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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金祥

家国情怀是中国古代许多知
识分子的本色，也是他们为政为文
的主旋律。

苏轼一生秉持家国情怀和民
本情结，无论是身处清风朗月的坦
途， 还是置身凄风冷雨的逆境，都
恪守民胞物与的政治理念、为民请
命的价值操守，初心不改、笃志不
移，“奋厉有当世志”。

当王安石推行新政时，年轻气
盛、匡时救世的苏轼纵笔写下著名
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以犀利观
点和恳切言辞陈述自己的政治哲
学和改革主张， 并郑重告诫皇帝：

君之为君，非由神权所受，得自人
民拥护。

熙宁二年，“宁为民碎， 不为官
全”的苏轼遭到罢黜，离开京城先后
赶赴杭州、密州、徐州等地任职。

在杭州， 苏轼主持疏浚运河淤
泥、建设输水管道、修筑西湖堤坝，写就《饮湖上初晴
后雨》等炳耀青史的诗篇。素有“人间天堂”之誉的杭
州与才华盖世的苏轼相映生辉，实乃上苍的恩赐；

在密州，苏轼推动抗旱灭蝗、抓捕盗贼、厉行法
度，创作《蝶恋花·密州上元》等脍炙人口的佳作；

在徐州，苏轼主导抗洪护城、开仓放粮、救济灾
民，书写《放鹤亭记》《登云龙山》《黄楼九日作》等经
久传颂的名篇；

在扬州，苏轼推行重开漕运、废除花会、减免税
赋，写下《西江月·秘堂》《江城子·墨云拖雨过西楼》

等影响甚巨的经典。

担任地方官员期间，苏轼以民为重、顺乎民意、

为民争利。一方面，劝耕促织、减役丰财，在改善民
生上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吟诗作赋、著书立说，为
消解民瘼而走笔放言，初步实现了儒家倡导的“立
言立德立功”的“三不朽”人生理想。

同时，苏轼也由一个原本高谈阔论的“纵横家”

变成了亲力亲为的“实干家”。元丰元年，徐州发生
严重干旱，苏轼往郊外石潭求雨，祈雨成功天降甘
霖，后又率官衙人员到城东感谢上苍。途经村野看
望乡民时，他为老翁挥笔“道逢醉叟卧黄昏”，为村
姑泼墨“旋抹红妆看使君”，还不辞辛劳、风尘仆仆，

连续走访多个村庄，连枣花落在衣服上的“簌簌”之
声都听得真真切切。

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只有像他这样真正体
察民生、体贴民瘼的官员，才能写出“照日深红暖见
鱼，连村绿暗晚藏乌”的诗句，才能状绘“老幼扶携
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的真实情状。

林语堂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
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
思想的快乐。”苏轼荟萃天地之灵秀、承载人间之精
华，既是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到某种极限的化身和代
表，也是把诗词文章写在大地上的平民文人的楷模
和典范。

他豪迈得“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淡泊得“求田问舍笑豪英，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他
用耿直刚正的魂魄涤荡红尘俗世里的浑浊和卑污，

用古道热肠的心绪抚慰百姓的凄楚和艰窘。

“天生健笔一枝”的苏轼，还以颖异的禀赋、激
昂的才情、闳博的学养、超拔的睿智，护持后人诵读
古籍、研习诗词、历练修为。因他“处处无家处处家”

的潇洒，因他“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彻悟，因他“一蓑
烟雨任平生”的从容，还因他“问汝平生功业、黄州
惠州儋州”的超然和淡定，更因他“人生到处知何
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孤标遗世和豪迈洒脱。

（作者为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 孙萍

交通大学西迁缘何而起？ 西迁背后又
有哪些曲折而感人的故事？ 让我们回溯交
大西迁历程，深入理解“西迁精神”，重温交
大人爱党报国的使命担当和服务人民的家
国情怀。

中央为何决定交大西迁

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

由于原有工业的地区分布很不合理，第
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发展国民
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确定把工
业布局的重点放在内地， 要求合理利用东
北、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工业基础，积极
支援华北、西北、华中、西南等地区新的工业
基地建设。

当时，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分布也存在很
大的差异性。1955年， 全国 188所高等学校
中，51%位于沿海城市。尤其是，高等工业学
校有 62%位于沿海一带。因此，“一五”计划
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建设必须同国民经济的
发展计划相配合，学校的设置分布应避免过
分集中，工科高等学校应逐步地和工业基地
相结合。

1955年 3月 30日， 高等教育部党组上
报 《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 1955年基本建
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 报告涉及交大的
内容有：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
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
迁出；交通大学等校的电讯工程有关专业调
出，在成都成立电讯工程学院；原计划成立
的造船学院仍设在上海，暂借用交通大学的
校舍进行招生教学。这是高教部党组报国务
院决定交大西迁最早见于文字的一份报告。

