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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焊接科学的奠基人，在焊接的世界里，他寻找到人生的意义

潘际銮：最强“焊工”
本报记者 杜玮

接受采访的时候，91 岁的潘际
銮把手机放在桌上，手机屏幕不断亮
起，微信新消息不断闪现。

看见记者好奇，潘际銮呵呵一
笑：“这是我的新技能。”

拿起手机，点开界面、聊天、刷朋
友圈，潘际銮玩得很溜，但目的是为了
工作。“因为我工作一直没停，所以手
机当然要用，要不人家跟你联系不上
了怎么办？”

在这样的岁数，他忙些什么呢？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忙着“问

诊”，“我现在是个老中医，有疑难杂
症找过来，就要出门问诊”。

刚过去的 5 月份，他就去了南京
“问诊”。那里，他研制的爬行式焊接
机器人，正在形成产业化。

除了爬行式焊接机器人，潘际銮
脑子里还装着两个科研“小目标”：
百万千瓦级核电低压焊接转子技术的
优化，火电站 700℃焊接转子项目，
二者都是国家重大需求。

聊到这些，他开始滔滔不绝，从
原理，到进展，再到攻关难点⋯⋯有
人要插话，他手一摆，“先听我说”，
不愿别人打断。

“因为我最懂了。好像打个仗应
该怎么打法，这个仗怎么指挥，我还
可以上！”作为中国焊接科学的奠基
者，他保有着自信。

“我作了贡献，我就高兴”

“老爷子，您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啊？”
“我活到哪一天，就哪一天退！”

潘际銮回答。
91 岁的他，根本没打算闲着，

而且还在与时俱进。
5 月，他跑到南京看他研制的爬

行式焊接机器人。20 年前，他看到
10 万吨级储油罐等“大块头”无法
通过机器翻动完成自动焊接，只能人
工作业，而且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
度大，他就和团队用几年时间开发出
一种“爬到哪儿焊哪儿”的爬行式焊
接机器人。

这次调研，他关注机器人的成
本，以及能不能在实际生产中派上用
场。“如果能节省很多人力，而且焊
接质量更好，我就很高兴了，我是一
分钱不会拿的！”他说。

不为名利，只图个高兴，是这个
“90 后”四处奔忙的动力：“我作了
贡献，我就高兴！”

作为潘际銮的学生，今年已 81
岁的清华机械工程系退休教授鹿安理
曾劝过老师要多休息。潘际銮回答：

“我这个人停不下来。停下来，反而
健康不好了。”

跟潘际銮聊天，有两个高频词：
“作贡献、成就感。”

这是他的人生观。
他这一生，在科研上硕果累累。

清华大学核反应堆焊接工程的研究和
生产、我国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的核
电站秦山核电站，再到如今走出国门
的“华龙一号”、高铁，都有他参与
的身影。

1958 年，为给国庆 10 周年献
礼，潘际銮和同事们接下了制造 6 台
高压蓄势器的任务。每台蓄势器壁厚
要 150 毫米，当时国内没有 150 毫米
厚的钢板，更没有能把这么厚的钢板
卷成圆筒的设备。

怎么办？

潘际銮和同事们摸索出脑洞大开
的做法：先用 1 层 20 毫米厚的钢板
卷成圆形后焊接成内壁筒，然后用
16 层 8 毫米厚的钢板围着内壁筒由
内向外层层包裹，使壁厚达到150毫
米。内中的关键在于，如何保证最内
层的圆度、层层之间是否结合紧密。

最终，潘际銮和同事们圆满完成
了这项任务。

还有国内第一条高速铁路京津城
际高铁。北京南站到天津站全程 120
公里，两条钢轨并行，共有 3680 个焊
接接头，潘际銮和团队对每个接头的
焊接质量和工艺进行监测，确保让列
车“像滑冰一样滑过去”。

