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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纵深
本报记者张建新、雷琨、宋瑞

　　国之上庠，渤海之旁。九河下梢之
地，一座百年学府矗立于此。
　　 2020 年 10 月 2 日，中国第一所现
代大学天津大学迎来了 125 岁生日。筚
路蓝缕，负笈播火。125 年间，天津大学
见证着中国高等教育的艰辛起步和凤凰
涅槃。
　　天津大学校长金东寒说：“天津大学
在跨越三个世纪的历程中，上下求索、作
育人才。回望百余年风雨历程，在各个
历史时期，天津大学始终将自身发展同
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天大的办学
历史就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缩
影，任岁月涤荡，‘兴学强国’的初心始终
不变。”
　　如今，天津大学用实干绘制蓝图，突
破“卡脖子”的科技壁垒，在科教强国中
勇担重担，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引领
未来。

  炮火中诞生，开启中国高等

教育先河

　　 1894年，甲午年，中日海战，黄海上
的隆隆炮声和战败的屈辱震醒了中华
睡狮。
　　救亡强国，清朝光绪皇帝发出《强国
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图自强而弭
祸患”，开始变法维新。
　　为响应光绪皇帝的诏旨，时任天津海
关道的盛宣怀草拟了兴办新式大学的奏
折，提出了“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
学”，“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
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的主张。
　　 1895 年 10 月 2 日，光绪皇帝朱批
立案，北洋大学堂诞生，开启中国高等教
育之先河。
　　西学为用。盛宣怀仿照哈佛大学的
办学模式，在北洋大学堂设立全新综合
型课程，选聘大批外籍教师，采用西方大
学的方式方法进行教学，培养强国亟需
的人才。
　　新的教育内容、新的培养方式、新的
价值取向，北洋大学堂开启并引领了中
国现代高等教育，培育、播撒着“兴学强

国”的火种，求索中华图强之路。
　　 1900 年，北洋学子王宠惠获得了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后来成为蜚
声国内外的法学名家。华盛顿会议上，王宠惠先后提出“废除在华领事
裁判案”“废除二十一条案”“废除势力范围案”，维护国家主权。1943 年
开罗会议，王宠惠在拟定开罗宣言过程中，与英方发生激烈辩论，为维护
中国权益及奠定远东格局发挥了关键作用，促成会议公报明确规定“满
洲、台湾、澎湖当然归还中国”，为战后中国顺利收回被占国土确立了国
际法依据。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学为保存高等教育的火种纷纷西迁。时任
校长李书田带领北洋大学师生迁至陕西，北洋大学成为西北联大的主
要组成部分。在颠沛流离的烽火岁月中，北洋学子仍潜心苦读，夜里数
百支蜡烛的烛光闪耀不熄，成就了校史中“七星灯火”的一段佳话。

不从纸上逞空谈，实地把中华改造

　　“悠长称历史，建设为同胞，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
这首创作于 1935年的天津大学校歌不仅被代代“天大人”传唱，更成为
“天大人”的做事格言和矢志不渝的追求。
　　革命先驱张太雷、“两弹一星”功臣吴自良、桥梁专家茅以升、化工
专家侯德榜……一代又一代“天大人”将满腔热忱和毕生精力投入到国
家建设当中。
　　“兴学强国”成为每一代天津大学学子与生俱来的使命。
　　 1951 年，18 岁的贺焕然考入天津大学机电系学习。毕业多年后，
他将珍藏几十年的一份厚厚的毕业设计手稿捐赠给天津大学校史馆。
这份图纸和设计内容的手稿是在老校长史绍熙的指导下完成的。
　　贺焕然仍清楚地记得毕业答辩时史校长对自己的提问：“你认为现
在内燃机发展的主力应集中在哪些类型的车上？”贺焕然说：“当时我的
回答是轿车，可是史校长指正了我，他说，‘祖国正处在建设时期，我们
更应该发展运输车’。”
　　“史校长的一番话让我常常谨记国家对自己的培养，时时砥砺自己
要努力学习回馈社会。我想，这就是‘天大精神’。”贺焕然说。
　　走进新时代，天大人正用爱国奋斗书写使命担当。10619 米，在马
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由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和天津
大学共同研发的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2 台万米级“海燕-X”水下滑
翔机再次刷新了此前由它自己保持的水下滑翔机下潜深度的世界纪录。

