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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夏季以来，到我校图书馆借书、读书的人数不断增加，使得阅览部的
四个阅览室
经 常
是读者爆满，
座 无
虚席。
图书馆
“ 火
爆”的现象充
分 反
映出了我校
同 学
们的学习氛围浓厚，读书已蔚然成风。阅览室虽然人很多，但是非常安静，学习
环境非常好。很多同学选择来图书馆学习的原因大多是考虑到图书馆能提供一个
主办 北京交大图书馆 主编 许 勇
安静的学习氛围， 他们一致认为，图书馆书籍多、资料全、环境美、气氛好、有
季刊（本期四版） 2006.06.30 出版
空调，学习方便、舒适，在这样的氛围中学习会比在宿舍、教室学习提高效率。
投稿邮箱 xy@libmail.njtu.edu.cn
６ 月 １９ 日上午九点半左右，阅览部的科技图书阅览室、科技期刊阅览室、社科
阅览室、报刊阅览室的替书板就已全部发完，部分读者需要等待有出去的人员才能进入阅览室学习。据图书馆阅览室统计数
字，这段时间以来阅览室每天读者都在 ２０００ 人次以上。
随着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和图书馆读者数量的增加，馆员们的整书顺号、咨询等工作量也随之加大。我校图书馆自去年
以来，推出了全天连续开放、延长开馆时间、允许同学带课本进入阅览室等多项措施，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深化服务内容，
力求用最好的服务为广大师生提供最切合他们实际需要的信息服务，最大限度发挥图书馆的使用效益。（阅览部 高爱军）

本刊快讯：我校交通运输学院博士生导师韩宝明教授日前出任图书馆副馆长（主持工作），４３ 岁的韩
宝明教授祖籍山西太原，早年就读于我校运输系获学士、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期间曾留学比利
时获列日大学工学博士学位，并历任交通运输学院副院长、科技处副处长、研究生院副院长等职。
１１ 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 ４ 月 ２３ 日确定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
（又称“世界读书日”）。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是第 １１ 个“世界读书日”。自 １９９５ 年世界读书日宣布以来，每年的这一天世界上 １００ 多
个国家和地区在政府的支持下，出版机构、学校、图书馆、社区等各界人士都要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
日庆典活动，把读书日的宣传活动变成一场热热闹闹的欢乐节日。
阅读对人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本好书往往能改变人的一生。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开展了第四届“书
香杯”读书有奖征文活动，征文主题有“我的交大情缘”
、
“菁菁校园”
、
“师恩难忘”
、
“同窗琐忆”
、
“红
果园情怀”、“走进图书馆”、“校园读书生活”、“校友风采”、“新书读后”等，北京交通大学的所有在
校学生可以通过图书馆主页上的“第四届书香杯征文提交”栏目提交。“书香杯”读书有奖征文活动得
到学校各方广泛重视和支持。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构建的这样一个平台，可以让广大同学认真读书，
抒写自己的读书经历、读书感受唤起人们对阅读的美好回忆，使人们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并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自身素质教育。图书馆丰富的文献资源优势成为大学生探求知识的主要场
所，第四届“书香杯”读书有奖征文活动会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图书馆，在温馨安静的环境里，享受阅读
的快乐，在知识的海洋里扬帆起航，驶向成功的彼岸。
为使全校的师生在科研、学习和工作中更好地利用各类文献资源，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推出各种
