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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人物点评

大
家

他是我国给排水领域的奠基人，率先提出“水工业”的概念

许保玖：水业泰斗
本报记者 杜玮

今年 4 月，许保玖迎来了百岁寿
诞，恰逢清华大学 107 年校庆，学
生、同事、朋友和行业代表 300 余
人，从天南海北赶来，汇聚一堂，场
面热烈。

祝寿会上，许保玖发了言，聊起
他新近关于汉字文化的几项见解：汉
字有其他语种所不具备的“统一”和

“节脑”特性；造字上有六书的统一方
式；使用上有一词多义、词性转换灵
活等便捷。

这不是 他 的 本 业 ，却 是 兴 趣 使
然。他的“不务正业”从 20 多年前研
究古代皇帝开国、治国就已开始。

而在专业领域，他有太多值得
引以为傲的标签。他是第一个留美
回 国 的 给 排 水 博 士 ， 是 “ 水 工 业 ”
理念的先行者，是著作百万字的撰
书 人 ， 更 是 学 养 深 厚 的 教 书 先 生、
行业泰斗⋯⋯

无论精勤本行，还是涉猎其他，
他总不忘四个字：刨根问底。

初上许保玖的课，很多学生往往不
适应。

20 世纪 50 年代末，清华给排水专
业课堂。

大四的学生们在翘首以待一门专
业主修课的老师，课程名叫“给水工
程”。之前，学生们历经了现场的施工
劳动，对专业有了新的认识，更知道这
门课在专业课程中的重要地位，也因此
对授课教师多了几分期待。

学生们窃窃私语：“听说先生是美
国回来的。”

学生们口中的先生，正是许保玖。
许 保 玖 的 留 学 经 历 足 够 亮 眼 。

1949年，他从美国密歇根大学毕业，获
得卫生工程硕士学位。两年后，他又拿
下了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学位。1955
年初，许保玖偕夫人冲破阻力回国，成
为国内第一个给排水专业博士——此
前，他和华罗庚、钱学森等 35 人，被美
国政府列入禁止回国的名单。

归国后，经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引
荐，许保玖结识了当时清华的给水排水
大家陶葆楷，进入清华任教。

一袭朴素的蓝色中山装，一手漂亮
齐整的板书，上课严谨认真，基本不苟
言笑，偶尔来点小幽默，成了学生对许
保玖的最初印象。但几堂课下来，学生
们发现一个问题：许先生的课听不懂。

给〇班（毕业于 1960 年的给水排
水专业班）的学生们还从上一级的老大
哥那里听到一个说法：许先生的课是

“航空给水”，意思是上课像“坐飞机”，
忽高忽低，极为跳跃。

但渐渐地，大家明白了许保玖的用
心。

“ 平常我们习惯于听 1—2—3—
4，习惯了一步一步前进。而许先生
讲的可能是 1—2—4，从 2 跳到了 4，
中间的环节要你自己去思索、自己去
演绎。这种讲法既节省了时间，提高
了效率，又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给〇班的学生、如今已是清华大学环
境学院退休教授的蒋展鹏回忆道。

随着对许保玖讲课“套路”的日渐
熟悉，尤其在期末考试前从头至尾复习
一遍听课笔记后，学生们开始感受到，
许先生的课不仅一点都不“水”，反而恰
恰是内容丰富，许保玖肚子里，“真有
货”！

“很多人毕业多年，遇有专业上的
困难，首先想要请教的老师还是许保
玖。”1964年本科毕业于清华给水排水
专业的环境学院退休教授程声通说。
在他看来，许先生的国外经历丰富，除
了求学，还在国外公司做过工程设计
师，“所以他回来之后既有实际经验又
有理论知识，跟一般的照本宣科不大一
样”。

事实上，许保玖的“肚里有货”，与
他求学阶段打下的坚实基础有着密切
关系。

许保玖在中央大学土木工程专业
读大一时，学校对微积分考试要求严
格，由数学系单独出题进行统考，对
这门课，许保玖学得很扎实。他物理
也学得不错，小考时还能交头卷。在
威斯康星攻读博士时，为了加强理论
基础，许保玖选了 3 门数学课和一门
每周上 3 小时却只有 2 个学分的物理
化学课。许保玖说，那是他平生花的
时间和精力最多的课程。此外，基础
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
学、微生物课程⋯⋯他都尽数汲取，
下足了功夫。

除了上课，许保玖的深厚功底还体
现在专业著作上。他共完成 《给水处
理》《当代给水与废水处理原理》《新
英汉给水排水词典》 等 9 部教材与著
作。在他的书中，常能找到同类书中
所没有的内容，对于专业重难点，他
还专门画出半透视的示意图，让人一
目了然、豁然开朗。

