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站在
未到海東先一笑
兩岸交大任教四十年的我
﹒戈正銘

一l;:.f幸:是-:t
事而且i 吉克己爽，

百年，心去持以茫 O

{:;詢才起 A o a -1T)扎娃，

告 Jilg(. {坐在 j時作峙。

啥?:省人 1~1'l Jij 當代，

可位J...步成;忌、世?

靜控克是著才是，

都太可哥拉拉告泣。

這首詩是我今年(民國八十四年)春天寫的，現在改動數字，更能符合此刻我寫
本文的心情，當作本文的模子，請看官聽我慢慢道來。

時當交通大學創校一百周年，作為「混跡」交大幾乎一輩子的人，我自然也要來
湊湊熱鬧，野人獻曝一番。哪知一下筆，就如開了自來水龍頭一般，

I 下筆不能自休

..J驀然回首，已經超過了一萬字。這也難怪，因為我幾乎是在寫自傳，而

個人最

感興趣的人就是他自己。記得好像是張愛玲的散文稟曾引過一段話，意思是說，有些

人一輩子只看自己的肚擠眼。區區在下也是如此。有了這番自省之後，於是大大地刪
減了一番，大概仍然難免「看擠」之譏也。
我的一生與交通大學密不可分 O 民國二十一年夏我誕生于南京市四條巷，那時我
父親戈定遠(字卓超)任國民政府的立法委員兼二十九軍駐京代表。他早年曾任馮玉

祥將軍的秘書長，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之後馮解除了兵權，他才轉為宋哲元將軍(二
十九軍軍長，抗日名將，原先也是馮的部下)的部屬。兩歲半時，我開始念方塊字，

半年後己認識一千多字。于是父親特地從而且籍 -n月江省衝縣一重金聘請了當地極富盛
名的前清舉人龔老先生(當時已六十多歲)來當我的做蒙老師，教的是「幼學瓊林」
。一年後，由于父親調任冀察政務委員會秘書長(委員長是宋哲元)

，全家遷北平，

那時我開始念小學一年級。又一年後「七七」抗戰爆發，我隨家庭由上海轉居香港，
念小學二年級 O 我記得那時圓文課本念的是「孟子 J

由于不懂廣東話，根本不知道

老師在講些什麼，自尊心大受打擊。民國二十八年由香港返上海法租界定居，進入國
民黨元老李石曾先生創辦的世界小學，當小學三年級下學期的插班生。這個小學很特

別，小學三年級開始就同時教法文和英文。
民國三十二年二月由歷史老師浦漪人先生介紹，考入南洋模範中小學，當小學六
年級下學期的插班生 O 這是我「廣義地」與交大發生關係之始。這是怎麼說呢?原來

光緒二十二年交大初創時原名南洋公學，五年後就增設了附屬小學，後來又設附屬中
學。直到民國十六年附屬中小學才從校園遷出，在交大附近成立南洋模範中小學，校

交如我
址在交大大門斜對面。由于這個緣故，南模的校長和教師都和交大有很深的淵源。以
我就讀南模的時期而言，校長沈維槓是附小時代的教師，教務主任趙型(又名憲初，

現任南模名譽校長)是交大電機系畢業生，物理老師俞養和也是交大畢業。英文老師
李松濤和郁仁充，化學老師徐宗駿、沈克超，物理老師賈冰如，數學老師未仲銘等，
都是交大教授而在南模兼課的。由于南模的學費比別校貴三、四倍，所以教師薪水甚
豐(超過交大教授的薪水很多)

，他們樂于兼課。連南模的校訓也‘是沿用附小時代由

交大(最初叫南洋公學)首任校長(監督)唐文治先生制訂的「勤儉敬信」四個字。

因此在「交大氛圍 J 中成長的南模學生大多以考交大海志顧，我也不例外。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我在上海林森中路(即霞飛路，現稱准海中路)的家
門口目睹團軍自西向東(吳瓶口)撤退，從早到晚撒了一整天。次日早晨共軍就佔領
了蘇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區。我親眼看到了歷史的這一幕。七月初我從南模畢業，接著
就面臨考大學的問題。在國府時代，不論國立還是私立大學，都是單獨招生。這年中