　　连续工作时间最长、测量剖面最多、续航里程最远……创造众多
“第一”的“海燕”，是服务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具体行动。
　　令人感慨的是，“海燕”研制成功，是团队成员们坚持坐了十几年“冷
板凳”的心血结晶。聚焦国家战略需求，“海燕”义无反顾地“向深海飞翔”。

守正创新，叩问未来

　　“这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也必将是一个创新者辈出的时代，今
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求和呼唤创新。”在 2020 年秋季入
学典礼上，金东寒为数千名新生讲授开学第一课。
　　星辰大海、生物医药的科技前沿较量中总能看到“天大人”的身影。

　　在天津大学一间实验室，布满 108个字符和符号的屏幕上，同样闪
烁着智能创新之光。这款自主研发的脑-机交互芯片“脑语者”，可通
过“意念”实现全世界最大指令集的“隔空打字”。
　　“‘脑语者’适用于特种医学、康复医学等智能应用领域，将使人类拥
有‘第三只手’。”天津大学医学工程与转化医学研究院副教授许敏鹏说。
　　 2020 年 6 月 23 日，随着第 55 颗北斗卫星发射任务 01 号指挥员
尹相原铿锵的口令，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托举着北斗三号“收官之星”
飞向预定轨道，探索浩瀚宇宙。
　　 2007 年，尹相原从天津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毕业，怀揣航天
报国的理想来到祖国西南腹地的大凉山。工作至今，他历任总体装配
系统指挥员、推进剂利用系统指挥员、低温动力系统指挥员及“01 号”
指挥员，参与了包括“嫦娥”“北斗”等重大工程的火箭发射任务。
　　“能与‘北斗’共成长，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幸运的，能在这个伟大的
时代参与到这个伟大的事业中，付出再多汗水也是值得的。”尹相原说。
　　 2016 年，随着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天宫二
号”的成功发射，由天津大学神经工程团队负责设计研发的在轨脑-机
交互及脑力负荷、视功能等神经工效测试系统也一同进入太空，开启首
次太空脑-机交互实验。
　　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的藤蔓上，天津大学自
主创新不断开花结果。
　　天津大学新校区中轴线上有一座“三问桥”，老校长张含英提笔写
下的著名“三问”———“懂么？会么？敢吗？”，提醒着后来一代代“天大
人”，求知无止境。
　　 4 公斤 DNA 能装下全世界数据吗，脑-机交互能否跑赢马斯克，
工厂废气、汽车尾气是否有望成为未来的动力源…… 9月 28日，“天津
大学 125个科学问题发布启动会”召开并发布了生命健康、环境科学与
治理、能源材料、智能智慧、制造建造等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
　　“进入新时代，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
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天津
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说，国家的需要、人民的期待，就是天津大学努力
的方向和动力———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既是目标，也是任
务；既是责任，也是担当。

守
正
创
新 

爱
国
奉
献

天
津
大
学
一
百
二
十
五
年﹃

兴
学
强
国
路
﹄

新华社记者曹智、梅世雄、张非非、孙仁斌

　　仲秋时节，辽宁丹东。英华山静默无
言，鸭绿江浩荡奔流。
　　黑色大理石墙体上镌刻着毛泽东主席
手书的 8个鎏金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沿山脚拾级而上，穿过象征中国人民志愿
军凯旋的汉白玉牌楼，高 5 3 米、寓意
1953 年朝鲜战争停战实现的抗美援朝纪
念塔直插云霄……
　　 9月 19日，抗美援朝纪念馆经过整修
后重新开放。社会各界人士来到这座全面
反映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历史的
专题纪念馆，追思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
平，开创未来。
　　走进这里，宛若走进一条时光隧道，带
领人们拨开撼人心魄的历史烽烟，重回炮
火连天的朝鲜战场，感受 70年前那气壮山
河的英雄史诗。