“华龙一号”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第三代核电机组，其中的汽轮机低压
焊接转子堪称最强“心脏”。转子长
达 13 米，直径超 6.4 米，重量 300 吨，
是目前世界上尺寸最大、重量最重的
汽轮机转子。它运转时，每分钟转速
高达 1500 转，要保证 60 年不坏。这
一难题，也被潘际銮和团队攻下。

“潘老师思维完全没有界限。”
2007 年加入潘际銮团队的清华机械
工程系副教授蔡志鹏说，一般做工程
的，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越到
后面，越会变得谨慎，但“潘老师觉
得这个事情对国家有用，就敢想敢
干，胆子特别大”。

“越难越有兴趣，如果是大家都
会 搞 的 东 西 ， 你 去 做 ， 有 什 么 意
思？”潘际銮笑着说。

西南联大的传道者

雨水打在教室铁皮屋顶，声音过
大，上课无法继续，于是，教授停
课，和同学一起赏雨。

这是电影《无问西东》中的片段。
今年年初，影片刷屏，也引得无数人回
望战火纷飞年代中那座中国高等教育
的“珠穆朗玛峰”——西南联大。

33687，是西南联大毕业生潘际
銮的学号，对他来说，这所学府给了
他最重要的启蒙和培养，在他 90 余
载的人生中可称得上熠熠生辉，也是
他最留恋和向往的精神地标。

1944年，“学霸”潘际銮以云南

省会考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
入读机械工程系。然而，他的大学开
篇，却是“当头一棒”。

入学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潘际銮
物理不及格。还有一次，上物理实验
课，等到快下课了，潘际銮却迟迟做
不出该有的实验数据，情急之下，他
编了一套数据交了上去。

物理助教一眼就发现其中的猫儿
腻。“他的实验装置应该导不出这样
的结果，所以他立马就发现了。”回
忆至此，潘际銮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刺激之下，潘际銮把所有能找到的
物理书，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
拿来读通读透，要把难点搞清楚。“学术
很自由，但是非常严格。”多年后，潘际
銮对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格依然感触至
深，“所以西南联大给我最大的馈赠，就
是养成我的治学与自学能力。”

受到西南联大品格的浸染和熏
陶，时隔 40 多年后，潘际銮打算在
南昌大学这块实验田上播撒下有联大
精神和基因的种子。

1993 年，应江西省邀请，年过
六旬的潘际銮搁下心爱的科研，携妻
子南下，回故乡当校长。

当时还有个小插曲。有关领导因
不清楚潘际銮的意愿，曾表示为了不
影响他的学术活动和健康，哪怕挂名
当校长也可以。潘际銮一听，立刻拒
绝：“我最反感有名无实之举，要去就
得有名有实！”

上世纪 90 年代初，江西省的高
等教育处于“三无”状态：无重点大
学、无学部委员、无博士点。南昌大
学刚由江西大学和江西工业大学合并
而成，实力也很薄弱。

学风不行，是潘际銮初到学校的
感受。学生打台球的多、打扑克的
多、谈恋爱的多，考试作弊互相抄
⋯⋯而教风也不容乐观，老师在外兼
课严重，不重教学和科研。

潘际銮心中急迫。改革，势在必行！
他借鉴西南联大的治学经验，实

行“三制”：学分制、淘汰制、滚动
竞争制。

学分制，允许学生依据自身情况
灵活掌握学习强度，学分修满，就可毕
业；淘汰制，对成绩不好、严重违纪的

学生予以开除；滚动竞争制，依据学生
成绩轮替公费生和自费生名额。

方案一出，效果立竿见影，但是
反对的声浪也同时袭来。尤其是开除
学生，引来家长们通过各种渠道表示
抗议。

关键时刻，江西有关领导给了潘
际銮最大的支持，一句“开除了学生，
我给他安排工作”，解决了潘际銮的后
顾之忧。他顶住压力，放手行动，第一
学期下来，就开除了二十几个人。

一套措施下来，学校学风为之一
变。有天早上，潘际銮在校园里散
步，发现校园里到处都是朗读英语的
学生，心头一喜：“以前可是很少见
学生起个大早念书啊！”