专题系列讲座， 对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的互补性的利用方面和如何有效地利用图书馆资源，为读者提供帮助。４ 月 ２４ 日下
午，图书馆邀请数据库专家王剑飞先生在思源东楼 １０２ 教室，对英国剑桥科学文摘 ＣＳＡ 数据库进行介绍与使用演示，图书馆
咨询部的赵亚虹老师介绍了 ＳＣＩ 数据库与图书馆学术资源门户使用技巧，受到广大同学的热烈欢迎。专题讲座受到很多同学
的关注，思源东楼 １０２ 教室座无虚席，还有部分同学是站着听完讲座的。图书馆的系列讲座主要根据读者的需要而开设，其
内容、时间和地点均可按照读者的要求进行，只要有 ２０ 人左右即可与图书馆咨询部联系安排讲座。图书馆讲座和咨询活动，
对于提高广大师生的信息素质，更充分有效地利用图书馆资源，有着积极的作用。
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经过充分的准备工作，还推出一项重要举措，在图书馆主页设立《阅读与欣赏》栏目，每日推出
一篇对优秀图书的介绍和赏析，使广大读者融入书中意境，领
悟作者感情，体会其中意蕴。在读书方法上，注重对读者素质
的培养、情感能力的培养、审美能力的培养、创新精神的培养
和健全人格的培养，使他们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
价值观，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并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的
读书过程中陶冶性情，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吸取人类优秀文化
营养，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丰富广大学生文化生活。尤其是
注重用最新的文学理论来解读作品，更符合当代大学生的思维
特点，更具有时代特色。
阅读是成长的基石，阅读是精彩人生的开始！北京交通大
学图书馆通过组织开展“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搭建了一个
与广大读者沟通互动的平台，从而让广大师生认识图书馆、了
解图书馆、走进图书馆，在图书馆中享受阅读的快乐。
（阅览部
高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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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２：３０，在九教中心报
告厅，
我校图
书馆邀
请约翰
威利公
司在中
国的编
辑总监
王晖博
士为广
大师生进行了“如何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
文”的讲座。讲座由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赵
亚虹主持。
王晖博士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生理
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巴尔的摩的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波士顿哈佛医学院
做博士后。担任《自然》杂志的副编辑及
欧洲科学基金、欧洲医学研究局与欧洲生
命及环境理事会常委会的科学秘书，现任
约翰威立出版公司科学、技术与医学部分
的编辑总监，负责公司在中国的所有科技类编辑业务。曾获 ２００１ 年《自然》杂志编辑奖。
中心报告厅座无虚席，讲座首先请约翰·威利公司的贾锦辉女士介绍了英文原版经管类、理工类精品教材及书目。随
后，王晖博士从国际期刊的运作机制、论文投稿有哪些注意事项、威立出版公司为中国论文作者的服务等三个方面作了精彩
专题讲座，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深入的讲解，赢得了到场 ４００ 余位师生的欢迎。
在此次讲座上，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韩宝明教授发表致词，他对王晖博士和贾锦辉女士为我校师生带来精彩的
专题讲座表示感谢，并希望通过互相交流，加强我校与约翰威立出版公司的合作关系。（阅览部 高爱军）

４ 月 ２４ 日下午，我
校图书馆邀请 数据库
专家王 剑 飞 先 生 在 思
