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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纵深

新华社西安 1 月 8 日电(记者许祖华、姚友明、陈晨)自从
1956 年交通大学主体部分西迁以来，一代代西安交大人怀揣着
“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在曾经
一片荒凉的黄土地上甘于寂寞、乐于奉献，用激情、热血和青春
芳华，铸就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战略布局调整的成功范例。

北风吹过曾在申城沐浴过春光的梧桐，瑞雪伴着雁塔晨钟
落在兴庆湖畔。日前，新华社记者走进西安交通大学校园，拾阶
而上，寻踪问贤。交大人锐意进取、勇担使命的壮丽报国画卷，从
脚下这片黄土地上缓缓地铺陈开来。

“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工业建设方兴未艾，开
发和建设大西北成为国家的战略需求。1956 年盛夏的一天，上
海徐家汇火车站，1000 多名交大师生背负行囊，心潮澎湃地与
送行的人群道别。“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乘车证上清晰的
一行字，承载着一代人建设新中国的壮志豪情。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快 20 岁了，通过对比、鉴别，我们都认
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人民政府是信得过的，我早已把人生都
托付给党。”迁校时担任材料力学教研室教师的陈瀚教授说，“党
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越是艰苦的地方，我们就越要
去！”

当时已年过花甲的“中国电机之父”钟兆琳，不顾领导提出的
留在上海照顾家庭的关照，只身一人踏上了首批迁陕的专列。我
国热工先驱陈大燮携夫人一同西迁，他在西安新校慷慨激昂地
说：“我首先要为西安的学生上好课。”青年教授陈学俊，携妻带子
全家离沪西迁，把位于上海繁华地段的房产交公，一走就是一辈
子。

西迁前，学生张进喜发表在校刊上的一首题为《到西北去》
的诗歌，体现了那个年代交大莘莘学子的报国热情。“西北的人
们朝夕盼望，西安的伙伴已伸出了友谊的手，我的心啊，你插上
翅膀吧，刷刷地掠过滚滚的长江，飞到西北的黄土高原，告诉那
里的人们，我们就要来到。”

84 岁高龄的西安交大退休教师胡奈赛说，当年西迁的专
列上，师生们情绪饱满，嘴里不时哼唱着欢快的歌。那时大家都
觉得，未来生活充满阳光。

“大树西迁”，相关仪器设备的拆卸和装箱搬运是个浩大的
工程，据统计，前后共计有 200 多节火车车厢的物资从上海运
往西安，因为后勤人员工作认真负责，所以如此大的工作量下
所运物件竟无一损伤，甚至连职工托运的筷子都没丢一根。考
虑到陕沪两地当时悬殊的生活条件，上海方面还要求理发店、
印刷厂等后勤部门一起跟着学校西迁。

为保证交大 1956 年秋能在西安顺利开学，2500 名参加施
工的工人过春节也仅仅休息了 3 天，最终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完
成了 11 万平方米的新建校舍施工任务。“当年放弃个人生活优
厚待遇的教授和先生们是英雄，为交大迁校默默奉献的建设者
们更是英雄。”迁校时正值青春年华的卢烈英教授说。

卢烈英介绍，西安市政府当年为照顾南方师生饮食习惯，
在物质匮乏的年月保证向学校供给大米，如今回想起这段往
事，依旧让人动容。“还有次我到西安东郊一家商店买东西，店员
听说我是交大老师，就像接待外宾一样。”他说。

自强不息，逆境中锤炼创新原动力

迁校初期，百业待兴。“道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明”，野
兔地上跑，半夜甚至能听到狼嚎。教职工群体没有抱怨和懈怠，
忘我工作、苦干实业，积极迅速投身到新校的建设中去。中国西
北一片广袤而荒凉的原野上，一座科学殿堂逐渐有了模样。

创办工程力学专业的朱城除了吃饭睡觉，将所有精力投入
到新专业的创办与发展上。授课之余，他不仅要与时间赛跑编
写讲义教材《材料力学》，还要抽出时间去北京大学等院校讲课。
在艰苦的环境下长期超负荷工作，让他最终在 38 岁时英年早
逝，成为交大主体西迁后身殉事业的第一人。