次日，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将该报告批呈
陈毅副总理，其后几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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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圈阅后退总理办公室，送周恩来总理审
阅批准。这样，交通大学内迁决定，就在领导
层中得到了同意。

1955年 4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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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批交大师生迁往西安

1955年4月 7日晚，交通大学时任党委
书记、 校长彭康接到交大迁校西安的电话
通知。4月 9日， 彭康在校党委会议和校务
委员会会议上正式进行了传达，并部署相关
工作。

5月 6日，彭康和朱物华、程孝刚、周志
宏、钟兆琳、朱麟五等教授一同在西安勘察、

选定新校址。新校址位于西安和平门外东南
近郊的皇甫庄，占地 84公顷，与唐代兴庆宫
和龙池遗址仅一路之隔。

西安新校址选定后，基建工作随之紧锣
密鼓地启动。 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下，

仅 3 个月就完成征地任务。随后，华东建设
工程设计院专门组成设计组，从上海前往西
安进行现场设计。10月 26日，西安新校址破
土动工。

西安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组织 1000多
名 （最多时达 2000多名） 建筑工人开赴工
地，夜以继日，争分夺秒，进行雨季和冬季施
工。刮风、下雨、下雪甚至是除夕之夜，都没
有停止过。至 1956 年暑假，完成了 10 万平
方米的基建任务，包括中心大楼、行政楼、学
生宿舍、食堂等。

另一边，经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的迁校
方案向全校公布，就迁校的任务、工作进程、

宣传、人事、总务、招生等各项工作作出具体
安排。交大师生员工在了解西迁的重大意义
后，纷纷表示要顾全大局，克服一切困难完
成迁校任务。

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1956年暑期
成功实现了第一批搬迁工作。6月 2日，以总
务后勤部门为主的先遣工作人员及其家属
一行 50余人抵达西安。8月 10日，在苏庄率
领下，400名教职工及家属、600名学生组成
的西迁“大部队”乘专列，从徐家汇火车站开
往西安。同时，图书、设备、物资等络绎不绝
地运往西安。

9 月初，2133 名 1956 届本科新生直接
到西安新校址报到。9月 10日， 交通大学在
西安人民大厦礼堂举行了具有深远历史意
义的开学典礼，陕西省、西安市领导和兄弟
院校、有关单位代表及上海特别派出的代表
参加了大会。

1956年秋， 交通大学在西安有一年级、

二年级学生共 3906人；教职工 815人，其中
教师 243人；家属约 1200人。一所崭新的交
大校园在古城西安出现了。

交大迁校西安的同时，上海造船学院于
1956年 7月 1日在交大徐家汇校址挂牌成
立， 交大造船工程系调入上海造船学院。8

月，交大电讯工程系迁往成都，参与组建成
都电讯工程学院（今电子科技大学）。

批准分设西安和上海方案

1956年 4月 25日， 毛泽东同志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 《论十大关系》的
报告，对国防形势作出新的判断：“新的侵华
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
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

报告还提出要处理好内地和沿海的关系，更
多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强调上海“必须充
分利用”，而且“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

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

在此大背景下，1956年六七月间， 国务
院和高教部对交大迁校问题进行复议，研究
结果是维持迁校西安的决定。但考虑到交大
西迁后，上海经济建设同样需要高水平的工
科专业人才，上海市委提议由交大负责为上
海筹建一所新的工科学院。8月 25日， 根据
周总理“交大迁校，必须留一个机电底子，以
为南洋公学之续”的指示，在交大校址上成
立了南洋工学院筹备委员会。

1957年春， 中央决定全党开展整风运
动， 交大师生员工就迁校西安问题展开鸣

放。周总理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在国务
院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解决迁校问题必须坚
持“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支援西北的
方针不变”“交大的问题交给交大师生自己
决定”等原则，并提出两大解决方针：一是全
搬西安，二是搬回上海。

搬回上海又可考虑三个方案：第一方案
是多留些专业在西安；第二方案是全部搬回
上海，这恐怕不好，交大师生也于心不忍；第
三方案是折中方案，师生愿留西安的可留西
安，这样做可照顾各方面，对支援西北有好
处，对全国人民的团结有利，对交通大学也
有利。

周总理的讲话中肯、全面、客观。交大师
生从国家大局出发，经过反复商议，重新统
一思想。1957年 7月 29 日， 交大党委通过
“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地，两部分为一
个学校，一个系统，统一领导”的迁校新方
案，并正式呈报高教部。

