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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教育家

硬汉罗家伦
高毅哲
罗家伦有一张传世照片。照
片里，他着西服领带，戴着圆框眼
镜，下巴微微扬起，眼神带有一丝
轻蔑。任何凝视这张照片的人，
都
能感受到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
这股霸气，
自
“五四旗手”
黄袍
加身那一刻，
便已天成。罗家伦在
“五四运动”
中声名鹊起，
凭的是那
份《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宣言短
短 180 字，
气势恢宏，
结尾两句
“中
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
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
以低头！”更是传世。倘胸中无热
血汹涌，焉能写出如此磅礴名句？
更不用说他和另一位旗手傅斯年，
是惺惺相惜的挚友。傅斯年何等
火爆脾气？动不动就把宋家、
孔家
一帮皇亲国戚骂得狗血喷头，
人送
雅号
“傅大炮”
。人以群分，
罗家伦
如何评价傅斯年？
“在朋友中，
我与
傅孟真最亲切！
”
罗家伦的霸气，在他 1928 年
执掌清华时更表露无遗。他原本
已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政治前
途一片光明，却经蔡元培举荐转
任清华校长。赴任前他与清华学
生代表交心，道“来办清华，本系

牺牲个人之政治地位，自当以全
副精神办理清华”。他不过是个
31 岁的菜鸟，一到清华，就对一帮
老头子痛下杀手。清华原有职员
95 人，被罗撵走 23 人；教员 55 人，
竟有 37 人惨遭解聘，续聘者不过
区区 18 人。
罗家伦撵人，是因那时清华
教学水平整体平庸，他铁心要把
一流师资搞进清华，不惜开罪一
群平庸之辈。此后，他以大手笔
延揽数十位学有专长的著名教
授，历史学家蒋廷黻，政治学家张
奚若、萧公权，哲学家冯友兰，文
学家朱自清，化学家张子高，地质
学家翁文灏，数学家华罗庚等，均
在此期间纳入清华麾下。尤其是
蒋廷黻，身为南开大学历史学的
台柱子，莫说自己本无去意，南开
掌门人张伯苓也不肯放人。罗家
伦不讲客套，单刀直入直奔蒋家，
说：
“ 蒋先生若是不肯去清华任
教，我就只好坐在你家客厅中不
走了！”蒋廷黻无可招架，只好点
头。
然而倘若你觉得罗家伦只是
一介莽夫，那就错了。他心思缜

密，毕业后又在北伐军中浸淫，深
谙政治游戏规则。他对清华的改
造，远非聘请良师那么简单。他
真 正 的 目 标 ，是 要 理 顺 清 华 体
制。那时的清华，规模不大，居然
有三个管家：外交部、教育部、清
华董事会，时称“一国三公”，学校
办学左右掣肘，长期游离于全国
高校体系之外不说，还被外交部
安插大量人浮于事的职员。尤其
是由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成立的
清华基金，
更是各方眼中的肥肉。
罗家伦盯准时弊，决心一举
破题。1929 年 4 月，清华董事会
否决罗家伦提交的学校发展规划
和预算，深得蔡元培真传的罗家
伦依样画葫芦，学蔡公辞职要挟，
就此拉开罗氏在清华最精彩一役
的大幕。他先是在各大报刊上公
开辞呈，披露清华基金的查账结
果，其舞弊、贪污情况，引起朝野
震惊。然后他又掐准在清华基金
问题上，政府最忌惮的是美国人，
便直接向美国驻华公使通报基金
实情，提议该基金由中华教育文
化基金董事会代管，主权属于清
华，支配权归属教育部，获得美国