源东楼 １０２ 教室，对英
国剑桥科学文摘 ＣＳＡ 数
据库进 行 介 绍 与 使 用
演示，图书馆咨询部的赵亚虹老师介绍了 ＳＣＩ 数据库与图书馆学术资源门户使用技巧，受到广大同学的热烈欢迎。我校图书
馆电子资源系列专题讲座就此拉开帷幕。
４ 月 ２４ 日下午的专题讲座受到很多同学的关注，思源东楼 １０２ 教室座无虚席，还有部分同学是站着听完讲座的。许多
读者对数据库进行检索实践中所遇到的实
际问题进行提问，专家当场演示并与读者
进行沟通。许多同学深有感触的表示，这
样的讲座与沟通是十分必要的。
为使全校的师生在科研、学习和工作
中更好地利用各类文献资源，图书馆推出
５０ 分钟数据库使用系列讲座和 ９０ 分钟专
题系列讲座。５０ 分钟数据库使用系列讲座
为定期讲座，主要介绍馆藏利用及网络数
据库的使用方法。９０ 分钟专题系列讲座为
不定期讲座，主要针对各院系师生的不同
专业需求，提供学科资源的选择使用与检
索技巧等系列专题讲座内容直接针对师生
的需求，与专业密切结合，其内容、时间
和地点均可根据读者的要求进行，只要有
２０ 人左右即可与图书馆文献研究咨询部
联系安排讲座。
据了解，为补充我校电子资源的不足，
图书馆积极引进数据库的试用工作，现又
开通了中国科学文献数据库服务系统、剑
桥科学文摘等 １４ 个数据库的试用。（阅览部 高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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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这么评价她：惊叹时间居然
有这样的女人，集才气、集美质、集
傲骨，也集热爱与事业于一体。她，
一位惊世绝艳的才女，一个真正的女
诗人，一个近代史上的泰斗，被人们
誉为“第一才女”的奇女子——林
徽因．．．．．．
不知从何时起，迷上了有关徽
因的一切书籍，自然而然，也喜欢
上了她这个人。上面的评论不排除有
个人之嫌，但也从某个方面代表了她
在世人心中的形象。也许是她独特的
人格魅力吸引了这么多人吧。出众的
外表，丰富的学识，空灵的性情，一
切的一切，是使我如痴如醉的原因吧。
初识徽因之美，在于她的外貌：
颇具神采的清亮的双眸，有雕琢之美
的精致的五官，朴素、淡雅的衣裙，
构成了一个灵动的飘逸仙子。少女时
的她，玲珑可爱，美丽清秀，明眸皓
齿，神采飞扬。中年时的她，端庄秀
丽，沉稳可亲，气质依然卓越。即使
在晚年病重时形销骨立，但仍散发一
种奇崛的精神之美。她的美，是深入
你的内心的。
在她十六岁的时候，父亲林长民
带着她前往欧洲。求知欲旺盛的徽因
贪婪地观赏着各地的自然风光、民族
风情，不知不觉中极大地扩大了自己
的视野和增长了自己的见闻。可以说
这一段少女时期的游历奠定了她一生
的基调：追求独立，将有限的生命投
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
徽因外表的清丽，蕴于内而体现
于一颦一笑的大家闺秀的气质曾让徐
志摩赞叹不已。她的聪慧、幽默、、坚
持己见等等内在的品质越来越散发出
迷人的光辉，感染了很多人。徽因有
着父亲的浪漫潇洒，但骨子里又十分
理性。她在应对徐志摩对她的热烈追
求上表现出清醒的头脑。最终她与梁
思成的结合使徐志摩的一段苦恋在形
式上结束。事实证明她是多么的睿智！
她是林徽因，家庭的背景以及教养使
她做出最明智的选择，在浪漫云游的
诗人与未来脚踏实地的建筑学家之
间，她选择脚踏实地的那个；在享受
即时的虚荣与追求学问理想之间，她
选择学业和理想。她很清楚，“徐志
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
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
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
那样一个人。”在徐因飞机失事故去
后，她回忆说，如果徐还活着，
“恐怕
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也许那就是我不
够爱她的缘故。”多么明智的女子，清
楚自己的内心，知道自己要什么，当
今社会又有多少女子似她这般清醒
呢？女性既具有现代独立人格与个
性，同时又不失传统美德及本质的温
婉美好，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徽因
恰恰契合了人们的这种理想需求。
梁思成是徽因这辈子最亲爱的
人 。在他兄长般的呵护下，徽因如雨