《当代给水与废水处理原理》 一直
是全国高校市政工程和环境工程的研
究生经典教材，其对应的课程“水处
理工程”也是经久不衰的“流量担
当”。许保玖创造性运用反应动力学和
反应器理论，将水处理过程贯穿起
来，融合了化学、水力学、生物化学
等多学科知识。

1998 年，许保玖退休后，作为他
的第一名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环境
学院教授张晓健接过老师授课的接力
棒，沿袭老师的教学思想，登台主讲
起了“水处理工程”。张晓健最自豪
的，就是课上常能见到学生这样的评
价：“像认识一棵树那样去学习，刨根
问底，了解清楚知识的脉络体系”“要
学会仰望星空，以理论的思维去探
索，追求科学的无限可能”。

在张晓健看来，这正是自己对老师
的传承与致敬。

“水课”不“水”

1964 年，作为指导教师，许保玖
协助学生程声通等人完成高浊度水处
理的毕业设计。题目不是务虚，而是

“真刀真枪”：太原钢铁厂水源地——
汾河高浊度水的沉淀处理。

当时，关于水中含量较低的悬浮
物的沉降，已有通用计算方法，而对于
动辄含有几百公斤泥沙的 1000 吨高
浊度水，如何应对却少有说法。

一切按部就班进行。到了收官阶
段，程声通着手论文写作，他在综述篇
里写了很多单个颗粒物的沉降过程机
理，这是他花了大量时间从以前学过
的课本和其他参考文献里摘录的。

然而，程声通满怀信心交上的报
告，拿回来时却被许保玖写满红色的批
改文字。面对程声通，许保玖严肃质
问：“你在实验中见到颗粒物了吗？”

时至今日，程声通仍记得先生当
时的语气和神情。“我仔细一想，是
啊！水的浊度那么高，成千上万个颗
粒挤在一起，哪儿还能见到单个的游
离颗粒物？就好像大家通过一个过
道，人很多，大家都挤在一起，你想走

快点也走不快。”
这意味着原有的计算方法失效了。
高浊度水的沉淀，到底该如何计

算？许保玖提出了“拥挤沉降”的概
念。他将原来计算单个颗粒物的沉淀
时间转化为求解单位面积能沉降多少
泥沙、产生多少清水。难题迎刃而解。

这件事让程声通领会到，行动固
然重要，但如果不去先想清楚，不敢突
破思维定式，就会扼杀创新，“行胜于
言”也变得缺乏意义。

受许保玖影响，上世纪 70 年代，
在为某给水厂进行的设计中，程声通
不满足于已有标准图，发明了“无阀滤
池联锁器”，提升了滤池性能和效率，
还申请了专利。

许保玖更大的创新，发生在上世
纪90年代。

在这之前，我国给水排水行业一
直处于割裂状态，废水处理被偏废。
表现在市政建设上，就是只建给水厂、
不建污水处理厂，先建给水厂、后建污
水处理厂，这直接导致水污染问题严
重。上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我国

的废水处理率始终停留在5%之下。
许保玖认为，用过的水必须经过

适当处理，并在满足一定水质要求后
排回自然环境中，这是“还”水的规
则。“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许保玖形
象地比喻。

基于此，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
始，许保玖提出了“水工业”概念。他
认为，必须将给水、排水视为一个统一
性整体，以此保证排水水质，也利于节
约用水；同时，要改变长期以来给水、
排水事业政府包办、给水事业福利化
的局面，要赋予水商品的属性，核算成
本收益，推进废水的回收再利用。

在当年，这一系列观点极富先锋性，
如今回头审视，人们不得不佩服许保玖的
前瞻性对日后水工业发展的深远影响。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的城
镇污水处理率已达 90%以上；基于

“水工业”理念，原来的中国土木工程
学会给水排水学会在 2002 年更名为
水工业分会；高校传统的“给水排水工
程”专业名称，经教育部修订后，在
2012年统一变更为“给排水科学与工
程”，体现了学科发展的新内涵。

凭借敢想求新，许保玖成为我国
水工业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敢想求新

许保玖不仅在专业领域有所建
树，还爱玩跨界。他的跨界史可追溯
到上世纪 60 年代，堪称“骨灰级”玩
家，而且成果相当惊艳。

1961 年，许保玖和清华给水排水
教研组的同事们发现，学校的实验室
里没有混凝搅拌机，就连当时的市面
上也买不到。混凝搅拌机是给排水工
程里的一项重要设备，没了它，就意味
着众多实验无法完成。

怎么办？“我们自己设计。”许保玖
主动拍了胸脯。

这一想法，让身边同事暗自咋舌：
这完全是机械专业的事，离给水排水
相差太远。

其实，许保玖自己心里也没底：
“我对机械设备一窍不通。我只能从
头开始，刨根问底。”