公使同意，终使清华基金摆脱各 叫屈，
“ 梅贻琦何以能提出‘大学
方觊觎局面，
可以专事服务办学。 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
而在争取清华摆脱外交部、 谓也’？那是因为罗家伦把大楼
专辖教育部一事上，罗家伦更是 都修好，
他不用操这个心了！
”
表现出高明的政治智慧。他知道
1932 年，罗家伦再次临危受
如在行政院会议上讨论此事，教 命，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当时中
育、外交两部部长均会出席，双方 国国难当头，亡国灭种已近在眼
难免一团和气维持现状。他索性 前。罗家伦认为，作为设在首都
绕过行政院，直接将此事提请两 的国立大学，对民族和国家应尽
部部长均不够格参加的国务会 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需要“创造
议，并事先征得蒋介石、谭组庵、 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
孙科三位要员同意，最终，清华专 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
辖教育部的议案一举通过。清华 使命”。他把自己的硬汉风格注
办学体制，
自此完全理顺。
入中央大学，以“诚、朴、雄、伟”四
甩掉一身负担的清华，开始 字引领中央大学新学风，尤其是
全速奔跑。短短一年，清华连增 “雄、伟”二字，要一扫民族柔弱萎
生物馆、图书馆、气象台、学生宿 靡之风，塑造学生的浩然之气。
舍数大建筑，教授前已叙及，课程 在他治下，1932 年还面临被当局
数目也大幅增加。罗家伦对此也 勒令解散局面的中央大学，到抗
是志得意满，后来谈及这段历史， 战初期，已成为全国高校无可争
他自评甚高：
“ 老于人情世故的 议的龙头老大。1938 年的全国高
人，就决不这样做。但我不知道 校统一招生考试，居然有三分之
什么顾忌，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 二的考生把中央大学填作第一志
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 愿，
足见中央大学声誉之隆。
前途。”后来多种复杂因素下，罗
抗战的烽火，更为罗家伦的
家伦被清华师生撵走，没落下什 校长生涯增添一抹悲壮。1937 年
么好名声，但也有声音为罗家伦 抗战全面爆发后，南京岌岌可危，

为了延续中国文脉，保留读书的
种子，他立即组织中央大学有计
划地西迁重庆。中央大学全体师
生、眷属，及全部教学科研设备，
用船载运，溯江抵达重庆。迁徙
到重庆的中央大学，经常遭到敌
机的轰炸，在这种不利的办学环
境里，罗家伦豪情不减：
“ 我们抗
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
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
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在他的眼
里，环境不论怎样恶劣，教育是不
能停止的，这同样关乎国家和民
族的存亡。
只可惜，罗家伦因霸气成
名，也因霸气所累，得罪人太
多。此外，他与国民党高层交往
甚密，这样的背景也让他难以摆
脱党派斗争的牵累。多方因素
下，尽管他为清华、中央大学两
校贡献甚巨，但结局都显凄凉。
他视傅斯年为挚友，但傅斯年越
老越妖，他的人生却是一条缓缓
的下坡路，五十岁后即泯然众人
矣。然而，为中国留下 《北京学
界全体宣言》 的他，注定不会被
历史遗忘。

非线性代表千变万化。非线性动力学里，他从追随者变身为领航者，如今更是播种者。他的人生，恰如他的研究——

大
家

陈予恕：
非线性人生
本报记者 刘亦凡

上午十点的阳光照进天津大
学机械工程学院二层的办公室，照
亮陈予恕的白发。
白发丛下，一张微笑的面孔泛
着红润，大约是特定的生活方式使
人显得年轻。若不是几名同事、学
生都提及，很难相信面前这位年及
耄耋的老先生，仍坚持每天晨起锻
炼、骑自行车上下班。
助手算好了采访时间，提前十
分钟赶来办公室开门，却看见陈予
恕端坐桌前，已经开始工作了。助
手张罗着打开水泡茶，刚提起暖
壶，又放下，无奈地说一句：
“ 陈老
师，您怎么又自己打水啊！”
周围人都知道陈予恕年事已
高，变着法儿地想要帮他多分担一
些。好像只有陈予恕自己不知道
似的，小到打水、泡茶，大到教学、
科研，多年里躬身亲为，不知疲倦。
“为什么在应该颐养天年的时
候，仍坚持在科研和教学一线？”这
样的问题，陈予恕大概已经听到过
很多次了。
“国家需要我们这个学科，我
有紧迫感。”
他一如既往地回答。