几乎同时，计算机专业也在于怡元、郑守淇以及鲍家元等

人的带动下创建起来。鲍家元回忆说，他 1954 年进入交通大学
学习，1957 年就提前毕业，随即被派往素有中国计算机行业“黄
埔军校”之称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第二期培训班学习，其间在北
京还参与了我国第一台计算机的研制工作。

1958 年回到西安后，鲍家元开始在交大的计算机教研室工
作。大家废寝忘食，一面拿着讲义上课，一面还要编写教材。由于
计算机领域发展很快，当时美国甚至苏联都对我国进行技术封
锁，因此半路出家学习计算机专业的鲍家元说：“我们无人依靠，
只能靠拼命，只能靠自己！”

当交大计算机教研室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人自己编写并
最早正式出版的计算机原理教材之一———《电子数字计算机原
理》于 1961 年出版时，大家从教研室“110”的代号中受到启发，
将教材作者定名为“姚林”。

西安交大朴实而严谨的学风，一直被后人看作宝贵的精神
财富。比如已故教授乐兑谦，在其专著《齿轮刀具》中的几百个公
式，据说他几乎都一一推导过，也都用丰富的实例计算校验过。
至今相关工厂有技术人员进厂，这本书还是必读书目。

曾任西安交大焊接研究所主任的戚继皋说，偌大的两层实
验室，走线和仪器装配全部由教职工自己完成，由于条件艰苦，
学生实验的好多仪器都是工作人员临时做出来的。

化工学院教授刘芙蓉介绍道，每天除了紧张的学习生活之
外，迁校后不久来西安交大上学的学生们还要给老图书馆打地
基，并帮助西安兴庆公园挖掘兴庆湖，甚至还去河南三门峡开过
荒、种过地。

西迁后经过 61年的艰苦奋斗，西安交大至今累计为国育才 25
万多人，培养出的 33 名院士中有近一半在西部工作。2017 年 9
月，西安交大入选国家一流大学 A类建设名单，8个学科入选一流
学科建设名单，成为西部地区首屈一指的科教高地。

老骥伏枥，西迁精神薪火相传

刚西迁时，不少交大教师曾担心过两个问题，一是担心原先
交通大学的力量有所削弱和分散，“大树西迁”后无法在西北贫

瘠的土地上“存活”；二是担心学校迁至西安后，生源质量受到影
响，科研攻关人才队伍上难免出现断档。

有西安交大的退休教师说，为增强学校的影响力，从西迁开
始，学校教师每年寒暑假返乡后，很多都要去家乡的高中宣传西
安交大。1956 年，虽然正值迁校和全国首次统招，但前来西安报
到的交大新生还是比 1955 年多了 200人。当时的物理学教授殷
大钧等许多人都认为，从平时的答疑中发现，新生的水平比过去
有所提高。

“我们上一代是救国的一代，这一代是建国的一代，下一代
是强国的一代！”胡奈赛感慨地说。虽然 1994 年就已退休，但她
现在还是每天都到校园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上班，为青年教师
搞好教学和科研出谋划策。“西迁精神需要一代代人去传承、发
扬。”胡奈赛表示。

年逾耄耋的内燃机专业教授丘大谋，最近也打算去几家核
电站看看，“体力活我是帮不上忙了，但我的脑力还能再发挥发
挥余热，再为国家做点贡献”。

1400 名当年从上海迁来的交大教师中，如今只有 300 多人
还健在。其中的大多数逝者都长眠于黄土地下，用他们当年一起
西迁的同事或同学的话说，这一代人是“献完青春献终生，献完
终生献子孙”。

西迁过后 61 年，如今西安交大再度将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
定到西边：在西安以西，西安交大正在建设中国西部科技创新
港，依托陕西省产业优势与西安交大多学科的人才优势，创建一
个西部科技创新示范基地，实现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高新企业孵
化和规模产业核心技术的源头供给。