  使命在召唤：当年，我们从这里

跨过鸭绿江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纪
念馆内，灯光柔和，战歌铿锵。
　　两个黑色钢炉，相对着倒出红色铁水。
墙壁上，图像表明 1950年中美两国实力对
比：美国钢产量 8772 万吨，中国 60.60 万
吨；美国工农业总产值 2848 亿美元，中国
只有 574亿元人民币……
　　无论从哪个方面比，百废待兴的新中
国也只是美国一个零头，当年，我们为什么
要打这场仗？
　　 1950 年 6 月，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
杜鲁门政府悍然派兵进行武装干涉，以美
国为首的由 16 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
全面投入战争，美第 7 舰队侵入中国台湾
海峡，不顾中国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出
动飞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城市和乡村，把
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
　　悲伤的民众、毁弃的房屋、弥漫的硝
烟、冰冷的数字……记录着、控诉着美军的
暴行：
　　——— 1950 年 8 月 27 日 10 时 5 分，4
架美国军机侵入辽东省临江县（今吉林省
临江市），对县城及附近车站侵犯扫射，击
毁机车；
　　——— 同日 16 时 40 分，2 架美国军机
侵入安东机场，通过机枪扫射，打死 3名工
人，打伤 19人；
　　——— 8 月 29 日 17 时 45 分，4 架美国
军机侵入安东市（今丹东市）境内，盘旋侦
察后向民船射击，打死渔夫 4 人，打伤 7
人……
　　“这是美军轰炸机轰炸丹东市的景
象，”讲解员高真真指着一组黑白照片说，
“我爷爷当时 18 岁，在丹东市三马路的商
铺做学徒，他侥幸躲过飞机轰炸。他回忆
说，当时地下被炸出一个很深的大坑，鲜血
把坑里的积水都染红了。”
　　面对美国侵略，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
的请求，为维护正义，保卫中国领土安全，
捍卫和平，中共中央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被迫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1950年 10月 19日，彭德怀司令员率
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
战场。
　　——— 过江，为了保家卫国。“当天晚上，
大部队踏上鸭绿江大桥，不少人一边走一边

回头看，我问我的战友王哲厚，你老回头看
啥？”95岁的志愿军老战士王凤和回忆说。
　　“王哲厚说，祖国的大好河山，我还没
看够啊。”王凤和宽慰他，“就是为保家卫
国，咱才出国作战，等仗打赢了，回来坐着
火车看，坐着飞机看，看个够！”
　　——— 过江，为了反抗侵略。雄壮的歌
声回荡耳边，89 岁的志愿军 40 军 118 师
354 团战士程龙江目光炯炯，仿佛又回到
那金戈铁马的年代：“救朝鲜就是救中国！
新中国刚成立，谁来侵略都不成！”
　　——— 过江，为了维护和平。“805 步，鸭
绿江桥十几分钟就过去了。”90岁的志愿军
老战士程茂友对当年过江的情景记忆犹
新。入朝当天，他在随身日记本里写下这样
一段话：“亲爱的祖国，为了你的安全和朝
鲜人民不受灾难，为亚洲及世界的和平，我
们暂时和你告别了。亲爱的祖国，再会吧！”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
　　 70 年过去了，鸭绿江依然烟波浩渺，
丹东三马路如今已是繁华的商业区；王哲
厚最终没有回来，第二次战役中，他牺牲在
朝鲜战场；被美军炸断的鸭绿江大桥仍留
在江心，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历史。

血染金达莱：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纪念馆内，一处落地玻璃橱窗里展出
的中美两军装备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墙上
一边挂着美军现代化的武器、制作精良的
皮靴、大衣、手表、指南针等用品，另一边则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国造”的枪支、单薄
的军装、黄胶鞋……
　　墙上一张“志愿军一个军（员额约 5 万
人）与美军一个师（员额约 1.7 万— 2.5 万
人）重型装备对比”图则更为直观地显示了
双方装备的差距：
　　美军各种坦克 149辆，装甲车 35辆，榴
弹炮 72门，高射炮 64门，联络飞机 22架；
　　我军这些装备后面标注的数字均是：0。
　　无论从哪个方面比，交战双方武器装
备水平相差都如此悬殊，我们为什么能打
赢这场仗？
　　答案，在被鲜血染红的金达莱花里，在
从战场凯旋的老兵记忆里，在共和国历经
70余载风雨而愈发灿烂辉煌的史册里。
　　——— 和平之师必胜。山风呼啸，雪花
飞舞。山坡上，志愿军战士们架着步枪，匍
匐在雪地里，保持着战斗姿态，身上落满积
雪。纪念馆里，还原了长津湖战役的场景。
　　“气温大约有零下 40 摄氏度，很多战
士为避免被敌人发现，趴在雪地里被冻
死。”亲历了这场战役的 91 岁志愿军老战
士常宗信眼含热泪回忆说。
　　长津湖战役扭转了东线战局，保障了
西线志愿军作战部队的侧后安全。曾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功显赫的美军“北极熊
团”全军覆灭，团长被击毙，团旗被缴获。
　　“咱们装备是没敌人好，但当时大家都
有一个信念：守住阵地才能保卫祖国，把敌
人打跑了，咱们才能有太平日子过！”70 年
后的今天，常宗信语气坚定地说道。
　　——— 正义之师必胜。“英勇前进，将红
旗插到解放的阵地上。”一面褪色的军旗
（复制品）摆放在展柜里。1952 年 11 月，
志愿军战士将这面旗插上了上甘岭主峰。
志愿军与强敌浴血奋战 43 个昼夜，这面
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战旗上，留下了 381 个
弹孔，始终屹立不倒。
　　“这是上甘岭上被炮弹炸得粉碎的岩石
和弹片，战役中，敌人向这块不足 4平方公
里的高地发射炮弹 190 多万发，炸弹 5000
余枚，把山头削低了 2米，翻起了 1米多厚
的碎石。”纪念馆文物保管科科长齐红说。