掌舵
全程 2294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 里 ，缩 短 旅 途 时 间 十 余 小 时 。
2012 年 12 月全线贯通运营的京广
高铁，是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高
速铁路。
京 广 高 铁 贯 通 前 ，陈 予 恕 与
20 多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一道，在
北京至武汉段考察、参观。
“我想问一下，在两列列车交
汇时，还是感觉有一股冲撞力，这
是什么原因？”车厢内，陈予恕无暇
欣赏风景，先向铁道部总工程师、
院士何华武提出了自己最关心的
动力学和安全性问题。
“世界上任何两辆列车在交汇
的时候，由于动力学的原理都会产
生冲撞力。但我们的设计是满足
动力学和安全性要求的，这点您可
以放心。”
何华武解释说。
陈予恕的研究重点，正是非线
性动力学里的非线性振动学科。
这一系列名词普通人读起来是拗
口，但在陈予恕眼中，它们能应用
于世界上的角角落落。比如，高铁
的设计时速要想再提高，它遇到的
问题就属于非线性动力学范畴了。
特高压输电线的“舞动”也得
靠非线性振动理论来解决。
陈予恕打着手势比划，两根杆
塔跨山、过河，中间架着输电线，天
冷空气潮湿，电线容易结冰，风一
吹，它就“忽闪忽闪地振动起来”，
幅度一大容易断裂，整个电网停
电，损失可就大了。
“有一年湖南湖北发生这种情
况，正好是临近春节的时候。”陈予
恕说的是 2008 年的南方特大冰雪

灾害。看来这传说中的“非线性振
动”
，
离我们的生活还真不远！
见大家听得认真，陈予恕越发
来了兴致。
“我们坐公共汽车、坐火车，不
是都能感觉到振动吗？”他说。振
动大了不安全，噪声大了既影响身
体又影响环境，如何减小振动，让
机械运行得经济、可靠、平稳、舒
适，这就是非线性振动理论存在的
意义。
聊了许多地面上的事物，陈予
恕的话头转向空中，讲起了他近
10 年重点关注的对象——航空发
动机。
2015 年，陈予恕组织参与了
国家“973 计划”，带领哈尔滨工业
大学和天津大学的两组梯队，共同
研究航空发动机运行安全基础问
题，承担了航空发动机非线性振动
故障机理的诊断和控制研究。
在陈予恕的学生、天津大学机
械工程学院青年教师钟顺看来，面
对国家在航空发动机方面的迫切
需求，老师在团队中的角色就像是
航船上的舵手，会经常和团队成员
交流，从宏观上进行把握，保证“每
一份力量都使得对”。
那么，我国在航空发动机方面
的需求究竟有多迫切？为了说明
这个问题，陈予恕给出了一个看似
不太起眼的数字——600 万元。
“修理一台发动机大概是 600
万元，买一台发动机大概也是六七
百万。”
那为什么不买呢？
原来，由于发达国家设置技术
壁垒，我国能够购进的航空发动机
数量非常有限，一旦出现振动问
题，只能自主修理。
同样是因为技术差距，航空发
动机还不能实现“头疼医头，脚疼
医脚”的局部修理，每次出现问题，
都要整机拆开重装，测试振动是否
合格，若不合格，就再拆再装，一遍
遍尝试。
“航空发动机一万多个零件，
拆一次装一次，又费时间又费钱。”
在陈予恕心里，这种粗犷的修理方
式无异于大海捞针。他希望能通
过在非线性振动理论方面的突破，
分析出航空发动机出现振动问题
的原因，
精准定位需要修理的部分。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陈予恕奔
忙于全国各地，带领团队成员北上
南下，在解放军某厂、中航商用航
空发动机公司等航空发动机的修
理、制造单位进行调研，总结企业
在生产实践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并
尝试建立双方的长期合作关系。
“我们国家的动力学是什么水
平？就是这个水平。”说起航空发
动机修理时的反复拆装，陈予恕言
语里略有无奈。但想到解放军某
厂为支持科研专门送来的那台航
空发动机，他的表情又活泛起来。
“现在身体还可以，也没有太

2016 年 ，陈
予恕用一场学术
报告，纪念自己
从教 60 周年。
受访者供图
糊涂。”陈予恕说着，语气里的笑意
逐渐被认真取代，
“ 我还是想把这
个头开起来。能开个好头我就满
意了。
”