共當局決定團立大學統一招考，但卻沒有公佈考取後的分發原則。換句話說，如果我
填考電機系，考取後也不知道會分到哪個學校的電機系。那時理工科最為吃香，而其

中上海交大的電機系尤其是錄取分數最高的，最難考的「主牌」系。南模中等以上的
畢業生考交大本來就命中率相當高，而我的成績在同屆二百五十多位畢業生中名列第

五(或第六，記不太清了)

，所以我信心滿滿地以考取上海交大電機系為第一志顧。

國立大學統一招考這個規定使我頗為著急，因為我怕考取後被分發到別的大學的電機
系。正在著急之際，偶而有一天父親的朋友兼同鄉鄭昌時先生來我家玩，他當時任交

大物理系副教授。他知道我著急的原因之後，很輕鬆地傳授我一個「秘訣 J

報考紡

織工程系 O 這個系當時只有交大有，所以只要考上，一定分發交大。只要大一成績好
，二年級再轉電機系不就成了嗎?我受鄭老師(後來他教我大一物理)的指點後照計

而行，後來果然如願以償，此乃後話。
那年我共考三次:上海的國立大學聯招、清華大學電機系、私立大同大學電機系

，結果都錄取了。我選擇了進交大紡織系。那時考國立大學相當難，考上交大尤其難

，大約三、四十個考生中取一名。
民國三十八年的交大，學生不過一千多人，有工學院、理學院和管理學院三個學
院，研究所方面好像只有一個電信研究所，規模也很小。一進大門，圍繞著方形大草
坪的是:略帶哥特式的棕紅磚木結構的圖書館在東面，記得是建於民國八年。建于創
校期的，紅灰磚木結構的中院和上院並列在北面。中院的特色是，當走在木地板上時
，會覺得整幢大樓都在晃動!上院的特色是有一個碩大無比的鐘樓。容閱(他是中國
最早的留美學生之一)堂(行政大樓)和體育館比較新，並列在西面。老南院和新南

院在南面，與大草坪隔著一條鋪黑砂石子的大道。黑砂石道旁有一家名叫「交大服務
處」的書店，專賣英文的影印書，以教材為主。上院西北角就是當時佔地最廣的建築

'二層樓四合院式的恭綽館，它是工學院的大本營 D 館名「恭綽」是為了紀念葉恭綽
，他在民國初年屬于院系重要人物，葉公超是他娃子。與恭綽館並列的是哲生(孫科
字哲生)館，它是理學院的大本營。當時最新的建築是大禮堂，它在操場之西，叫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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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治堂。學生宿舍則有執信(紀念朱執信)西齋和「新宿舍
J 0 當時交大的主要建築

物就是這些了。

那年正值政權更替，所以到十月份才上課。那時「政治掛帥」還未興時，仍以成
績為重。我以第三名考入紡織系，頗受班上同學的尊重，一開學就選我當班長。我是

一個只喜歡讀書和思考的人，拙于行動，更拙于組織能力，而且對「權力」根本毫無
興趣。當了班長之後，每天食不甘味，憂心
f中'I'中，痛苦得很。一個月後我就在班會上

提出辭職。由于沒有經驗，我當時說 r 請贊成我辭職的人舉手。」結果舉手的小貓
三、四隻，沒辭成。隔了一個星期，我第二次提出辭職，這次我學乖了
O 我說

r木

贊成我辭職的人請舉手。」結果舉手的還是三、四隻。于是辭職成功，還我初服
O 頗
有陶淵明「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的心情。從此以後我終身沒有再當過「幹部」了
O
當時「教改J

(民國四十一年才開始)尚未實行，教材仍然全用英文教材，主要

是美國教材。實驗報告也是用英文打字的。這對我們南模出身的學生而言是很輕鬆的
，因為南模(和省立上海中學)從高一開始，數理化教材和實驗報告已全用英文。但
對別的中學，特別是外地中學出身的學生而言，則是相當沉重的負擔，他們必須每天