站在西南联大这片记忆中的理想
国，对于当下高等教育的思考和发
声，潘际銮一直在坚持。

他描绘着心目中教育的样子：
“好像一个人要往对岸游，想用什么
姿势游，想花多长时间游，都要给他
创造条件。这样才能把人才推出来。”

一辈子爱一个人做一件事

潘际銮说，自己之所以能一辈子
扑在事业上，离不开一个人的支持，
就是妻子李世豫。

“她是贤内助。”提到老伴，潘际
銮笑得合不拢嘴。说起二人的爱情经
历，他脸上洋溢着些许得意。

两人相识于清华工字厅。那是钱
钟书和杨绛互生情愫的地方，潘际銮
和李世豫的爱情传奇也于此展开。

1950 年 4 月，19 岁的李世豫来
到北京考大学，因为没住处，便求助
老乡龙驭球。龙驭球和潘际銮当时都
是清华的助教，并且同住在工字厅的
404号屋。在这里，潘际銮和李世豫
初次相见。

“一见到她以后我觉得很喜欢
她，所以我就帮她解决住的地方，同
时帮助她辅导。”潘际銮回忆起当时
的场景，依旧清晰，“然后晚上散散
步，过了三个月，我们就很熟了，很
默契了。”

“我觉得他在这一群男生里面还
是拔尖的。我最看中的是他的业务和

人品。”记者采访潘际銮时，坐在一
旁的李世豫笑着说。

两人相识不久，潘际銮就按照国
家需求，去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读
研，之后又是两年的工作期，而李世
豫则考上了北大读书。两人一别 5
年，交流只能靠一周一封的书信。

“5 年回来以后，她没有变，我
没有变，就结婚了。”潘际銮说得很
简单，“恋爱要简单一点。对爱情要
专一，不能三心二意的，变来变去，
你还念不念书？另外就是两人结婚以
后，互相之间要很和谐地工作。”在
潘际銮看来，爱情的专一和家庭的稳
定是事业成就的基础。

结婚 60 余载，潘际銮一心扑在
事业上，而北大毕业的李世豫除了上
班，还担负起了家务以及照顾三个孩
子和潘际銮父亲的职责。“生前两个
孩子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还在
工厂忙活。”李世豫的话语间透露着
点小抱怨，但更多的是理解和支持。

“在焊接上啥都行，但在生活上啥
都不行。”这是潘际銮给自己的评价。
李世豫则“批评”他，“酱油、盐、味精，
他都找不到，甚至认不得”。直到两年
前的一天，在给妻子下厨做鸡蛋汤时，
潘际銮才知道了哪个是鸡精。

从潘际銮去南昌大学开始，李世
豫就和丈夫形影不离，照顾潘际銮的
生活。1997 年，潘际銮因腰椎间盘
突出，在家卧床4个月，吃喝拉撒全
在床上，但还坚持电话办公，并利用
这4个月写出了一部四五百页的 《现
代弧焊控制》，李世豫则任劳任怨地
当了4个月的护工。

结婚 60 余载，潘际銮唯一一次
给妻子送的礼物，是一本相册，为了
纪念二人的钻石婚。制作这本相册，
前前后后用了半年时间，潘际銮亲自
挑选照片并在电脑上编辑，没有提前
告诉妻子。

接受采访的时候，捧着这本得意
之作，潘际銮笑呵呵地一次次和记者
念叨着二人从年少一路走来的点滴：

“这既是让我们自己回忆一下相爱的
60 多年，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子女知
道，看看父母当年怎么把他们培养出
来的，我觉得这更有意义，比送一朵
花有用。”

对丈夫的成就，李世豫更“得
意”。在 《朗读者》节目的录制现场，
她自豪地说，丈夫是“中国焊接第一
人”。2008 年京津城际高铁验收，李
世豫和丈夫试乘高铁，“我们从来没坐
过那么快的火车，当时一想，这里面有
我老伴的功劳，很高兴”。