在实验室塔楼的二楼设备间里，
许保玖支起绘图桌，全身心投入工作
了几个月。最后，含有 100 多个零部
件的图纸和总装图出炉。

图纸被拿到学校设备加工厂，厂

方没怎么修改，直接加工，成了！
“我也没想到！”回想当初的场景

时，许保玖还是乐不可支。
许保玖还设计出一套无级变速机

械构造，这在当时的机械专业里也属
先进的“黑科技”，对于混凝搅拌有着
莫大作用。

学校很快生产出两台，满足了教学
科研的需要。不少兄弟院校和研究单
位也闻讯赶来，购买图纸，如获至宝。

“可惜那时不讲究知识产权，土木
系资料室只收晒图成本费。”蒋展鹏开
起了玩笑。

以后的日子里，许保玖还给实验
室设计了给水澄清和过滤实验系统装
置，融入了国外水力加速澄清池的新
概念，这套装置长期服役，直到实验室
改造才“退休”。

在理工科海洋里“畅游”得不过
瘾，许保玖又把兴趣转向了文科。

程声通记得，有一次他去先生家，
许保玖没聊专业，而是和他谈起了历
史。“他在研究明朝的皇帝到底哪一个

好。他觉得还是朱棣比较好，因为他
留下了北京城，留下了《永乐大典》”。

2017 年，许保玖出版了《中国的
皇帝和皇帝的开国与治国——各数理
化功力模式说》。他从一个理工科学
者的视角，透视中国五千年来的浩瀚
历史事件，展现出其博学多才的一面。

“爱读书”“是个杂家”，是学生们
对许保玖的评价。

他的家位于清华校园内一栋建于
上世纪80年代的老式公寓内。两大排
高至屋顶的铁书架将客厅分为会客室
和工作间，一排排、一摞摞磨损褪色的
书籍错落有致地摆放上面。至于为什
么要用铁书架，是因为许保玖的书多，
铁的承重。

退休后，许保玖就在他的小书间
里，任思想驰骋，笔端挥洒。

有后辈感慨，正是许保玖的安于
清贫、淡泊名利，才能使他多年来心无
旁骛，静心钻研，在诸多领域结果开
花。

而在许保玖自己看来，是“刨根问
底的思维形态变成了一种习惯”，才推
动着他穿越百年光阴，奋力向前。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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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给水排水工
程学科的奠基人和开
拓者、清华大学教授
许保玖。

上世纪 80 年代，许保玖在自
来水厂检查设备。

撕裂

与传销做斗争，难。
与陷入传销的父母做斗争，难上

加难。
在四川成都某大学读大三的李

欢，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
2010年，李欢的父亲承包建筑

工程失败，跟随远房外舅陈飞前往秦
皇岛参与传销。2012年9月，母亲也
随父亲去往秦皇岛，2016年，14岁
的弟弟也被父母带走。

这两三年，李欢说服了弟弟，帮
他脱离了传销，却在父母面前屡战屡
败。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李欢尝试
了几乎所有的手段，然而父母心中的
壁垒超乎李欢的想象。甚至，在一次
劝说之后，母亲对李欢的行为极其愤
怒。

绝望之下，李欢选择了最后一
搏。她在微博上公开举报父母和陈
飞。她说：“我是希望把自己推到舆
论的风口上，希望爸爸妈妈能够站出
来指控陈飞。我父母（对传销）的态
度确实很坚决，但是没办法啊，只能
这么做，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对一个家庭来说，这可谓是巨大
的撕裂。

然而更大的撕裂，隐藏在李欢的
内心。

多年来，父母对家事几乎放弃，
父亲每年7、8月卖柑橘的时候会回
来一次，母亲在 6 年里只回来过 2
次。因为一直担心父母会因为传销坐
牢，李欢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常
常整晚睡不着，有段时间，她甚至特
别放纵、自暴自弃。

为人父母，为人子女，都不是简
单的事情啊。

炸裂
皮埃罗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开创的

研究领域，又被他凭借一己之力摧毁
了。

这些天，哈佛大学公布前哈佛医
学院教授、再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皮
埃罗关于心脏干细胞研究论文造假的
处置结果，要求撤回皮埃罗多达31
篇关于心脏干细胞的研究论文。

顶级高校的“顶级”教授出现这
样的学术丑闻，自然引发全球轰动。
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皮埃罗当年凭
借这31篇论文开创的“心肌干细胞
修复心脏技术”研究领域和产业研发
链，现在都成了建在沙粒上的大厦，
岌岌可危。