在中国西部，西安交大 2015 年成立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
协同创新中心，并成为“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的发起主导学校。
通过跨国协同创新攻关为“一带一路”倡议贡献远见卓识和智力
支持，成为学校新的历史使命。

“国家的发展目标就是西安交大的责任担当，把西安交大建成
世界一流大学是党和国家的坚定意志，也是百年交大肩负的历史责
任。西安交大将牢记使命、攻坚克难，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
好服务、做出更大贡献。”西安交大党委书记张迈曾说。

西安交大老教授的“西征旧事”

新华社西安 1 月 8 日电(记者许祖华、陈晨、胡浩、姚友明)
从黄浦江畔到渭水之滨，61 年前，胸怀爱国之志的一群人，坚决
响应党和国家建设大西北的号召，自此扎根黄土地，开启了一个
建设西部科技高地和一流大学的风云甲子。

“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
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西安交通大学史维祥等 15 位老教授
的来信作出重要指示。在 2018 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再
次为西安交大西迁的老教授点赞。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在西安交大师生中引起强
烈反响。回首激昂着爱国深情与奋斗热血的历史画卷，大家表
示，要牢记并传承“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
西迁精神，继续为新时代作出新贡献。

一路向西：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背上行

囊去哪里

新年伊始，西安交大西迁纪念馆。一张半个多世纪前的影印
乘车证，吸引了多位参观者的目光。

“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证件上的字迹依然清晰。
1956 年，正值青春年华的胡奈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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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党中央、国务院从国内外形势和新中国高等教育、工
业建设布局等方面考虑，作出了交通大学迁往西安的决定。从繁
华的沿海都市前往落后的西北内陆，充分了解西迁的意义后，交
大师生义无反顾背起行囊，一路向西。

上世纪 50 年代的西安，发展水平与繁华的上海判若云泥：
学校处在田野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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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车身蒙尘太厚，第一次到
西安的学生走出火车站，甚至认不出近在咫尺的公交车。

“西安气候干燥，刚来时我鼻子出血半年多，吃馒头就像吃
药一样不习惯。”1957 年从浙江绍兴考入西安交大的陶文铨院
士说，由于当时多数师生是南方人，对北方的饮食、气候等很不
适应。

但数以千计的交大人没有退缩。至 1956 年 9 月，包括 815
名教职工、3900 余名学生在内的 6000 多名交大人汇聚古都西

安，经紧锣密鼓建设而成的新校园也从一片麦田中拔地而起。
当时最年轻的教授，能源动力科学家陈学俊将上海的房产

交公，举家西迁，因为“既然去西安扎根，就不要再为房子而有所
牵挂，钱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计较”。

“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背上行囊去哪里！”给习近平总书
记写信的 15 位老教授之一、如今 84 岁高龄的西安交大材料学
院退休教师胡奈赛忆起当年，仍是激情满怀。

薪火相传：让爱国奉献的西迁精神历久弥新

“为了祖国，为了党，决不吝惜自己的一切力量。我们誓用勤
劳而智慧的双手，从祖国的边疆到边疆，自滚滚的黄河到宽阔的
长江，掀起一个震撼世界的建设海洋！”

不少老交大人都熟知，1956 年西迁伊始，一位名叫赵智成
的学生写下的这首诗篇。

61 年斗转星移。始终秉承爱党、爱国、爱人民的高尚情怀，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是一代代交大人不变的底色。西
迁精神在薪火相传中历久弥新。

管晓宏，西安交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2017 年
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 年，公派留学归国的他面对母
校清华大学及多所东部高校伸出的橄榄枝，毅然选择回到当时
生活和科研条件仍较为落后的原单位西安交大，从事系统工程
理论与应用研究。

“我所在的系统工程研究所，领导和老教师大部分都是西迁
来的。胡保生、万百五等老教授严谨、勤奋的治学态度对我影响
很深。”管晓宏说，西迁精神首要是胸怀大局，自己选择回来也是
受老先生们的感染。

