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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千波濤奔大洋
——賀廈大物理系百年華誕兼憶老師同學

物理86級 姜耀東
瑞士心理學家榮格說過: 每個人都有兩

次生命，一次是活給別人的，一次是活給自
己的。而我更贊同另外一種說法：每個人都
有兩次生命，一次是用來經歷的，一次是用
來回味的。而回味的最好年齡應該是在四十
歲之後，大約是四十而不惑的緣故吧？我離
開廈門大學物理系一晃三十多年，物理系也
即將慶祝她的百年華誕，回味正當其時。

1. 物理系坐落在廈大的南校門的一座山
丘上，辦公樓用厚實的石材壘成，北擁校園
翠綠，南面大海深藍，與胡裡山炮台成犄角
之勢，一條通向大海的走廊從腳下穿過，既
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氣勢，又有君臨天
下，捨我其誰的豪邁。當初學校為物理系選
址于此，可見物理系在廈大的地位與份量。

「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建校之初，嘉庚先生就確立了優先設立和發
展基礎學科教育的目標。改革開放，東方風
來，滿眼生機。國家百廢待興，對基礎科學
研究的需求尤其迫切。全社會特別是教育界
尤其看重數理化的教育，形成了良好的生源
基礎，理工科招生分數線普遍較高，學生素
質優良。

2. 廈門大學在歷史上有幾次高光時刻：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和走向海
外時期。三四十年代，國家積貧積弱。一部
分愛國志士為國家振興、民族自強，毀家建
學，廣納英才，很快使得廈門大學蜚聲南
洋，名揚海外，當時世界大學排名常常是中
國大學中的前幾名。

物理系出身的物理學家薩本棟被譽為
「抗戰校長」，西遷長汀八年，為維持教
學、保護實驗器材，嘔心瀝血，為廈大抗戰
勝利後的大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他的英年
早逝，不僅是廈大物理系的重大損失，也是
廈門大學的重大損失。

改革開放，廈門成為最早的四個經濟
特區，廈大是全國唯一的身處特區的重點大
學。特區有創新的體制、優惠的政策，更
重要的是有特別的待遇---特區生活補助。一
時，特區成了人們談論和嚮往的樂土，當內
地工資還只有每月幾十元時，特區很多外資
企業的工資已經突破了二百多元。社會氛
圍、經濟發展吸引了一批優秀的教師加入廈
門大學，一時間，理工齊進，財會爭先。廈
大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因為嘉庚先生的南洋背景，廈大從誕
生的那一天起就擁有了「家國情懷、天下視
野」的基因。在做大做強的理念下，全國大
學掀起了「擴招潮」「聯合辦學潮」「兼併
潮」，廈大仍堅持不降低標準，獨立自主發
展。廈大可能是全國少有的不走兼併，而是
依托自身力量，獨立走向海外，自主建校辦
學做大做強的重點高校。

梅貽琦說「大學者，非有大廈也，有大
師也」。而吸引大師，除了情懷、理想，和
平的環境、強大的經濟、自由的空間似乎都
必不可少。

3. 我86年進入廈大物理系學習，同學都
是自己所在學校的高考前幾名，風華正茂，
俊彥一時。那時每屆招生60-80名，全系學生
加上研究生也就400-500人，分為光電專業、
半導體器件專業和半導體發光專業。電子工
程系剛分出去不久，物理與電子工程系男生
合住芙蓉五宿舍樓，距物理系辦公教學大樓
步行不到十分鐘路程。

物理系課程號稱有「四大金剛」「八
小鬼」，意思是學起來不容易，光聽名稱就
夠嚇人的。教我們的先生個個都很嚴格，以
至於物理系掛科、考試不及格而需要補考的
比例在廈大恐怕是最高的。有人說若要一天
不心安，你就請客；若要一年不心安，你就
蓋房；若要一輩子不心安，你就結婚。而我
們物理系同學常說的卻是「若要一個暑期不
心安，你就補考」。大學是人生最美好的時
光，多少物理學子，怕考試不及格，平時不
敢談戀愛，想等假期轟轟烈烈一把，可一旦
有一門功課不及格，假期的奢望也就泡湯
了。教我《數學物理方法》的是陳英昭教

