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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一切源于热爱渊一冤
人物简介:
蒋平，男，教授，
博士生导师，汉族，生于 1945 年 8 月，196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1979 年 6 月到我校任教。1983～1985 年在英
国 Liverpool 大学进修，1990～1991 年和 2003～2004 年应邀在 Liverpool 大学冲击研究中心从事合作研究，
2000 年和 2007 年分别应邀到美国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进行学术交流。首届校教学名师，
1997 年度全国优秀力学教师，
主要从事工程力学、
冲击动力学和断裂力学领
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八五”以来主持和承担各类科研、教改项目 10 余项，
获中石油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1 次，
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1 次。在国内
外核心刊物和国际会议发表论文 30 余篇，出版“十五”
和“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各 1 部，
译著 1 部。曾任四川省力学学会和四川省工程爆破协会常
务理事。

因为喜欢做教师袁所以最终来到了学校
很高兴接受校史馆的采访遥 我是半路出家袁
1979 年才到学校袁来了以后一直在学校机电院力
学教研室工作袁直到退休遥 工作了 30 多年袁对学校
有很深的感情遥
一位北大的毕业生怎么会到我们学校来任
教钥 这个疑问不是只有你们提出来袁我来校后经常
有学生和老师问我这个问题遥 这主要是由当时的
历史背景造成的遥 我是野文革冶期间毕业的袁当时开
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袁定了性袁野文革冶以前是资产
阶级教育路线占统治地位袁 教出来的学生都是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袁所以这些人必须接受工人尧贫下
中农和解放军的再教育遥 当时的毕业分配方案就
是依据这个精神来制定的袁 一般都没有按照学校
的培养目标来进行分配袁大部分都要送到基层去袁
这在当时是普遍的现象遥 现在的人很不理解怎么
会有这种事情袁 但我们国家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这
种事情遥 不管是不是北大清华袁都是一样袁而且越
是重点大学分配的单位越差遥为什么呢钥譬如说石
油部门的部属院校袁大部分学生分到石油部门尧油
田曰北大清华这类教育部直属的院校袁没有对应的
企业袁所以他们的分配比部属院校还要差遥 比如说

河北省要的 5 万名大学生袁很多都是北大尧清华尧
北师大毕业的袁一半下生产队当农民袁一半到社队
小厂当工人袁几年后才有所调整遥 当时河北省隆化
县的一个中学里去了 20 多个北大清华毕业的学
生袁这就是当时的历史情况遥 就我个人而言袁在我
们那届毕业生中我算是分配得比较好的袁 因为陕
西汽车制造厂是生产军用卡车的三线厂袁 算是个
部属大厂遥 当然去之前我还是到部队农场接受了
再教育袁种了一年多水稻遥 我有个同学分到遂宁袁
是学力学的袁工厂不好安排袁因为懂点电袁就当了
电工曰还有个分到中江县的同学袁当了长途汽车司
机袁文革后考上了钱伟长的博士遥 总之那时有很多
匪夷所思的事情袁是扭曲的遥 我在工厂里袁不算太
差遥 开始几年在车间劳动袁后来恢复技术科尧设计
科袁我就到设计科工作袁我是学理科的袁就自学了
叶机械原理曳尧叶机械零件曳尧叶金属热处理曳等袁这些
都是工厂工程师需要的遥 我自学起来比较容易袁掌
握起来也比较快袁就到工厂车间当技术员袁负责非
标设备制造袁搞实验袁自己制造科研设备和一些测
量仪器袁自己设计自己画图袁加工装配出来遥
当时设计科的领导比较重视我袁 为什么我还
是调走了呢钥 主要因为当年我考北大就是冲着以
后搞教学尧 搞科研去的曰 另外我的家庭是教师世

家袁从小对教师这个职业很羡慕很尊重袁觉得教师
这个职业很好遥 所以野文革冶以后纠正错误袁允许调
动袁我就希望能回到高校遥 我本身愿意并喜欢从事
这个职业袁所以来到了我们学校遥 那以后袁由于搞
科研和绵阳的核九院联系比较多袁 他们找过我几
次袁 很想把我调到九院去遥 虽然九院也可以搞科
研袁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在学校搞教学袁所以最终我
也没有去袁一直干到退休遥 一开始没有能够到学校
是因为历史背景袁 后来到了学校是因为自己对教
师这个职业的热爱袁 愿意把它作为自己终身从事
的职业遥
虽然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我们很长时间袁 大约
10 年袁我们那届毕业生在最应该出成绩的年龄出
成绩的很少袁这说明政策是错误的袁也耽误了我们
的青春袁 但是也不能说到工厂工作那么多年一点
好处都没有遥 到工厂设计科工作后袁我知道一位工
程师需要哪些知识尧素质尧能力遥 到了我们学校袁培
养的学生今后主要就是工程师袁 我对怎样培养他
们比较明确袁我知道培养的学生今后会干什么袁他
们需要什么袁 这样我就会在今后的教学中有的放
矢遥工厂的工作对我搞科研也有好处遥开始他们不
了解一个北大的学生怎么对工科挺了解袁 因为我
在工厂干了 10 年遥 我搞科研很重视实验袁很多创
新都是实践出来的袁 这对我的教学和科研是很有
好处的遥 但你不能说那个时候的政策就好袁总的来
说还是错误的袁 耽误了我和我的同学为国家做出
更多的贡献袁这是历史的教训遥

