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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大西迁看高校使命担当
本期关注

1956年，6000余名交通大学员工，从上海迁至西安，成为西部
大开发的拓荒者和先行者。从那时起，交通大学始终与祖国同向同行、
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品格，更加执着而鲜明。交大西迁折射的，是我
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大调整、大变革，交大人的义无反顾更是彰显
了高教人密切配合国家建设需要的光荣使命和责任担当。

在西安交通大学西迁纪念馆里，
一张火车乘车证的影印件静静地安
放在陈列柜里，“向科学进军，建设大
西北！”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似乎在
述说着半个多世纪前那场从东南沿
海到西北腹地的迁徙中涌动的激情
与渴望。从那时起，交通大学始终与
祖国同向同行、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的品格，更加执着而鲜明。

1956 年七八月间，6000 余名员
工，或华发满鬓，或青春飞扬，正是手
持这样一张乘车证，登上了从上海开
往大西北的列车。“当时我很高兴，虽
说是去陌生的西北，但国家培养了我
们，让去哪里就应该去哪里！”当年22
岁的机械工程系学生胡奈赛或许不
曾想到，正是这股勇气与执着，让她
与一路同行的交大师生一起，成为西
部大开发的拓荒者和先行者。

从繁华的沿海都市到落后的西
北内陆，交大师生义无反顾背起的行
囊，不仅在而后的岁月里承载着两所
高校成长发展的使命与责任，而且伴
随着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壮大，焕
发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
全身心融入到这部高等教育“顶天”

“立地”壮丽史诗的旋律之中。

困顿中的找寻

上世纪50年代的西安，与上海判
若云泥：马路不平、电灯不亮，晴天扬灰
路，雨天水和泥，夏无大树遮阳，冬无暖
气御寒。风沙中，第一次走出西安火车
站的师生们，甚至认不出蒙尘太厚的公
交车，即使近在咫尺。而在不远的路途
终点，是尚在田野之中的新校园。

在“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
号召下，西迁的进程紧锣密鼓。1956
年6月2日，西迁先遣队伍出发。8月
10日，第一批西迁师生员工和家属便
从上海徐家汇踏上了西去的专列。

从繁华都市到荒原与麦田，仅当
年 4 月 到 8 月 ，便 有 200 节 车 皮 的
1400台仪器设备、400节车皮的行李
家具陆续碾过陇海铁路运往西安。

1957年9月的一个清晨，38岁的
陈学俊作为交大西迁队伍中最年轻
的教授，站在西安交通大学东门远眺
秦岭，写下了一首《迁校有感》。这一
年，这位后来成长为我国热能工程学
科创始人的年轻教授，在携夫人和 4
个孩子临行前，将上海的两处房产交
给上海市房管部门。因为他内心笃
定，此去西安，必定是要扎根西北，不
该也不能再为身外之物有所牵挂。

此前，1955 年 3 月 30 日，高教部
党组根据中央方针，提出并上报国务院

《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
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次日，
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即批呈陈毅副总理，
并送陈云副总理批示同意，报经刘少
奇、朱德、彭真、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圈
阅。

几天后，高教部部务会议文件
《1955 年到 1957 年高等学校院系调
整及新建学校计划（草案）》明确提出：

“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于 1955 年在
西安开始基本建设，自1956年起分批
内迁，最大发展规模为 12000 人。”3
个月后，交大便收到了“自 1956 年开
始内迁西安,并提前于1955年开始进
行基本建设工作”的文件通知。

其实，对于交大乃至很多高校来
说，伴随着新中国各项事业从百废待
兴到逐步发展的曲折历程，高等教育
的命运与使命的变迁从上世纪 50 年
代初期便已风云激荡。

1952 年 9 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
会议中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
10 年到 15 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
社会主义的过渡。”第二年 6 月，中共
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逐
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
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的思路下，从 1952 年下
半年到1956年的4年间，完成了社会
主义改造重任的新中国，从新民主主
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却依然
需要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民经
济全面恢复和发展时期中高等教育
布局不合理、办学小而全、系科庞杂、
师资不足等现实问题。