授。瘦瘦的，個子不高，帶著閩南腔，上課
時臉上總是帶著神秘莫測的微笑，是得意？
是蔑視？讓人琢磨不透。他講課條理清晰、
邏輯透徹：什麼線性回歸，什麼拉普拉斯方
程、什麼偏微分、多重積分……講得頭頭是
道，清清楚楚。我們覺得他就是大師，他卻
幽默地說：我是廈大畢業的，被學校留下任
教，這就像農民種田，收成質量差的，賣不
出去就留著自己吃，哪裡是什麼大師？他是
全系有名的「殺手」之一，在他的課程中倒
下的戰友們不計其數，有些同學假期揮汗如
雨，奮力修煉，可還是打不出他的山門。

我的輔導員張志鵬也是很有故事的一
名老師。他大我們約五六歲吧，由于成績優
異，碩士研究生畢業後留校做我們的輔導
員。個子不高、微胖，一頭卷髮，配著厚厚
的黑邊眼鏡，看起來憨厚而實則非常聰明。
我們光電專業的同學精靈古怪，住在芙蓉五
203室，張老師與他們的鬥智鬥勇就貫穿了整
個物理學習的四年。張老師的戰略就是近距
離接觸、耐心做思想工作、調整宿舍瓦解、
激勵批評並用……而近距離接觸我覺得最有
意思。

張老師平時晚飯後有事沒事總愛往男生
宿舍去串門，有時是朗聲闊論，天南地北，
有時是圍坐桌邊，邊與學生聊天邊下圍棋或
是象棋，不經意間收集到學生上課出勤情
況、教學效果如何、大家的思想動態，再琢
磨自己應對的工作方法。

有一位85級「下嫁」到我們86級的同學
後來回憶說他最喜歡張老師了，除了能跟他
交流學習感受，匯報思想，還居然能邀他一
起打撲克「爭上游」。那時廈大的學生自豪
感很強，因為讀廈大，就算國家幹部了，包
分配，吃飯發飯菜票、還有特區補貼、獎學
金、助學金。但男生的飯量大，每到月底到
底還是飯票、菜票不夠用，錢也不夠花。此
時該同學一幫人竟想起了打張老師的主意，
而張老師每次打牌好像也是輸多贏少。他究
竟是技不如人，還是為了工作故意輸牌？一
直是大家心中的謎。畢業多年後，張老師還
經常受邀參加同學們的聚會，我們也開玩笑
故意向他求證，他也只是微笑不置可否。

張老師給後來的學弟、學妹們教《量
子力學》和《高等量子力學》，這也是我們
物理系最難啃、學生最頭疼的一個「大金
剛」，若是《量子力學》掛科，栽在這門課
上不算恥辱。據他說，倒在他麾下（粉筆灰
下）的學弟、學妹並不多。是他發了善心還
是現在的學生素質普遍提高了呢？我猜想應
該是後者，畢竟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
一代強啊。

「半張紙」教授葉壬癸教我們《電磁
學》。他記憶力超強，上課只帶半張紙，全
憑大腦。信馬由韁，而又思維不亂，妙趣橫
生，而又重點突出。他身體素質好，中氣
足，聲音洪亮，語速時緩時急，講得快時兩
節課可以完成一章，講得慢時兩節課只講兩
個例題，聽他的課大有「看山不喜平」的美

感。他有時在講課中透露剛發表了一篇文
章，北京審稿專家邀他去北京做講解，機票
酒店都訂好了，同學們好奇羨慕的眼神充滿
崇敬，要知道那時坐飛機可是需要開介紹
信，縣團級以上才能享受的待遇啊。