后荷花般傲然挺立，积极追求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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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的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当然，
徽因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人。梁思成
就是在她的影响下才走上建筑学这条
路的，从而中国历史舞台上也就多了
这么一对建筑泰斗级

的
伉
俪。但可以说，从一开始，他们就是
情投意合、志同道合的。共同的爱好，
相似的家庭及教育背景，还有彼此的
真诚，使他们的友情迅速发展。在这
个过程中，她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
是浪漫的，也是严肃的。总之，我认
为，他们的结合是世间婚姻的典范。
结婚后在北平后的一段日子也许
是徽因一生中最舒心的日子吧。在这
里她的才华也得到了最大的展现。北
平“太太的客厅”因她而出名。她心
直口快，性子直，好强。徽因的一位
好友曾经这样形容她：
“她的谈话同她
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
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
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
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徽因“喜
欢热闹，喜欢被人称羡”，这可以从她
在文学沙龙上的高谈阔论得到印证。
在她的一生中，徽因向来是一个群体
的中心，这个中心在让人神往的同时，
也让人神伤。沙龙上作为中心人物被
爱慕者如众星捧月般包围的是她，穷
乡僻壤、荒寺古庙中不顾重病、不惮
艰辛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的也是她；
早年以名门出身经历繁华，被众人称
羡的是她，战争期间繁华落尽困居李
庄，亲自提了瓶子上街头打油买醋的
还是她；青年时旅英留美、深得东西
方艺术真谛，英文好得令费慰梅赞叹
的是她，中年时一贫如洗、疾病缠身
仍执意要留在祖国的又是她。李健吾
曾如是说。
她受得了生活的艰辛和贫困，也
耐得住学术的清冷和寂寞。她在中国
营造学社期间，参加调查研究中国古
建筑，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１９４６
年后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 １９４９
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工
作，１９５１ 年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
念碑碑座设计纹饰和浮雕图案，１９５１
年调查研究景泰蓝生产工艺并设计一
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景泰蓝新图案，还
亲自参与测试。她还担任了一些社会
职务，参与设计了一些著名的建筑物。
她发表的建筑论文，有很高的学术价
值。另外她的一系列文学作品也无一
不显示了她的敏感与细腻。理性的人
多寂寞，感性的人多坎坷。幸运又不
幸的是，徽因二者兼具。她的人生所
达到的高度是那个时代的女子所难以
企及的，也足以让我们现在的女子仰
望。有人说天妒英才，红颜薄命，但
我想到的是上天在 １９５５ 年将她带走未
尝不是一件好事，否则以她坚韧的心

性，耿直的性格，眼里容不得半点沙
子的脾性，怎能受得了一些狂人疯狂
地毁坏她毕生钟爱的建筑艺术呢？
徽因以她的美折服了很多人。
梁思成的第二夫人林洙也回忆
说：“她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美，
最有风度的女子。她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语都充满了美感，充满了
生命，充满了热情。她是语言艺
术的大师，我不能想象她那瘦小的身
躯怎么能迸发这么强烈的光和热。她
的眼睛里又怎么同时蕴藏着智慧、诙
谐、关心、机智、热情的光泽。真的，
怎么能包含这么多的内容。”我想，那
是源于她对生命的热闹，对生活的感
悟。曾经，她被人称道艳羡的是她的
美貌，她的才情，她的气质，她的教
养，她的学识，还有，她的爱情．．．．．．
现在，在古文化保护议题再度被社会