为了上学，陈予恕 7 岁时便独 学，陈予恕从此一直学习、工作在 用了近代数学，他就自己去补近代
自跟随父亲的朋友去济南，睡过亲 天大。
数学理论。
戚家的夹缝道儿，吃过喂马的发霉
也许是坎坷的求学路让陈予
“用老办法去解决新问题是很
的大米。中间虽不得已偶有停辍， 恕倍加看重上学的机会，也许是即 难的。我都是先学人家的数学方
但他还是以优异的成绩读到了高 将迈入大学校门那一刻的柳暗花 法，
再结合我在振动上的基础，
这样
中毕业。
明让他倍感幸福，当年的那个山东 提出新的东西来。”多年探索实践，
报恩
回忆高中以前的生活，陈予恕 小伙，在收到国家政策送来的礼物 陈予恕早已深谙发展、
创新之道。
无论是上世纪 60 年代，为天 并不记得自己曾规划过什么职业 后，耿直地将一切牢记在心，并用
津棉纺一厂研究纱锭转速如何提 理想，树立过什么远大抱负，只是 实际的努力，给了这份馈赠最好的
播种
高，还是改革开放后，为平顶山洗 “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一直没有 报偿——他将非线性动力学引入
煤厂调整振动筛性能，再到如今参 放弃努力”。令他印象最深的，是 了中国。
2016 年 9 月 10 日，第 32 个教
1959 年，留校担任助教的陈 师节。
与
“973 计划”
，
陈予恕的字典中，
科 在老师的鼓励下做了许多本数学
研项目常被称作“任务”，而与“任 习题集，在与难题的博弈中找乐 予恕，经教育部批准，被派往苏联
寻找最美教师公益活动颁奖
务”
相对应的，
是自己的
“承担”
。
趣，
也打下了一定的数学基础。
学习疲劳力学。陈予恕数学基础 典礼上，四位嘉宾依次走上舞台。
从 1956 年 留 任 天 大 助 教 算
1950 年，就读于华东大学附 好，喜欢研究理论，但疲劳力学经 他们身后的背景屏幕里，有飞机起
起，至今的一甲子岁月里，科研于 属中学的陈予恕即将高考。济南 常要做实验，他不感兴趣，便在苏 飞、高铁奔驰、火箭发射。
他，与其说是一份工作，不如说是 解放两年，社会秩序虽有所恢复， 联科学院机械研究所，开始了旋转
嘉宾们来自不同的科研院所
一种责任。追溯这份责任感生发 但国家一穷二白的现实仍重重敲 机械的振动研究。
和高校，有男也有女，有壮年也有
的源头，陈予恕的答案浅显中亦有 击着学子们的心，能够服务国家工
当时，陈予恕导师的研究领域 青年。一个共同的身份将他们联
深沉——对党和国家的感恩。
业化建设的理工科成为当时最热 是线性振动，研究已进入比较成熟 系起来——陈予恕老师的学生。
“ 我 想 起 来 …… 我 真 是 激 动 门的选择。
的阶段。见研究室还有两位非线
陈予恕并不确切记得自己带
……”在天大庆祝建党 95 周年的
已在济南参加完山东大学考 性振动方面的专家，陈予恕便经常 过多少名学生，就像播种者记不清
一段视频里，镜头前的陈予恕出人 试的陈予恕，还想去北京参加清华 去“偷师”，导师发现给他的任务都 自己培育过多少株苗木。
意料地哽咽了。他用爬满皱纹的 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的 完成得不错，
也没有反对。
从改革开放后招收第一届硕
手捂住嘴巴克制情绪，双眼含着泪 联合招考，却不承想父亲会拒绝给
四年过去，陈予恕从苏联带回 士研究生开始，至今的近 40 年中，
光说：
“我的成长，没有共产党肯定 自己出路费。父亲告诉他，家中经 了非线性振动学科，也带回了副博 他看着一批批学生成才立业，像当
没有今天。因此我总是觉得，自己 济困难，尚有几个妹妹需要拉扯， 士 学 位（相 当 于 我 国 的 博 士 学 年的自己一样，走上用非线性动力
对国家、对党做的事情太少。
”
供不起一个大学生，希望他能安心 位）。他的毕业论文发表在当年的 学服务国家发展建设的重要岗位。
少年求学的坎坷经历，是这所 帮衬家里。
《力学学报》上，是我国非线性振动
“我现在已经有第四代学生
有深情的底色。
19 岁 的 陈 予 恕 有 自 己 的 主 领域的第一篇论文。
了。他们有时候叫我‘师爷’，我说
1931 年，陈予恕出生于山东 意。他先是向父亲的朋友借了 4
“当时中苏关系不好。中苏关 ‘ 你 的 研 究 生 以 后 再 怎 么 叫 我
省平原县农村，家中靠务农、做小 元 5 角钱，一个人到北京参加了考 系要是好，我在那儿再待一两年， 呢’？”说起“徒子徒孙”们的趣事，
买卖为生。父辈、祖辈多不识字， 试，又反复跟父亲解释，解放了，上 就能拿到苏联的博士学位了。”回 陈予恕脸上洋溢着作为教师桃李
便对作为长孙的陈予恕寄予期望， 大学不仅不需要出学费，国家还管 忆往事，
陈予恕感慨。
满天下的成就感，
“ 不管你是第几
想要他多少学点知识。不巧，陈予 学生吃饭，
父亲这才勉强答应。
但正是因为没有学到苏联在 代也好，
都叫
‘老师’
就行了。
”
恕的学龄期恰逢日本全面侵华，位
于是，1950 年 9 月，陈予恕走 非线性动力学研究上的全部精华，
学者陈予恕谦逊而和气，但老
于津浦铁路上的平原县局势紧张， 进了南开校园，成为机械系的一名 回国后的陈予恕才加倍努力。当 师陈予恕耿直而严肃。用学生钟
他的求学路也在时代的左右下一 新生。两年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 时的天大没有数学系，他就去隔壁 顺的话来说，他有一种“不怒自威”
波三折。
调整，南开机械系调整到天津大 的南开听数学课；学科里的新文章 的气场。