葉老師還有一個令人羨慕的習慣，不管
多冷的天，總是穿件短袖襯衫來上課。有位
同學不服，也學著葉老師穿短袖襯衫。結果
一周以後，這位同學感冒發燒住院，而葉老
師卻依然故我，課堂上仍是笑聲朗朗。看來
先生們的形易仿，神難學啊！

劉煥堂教授人如其名，相貌堂堂。他教
我們《理論力學》，喜歡板書，字跡工整。
他板書時經常自問自答的口頭禪是「這是什
麼呢？這不是別的……」, 然後展開講解，以
至同學們每次聽到他問起「這是什麼呢？」
下面的同學就馬上有人搭腔說：「這不是別
的……」, 引起一陣竊笑，而劉老師依舊泰然
自若。頗有現在流行歌手演唱歌曲，到了反
覆吟詠的句子時，倒拿話筒，衝向觀眾說：
會唱的一起來……

4. 我們的老師好玩起來那是真的好玩，
而嚴謹起來又絕對一絲不苟。我做過《廈門
大學報》（週刊）的特約通訊員，採訪過物
理系知名熱力學教授嚴子浚先生，他的治學
態度令人印象深刻，採訪中他語重心長對物
理學的學習提出了中肯的建議。在我後續計

劃的採訪名單中，還有一長串閃光的名字：
吳伯僖、劉士毅、黃啟聖、葉壬癸、陳天
擇……可惜後來我轉系到了國際貿易系，該
採訪計劃未能實現，失去了很好的向先賢請
益的機會。

好像張愛玲曾說她人生有三大恨：恨
海棠無香，恨鰣魚多刺，恨紅樓未完。多少
有些矯情。我在物理系還真的有兩件遺憾的
事：上面說的未完成對教授們的採訪是其
一；未與「四大金剛」逐一交手是其二。損
失是很明顯的：我至今還搞不清「引力波」
「量子糾纏」是怎麼回事。是我的肉體與我
的靈魂發生量子糾纏，還是現在的我與剛入
大學的我發生量子糾纏, 抑或是我的心靈與物
理系發生了量子糾纏？以致物理系對我的這
一波「引力」幾十年不消散？

5. 物理系學業繁重，但不妨礙同學們生
活的多姿多彩。現在回母校，已經看不到芙
蓉五宿舍樓了，因為校園改造，芙蓉五宿舍
樓已經拆除，連同樓前的一眼水井也填平。
那眼水井有過我們多少回憶——入校時芙蓉
五沒有自來水，我們曾在井裡打水沖涼洗
漱。高年級、低年級的同學們圍在井前，邊
洗邊交流，對于新入學的學生是極好的觀察
新環境，學習生活經驗的機會。條件當時是
艱苦了一些，可造就了精神豐滿和日常的充
實。芙蓉五，樓不高，記憶中就五層。沒上
課時樓道裡總有人彈吉他、唱歌，音樂氛圍
濃郁。83、84級音樂人才尤其突出，每年的
校園歌手大賽，物理系常常是第一第二名，
進入十大校園歌手的比例能達到30%-40%，
幾乎佔了全校的三分之一強。85、86級物理
系體育、足球又異軍突起，在全校男子足球
聯賽中屢創佳績，還為學校貢獻了多名校足
球隊隊長、隊員、裁判員。