为避免专业设置重复，高教部向国务院
提出，将上海造船学院和正在筹建的南洋工
学院并入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将西北工学院
的地质、采矿、纺织系和西北农学院的水利、

土壤改良系以及西安动力学院的全部并入
交通大学西安部分。

9月 12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交通大学
迁校问题的批复》， 正式批准交通大学迁校
及上海、西安有关学校的调整方案。

交大分设两地新方案确定后， 基建、搬
迁、合校、招生等工作继续紧张有序地展开。

至 1957年底，西安部分设有机械制造、动力
机械制造、电力工程、电工器材制造、无线
电、水利、工程力学、应用数理、纺织、采矿、

地质 11个系 23个专业；上海部分设有机械
制造、运输起重机械制造、电力工程、电工器
材制造、船舶制造、船舶动力、动力机械 7个
系 19个专业。

1959年 3月 12日， 中央公布一批重点
学校的名单，交通大学上海部分、交通大学
西安部分列为全国 16 所重点大学中的两
所。6月 2日， 教育部给国务院专门报告，提
出交大两部分在专业设置、师资设备方面均
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 但碍于距离遥远，行
政上不便继续实行统一管理，拟将两部分独
立成为两个学校。

7月 3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上海交
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并任命谢邦治为上
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为西安交
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确保迁校和教学两不误

当中央决定分别成立上海交大、西安交
大时，组织上给了彭康一个选择：是留在上
海还是远赴西安，他只说了四个字“我应该
去”。他用自己的行动带头举家西迁，在西北
扎下根。在他的率先垂范下，交大党委会 17

位委员中有 16人去了西安。

“党指向哪就打到哪”“哪里需要哪安
家”……一批知名教授和中青年教师，毅然
放弃相对舒适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奔赴西
北，重新安家创业，以实际行动支援大西北
建设。

陈大燮作为迁校带头人之一，卖掉了上
海的房产， 在完成 1956年招生任务后即偕
同夫人迁往西安开展工作。他既是我国热力
工程教育的开拓者，也是西安交大的建设功
臣，为学校培养师资队伍、提高教学科研质

量、树立优良教风学风呕心沥血。

钟兆琳年届花甲， 夫人长期卧病在床，

但他表示：“上海经过许多年发展，西安无法
和上海相比，正因为这样，我们要到西安办
校扎根，献身于开发共和国的西部。”他婉拒
了周总理请他留在上海的建议， 带头报名，

随校西迁。 他的表率作用激励了许多教师、

学生。

当交大师生来到西安时，校园建设初具
规模，但因为初建，也不免有简陋之处。据师
生回忆，教学区内及北门、东门外，不少地方
雨雪天气一片泥泞。室内大多尚未安装取暖
设施，冬季进入教室、会议室等，均要全副冬
装。但艰苦的条件抵挡不住同学们对求学求
知的激情。这群奔赴西安、风华正茂的莘莘
学子在校刊上热情撰文，呼吁高唱一支“建
设祖国富饶的内地”之歌。

西迁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
数以千计的教职工及其家属和学生的迁移，

合计上千节车皮、数以万吨计的仪器、设备、

图书、教学用具、家具等物资的搬迁和安装，

以及新校址教学、科研、生产、体育、生活设
施的配套和运转，等等。

西迁中的交大师生不会忘记为确保学
校工作有序进行、为带给大家生活便利而付
出艰辛劳动的总务科、膳食科、花木组等后
勤部门的数百位职工。当时，后勤战线的干
部职工兵分南北两地，一地在上海将仪器设
备、 家具行李打包并搬运上西行的列车，一
地在西安火车站卸车运至新校址，教学科研
仪器设备要安全搬迁到新的实验室并就位，

课桌椅要按期进教室，教工家具和行李要不
损坏、不遗失、不弄乱、逐户进屋，还要保证
西迁师生到达西安后立即能吃上热饭、喝上
热水、洗上热水澡。

在上海、 西安两地政府支持下， 学校
还妥善安排教职工家属的工作调动及子
女入学问题，先后从上海动员迁来了幼儿
园、成衣、修鞋、理发、洗染、煤球制作等生
活服务部门， 在西安教工宿舍形成一个
“上海新村”，使师生员工尽快地适应西安
的生活。

西安、 上海两地师生员工凝聚集体的
力量，克服西迁及分设初期专业调整、人员
调动以及因招生规模扩大而带来的师资紧
缺等困难，以实际行动做到了迁校和教学两
不误。

交大西迁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件
大事， 也是新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部署
下的重大历史事件。 从黄浦江畔到渭水之
滨，从全部内迁西安到一校分设西安、上海
两地再到分建两校， 历时四年圆满完成迁
校任务，既支援了西部建设，又满足了上海
需要。