開夜車才能逐漸跟上O 南模同班考入紡織系的同學，除我外，還有俞培基和張錫卿。

俞培基很聰明，可惜反右時被打成右派，所幸不久後就「摘去」右派「帽子
J
前幾
年因胃癌己病逝。張錫卿聽說在民國五十幾年已在潘陽當上了局長，後來就不知道他
的消息了。我們三個人都是走讀生，仍然住在家宴，不住宿舍。

一年級老師中印象較深的有:教微積分的陸慶樂先生。他那時還是講師，以略帶
浦東腔的純上海話講課，使我們甚感突兀，但他講課明晰而認真，所以我們很快就「
原諒」他了。可是化學老師就沒有能通過我們的「鑑定」。這位化學老師是剛從美國
回來的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他每次上課，不管晴雨，總帶一把黑洋傘，所以我們叫

他「洋傘先生」。他每次上課，總是海闊天空地什麼都講，就是不講課程的內容，僅

在臨下課前十分鐘才敷衍幾句課程內容，等于把一丈布縮成了一尺。一個月之內，我
們對他由熱望到失望再到絕望最後是憤怒。我們堅決要求校方更換化學老師，校方在
無可辯駁的事實面前也只好同意了。這算是一件「造反」成功的事例。
另外，一年級時新增了「政治課」。那時政治教師還沒來得及培養出來，所以只

好由中共華東區的黨政高幹來充任臨時的政治老師。每星期一個下午在大禮堂上「大
課J

全體師生都參加，其中包括校務委員會副主委陳石英教授
O 其時校長之稱已被

取消(後來才慢慢恢復) ，代之以「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稱號。當時主委是著名物

理學家吳有訓，但他只是掛名，很少來校。聽「政治大課
J
學習 J

在學生而言，則是上「政治課程 o

在教師而言，是「政治

r 政治學習」乃是「終身學習一(台灣

最近才流行這個詞兒，比對岸己晚了半世紀)。一上來講的是「社會發展史。
政治老師中，口才最好的屬華東區交通部長黃逸峰，其它如解放日報社社長陳虞

諒，文化局局長徐平羽等都是平平而已。徐平羽有一次鬧了一個笑話，他把「赤裸裸
」念成了「赤可可J

引起了哄堂大笑，特別因為他是文化局局長也。順便想到，文

革時期，在一次全市大會(各單位都聽有線廣播)，姚文元在讀「毛主席語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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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跆誤」念成了「台誤 J

'一時也頗為轟動，因為他是「權威文膽」也。

這一年，由于對付課業相當順手，餘暇頗多。我除了看了大量的中外小說外，正
好有一個機會，選購了一千多本哲學、心理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史學和其他

自然科學(數學、物理、天文、地質、氣象等)方面的書籍。我先研究馬克思的「資
本論」、「哲學的貧困 J

'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著作，

再廣泛閱讀伯克萊、洛克、康德、柏格森、羅素、拉斯基、弗洛依德等等的著作，我

陸續地把這一千多本書都瀏覽了一遍，形成了自己獨立而有系統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自認為基本上達到了「不惑」的境界。四十多年來，在基本觀點方面，只有量的變化
沒有質的變化。近半世紀的歷史證明我的觀點是對的，這是我引以自豪的事。

二年級時，由于一年級的平均成績超過九十分，所以順利地轉入電機系製造組(
另外兩組是電訊組和發電組)。二年級的老師中，印象較深的有物理老師周同慶教授

(他後來成為大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相當于現在的科學院院士)。他對物理學的
熱愛感染了我，我十分激動地閱讀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雖不能全懂，但每有會意，欣
然忘時，甚至通宵達旦 o 于是我想再轉到物理系去，但按當時中共的規定，已不能再
轉系，所以我只好由製造組轉到與物理系最接近的，理論性最強的電訊組。印象較深