　　“为了世界革命，为了战斗的胜利，我
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牺牲前，邱少云在
入党申请书中这样写道。
　　把邱少云遗体抬下战场的志愿军老战
士韩远泉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老泪纵横：
“邱少云遗体下面，是四条长、宽约 15 厘
米，深约 3 厘米的土槽。这四条土槽是邱
少云在全身着火后，在冻土上手抓脚蹬所
留下的。他的鞋子被烧没了，衣服和身体
被烧得糊在一起。”
　　邱少云、黄继光、孙占元……壮烈牺牲
的英雄们和这场举世闻名的战役一同，被
人们永远铭记。烈士们的鲜血，也向我们
讲明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人民志愿
军的力量源泉及其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是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的正义性。
　　——— 人民之师必胜。“抗美援朝运动
馆”中，一张“香玉剧社”号米格— 15 飞机
的展板格外引人注目。战争打响后，28 岁
的豫剧演员常香玉决定义演筹钱捐赠一架
战斗机。半年时间里，她带领香玉剧社走
过大半个中国，靠义演捐款兑现诺言。
　　参军、参战、支前、捐款捐物、为志愿军
炒面、给将士们写信、慰问演出……声势浩
大的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有力支援了一
线作战，也促进了国内各方面工作的开展。
　　炮火把天空映成了红色，一群志愿军战士
顶着枪林弹雨，抢修铁路，抢运物资……纪念
馆内一组雕塑再现了当年活跃在朝鲜战场上
的“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的场景。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897 部队火车副
司机关云庆常年奋战在运送军火和物资
的运输线上，对此感触颇深：“白天进山洞
躲避，晚上罩上防空帘运输，我们运送的
不仅是军需物资，更是战争胜利的希望。”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两水洞、云山城、
清川江、长津湖、上甘岭……一场场惊心动
魄的战斗，成千上万的志愿军战士把对党
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对家乡和亲人的深
深眷恋，刻写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深刻证
明了并将继续证明着：一个觉醒了的，敢于
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
族是不可战胜的。

回望与远眺：耄耋老兵的百年家国梦

　　 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鲜停战协定》
在板门店签订。
　　“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
志愿军先后入朝参战的部队共计 290万余
人次，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共毙
伤俘敌 71 万余人，志愿军自身伤亡 36 万
余人……”
　　纪念馆尾厅的墙壁上，这组数据记录了
历史。当年，这场战争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 这场战争，为我们留下了和平的发
展环境。战争结束后，彭德怀感慨地说：“帝
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张恺
新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场战争，
保卫了新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的安全，重新树立起中国的大国尊严，也为世
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 这场战争，为我们留下了一支能打
硬仗的“钢铁长城”。“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位
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司令
官……”“联合国军”第三任总司令马克·克
拉克上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留下了这样一
段话。
　　抗美援朝军史专家、军事科学院研究
员齐德学说：“这场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
威和人民军队的军威，创造了以弱胜强的
范例，也锤炼锻造出一支经过严酷战争洗