广泛关注的时候，她与建筑大师梁思
成一起，以一个建筑学家和古代文物
保护学者的身份被凸显出来。而在人
们热烈地讨论起她们那一代知识分子
群体的独特气质的时候，她更是作为
“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兼具中国
传统道德修养和西方自由主义素质的
新知识女性的代表受到尊敬。当自由
主义的精神逝去以后，积聚在那一代
知识分子身上的光芒穿透历史的雾
障，在现代人的心中投下神秘而富于
诱惑的投影。时代可以生产成批的珠
光宝气、魅影四射的歌星、影星，但
却已经不可能再造具有同样气质的
“林徽因”了。这是令人怅惘的事情，
也是人们提及林徽因不能不油然而生
昔人已去的惋惜之情的原因吧。
林徽因不仅具有诗人的美感与想
象力，也具有科学家的细致和踏实精
神。美丽、高贵、优雅，这些美好的
词汇都可以在林徽因的身上得到最好
的诠释。她是一代才女，她是一个传
奇。她具有艺术家的气质，拥有精致
的洞察力，这成就了她的文学。她的
聪明才智和渊博的知识，使她站在了
专业领域的巅峰。她的热情让她成为
人际交往的中心。妻子，母亲，学者，
作家，多重身份她都努力做到最好，
生命中涌动着的活力使她具有独特的
魅力。她生活在一个充满希望却又无
限彷徨的时代，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她用自己的全部生命为中国的知识分
子作了最好的注解。
徽因之美，在外貌，在人品，在
成就。她有活泼跳动的思维，明澈清新
的识见，这是她的智慧美。她热爱朋
友，有朋友在，她就思路洞开，妙语
如珠，艺术和思想的灵感如电光石火
般熠熠闪亮，这是她的性灵美。她是
“古建筑”上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
刻，镂空的门窗与美丽的阑干，这是
她的人格美。我爱林徽因，爱她的一
切，爱她带给我们现代女性在个体独
立及思想独立上的思索。“一生诗意
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就作为对
她最好的诠释吧。

写美女难，写名美女尤难，写气质如兰的名才女更难；林徽因集艺术家、建筑学家、作家、诗人于一身，兼具中
国传统道德修养和西方自由主义素质的新知识女性的代表受到尊敬，具有现代独立人格与个性，同时又不失传统美德
及本质的温婉美好。正如作者所说，林徽因美在人品，美在成就，美在智慧，美在性灵，美在人格。文章尚属流畅，
使人一气读完。（评委 图书馆 刘润平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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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茅以升校长的塑像，坐落在明湖东岸，花岗岩基
座，铸铜塑身；先生背靠竹藤椅，戴着眼镜拿一本书，面貌
慈祥；坐北朝南，左临红果园，身后是图书馆，当初选址的
时候应该是考虑到了他黄钟大吕般的人格气韵；前面是一方
草坪，柔柔的，嫩嫩的，空气般清新，晨梦般飘逸，铺出一
行行的绿诗、绿歌、青浪、青波；环绕着草坪的是挺拔健美
蓬勃向上的桦树，那应该是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在承领先
生的耳提面训。记不清多少次出入图书馆，在这方净土寻觅
穿梭，一遍遍经过先生的身旁，偶尔停下来瞻仰塑像，感受
先生永远不变的温柔敦厚，慈祥恺悌，清山带绿，碧水长流，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去年是先生诞辰 １１０ 周年，今年是交大 １１０ 周年校庆。
在这种时候来到先生的像前，感觉不管如何变换角度端详，
总觉得先生的目光微含忧郁，抑或是期待，淡淡的，像是壮
士闻鸡，又像是英雄凭栏……
茅以升，字唐臣，江苏镇江人，生于 １８９６ 年 １ 月，到
他 １９４９ 年被新中国政府任命为北方交通大学（北
京交通大学前身）校长，正好 ５３ 岁，站在 ５３ 岁的
高度上仰天长啸，苍茫四顾，自他的双眸中射出的，
是一股凛冽的心灵之光，它犀利似剑，凛然有声，
凝聚了无穷的历史感悟。先者总是超前的，超前者
总是孤独的，孤独者总是忧郁的，在忧郁中抉择，
在期待中觅路前进，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智者生命
的最终归宿。
茅以升，祖父茅谦为举人，思想进步，倾向革
命，曾创办《南洋官报》，是镇江市的名士。茅以
升出生不久，全家迁居南京。６ 岁读私塾，７ 岁就
读于 １９０３ 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