的老師還有林海明教授，他出身于美國普渡大學，教我們「電工原理」、「交流電路
」和「電工數學 J

(即現在的「工程數學 J )。他學問相當淵博，教學很有敢發性，

很受學生歡迎。不過他名士派十足，高興時講得很精采，不高興時草草了事。他的課
排在早上八時第一堂，有時他像諸葛亮一樣，高臥不起。我們等了二十分鐘後，不得

不讓「課代表」趕到他家(他住在校門對馬路的交大宿舍中)去催他起床。文革時他
被鬥得很厲害，身體大受摧殘，文革後期就去世了。二年級時我還去旁聽物理系開的

德文課，結識了物理系同學蔡懷新。他是蔡元培先生的第三子，為人淳厚樸實。我曾
去他家幾次，也曾與蔡伯母(蔡元培夫人)接談過幾次。文革抄家時，聽說在他家抄
出了蔣中正先生的照片，引起了一些麻煩。

二年級上學期的學期中段發生了一件大事。這時是民國三十九年十月，中共出兵
北韓，組成所謂「中國人民志願軍 J

'一時感到基層軍官極為缺乏，於是在各大專學

校號召學生報名參加「軍事幹部學校」。這時中共在交大的各級黨、團(那時叫「新

民主主義青年團 J )組織早已成立，所以這次的「參幹運動 J

'當然是由黨組織領導

。班上的黨、團員在「要起帶頭作用」的號召下，紛紛報名。非黨團員的同學(所謂

「一般群眾 J )也有人報名，但人數較少。
三年級時，教「無線電原理」的是陳季丹教授，教「電機原理」的是嚴峻教授，
教「長途電話」的是張煦教授(後被打成右派)

任鍾兆琳教授教製造組的「電機原理 J

，教「電信傳輸!是陳湖教授。系主

'沒有教過我。這時又發生了一件大事。這時

中共為了實行第一個五年計畫u ' 急需理工科的畢業生，所以宣布，全大陸的大學中，
我們這一屆和下一屆共兩屆理工科大學生，要提前一年畢業。此乃中共首次以政治強
力干擾高等教育之始。大學生們對于這個決定當然很不滿，但也不敢抗議，因為抗議
是會受到嚴厲處分的。不得已乃以「提意見」的方式與當局談條件。結果教育當局答

交站在
應兩個條件:一、為了(盡量多學一些，把原來兩年的課程壓縮在一年內念完，將大學
三年級的兩學期改為三學期，不放寒假。二、保證三年制(七學期)的大學畢業生與
四年制(八學期)的常規大學畢業生畢業後的工資待遇，升遷機會完全一樣，總之，
一視同仁。好在此時中共已將學位(博士、碩士、學士)取消(文革後才逐漸恢復)

，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一套。所以三年制畢業生算不算學士，已經不是問題了，因為
已經不再有「土」產生了 O 來台後，系(國立交通大學機械系)上每年招考研究生的
廣告貼紙中都要列出所屬教授的學歷，我的學歷「上海交通大學畢業 J

為「國立上海交通大學學士 J

'好幾次被改

這當然是經手人的好意，因為他不知道:中共當時既

取消了「國立」兩字，也取消了「學士」'我連方帽子也沒戴遇。「物以稀為貴」
這年頭，在台灣要找連學士頭銜都沒有的教授還真不易也(一笑)

民國四十年底開始了「三反五反」運動，接著是「思想改造運動

針對幹部的「貪污腐化 J

'

o

三反」是

r'五皮」是針對工商界(中共稱之為「資本家一)的「偷

工減料」、「偷稅漏稅」。有些教授兼營工商業，中共就發動學生去「幫助」他們。

此時的「幫助 J

比起後來的文革時的「批鬥」來，要溫和得多。學生中有不少出身

於工商家庭，也要忙著「表態 J

'要與家庭「劃清界限 J

進而「幫助」父母「坦白

交代」。至于「思想改造」則是專門針對知識份子的。所有教師和學生都要批判自己
的和別人的「萬惡的剝削階級(包括地主、富農和資產階級)思想」。第一步先由學
生「幫助」教師，第二步再由學生相互批判和自我批判。由于學生們尚未進入社會做
事，所以實在也沒有什麼「事」可批判的，只好找些「小時候考試作弊」、「偷過鄰
居老母雞下的蛋 J