有关统计显示，1949 年，全国接
受高等教育的在校大学生人数仅有
11 万，其中，工学院每年毕业生连 1
万人都不到。而 1953 年，国民经济
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在即，苏联支
持的 156 个重点项目使人才成为我
国最紧缺的“资源”，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高校人才培养显然无法满足国家
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的需要。

经过小范围的试验后，1951 年
11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
议，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
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
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精神
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揭
开了 1952 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序
幕，把民国时期效仿英式、美式构建
的高校体系改造成效仿苏联式的高
校体系，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
系统的基本格局由此发端。

如今已 88 岁高龄的上海交大原
副校长范祖德，回忆起 1955 年被上
海市委抽调到交大电力系任党总支
书记的过往，记忆最深刻的仍是当时
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热切与急迫。

当时交通大学已经前后经历过
多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运输管理系
调整到北方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调
整到上海财经学院，理学院的数学、
物理、化学3系的师资、设备除留下工
学院教学所需之外调整到复旦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校。
据不完全统计，在院系调整中，交大
虽有数十名教授调出，但交大的机械
类、电机类和造船类的核心学科没有
削弱，而且得到了加强，被教育部定
性为“多科性工业大学”。

在发展教育、适应国家工业建设
的方针指引下，交通大学的招生人数
从1950年的851人发展到1956年的
2194 人 ；毕 业 人 数 也 从 1950 年 的
540 人扩展到 1956 年的 1350 人，增
长了 1.5 倍，直接为国家建设输送了
大批专业对口的技术人才。

“重新审视67年前进行的院系调
整，可以清晰看到新中国高校为探索
培养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而走过
的艰辛历程，同时它也成为我们理解
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线索和注脚。”从
研究者的视野出发，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教育发展与改革研究所所长吴霓
认为，按照当今我国高等教育“顶天立
地”功能的确认和发展，我国高校院系
调整从上世纪50年代迄今，其间虽分
为几个阶段，但直到今天，它从未间
断，并还有调整和延续的空间。

毫无疑问，1952年的高校院系大
调整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革
命。统计显示，院系调整后，全国高
校数量由 1952 年之前的 211 所下降
到1953年的182所，其中包含综合大
学 14 所、工科院校 39 所、师范院校
31 所、农林院校 29 所，我国高等教育
重心从综合类人才的培养转向工业
类和师范类人才培养，并且新增了地
质、矿冶、电机、化工、土木等专业院

系，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建设所
急需的专门人才，对新中国的工业化
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浪潮中的激涌

“60 多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
月，深深吸引我的是为国家建设而拼
搏的火热生活，是开拓、创造、创新所
带来的快乐。”直到今天，在 85 岁的
西安交大教授潘季心中，当年在西去
列车上唱着歌兴高采烈的场景，仿佛
就在眼前。

“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
因此考虑我们学校的问题必须从社
会主义建设的合理部署来考虑”“我
们这个多科性工业大学如何发挥作
用，都要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1955年交大西迁时，时任交大校长彭
康的坚定，给西迁确定了基调。

因着边建边搬的方针，1955 年
10月，新校园破土动工。时任总务长
的任梦林必须带领 2500 名工人在一
年时间内完成 11 万平方米的建设任
务！那年冬天似乎格外寒冷，时常风
雪交加，地面积雪盈尺，施工组索性
与工人们一起住进工棚，同甘共苦。
支撑他们的是一个共同的目标——
完成迁校任务，支援大西北。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前进的方
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责任，
为了国家需要奋力拼搏无疑是那个
时代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强大
内驱动力。

1956年9月10日，交大在西安人
民大厦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学典
礼。没有因为迁校而迟一天开学，也没
有因为迁校而少开一门课程。

1955 年中央决定交大西迁的当
年，时任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曾再三表
示，“交通大学到西安，将担负起在上海
不能担负的任务”，“中央是把重大任务
交给交大”。时隔26年，1981年4月，
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如此评述，“交
通大学的迁校，是我国在调整高等教育
战略布局方面一个成功范例”。