热爱就舍得投入
因为喜欢教师这个职业袁 就会把全部精力投
入进去袁能坚持很多年袁这是主要原因遥 如果你对
从事的工作不喜欢尧没兴趣袁就不可能做好遥 第二

个原因袁 得益于北大对我的教育遥 北大的文化传
统尧学术环境以及北大的老师袁对我的影响很大遥
譬如说袁 当年给我们上课的很多老师都是骨干教
师遥 教我们高等代数的丁石孙老师袁后来当了北大
校长尧中国民盟主席袁他的教学非常严谨尧认真袁水
平很高袁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给我们上高等代数袁铃
声一响就开始讲课袁没有讲稿袁没有教案袁什么都
不带袁最后一句讲完袁下课铃就响了袁并且每一堂
课都这样遥 教我们微积分的老师袁原本我们用的教
材是苏联的比较权威的教材袁但他不按教材讲袁自
己用另外一种方法推袁虽然推到一半推不下去了袁
但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对我们的影响很大遥 北大
的教育告诉我袁治学要严谨袁教学工作要认真袁要
舍得下功夫袁精益求精遥 第三个原因袁是机械系和
教研室教师的大力支持遥 最后袁得益于我的夫人的
全力支持遥 我精力全部投入到教学教改中袁 家务
事尧管小孩等所有事她都承担了下来遥 我记得编写
第一套教材时袁那些手稿我写得很潦草袁她全部帮
我誊抄下来遥 那时编教材不像现在可以用计算机
复制剪切粘贴袁只能用笔在稿纸上写下来袁工作量
很大袁没有她的支持就不行遥 我经常在英文刊物上
发表文章袁需要输入英文袁她为此专门学了英文盲
打遥
由于受这些影响袁 所以我舍得下功夫遥 我
1979 年到学校袁那时学校规模比较小袁学生大概
四千多人袁教研室老师比较多袁教师的工作环境比
较好袁进校以后先安排辅导遥 工科院校力学教研室
的主要课程是叶材料力学曳和叶理论力学曳遥 我就把
当时国内最权威的哈工大的叶理论力学曳的习题集
约 1000 多道题全做一遍袁叶材料力学曳我就选了清
华大学的习题集袁700 多道题全做一遍袁就像学生
做作业一样遥 要当老师袁要给学生讲题尧批改作业尧