礼的人民军队。有了这支能打硬仗、敢于
胜利的‘钢铁长城’，中国便不会惧怕任何
人任何势力的挑衅！”
　　——— 这场战争，为我们留下了伟大的
抗美援朝精神。纪念馆墙上，红色大字书
写的抗美援朝精神格外醒目：祖国和人民
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
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
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
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
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
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自 1993 年新馆开馆以来，前来参观
学习的各界群众超过 1200 余万人次，很
多人被志愿军的精神所感动。抗美援朝
精神感召和鼓舞着我们，克服前进路上的
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抗美援朝纪念馆馆长刘静媛说。
　　铁马秋风远去，壮士雄心未已。
　　 1950 年至 1953 年，英勇的志愿军战
士过江杀敌，今天，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
之奋战的祖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
本世纪中叶，他们御敌寇、抗外辱为之捍
卫的祖国，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抚今追昔，老战士们心潮澎湃。
　　——— 抗美援朝精神，激励着我们为建
设强大国防不懈奋斗。“只有祖国强大了，
别人才不敢随便欺负咱。我希望，未来咱
们的国防更强大，军队更强大，保卫好国
家和人民。”生于 1931 年的志愿军老战士
王竭说出对未来的期待。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安享和平是人
民之福，保卫和平是人民军队之责。今
天，人民军队正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为实
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
一流军队不懈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战略支撑。
　　——— 抗美援朝精神，激励着我们为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懈奋斗。曾两
度参加国庆观礼的志愿军老战士常宗信
感慨地说：“马上就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了，我为国家繁荣昌盛感到骄傲，到本世
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也要实现，我们
这一代人可能看不到了，希望年轻人拿好
接力棒，把中国建设得更富强。”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有过
撼天动地的壮举，有着排除万难的精神，
中国，正步履铿锵地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
　　——— 抗美援朝精神，激励着我们珍爱
和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奋斗。
所在连队原有约 200 人、活下来的只剩 18
人，志愿军老战士赵继胜更知道和平的宝
贵：“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需
要珍惜和保护好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我
希望未来的世界，不再有战争。”
　　鉴往知来。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
发展权利不容侵犯，中国人民同其他国家
人民的交流合作不容破坏，人类和平与发
展的崇高事业不容破坏！只有各国人民
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能让和
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虎山长城巍峨伫立，锦绣江天秀丽如
昔。70 年弹指一挥间，任岁月流转，记忆
铭心刻骨，追思从未远离，那些为了祖国、
正义与和平捐躯赴国难的英雄们，始终激
励着亿万中华儿女，齐心团结紧，筑起新长
城，守卫好壮丽河山，建设好幸福家园！
  （参与采写：丁非白、于也童、吴子钰、
刘一诺）   新华社沈阳 10 月 4 日电

祖 国·正 义·和 平
抗 美 援 朝 纪 念 馆 巡 礼

  （上接 1 版）乐山市金口河区胜利村党
支部书记王勇说，这个村在悬崖上已有
300 多年。之前，空有青花椒、老鹰茶等特
产，却无路运出，山民挨饿受穷。后来有了
铁路，特产搭上火车基本不花运费，人们自
发向火车站附近搬迁。党委政府顺势整村
搬迁下山 。“现在我们摘掉了贫困村的帽
子，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成昆铁路自己也在变。在四川省凉山

彝族自治州喜德县冕山镇外，新成昆铁路
小相岭隧道和老成昆铁路两两对望。中铁
隧道局小相岭隧道项目“90后”调度主任郑
冬冬抹着汗说：“我爷爷修过老成昆铁路最
长的沙马拉达隧道，我们即将建成新成昆
铁路最长的小相岭隧道，全长 21.775 公
里！”
　　新成昆铁路是新建的一条铁路，与老
成昆铁路大致平行，全长 850公里，设计时

速 160公里。目前，昆明经攀枝花至米易段
已通车，峨眉至米易段正在加紧建设。
　　 27 岁的 D789 次列车车长赵丹玉觉
得昆明到攀枝花已经变得很近。她所值乘
的复兴号动车“绿巨人”只需两个多小时
就能抵达。而过去绿皮车需要开行 7 个多
小时。“过去为了爬坡不得不绕大回环，人
走路都能超过列车，现在截弯取直特别
快。”

　　在被誉为“火车拖来的集镇”云南省禄
丰县广通镇和“金沙江边的菜篮子”云南省
元谋县等地，新成昆铁路带来了新机遇。
　　元谋县副县长张荣说，当地几十万吨
蔬菜瓜果靠火车外送，新成昆铁路全线建
成后客货分开，进一步加强沿线的客货运
能力，高铁网北接我国西北和中原，南接
东南亚，昔日西南边陲将迈向更广阔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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