其后， 经过两地几代交大人的不懈努
力，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双双跻身“双一流”

建设高校，并朝着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
共同目标携手奋进，在中国大学发展史上堪
称佳话。

交大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
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
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全体交大人胸怀大局、

爱国为民，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服务社会
主义建设的需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
立业，把现代科学技术传播到祖国的每一寸
山川大地。西迁精神为交大文化注入了新的
元素，值得交大人珍视、传承和发扬。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档案文博管
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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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享局级离休干部，原

上海市建工局供销处处长周俊才同志，因
病医治无效，于 2020年 6月 28日 11时 58

分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 96岁。

遵照周俊才同志的遗愿，丧事从简，不
设灵堂。

现定于 7月 2日 （星期四）14时 30分
在龙华殡仪馆归德厅举行送行仪式。

周俊才同志治丧小组
2020年 6月 30日

联 系 人：章国明 高孟莉
联系电话：13916922257 15921496160

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享受局级政治、生活

待遇的离休干部、 原江南造船厂工会主席

金宝华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20年 6

月 26日 11时 31分在仁济医院逝世，享年

96岁。

己于 2020年 6月 28日 10时 30分在

龙华殡仪馆八仙厅向金宝华同志遗体告

别。

谨此讣闻。

上海江南造船厂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28日

商品房预售许可范围变更公示
我司开发的位于白玉路 616、620、622、

626、630、632号，638弄 1、2号《上海市商品房
预售许可证》商品房项目，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已领取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证号为：普陀房
管（2016）预字 000422 号），白玉路 616、620、
622、626、630、632 号、638 弄 1、2 号的房屋尚
未预订、预售及以任何其他方式销售，拟申请
变更该预售许可范围， 现按规定予以公示，公
示期为 15天，自 2020年 6月 16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利害关系人有异议的，可在公示
期届满前向原发证机关（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
屋管理局）提出。

公示人：上海绿地新龙基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16日

公 告
根据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杨府房征【2020】3号《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征收范围，

下列人员所在的房屋被列入杨浦区定海路街道 129、130街坊征收范围内。
为保证被征收人的合法利益和征收工作按期完成，希望以下房屋权利人(也可委托代理人)在本公告

登报之日起 15日内与上海市杨浦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取得联系，协商房屋征收补偿事宜，
征收基地办公室设在杨树浦路 2691号。倘若未与征收人达成协议，我们将根据有关规定，报请上海市杨
浦区人民政府依法作出补偿决定。

一、 杨树浦路 2545弄 39号，东海玻璃管厂；二、杨树浦路 2603弄 25号 1层，方先富、方根娣、方
先平；三、杨树浦路 2603弄 25号 2层方云龙（户）、方先荣、方根梅；四、杨树浦路 2569弄 36号，潘长松
（户）；五、杨树浦路 2603弄 43号，严礼和（户）；六、杨树浦路 2569 弄 42 号，刘凤珍（户）；七、杨树浦路
2603弄 51号，沈关连（户）；八、杨树浦路 2603弄 63号，杨根英（户）；九、杨树浦路 2713弄 26号，李世强、
李海玉；十、杨树浦路 2761号，杨爱琴（户）；十一、凉州路 233号，唐纪有；十二、凉州路 301弄 2号， 马珠
凤（户）；十三、海州路 338弄 30号，张巧英（户）；十四、杨树浦路 2639弄 40号，冯绿倩；十五、海州路 338

弄 128号，邓锡同（户）；十六、海州路 338弄 120号，张学恺（户）；十七、海州路 418弄甲支弄 46号，王义
妹（户）；十八、海州路 418弄甲支弄 65号，汪富凤（户）；十九、海州路 418弄甲支弄 89号，龚雪峰（户）；二
十、海州路 418弄 55号，盛立昌（户）；二十一、海州路 418弄 58支弄 1号，张有望（户）；二十二、杨树浦路
2675号，沈韻英（户）；二十三、贵阳路 71号，秦桂珍（户）；二十四、贵阳路 87号，刘金富（户）；二十五、贵阳
路 143弄 83支弄 8号，李金妹（户）；二十六、贵阳路 143弄 83支弄 14号甲，陈金凤（户）；二十七、贵阳路
161号，顾学勤（户）；二十八、贵阳路 143弄 75号，虞兰英（户）；二十九、贵阳路 143弄 63号，刘小妹（户）；
三十、凉州路 341号，管学忠、管凤英、管兰香；三十一、海州路 366号，刘才珍（户）。特此公告。
征收实施单位：上海市杨浦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先生/朱女士 电话：65671921 联系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 9:00-11：00 下午 2:00-5:00

联系地址：杨树浦路 2691号（129、130街坊征收基地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