著名工程热物理学家陶文铨院士在西安扎根 60 余载，桃李
满天下。令他深感骄傲的是，自己培养的 100 多名硕士、博士生
如今大多数在国内工作，为国家建设建功立业。

西安交大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党委书记何茂刚说，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下海潮和出国潮的冲击下，学院一度只剩下十余
名教师。陶文铨先生践行西迁精神，带领大家一步一个脚印走出
谷底。如今，学院 41 名教师中有 3 名院士，“动力工程及工程热
物理”学科实力居全国前列。

“这两年，学院先后有十余名教师和博士生赴云南施甸、陕
西平利等地挂职扶贫。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永远是学者责无

旁贷的使命。”何茂刚说。

不忘初心：用西迁精神照亮新时代前行之路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交大西迁时，从南方引入、遍植于校园
的各类苗木，如今大多已叶茂参天，见证着学校的发展历程。

西迁 61 年来，西安交大累计为国育才 25 万多人，培养出的
33 名院士中有近一半在西部工作。2017 年 9 月，西安交大入选
国家一流大学 A 类建设名单，8个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西安交大深度融入国家建设发展。
2015 年面向海内外高校发起成立“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拓展
科教人文交流的“朋友圈”。正在建设中的“中国西部科技创新
港”，将在未来打造全新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体系。

如今的西安交大，不仅是重要的人才库、智力库，更是西部
地区位居前列的科教高地。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党的十九大召开，让西安交大的师生们倍感振奋。史维祥等

15 位交大西迁老教授难掩激动，决心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一封
信，汇报他们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体会和学校西迁以来的发
展成绩，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

传承好西迁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新时代作出新的
贡献，是西安交大人共同的决心。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不仅是对交大西迁精神的肯定，也体现
出对全国知识分子的关心关怀，总书记惦记着为党和国家作出
过贡献的人。”陶文铨说，作为知识分子，应当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要求，胸怀大局，以爱国、奋斗为使命，为祖国奉献一生。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为学校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西安
交大校长王树国说，西安交大将永远把党和国家的发展作为奋
斗指南，在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作出交大特有的贡献。

“西迁的历史与精神是老一辈交大人的，更是新一代交大人
的。”西安交大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硕士生陈冰清说，新时代赋
予西迁精神新的内涵，每个交大人都应勇做西迁精神的新传人，
让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根植心中，融于血液，指引前行。

西安交大党委书记张迈曾说，学校将弘扬光荣传统、秉持民
族复兴担当，紧跟时代步伐、当好新传人，明确办学定位、实践新
要求，加快建设“双一流”、实现新目标，全力推进改革发展事业，
不负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期望。

背上行囊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西安交通大学传承与发展西迁精神综述

▲经历 20 世纪 50 年代交大西迁的部分师生行走在西安交大校园内（2015 年 11 月 19 日摄）。 新华社发（王晓凯摄）

新华社郑州 1 月 8 日
电(记者李文哲)白天忙农
活，晚上做什么？到“农民夜
校”听课去。在河南安阳汤
阴县，通过“夜校”学习，村民
们知政策、读村规、话发展。
好的不好的课上讲一讲，乡
风文明了，发展的路也清晰
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风文
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内容。汤阴县充分利用
“夜校”这一形式，在掀起“贯
彻十九大，全民大学习”热
潮的同时，村风正、民风淳、
家风美，文明新风浸润田间
地头。

党群齐心种起

“精神庄稼”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
的是党员干部。走进宜沟镇
向阳庄村，村民家门口悬挂
的“五星村干部家庭”“五星
文明户”等身份牌很是醒目。
“不做点儿啥脸上挂不住。”
向阳庄村党支部书记葛树芹
说。

向阳庄村是移民搬迁
村。近年来，村两委补发展短
板，谋民生之利，铺路 5000
余米实现水泥路户户通、修
水渠 4000 余米完成浇地统
一管理、协调园区企业为村
民提供就业岗位……还建了
便民服务中心、健身广场，小
乡村有了新气象。