(這當然是來自鄉間的同學的「專利 J )等話頭，痛哭流涕地(我

不願說他們完全是假裝的;不過大概多少有一些「表演」的成分在內)

r 痛批」一番

，歸根究底，是由于從「剝削階級」家庭和「舊教育」中吸取的「剝削階級-思想「

作祟」云云。在中共看來，大學生雖然年青，仍屬于「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必須經
過「思想改造」逐漸(強調其長期性，終身性和痛苦性)將其中一部份改造為「無產
階級知識份子 J

'大部分處于中間狀態，但總有一部分是無法改造的 O 我既講不出「

作弊」或「偷蛋」之類以示「忠誠 J

又不能說自己像聖人一樣清白，因為不「坦白

」一點「事」出來，是沒法過闊的。經過苦苦思素，我只好以「因為有私心，所以沒
有報名參加幹校」為主題，痛批自己一大頓，可惜演技太差，逼不出眼淚來，我想黨

組織對我的「表現」評分大概不高。
民國四十一年秋我由電機系電訊組畢業，我們這一屆畢業生是首次實行「全國統

一分自己 J

0 我被分配到北京「國務院」直屬中央廣播事業局當技術員 O 三年後偶而碰

到一個機會回到母校當助教。在北京最大的收穫是看了很多京戲，有名的「角兒 J
十之八九，我都看過了 O 另外在北京期間我開始對美學和詩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在我大學畢業那年，即民國四十一年的秋天，當局實行「全國大專院系調整」
私立大學，就上海而言， {:象聖約翰、光華、大夏、大同、 i~光等大學，一律由政府接

管。所屬院系，有的廢止，有的併入公立大學相關院系。從此私立大學即走入歷史了
。公立大學本身也作了重大調整。以上海交大而言，管理學院停辦。因為當局認為，

交/概在
「管理」乃資產階級壓榨無產階級的方法 9 是「反動」的東西，豈得再任其存在?理
學院各系皆併入復旦大學。從此交大成為純工程大學，這是學習蘇聯「老大哥」的做
法。

在「全盤學蘇聯」的方針下，在系之下成立了「教學研究室(組) J

。本來一位

教師可以教不同的幾門課，現在他必須專屬于某一個教研室，例如我屬于「理論力學
」教研室，就只能教「理論力學 J

'不能(也不必)去教性質相近的「材料力學 J

當然更不能去教性質較遠的「工程數學」。又引進了「習題課」作為「大課 J

'

(一班

有一百多學生)的補充。習題課的目的在于教導學生如何解題，一面討論，一面由學

生演算。習題課是小班(約三十人)上課，大部分由助教擔任上課，而擔任大課的主
講教師(教授、講師、資深的助教皆可擔任)至少要上一個小班的習題課，一方面可
以直接了解學生的理解程度和解題能力，教學上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提供初次擔
任習題課的助教一個觀摩的榜樣。教研室的設置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教師專敦一

門課，自然容易做到「精益求精 J

'對學生有益。壞處是教師的知識面變得太狹窄，

影響其學術水準和研究能力。習題課的設置，我認為是個很好的設計。由于習題課是
採敢發式、提問式、討論式進行的，在教師與學生的雙向溝通中，學生的理解程度和

解題技巧可以提高很多。對教師的要求，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比上大課更高。由于要
面對隨堂發生的諸多事先未能預測的狀況，教師必須善于誘導，儘量做到引人入勝，
深入淺出(各種程度的學生都能照顧到)

，生動活潑。要認真上好習題課，實在需要

相當高的教學藝術。由于習題課的效果很好，所以這個辦法就一直延用下來了。

又引入「口試」制度。考試一律採「口試 J

'廢除純筆試。「口試制」作法大致

如下:預先準備好數以千計的試題，按難易程度分成三類或四類。每個考生進入考場
後，先給他最容易的小試題(其中包括簡單的運算)