两年前，一张潘际銮骑电动车带
着老伴在校园里穿行的照片在网上热
传。李世豫一手搂着丈夫，一边张开
手臂，头微侧，这对神仙眷侣，羡煞旁
人。如今，那辆电动车已经“退休”，而
潘际銮和老伴的人生传奇仍在继续。

一辆带篷子的蓝色电动三轮车是
老两口现在出行的工具。每天，二人
从住处骑到学校，一路 20 多分钟，
风雨无阻。

提及未来，潘际銮说：“我的计
划是继续为国家作贡献。”李世豫则
说：“我的计划是支持他工作。”

采访临近尾声，记者希望给两人
拍张合照，一旁的李世豫说了声“我
来了”，轻轻一跃，依偎到潘际銮身
旁，照片定格。爱一个人，做一件
事，两个人，一辈子，走一生。

回望教育家

大
家

两年前，一张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潘际銮骑电动车带着老伴李世豫在校园里穿行的照片在网上
热传。这对神仙眷侣，羡煞旁人。 受访者供图

钱伟长有句话特别“气”人。
话是这么说的：“我这个人是搞什

么学什么，我有这个能力。”
这话如果只有前半句，那老爷子也

就是个提笼遛鸟一碟花生米能在茶馆
侃半晌的一般老头，关键是后半句，“我
有这个能力”。

这一下就把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拉
开了——这得多强大的气场，才能如此
云淡风轻地说出秒杀众生的话。

老爷子确实够资格。
他进清华时，身高 1.49 米，不仅是

清华有史以来第一个入学身高不达标
的学生（当时清华的达标线是男生最低
1.5米），而且入学体测成绩奇差。

于是狂练。两年后，他以 13 秒 4 的
成绩获得 100 米栏项目季军，甚至还因
为足球踢得好，代表中国远征菲律宾参
加远东运动会。

后来留洋时，钱伟长身高已达 1.66
米，全面掌握了跑、跳技能，真正当得起

男儿“伟长”！
还有他尽显学霸本色的入学换专业。
当时，他是按“文史特长生”的路子

进的清华。入学考试，他物理考了5分，
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
0分。

按说应该被拒之门外的。但是他
太有才。入学考试，面对陈寅恪操刀出
题的《梦游清华园记》，别人写得吭吭哧
哧满头大汗，他用 45 分钟整了一篇 450
字的赋。

语文，满分。
然后是历史，题出得偏门，要求写

出二十四史的作者、注者和卷数。按现
在的说法，这题简直是割韭菜，一票学
生折戟。

但钱伟长一字不差，全部答出——
钱门书香传家，伟长四叔，乃国学大师
钱穆也！

历史，满分。
难怪人还没见着，陈寅恪就到处打

听：“那个考满分的学生怎么还没来？”
可惜陈寅恪心心念念，却正逢“九

一八”事变爆发，钱伟长激愤之下，决定
弃文从理，一定要以入学考试才 5 分的
成绩，去清华物理系就读。

说来清华也是爱才。顾颉刚亲自
出马做物理系主任吴有训的工作，吴有
训最后勉强同意，允许钱伟长试读，要
求是第一年期末考试成绩必须达到 70
分。

结果人们都知道了。钱伟长自此
踏上了成为著名物理学家之路。

这样横跨文体的逆袭功力，谁能不服？
学生时代如此，等参加工作了，更

是年岁愈长，修行愈深。
他的教育传奇，始于1982年，那时，

他已经71岁了。
此前那么多年干吗去了？答曰：当

“右派”去了。
1946 年，钱伟长回到国内，到清华

大学任教。后来，他短暂地担任清华大

学教务长、副校长，然后成为“右派”，帽
子一戴就是27年。

直到 1983 年，他才再次出山，履任
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工大后来又和原上
海科学技术大学、原上海大学和原上海
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成新的上海
大学），开始了他人生新的起点。

那时候的上海大学，本地人是瞧不
上的，人送雅号：“四等大学。”