“党员代表要向群众做
公开承诺，承诺内容和考评
结果会上村委会公示栏。村
里还新设宣传教育、文化体
育等岗位，让无职党员也上
岗有为。”葛树芹说，党员干
部带头“动”起来，群众振兴
乡村的热情也就高了。

如今，汤阴县各乡镇村
村设有公示栏，好人好事被
写在墙上、记在心中。

汤阴县文明办主任王福
喜表示，培育良好乡风就好
比种“精神庄稼”，党员群众
一点一滴的小事落地生根，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引导浇水
施肥，庄稼才能茁壮成长结
出正能量果实。

移风易俗破陋习扬新风

在任固镇五街村，付少明家“零彩礼”娶新娘一事
让村民津津乐道。

“丈夫家不富裕，盖新房还欠外债，再要十来万元
彩礼咋受得了？”新媳妇臧书佳说，县里倡导移风易俗、
婚事简办，娘家人签过倡议书，开会表过态，就没有要
彩礼了。

为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陈规陋习，任固镇各村先
后设立移风易俗“红白榜”扬新风破陋习，开展新媳
妇进家门“第一课”学孝道话新风等活动，并选出有
威望的干部、老党员，成立红白理事会，商讨制定村
规民约。

以前办喜事讲究“一二三四五”：一个孩子、两层
楼、三斤 100 元票子、四个轮子小轿车、父母不能超过
50 岁。现在，彩礼普遍在 5 万元以下，婚宴用烟每盒不
超过 10 元、用酒每瓶不超过 20 元，不提倡要房要车。

据了解，汤阴县建立健全村规民约、村民议事会、
道德评议会、禁赌禁毒会、红白理事会等“一约四会”组
织，开展“我们的家风家训”活动，引导家家户户立家
规、传家训，讲家事、树家风。在村头街尾，“一人一碗
菜、能省一万块”“孝敬公婆看好家、人人都把媳妇夸”
等标语朗朗上口。

文化寻根，筑牢移风易俗根基。作为千年古县、岳
飞故里，汤阴还通过挖掘历史典故，整理村史、村训，编
写村志、村歌，潜移默化中教育村民。讲排场、摆阔气的
歪风邪气正在被打压，“以德为尚、以和为贵、以诚为
基、以俭为美”蔚然成风。

“农民夜校”让文明花常开

冬日的夜晚有些冷清，部落村村委会活动室里
却透着灯光，村民讨论得很是热烈。只见村民邢宗禹
举起了手，就正在讨论的村规民约提出了自己的想
法。

“有的人光顾自己，损害别人的利益，那就不能当
文明户，村支书说建议很好，应该加到上面。”74 岁的
老党员邢宗禹说，村里有什么事儿，就在这里讨论，什
么问题都可以向村支书提出来。

在白营镇北陈王村，“农民夜校”已组织学习 20 余
场，50 多平方米的村委会活动室每次都挤得满满当
当，其中不乏年轻面孔。

“年轻人不是很懂扶贫政策，今天来听村支书
讲讲，知道了扶贫具体扶什么、帮什么、帮到哪一
步，包括脱贫以后怎么办。”北陈王村村民张海洋
说，“农民夜校”不仅有最新政策，还有模范事迹、正
能量故事，村里最大的变化就是风气的变化，邻里
更加和睦了。

截至目前，汤阴县“农民夜校”已在全县 298
个行政村全面铺开，开课 3000 余场，参训农民 10
万余人次。为方便党员群众网上学习，各村建起了
免费无线网络，充分利用县、乡、村三级微信群，
搭建“万人 e 课堂”， 2 万余名党员干部群众参与
到学习中。

近年来，汤阴县推进“五风”建设，“严党风”“抓政
风”“淳民风”“正村风”“美家风”，转变社会风气，营造良
好的干事创业环境。县委书记宋庆林表示，下一步，还
要继续加大“五风”建设，搭好“夜校”这一平台，凝聚群
众力量，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乡风文明，实
现乡村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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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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