遇到钱学森先生就
跟钱先生说，遇到周政委 （国防科技部门
领导周一萍） 就跟周政委反映。

1964 年，国防科技部门在北京召开全
国国防高校工作会议，陈士橹在会议上“放
了一炮”，胸襟坦白地坚持航空航天专业要
分开，呼吁保留宇航专业。他的一席话引起
了与会领导和代表的关注，也有人为他捏了
一把汗，责怪他太执着、太大胆了！然而
陈士橹不以为然，执着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在各种不同意见的激烈交锋中，他敏锐地
觉察到，时任国防科技部门领导、国防工
业办公室领导并主持国防科技、装备和国
防工业工作的张爱萍上将，“实际上还是支
持他的观点的”，陈士橹清晰地记得：

张爱萍在总结会上说过，有些专业这
个部不需要，其他部可能需要，各个部要
有一点大局观。

这期间，有一次在四川召开的全国空
气动力学会的研讨会上，他又见到了时任
国防科技部门领导的钱学森先生，陈士橹
不失时机地向钱学森先生反映他的想法。

钱学森先生听后态度十分认真地表明了他
的看法，陈士橹回忆说：

钱学森先生当时说过，很多人都说要
把你们宇航工程系撤掉，但我是赞同你
的。宇航工程还是国家急需的专业啊！

钱学森先生的一席话，让陈士橹感到
十分宽慰，他的努力和坚持没有白费，他
得到了钱学森老先生的支持。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到 80 年代初，宇
航专业的撤并危机持续了十余年。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国防科技部
门有关领导及钱学森先生的关心、支持
下，由于陈士橹的执着和坚持，最终保住
了西工大宇航工程系的航天专业，西工大
宇航工程系成为全国航空院校中仅有的没
有被“撤并”的宇航院系，并发展壮大为今
天的航天学院，成为以航空、航天、航海为
特色的西工大的重要一翼；西工大也成为国
内高校中仅有的航天专业自开办以来没有中
断过的学校，所培养的毕业生成为国家航
天和国防事业的栋梁之才。陈士橹主持和
指导的西工大飞行力学专业，一直处在国
内领先地位，一些研究方向已经达到世界先
进水平。1992年，国家学位委员会组织学科
评估，西工大飞行力学学科在全国 27 个相
关学科的综合考评中，获得总分之冠。

不拘一格育英才
毕生精力献航天

1981 年 11 月 26 日，我国首批博士和硕
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导师名单经国家批准，
由国家学位委员会下达，西工大飞行力学
专业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学科、
专业点，陈士橹被批准为我国首批博士生
导师。这一年，西工大首批共招收博士生 7
名，全校 6 位博士生导师中仅陈士橹一人招
收了两名学生——袁建平、熊笑非。袁建
平是从一般力学专业硕士毕业后考入飞行
力学学科，熊笑非则是陈士橹亲手培养的
飞行力学学科的硕士研究生。

在培养首批博士生期间，陈士橹倾注
了大量精力，精心施教、诲人不倦。他根
据袁建平和熊笑非两人不同的专业基础，
为他们量身定做，制订了两个不同的培养
方案。针对袁建平的专业基础，陈士橹在
为他制订的培养计划中，特意安排了多半
年的时间学习飞行力学专业课。

袁建平和熊笑非顺利完成学位课程学
习之后，陈士橹着手指导他俩进行论文研
究，选题方向都是弹性飞行器飞行力学。
弹性飞行器飞行力学涉及到古典的飞行力
学，以及控制、材料、结构，相对于对原
来的飞行力学学科是个很大的扩充，特别
是当时现代控制理论在飞行力学中刚应用
不久，就已经融入到陈士橹为袁建平和熊
笑非选定的研究方向之中，这个选题同样
极具前瞻性和实用性，直到现在仍然是很
多预研项目里的重要支持课题，国家还在
以重点项目支持。袁建平毕业后能成功申
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洪堡奖学
金”，得益于当年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陈士橹在培养博士生的过程中，非常看
重学生的研究能力、研究方法及思维方式
等，而对博士生学位课程的考试成绩并不
十分在意。他只为袁建平和熊笑非提供一个
宏观研究方向，细节上不作具体规定，但要
求他俩每两周上交一份所做研究的书面材
料。袁建平回忆：“研究工作有进展，哪怕
是两页纸或一页纸，你拿给他看，他就会
了解得很清楚，判断你做的到底有没有问
题和意义，并且会指出你下一步的工作。”

为帮助袁建平和熊笑非开阔视野、拓
宽思路，更好地开展论文研究，1984 年到
1985 年间，陈士橹经常带领他俩参加全国
飞行力学学术年会，尽可能多地为他们提
供学术交流机会。

在陈士橹的悉心指导下，1985 年初，
袁建平和熊笑非完成了博士论文，顺利通
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成为陈士橹亲自培养
的我国首批第一、二位飞行力学学科博士。

三 十 余 年 来 ， 陈 士 橹 已 亲 自 培 养 博
士、硕士 50 多名。他们当中的多数已成为
我国航天和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栋梁。弟
子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既是对导师辛勤培育的真情回报，也是对
陈士橹学术水平的印证。

中国工程院院士、航天二院总设计师
于本水认为：“陈老师在中国的飞行力学界
独树一帜。弹性体和飞行力学都有人在研
究，但是把两个结合起来，在国内他开始得
是极早的，成果也极丰富，在中国开辟了一
个很好的领域。”于院士还打趣地说：“陈老
师就像老母鸡，抱了那么一窝，现在查找文
献的时候，他和他的弟子的文章最多。”

作为老一辈航天科技教育工作者的代
表，陈士橹为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打下扎
实的根基，结出了灿烂的科技之果，为引
领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壮大所做出的不朽
功绩，世人将永远铭刻心间！

（鲁卫平 张 杨 王凡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