钟顺记得，有一年正月初三，
自己在办公室干活儿，觉得“今天
不可能会有人来”
。9 点刚过，陈老
师准时推门入内，让钟顺心里好一
阵紧张，庆幸“还好我来了”。有时
候，早晨趴在楼上看见陈老师出
门，钟顺总会以更快的速度飞奔到
办公室。但与老师“斗智斗勇”多
年，也不曾让他忘记，自己蜜月旅
行的路费还是老师出的。
1994 年开始跟随陈予恕读博
的张伟，如今是北京工业大学教
授、
“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在他的印象里，每名学生交上去的
论文，陈老师总会逐字逐句修改，
连标点符号、英文注解中的细微错
误，都逃不过老师的“法眼”。因为
工作完成不及时，张伟在校时没少
挨老师批评，但回想起来，
“如果当
时不是这么严格要求的话，我可能
也达不到目前的学术地位”
。
陈予恕以自己对科研、教学的
严谨标准要求学生，也用紧盯国家
重大需求、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风
格影响着学生。
他 的 学 生、
“ 国 青 ”基 金 获 得
者、
“973 计划”首席科学家杨绍普
说：
“ 先生用科学的理论来解决实
际工程应用中的技术难题，这影响
了我的一生。包括我在内，他的绝
大多数弟子都延续和坚持了这种
风格。
”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
扶持。
为了进一步扩充学科队伍，吸
引更多学子选择非线性动力学，陈
予恕在从教 55 周年之际，捐出了
自己的 40 万元积蓄，设立了非线
性动力学领域第一个个人奖学金
——陈予恕奖学金。
去年 3 月，
“ 陈予恕奖学金”第
五次颁发，累计已有 46 名学子获
奖。
“60 年的工作和学习，虽然说
起来，我也够努力，但是总感觉到
自己取得的进展和成就不够让人
满意。”总结从教 60 年的经历，85
岁的陈予恕谦逊地说，
“现在，适逢
学科发展的大好时机，我本人将继
续努力，
一直到我生命最后一刻。
”
此言非虚。
采访结束时，陈予恕提到了高
校非线性动力学授课存在的问
题。
“ 我现在不讲课了，但想一想，
下学期我还要讲。”因为担心目前
只讲 32 学时，学生吃不透理论基
础，他已经找授课教师们谈过多
次。
“ 必须讲到 60 到 80 学时，学生
才能理解，理解了才会用，用才会
学，反复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掌握这
个理论。”陈予恕说，
“ 我着急也没
用啊！我已经开始重新熟悉讲稿
了。
”
言毕，他把正在批改的几份在
读博士生论文收入半旧的手提包
中，阔步踏出办公室，匆匆消失在
过道拐角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