體育、文藝最能加強系際交流，提升知
名度。廈大師生經過芙蓉五，每每會說：這

就是物理系。可惜芙蓉五舊跡難尋，還好物
理食堂還在，她依舊在哪裡訴說物理系的故
事。

6. 八十年代是那麼迷人，生活充滿了
激情，思想是那麼奔放，感覺世界「歸根結
底是我們的」、「我們是上午九、十點鐘的
太陽，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那時的歌
曲是「年輕的朋友來相會」、「年輕的朋
友在一起比什麼都快樂」、「如果失去信
賴和理解，一切都將不存在」、「讓世界
充滿愛」、「明天會更好」；那時談論的是
康德、畢達哥拉斯、弗洛伊德，是「人人為
我，我為人人」，是文藝復興、是巴赫、貝
多芬，當然少不了的還有廈大獨有的小情
調。週末同學們一起上鼓浪嶼登日光巖、騎
自行車做環島游，或是到情人谷去野炊，男
同學會壘灶、架鍋、拾材火；女同學則包餃
子、將醃製好的豬排、牛排和海鮮拿出來燒
烤，旁邊的盒式錄音機播放著港台歌曲，有
同學拿出吉他開始彈唱，不時傳來女同學吆
喝「拿點醋來」「有沒有老酒」？

我不知道「友好宿舍」是不是廈大的
獨創，反正物理系男生宿舍好像都有「友好
宿舍」。可能是理工科的緣故，物理系「友
好宿舍」多數找的是文科。班級活動有時也
邀請友好宿舍的同學參加，不同系別的交
流，增長了知識，擴大了視野，有時別的系
有精彩的學術報告，友好宿舍也會通知我們
參加。可惜的是友好宿舍都很難長久，恰如
青春躁動的心，最終「友好宿舍」以發展成
「友好個人」而歸于平淡。

愛情是年輕人繞不過的話題。物理系
同學的愛情最實在。有位男同學喜歡一位女
生，暗戀許久卻羞于表白。每天默默的看著
女生，幫助女生占座位，好不容易有機會單
獨講話了，又怯生生談一些學習、人生、哲
學等不著邊際的話題，令人想到洪晃嘲諷陳
凱歌追她時的虛偽。但該同學卻不是虛偽，
而是不知如何安撫情竇初開的內心。物理系
學生大約是理性、邏輯多于浪漫、花哨，該
同學最終找到了一個表白的好方式。女生住
的石井樓坐落在山坡上，號稱廈大「廣寒
宮」，每天上下課要爬很長的石階，該同學
竟然堅持給女同學扛自行車上下寢室，誠意
滿滿。可惜愛情這東西除了真心、誠意，還
需要Chemistry，99%的努力，缺了這1%的靈
犀也會歸于遺憾。而另外一位同學的故事也

是有關自行車，卻效果有些不同。一天下
雨，他心儀的女生騎車回宿舍，經過芙蓉湖
時不小心跌到旁邊的水渠。「碰巧」該男生
經過，毫不猶豫跳水救人撈車，贏得女生好
感。還有一位男生，畢業分配，與女友分隔
兩地，想委託自己的兄弟「照顧」女友，終
未能成為眷屬。愛情要修成正果，何其難
也。而一旦修成正果，據非可靠來源的統
計，理工科的「正果」也最穩定。

7. 物理系學生普遍比較能幹，大約與接
受的邏輯思維、科學方法教育和訓練有關。
他們在畢業後適應社會的能力一般都很強，
假以時日，都能在自己所從事的領域有所建
樹。我一直在思考，時代從「學好數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到「時間是金錢、效率
是生命「，又回到了「強基礎、重創新」的
歷史大循環，而物理人才、物理專業似乎一
直永立潮頭沒有掉隊，這是什麼原因？

記得莫言獲得諾貝爾獎以後，有次與楊
振寧先生同台接受採訪。曾有一位女作家問
他：「你為什麼這麼低調？」 莫言笑著回答
道：「假如我像楊振寧先生那樣，得的是諾
貝爾物理學獎，你看我還低調不低調，我會
變得非常張揚。」他還說：「我對這種在物
理學、化學等自然科學方面有建樹的人，真
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假如有來生的話，我一
定要去學物理。」

我想莫言先生的講話很好的回答了很
多人的疑惑。在廈大物理系百年華誕來臨之
際，寫下一些文字，並賦小詩一首，以表衷
心祝賀和深情期待：

【賀廈大物理系百年芳華】
百年風雨付莽蒼，
日邊枝頭久聞香。
一揮風雷天地動，
萬千波濤奔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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