尤其荒谬的是，在这十几年里，
很多科研人员居然还真的在皮埃罗指
出的“方向”上“研究”出了成果，
名利双收。

这些人也真称得上是人才了。
“心肌干细胞修复心脏技术”，本

是一项带给无数人希望、足以列入划
时代发明的尖端技术。

偏偏，它是假的。
它暴露的人心和人性，却是真

的。
无怪乎哈佛大学下如此重手，而

与皮埃罗有合作的布莱根妇女医院甚
至不惜以举报自己的方式，跟皮埃罗
死磕到底。

大概这世上，没有比玩弄希望更
遭人恨的事了吧。

本期点评 高毅哲

一、职位描述

（一） 国际文化学院院长
主要职责：全面负责学院教学、科研、

招生、平台建设和队伍建设等工作的统筹协
调与开拓创新，整合社会优质资源，积极开
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合作办学等。

任职要求：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有语言类、国际文化类相关学科背景；有很
强的业务规划能力、成熟的方法体系，项目
管理能力强；有很强的教育行业敏感度、团
队组织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主持过语言和
文化类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具有丰富的对外
语言和文化教学经验的专家或学者优先；具
有高校、科研院所工作经验者优先。

（二） 餐旅学院院长
主要职责：全面负责学院教学、科研、

招生、平台建设和队伍建设等工作的统筹协
调与开拓创新，整合社会优质资源，积极开
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合作办学等。

任职要求：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有经济学、管理学或理学等相关学科背景；

有很强的业务规划能力、成熟的方法体系，
项 目 管理能力强；有很强的教育行业敏感
度、团队组织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主持过
国家级别或省部级的科研项目，在旅游学界
或业界具有引领学科发展办学思路的专家或
学者优先；具有高校、科研院所工作经验者
优先。

（三） 网络教育研究院院长
主要职责：负责网络教育研究院科研、

学科与平台建设；制定网络教育研究院的发
展规划和改革措施；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和国
际合作，搭建高层次科研平台，申报重点建
设学科；负责网络教育研究院队伍建设，培
养选拔学科带头人等。

任职要求：具有教育学、管理学与计算
机专业交叉融合的相关学科背景；具有正高
级专业技术资格；有很强的教育行业敏感度、
业务规划能力、数据分析能力，良好的团队组
织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强；主
持过省部级科研以上或大型企业工程项目，具
有丰富的科研、技术经验的专家或学者优先；
具有高校、科研院所工作经验者优先。

（四） 智能教育研究院院长
主要职责：负责智能教育研究院科研、

学科与平台建设；制定智能教育研究院的发
展规划和改革措施；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和国
际合作，搭建高层次科研平台，申报重点建
设学科；负责智能教育研究院队伍建设，培
养选拔学科带头人等。

任职要求：具有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与
教育学交叉融合的相关学科背景；具有正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有很强的教育行业敏感度、业
务规划能力、数据分析能力、良好的团队组织
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强；主持
过省部级科研以上或大型企业工程项目，具有
丰富的科研、技术经验的专家或学者优先；具
有高校、科研院所工作经验者优先。

二、报名方法

请登录北京开放大学网上招聘系统 http:
//bjou.zhiye.com， 在 线 注 册 并 填 写 简 历 信
息，提交相应材料，申报相应岗位。更多
内 容 ， 可 发 至 北 京 开 放 大 学 人 事 处 邮 箱
rsc@bjou.edu.cn，邮件主题注明应聘岗位。

三、聘用待遇

（一） 实行年薪制，待遇与贡献挂钩，具
体标准可协商确定。

（二）聘任期间，根据情况学校可提供科研启
动经费50万—100万元人民币，平台建设费面议。

（三） 根据需要学校可提供周转住房一
套，面积80平方米左右。

（四） 符合北京市人才引进条件的，可办
理进京手续。不能全职来校工作的，可参照
以上标准适当享受相关待遇。

北京开放大学
2018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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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信息·

北京开放大学是北京市政府部门举办的
以开放、网络、远程学习为特色的新型高等
学校，其前身是 1960 年创办的北京电视大
学。2012 年经国家教育部门批准更名，是
国内率先挂牌成立的开放大学之一，拥有独
立的自主办学权和学位授予权。建校近 60
年来，学校构建了覆盖全市的远程开放教育
办学系统，形成工、管、文、法、经、医、
教育和艺术8个学科门类，累计开设专业90
多个，培养了本、专科毕业生20余万人。

学校现设 15 个学院，在籍学生 7 万余
人；拥有首都终身教育研究基地、北京市高
层次学术创新团队；履行市民终身学习平台
建设、北京市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学分银行
管理中心等多项社会服务职能。

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学校实施“质量立
校、人才强校、开放兴校”发展战略，主动
对接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积极推进终身
教育的供给侧改革，围绕“衣、食、住、
行、生、老、病、养”，调整优化学院和专
业设置，积极探索体现特色办学的产学研协
同创新机制，致力于为首都市民提供个性
化、多层次、高质量的终身学习服务，努力
建设“特色鲜明、国内一流、首都人民满意
的新型大学”。

根据事业发展需要，现面向全国招纳贤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