上世纪 50 年代，中央制定了国
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布局
在陕西省的重点建设工程数量居全国
首位，西安则是全国第二大重点建设
城市。虽经过院系调整，但这里的高
校数量、学生规模与沿海相比仍相去
甚远。及至 1957 年 7 月高教部向国
务院提交两校分设报告得到批准，
1959年7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国务院
关于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分
别独立成校的批复及教育部的报告》，
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由此分
设。1959 年 10 月 1 日，在西安国庆
节大游行中，西安交通大学的校牌第
一次打出，广袤的大西北自此拥有了
第一所多科性的国家重点工业大学。

野兔校园丛中跑，半夜耳闻狼嚎
声。即便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在
打出西安交大校名的 1959 年，学校
已建成实验室和正在筹建中的各类
实验室共 45 个，其中属于尖端专业
的实验室18个，与全国160多个工厂
建立了密切联系，有 25 个专业招收
研究生，已在全国 25 个省份招收本
科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崭新气象。

“如果说作为高校院系调整的序
曲，交大西迁只是对我国工业发展的
初步定调，那么在第一个‘五年计划’
里对高等教育的调整则是要求‘必须
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必须同国

民经济的发展计划相配合’。”吴霓认
为，作为我国当代高等教育史上的重
要事件，交大西迁契合了与国家部署
的新工业基地相结合的国家发展战
略，印证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
育在国家宏观调控下逐步与各地区
的经济、工业等方面深度融合的路
径，确立了高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的重要功能。

笃定中的求索

3000，16000，40000，范祖德记
忆深刻的这三个数字，分别是解放前
交大的在校生数、分设两地时交大两
部分的在校生数和如今仅上海交大
的在校生数。

“我国能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
经济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教育
发 展 走 在 了 前 头 。 现 在 上 海 交 大
40000 名在校生中，2/3 是硕士生、博
士生，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不敢想
的，当年交大只有一个电信研究所，
10 多名硕士研究生。当时我国的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甚至低于印度等国
家。”范祖德始终相信，伴随着时代的
演进，高等教育必须在不同的发展阶
段肩负其不同的历史使命。

在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分别于东
南沿海和西北热土两地快速发展的
历史进程中，改革开放的春风强劲席
卷华夏大地。在市场经济驱动中，伴
随对知识和科技的高度依赖和渴求，
高校也在重新审视高等教育在新的
历史时期的功能和定位。

1985年，羊城晚报记者刘婉玲的
一篇《从“星期六工程师”引出的》报
道，让利用周末下乡镇企业“走穴”的
工程师群体被首次被定义。

不仅在广东，当时在上海，每到
星期六傍晚，在长途汽车站、火车站
或轮船码头，不时能看到一些身穿洗
得有些发白的蓝卡其布中山装、风纪
扣整整齐齐、拎着人造革公文包的中
年人行色匆匆。星期日傍晚，同样在
这些地点，他们又行色匆匆地赶回上
海。次日，他们则依旧出现在大专院
校、研究所、国有企业的工作岗位上。

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和民营
经济的风起云涌一度让技术短缺成
为制约发展的硬核因素。而上世纪
80年代的上海，科技人才拥有量和科
技成果拥有量均领先全国。利用业
余时间到企业进行技术攻关并收取
酬劳，便成为当年巨大市场需求下催
生的一种“顺势而为”。

于是，在这种做法是否合法、是
否合规的争议声中，1988 年，在国务
院批准的《国家科委关于科技人员业
余兼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支持下，一
则“上海市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成立”
的百来字消息登上了《解放日报》头
版，从“偷偷摸摸”到“堂堂正正”，冰冻
的河床在春寒料峭中开始激流暗涌。

如今回过头来审视那段过往，吴
霓更愿意将“星工联”或“周末工程
师”视为现代社会和高校需要的专业
人才流动途径和人才培养的主要目
标之一。“当前，随着市场经济更加成
熟，人员流动已成常态，但其使命并

未因此结束。科学技术只有通过转
化才能够真正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而
专业人才的培养与流动以及服务社
会、服务国家经济建设是高等教育功
能发挥的重要内容。”吴霓说。