但钱伟长虽年过七旬，逆袭专业户
的功力犹在。这一次，为自己，为学校，
他在上海大学校长任上书写了最辉煌
的逆袭传奇。

他力主“拆掉四堵墙”：学校和社会
之墙；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
墙；教育与科研之墙；“教”与“学”之墙。

这是钱伟长教育思想的核心。拆
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是为了加强高
校与社会的联系；拆除教育与科研之间
的墙，是让老师必须科研教学双肩挑；
拆除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是避免

隔行如隔山；拆除教与学之间的墙，是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钱伟长后来在
上海大学的所有教学理念，都是从“拆
除四堵墙”的核心理念延伸出来的。

到了 1996 年，“四等大学”上海大
学，已成为全国百所重点建设的高校之
一；到了 2007 年，全国 30 多所高校的本
科教学评优中，上海大学名列第一。

钱伟长完成了自己人生暮年最漂
亮的一仗。

话说到这，会有人问，为什么总是
他啊？总是他逆袭啊？

老先生早就说过：“我是苦干加巧
干。”

练长跑，他结合自己身材，别人跨
大步，他跨小步；学物理，他夜以继日，
又学理论又做实验；办教育，他一针见
血，直刺当时教育沉疴⋯⋯

规律性的东西，他一摸准，就一
定不惜力。

老先生的智慧，就在此了。

钱伟长：逆袭专业户
高毅哲

■每周人物点评

救人的教授

围观的看客

日前，浙江大学教授吴叶海成为全校
师生眼中当红的英雄。他在杭州西溪湿地
奋不顾身跳水救人的事迹，在当地朋友圈
刷屏了。

作为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主
任，吴叶海以嘉宾的身份出席第七届杭州
中国名校龙舟竞赛。中午11时多，当参
赛龙舟冲过终点线后，欢呼声中出现了惊
险一幕——一艘龙舟突然翻了。

“不能出事，千万不能出事！”正站在
主席台观看比赛的吴叶海顾不得多想，忘
了摘下眼镜，跃入水中施救。

1962年出生的吴叶海，今年已年过
半百。当时，主席台距离龙舟翻船点有一
定的距离，但吴叶海并没有想这些，只是
使出全身的劲儿，以最快的速度游到落水
队员的身边。

吴叶海说，在这种情况下，换成是其
他老师，也肯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去确保学
生安全。

避险求生是人的本能，危难时刻选择
“逆行”的老师总是出现在我们身边。爱
生如子在他们这里不是虚与委蛇的空话，
而是用责任乃至用生命捍卫的誓言。

日前，曾被班主任猥亵而患上抑郁症
的甘肃庆阳女孩李某奕，爬上了高楼准备
轻生，消防官兵接警后立刻赶去营救。然
而，楼上消防官兵百般劝阻，楼下亢奋的
围观人群却已经按捺不住，有怂恿的、有
喝彩的、有鼓掌的⋯⋯

当李某奕一出现在阳台上，就有了围
观者。在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围观的人群
开始起哄，有人拍视频发朋友圈。

还有人不满足于“朋友圈直播”，甚
至打开了手机中的直播软件，准备记录下
这纵身一跃的瞬间。配发的图片上赫然写
着“1、2、3、跳！”⋯⋯

事发之后，当地警方对在现场起哄、
妨碍执行救援的两人，进行了行政拘留。
针对网上发现的恶意谩骂的网友，警方也
将对确认的6人进行调查，并将严肃依法
处理。

在鲁迅笔下，围观代表那个时代中国
人麻木不仁的形象，他们不知道生命的价
值，有人被杀，他们只想着去吃人血馒
头。现场围观者的起哄，把一切都拉回了
百年前的原点。

或许很快，大家就记不起那个跳楼的
女孩，也会淡忘那些丑恶的围观嘴脸；但
庆阳警方作出的行政拘留决定，却有着重
要的起点意义。

生而为人，你可以不帮忙，可以让专
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但是请不要作恶。
这应该是我们社会的底线和共识。

本期点评 黄鹏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