——思益学堂，１９０５ 年入江南商业学堂，１９１１ 年
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在这里茅以升有了人生的第一
次转折：１９１２ 年孙中山先生在唐山路矿学堂讲演
时，指出开矿山、修铁路的重要性，从此茅以升坚
定了走“科学救国”、“工程建国”的道路。上世
纪初，国运衰微，民不聊生，忧国忧民之士在黑暗
中苦苦寻求救国之路。谭嗣同、邹容被砍了头陈独
秀埋头书斋苦苦求索，义和团施展法术斩杀洋鬼子，西太后
匆匆逃往了陕西。在茅以升心中早已种下了实业救国的理
想，直到“五四”运动中仁人志士才慷慨一呼，喊出“实业
救国，科学救国”，此时的茅以升已于 １９１６ 年通过了美国康
奈尔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不错，茅以升是有过想要出人头
地、光宗耀祖的想法，但当他的个人事业与国家民族的命运
相联系的时候，当他把一切欲望都投射到国家民族身上时，
他活着就不再属自己。
所以他奋发读书，把建设祖国视为己任。每次考试，成
绩都是全班第一，５ 年各科总平均 ９２．５ 分，为该学堂历史
上所罕见。１９１６ 年茅以升通过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入
学考试，其成绩之优秀，使该校教授们大为惊讶和赞叹。一
年后的毕业典礼上校长当场宣布：今后凡是唐山工业专门学
校（原唐山路矿学堂）的研究生一律免试注册，茅以升为母
校在国外争得极大声誉。１９１７ 年，获硕士学位。经导师贾
柯贝（Ｈ·Ｓ·Ｊａｃｏｂｙ）介绍，在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同时
又利用业余时间到卡利基理工学院夜校攻读工学博士学位。
１９１９ 年成为该校首名工学博士。博士论文《桥梁桁架次应
力》的创见被称为“茅式定律”，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
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１９７９ 年应邀访问卡利基—
梅隆大学母校时，校长授予他“卓越校友”奖章，以表彰他
对世界工程技术方面作出的贡献。
茅以升人生的第二次转折是修建钱塘江大桥。茅以升自
己也曾在多年后回忆：“自 １９１９ 年 １２ 月，我归国为社会服
务，在几十年的征程中，我所做的工作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主
持建造钱塘江大桥工程”。
上世纪 ３０ 年代，正在兴建中的浙赣铁路要与沪杭铁路衔接，
需在钱塘江上架设一座大桥。１９３４ 年，时任钱塘江大桥桥
工处处长的茅以升，受命开始主持这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修
建的钢铁大桥工程。之前，在中国的大川大河上，虽已有一
些大桥，但都是外国人造的：济南黄河大桥是德国人修的，
蚌埠淮河大桥是美国人修的，哈尔滨松花江大桥是俄国人修
的……可以想象，茅以升担负着一项前所未有的重任，他要
用自己的智慧来证明中国人有能力建造现代化大桥。
经过多方努力筹集，建桥所需费用一部分由国民政府拨
给，一部分由银行贷款，剩下的由浙江省的开明商人出资入
股。曾杨府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正是他积极促成了修建
钱塘江大桥，他把茅以升招到办公室正言励色地说，我一切
相信你，但如果造桥不成功你的跳钱塘江，我也跟在你后头
跳。茅以升说，在建桥上面我决不后退半步，钱塘江大桥的
成败不是我一个人的小事，而是能不能为中华民族争气的大
事。可见当时压力之大。
好事多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想尽办法苦其心智。
大桥开工的时候，第一艘打桩船刚刚下水，就触礁沉水，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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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民工全部遇难，一时舆论哗然。有人说钱塘江造桥不可能，
这是祖先的遗训，人定要跟老天爷顶，怎么行呢？接着是打
不牢沉箱，被海潮冲到上游又卷到下游、还造成了人员伤
亡……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７ 日，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战争的