在高校已然成为我国基础科学
研究的重要生力军的今天，我们可以
轻易列举出高校承担了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70%以上的项目、30%以上的
国家“863计划”项目。而在计划经济
时期，教育与科研则呈现脱节状态。
当年，“星工联”的成立似乎是一次破
冰，曾经，上海科技人才是“春色满园
门不开”，可“星工联”偏要它“一枝红
杏出墙来”。

同样“春色满园关不住”的，还有
当时仍是“稀有物种”的高校毕业生
的满腔报国热情。

1982 年，恢复高考后的 1977、
1978级两届学生先后毕业，为当时求
才 若 渴 的 中 国 社 会 注 入 了 新 生 力
量。上海交大校史档案馆的记录显
示，1982年上海交大为社会输送的毕
业生中，近三分之一被直接分配到郊
县和边区。他们告别城市，钻进大
山，来到祖国中西部，用青春、汗水和
成长，铸就着祖国面貌的翻天覆地。

在西安，西咸新区，西安交大也
经历着“二次西迁”。学校再次向西
挺进，高教改革的交大样板、新型城
镇化的西咸示范、国际科研教学高地
和世界创新创业平台——中国西部
科技创新港将拔地而起，以汇聚更大
范围的高层次人才，打造动力强劲的
西部发展新引擎。在“开放、共享”的
基本形态下，创新港将以面向世界科
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
重大需求的现实问题为导向，以“大
交叉、大融合”的“大平台”为基础，从
适应并引领科技变革的需求出发开
展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

在上海，浦东新区，一个占地面
积约 50 多亩的科创集聚区上海交通
大学张江科学园正在崛起。科学园
按照“三个科学中心、两个创新平台”
的新布局进行规划，建成后，将助力
张江科学城汇聚世界一流科学家，大
幅推动我国在物理、材料、生物、医药
和网络等多个交叉学科前沿领域取
得重大原创性研究突破，促进上海相
关高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交通者，天地交而万物通之意
也。面向数字化、大数据、机器人、人
工智能、航空航天、海洋开发、生命科
学、经济金融等前沿学科，交通大学
在投入“一带一路”、为实现中国梦培
养高端人才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是国家
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顶
天”，就是要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立地”，就是要扎根本地，面向
全国，为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
供强有力支撑。

过去已是今天的历史，今天也注
定成为明天的历史。经历了大半个世
纪的曲折求索，我国高等教育有了明
确的，并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
理念、目标与方向，实施“顶天立地”发
展战略，既展现了新时代我国高等教
育发展与改革的责任担当，同时也是
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有效途
径。在历史与未来的链接中，中国高
等教育仍前路漫漫、使命在肩。

顶
天
立
地
，无
问
西
东

本报记者

柴葳

70
年年

1951年11月，教育部召开
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全
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1952
年秋，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教师思
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以“培养工
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
专门学院，北京“八大学院”等，整
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
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
校的院系调整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中央人民
政府对全国旧有高等学校进行全
盘调整，全国理、工科教授有四分
之三被调离本校，之前已经存在
的综合性大学均有大规模调整。
此举是为了打破民国遗留下来的
英美高等教育体系，为新中国确
立对高校的实际领导扫清道路。

1955年3月30日，国务院二
办收到高教部上报中央《关于沿
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
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提出
加强内地高校的任务，其中就有
交大由上海迁往西安，交大的电
讯工程系迁往成都。后来国务院
又召开全国文教会议，正式提出
了交大西迁任务。

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
关系》，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正确
处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在
1957年发生迁校争论后，周恩
来提出了一校分设两地的意见，
后来经过讨论，决定大部分迁西
安，新兴专业设在西安，交大的
西安部分朝理工大学的方向发
展，小部分设在上海，其中有老
的机电底子，也有内地无法发展
的造船、运输起重等专业学科。

1957年 7月 30日，高教部
向国务院提交两校分设报告得到
批准。9月，任命彭康为西安交
大校长兼党委书记，任命司法部
副部长谢邦治为上海交大同一职
务。10月1日，在西安国庆节
大游行中第一次打出了西安交大
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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