辅导袁自己不清楚怎么行钥 这是基本功遥 我们教研
室就是这样要求的袁 后来也是要求新来的教师做
足基本功遥
另外袁1983 年到 1985 年袁 我第一次到英国做
访问学者两年袁主要做课题研究袁但是我还花了很
多时间去听利物浦大学本科的叶工程力学曳的全部
课程袁每堂课记笔记尧收集每堂课布置的作业单尧
历年的考卷及课表遥 当时并没有人给我这个任务袁
学校没要求袁教育部也没有要求袁但我就愿意干这
样的事遥 不为什么目的袁只是好奇为什么人家跟国
内不一样袁想去完整地了解袁一切源于热爱遥 这事
很费时间袁因为有时搞课题某堂课去不了袁我在那
两年中袁哪次课没听到就记下来袁下期再开这个课
的时候袁我就把这个课补上遥 所以袁我完整地听了
这个课程遥 我发现这门课程和国内的差别很大遥 我
想知道中外力学教育有什么不同袁 他们的教学体
系尧教材尧方法到底跟我们国内有什么差别遥 我做
了完整的笔记袁 这对我今后从事教改是一个很好
的积累遥 但我当时做这事只是为了了解中外的教
育遥 我系统地完整地听了这门课程袁 它的教学内
容尧教学大纲是什么样的袁老师是怎样讲的遥 我的
导师和合作者 Jones 教授是系主任袁 是有名的教
授袁每年都要给本科一年级的学生上课遥 这为我
今后的教改打下了基础遥 有这基础就眼界高袁视野
宽袁吸收国外经验跟国内结合起来遥
访谈人：
陈建
文字整理：
肖玉
文稿撰写：
陈建
文稿审核：
姚明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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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毕业季袁又想起那时
的我们袁用高中三年憧憬大学四
年袁如今却要用大学四年怀念高
中三年袁最终我们用一生怀念那
一段最美的时光袁因为经历那三
年是一种幸福遥 或许未来的某
天袁你会回想起袁那些年的高中袁
我们也是这样经历的遥
机
我们的高中袁习惯了早上六
电
点多起床袁 习惯了不到七点上
院
学袁习惯了打了铃才匆匆跑进教
室袁 习惯了把书堆的高高的袁然
级
后假装低头看书袁却在头放在书
过
上的一刹那安然睡去遥
程
装
我们的高中袁喜欢在桌上写
备
满自己的青春誓言袁喜欢在墙上
及
控
写下自己的无奈袁喜欢在吃饭的
制
时间里去操场投两把篮球袁喜欢
工
在楼道和自己喜欢的她来个刻
程
专
意的不期而遇袁喜欢一群朋友在
业
一起起哄袁 来发泄青春的无奈遥
蒲
我们的高中袁 害怕每一次的考
海
试袁却又期待每一次考试袁害怕
峰
成绩的宣布袁却又期待着成绩的
宣布袁心想下次考试如果再不进
步袁我就不再努力了遥 可不管自
己进步退步袁努力的汗水却从来
没有停止流过遥
也许你会想起三年的点点
滴滴袁 一路走来又有太多的不
舍遥 那些年里袁沈佳宜错过了柯
景腾曰致青春里袁郑薇错过了陈
孝正曰最好的我们袁路星河错过了耿耿曰同桌的你里袁周小栀错过
了林一曰匆匆那年里袁乔燃错过了方茴遥 那时候我们都喜欢说终
于袁就像终于考完了袁终于放假了袁终于毕业了袁仿佛任何告别都
是一种洒脱袁最后我们才发现袁那些自以为是的如释重负袁才是
最值得怀念的遥 当数学回到实数袁 化学回到过滤袁 英语回到
How are you袁语文回到童趣袁历史回到夏商周袁生物回到细胞袁
物理回到速度袁 一切都回到最初的起点袁 记忆里还是你青涩的
脸袁但我们最后得到的远远不同于我们最初的设想遥那些年沈佳
宜嫁的不是她最爱的柯景腾袁郑薇也没有和陈孝正在一起袁耿耿
终究是选择了余淮袁周小栀说我愿意时袁身边站的也不是林一袁
乔燃和方茴最后也分开了袁而我们能做的就只是珍惜时间袁珍惜
眼前遥青春是用来怀念的袁当你怀揣它时袁也许不痛不痒袁直到耗
尽才能明白它真正的意义遥老地方依旧安然无恙袁老场景依旧人
来人往袁只愿记忆里的你们都是原来最好的模样遥
也许你会借着毕业的理由抱一下自己喜欢的人袁 也许你在
感叹三年好短袁短到还没来得及好好认识了解就要分开袁你总说
毕业遥遥无期袁转眼就各奔东西遥 考完兴奋了一秒袁却要怀念一
世遥 三年不能重来袁高三也不能重来袁我们都是在快毕业的时候
才爱上学校袁我们都是在快结束时才想要好好开始袁我们都以为
长大以后就能真正的永远相伴袁于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拼命成长袁
但是当真的长大时才突然发现袁原来长大只会让我们分离遥记得
在离校的那天给爱你的人一个拥抱袁给好朋友一个微笑袁对不喜
欢的人也要笑脸相迎袁因为有些人一分离就是一辈子遥但生命滚
滚前行不为任何人停留袁有方向袁在路上袁逐梦路上你最棒遥
愿青春不只是遇见袁 愿六月可以善待你袁 愿你可以创造奇
迹遥

摄影 杨援超

摄影 张志

摄影 计星亦

摄影 王如菲

我们的流金岁月
就这样挥挥手离开
告别了校园里的一草一木
吻过清风、
花瓣和柳枝
就这样轻声道别离
最后一次坐在教室
最后一次抬头望向黑板
最后一次嬉笑在石大的每个角落

一幕幕的场景就像一张张绚烂的剪贴画
串连成一部即将谢幕的电影
播放着我们的快乐和忧伤
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和过往
也见证着我们的友谊和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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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李源潮
四年时光，恍若瞬间
天涯海角，情谊难忘
愿你们就此启航
迈向那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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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也同时从校园离开
收藏进内心的匣子
那是我们的流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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