车轮开始迅速向中国的内地推进，茅以升有一种连他自己也
不愿证实的预感，这位钱塘江大桥的最高决策者突然下令，
在大桥南 ２ 号桥墩上留下一个长方形大洞，这个大洞在设计
图中从未出现过，茅以升也没有向任何人解释过。
大桥快要竣工之际，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了！工程
未完，战火已烧到了钱塘江边，此时江中的桥墩，还有一座
未完工，墩上的两孔钢梁无法安装，在此后的 ４０ 多天里，
建桥的工人们同仇敌忾，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冒着敌人轰炸
的危险，夜以继日地加速赶工，１９３７ 年 ９ 月 ２６ 日清晨，第
一列火车从大桥上通过。在通车的当日，运送大批战略物资
的列车就开始陆续从这座大桥上通过了。
此后，上海的抗战形势一天比一天吃紧。
同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下午，南京政府绝密文件指
示：如果杭州不保，钱塘江大桥就等于是给
日本人造的了！南京政府的文件上，要求炸
毁钱塘江桥。茅以升不愿面对的预感终于来
到了眼前。
此时，茅以升经历着一生中最痛苦的时
刻。七七事变后，他于南 ２ 号桥墩留下的长
方形大洞，其实就是等待这一时刻的来临，
而这种预感竟如此之快的应验了。当天晚上
就要将所有的炸药安放到位，他又以一个桥
梁工程学家的严谨精确的态度，将钱塘江大
桥所有的致命点一一标示出来，南 ２ 号桥墩
正是实施计划的重点。
一个多月后，１９３７ 年的 １２ 月 ２３ 日，日
军攻打杭州，下午五点，按照命令中国守军
将大桥炸毁。钱塘江大桥全长 １４５３ 米，历经
了 ９２５ 个日日夜夜兼程，耗资 １６０ 万美元，
大桥通车第 ９８ 天被炸毁。这是茅以升一生中
最长的一天，可以想象，自己的心血毁在自己的面前，是多
么痛苦的一件事。他后来对家人回忆起那天的情景时说，自
己的感受就像是把自己刚生下来的孩子掐死在摇篮里。
大桥炸毁的这一天晚上，茅以升的书桌前写下了八个
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最后，写了一首诗，“斗地
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
不丈夫。”
天遂人意，抗日战争胜利后，茅以升又受命组织修复大桥，
１９４８ 年 ３ 月，全部修复工程结束，钱塘江大桥又重新飞跨
在钱塘江的波涛之上。
至此，茅以升主持的钱江大桥工程，前后 １４ 年，经历了
建桥、炸桥、修桥三个时期，这 在古今中外建桥史上前无古
人。人类生活在幽暗的时间的深度上，要靠少数先驱者生命
的闪光将它照亮。他们是智者，也注定是人类痛苦的忍受者。
不管他们选择什么道路，是否改变时代的面貌，只要历史的
车轮感受到他们的力量，历史就会镌刻上他们的名字。
文章写到这里，我不得不说到他，不得不让感情的春雨
去和他那隐于地下的灵魂做倾心交谈，那是寂寞但却粗壮有
力的精神之火！……
呜呼，人生在世，天地公心。人各其志，人各其才，人
各其时，无大无小，无分贵贱，只要其心不死，才得其用，
有功于民，就能名垂后世，就不算虚度生命。正如后人在老
校长塑像上的题字：为激励今人昭示后人特立此碑永志弗
忘。
天已经慢慢黑下来。老校长像前的灯发散着一点幽光，
像将要合上的眼睛。老校长要休息了，我不忍再去打搅一位
老人。走下台阶，穿过思源路和思源广场，詹天佑的塑像仍
高高树立。
站在交大南门口往回望，思源楼上“ 北京交通大学”几
个字闪闪发光，正是在北京这块神奇而充满诱惑的土地上，
在它的胡同里屋顶下，沉淀着无数的故事、疼心的记忆和惊
心动魄的场面，以至中国近代多数历史事件都和它有关，使
北京成为了历史书式的城市。北京啊，你是否在你的书本上
遗漏了什么？你是否故事太多而丢掉了故事，记忆太密而失
去了记忆，历史太长而无心写史……
本文记述交大先辈茅以升、詹天佑的丰功伟绩。
茅以升于钱塘江上历经十四载建桥、炸桥、再建桥，
其曲折历程，其实是一个民族的血泪史，是现代知识
分子心灵的苦难史。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民族深厚的
文化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与爱国情操在年轻一代心
中绵延不绝。（评委 人文学院 鲁竹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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