,

(例如)五分鐘後數名教師就

該小試題對該生進行口試。如教師對學生的回答滿意，則再取難一層的小試題測驗學

生，直到小試題難到學生答不出或答不全為止。每位學生要化上二、三十分鐘，每大

班一百多學生，起碼要一個星期才能考完。到了最後一天，老師已累得張不開口了。
我想，大概蘇聯老師體力較好，可以撐得下來，中國教師體力不夠，實在撐不下來。

所以這個方法雖比筆試有很多優點，但也只試行過一次，以後還是改為筆試了 o 另外
記分制也由百分制改為五分制(與「蘇聯老大哥」鬧翻後，又改回到百分制)。

有趣的是，還有一種「六節一貫制」也被引入。學生從早晨七點到下午一點芋，
一口氣上六堂課。這樣下午(除了上實驗課外)和晚上的時間全部可用于自習。換言

之，自習時間比以前上下午都排課的老辦法多出很多。想來也是由于蘇聯學生早晨有
牛奶和黃油(熱量較高)麵包(固體)充腹或者體質較好，所以能撐到下午一點半(

上完三堂課後有一較長的休息)。而中國學生早上只吃饅頭(熱量較低)

，喝稀飯(

流體中點綴著固體)或者體質較差，不經餓，不到中午十二點已經飢腸轎車鹿，最後兩

堂課的聽課效率自然大為降低，所以這個辦法實行了一陣子也廢除了，仍恢復到傳統
的排課法。

此時教材已全部改用中文本。由于中國人自己編的教材一時還來不及寫出，或者

交站在
還不太懂得該如何寫，所以教材全用蘇聯教材的中譯本 O 就理工科的基礎課平均而言

，蘇聯教材要比美國教材程度深，內容多，系統性強，寫得也比較詳細。由于寫得詳
細，所以也較適合于學生自學。當然，從教師的觀點看，可能覺得它寫得太嚕嘛。但

教材主要是寫給學生看的，我認為，與其簡要不如詳細。所以我個人認為，就我接觸

到的基礎課，平均而言，蘇聯教材優于英文(主要是美國)教材。至于講到專業課教
材，蘇聯教材的缺點是內容比較陳舊，但這個缺點在當時(西曆五十年代初)還不顯

著。這四十多年來，幾經波折，結合俄國(受德、法影響)、英美教材之優點，再加
上自己的心得，大陸教材(當然是指寫得好的)有後來居上之勢 O 總之大陸對教材是
化了大氣力的，不像台灣，就理工科而言，多用美國原版教材，很少人寫教材出版，
更不用說化大氣力了。

民國四十四年下半年開展了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一時人人自危，草木
皆兵。反胡風運動像颱風一樣，幾個月後就颺過了。轉過年到了民國四十五年初，毛
根據「文武之道，一張一抽」的道理，忽然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所謂「雙
百方針 J

0 所以這一年我過得最輕鬆，不需在政治學習(每星期兩個下午)時不斷數

落自己的「原罪 J

不亦快哉!毛又提出，黨要展開整風(即整頓不正之風)

黨外人士提意見，提批評以幫助黨整風。這種「提意見 J

，歡迎

在黨的高幹(包括毛本人

)多次信誓旦且地保證不會報復，而且不斷表揚之下，于民國四十六年春逐漸增多 O
我提的唯一意見是:圖書館的書太少，應該多買些書。這樣我總算逃過了「反右 J 這

一闊。

接著民國四十七年「大躍進」、「大煉鋼」通宵達旦。全民用竹ω竿趕麻雀，用人
尿養「小球藻」。花樣甚多。

到了民國四十八年「建國十周年國慶」時，雖然還在「反右傾 J

'已有大批人餓

死，再也沒有力氣「躍進」了 O 接下兩三年，餓死的人越來越多，據估計，總數達七
千餘萬人。農民在田間勞作時，突然倒地而亡，由于長期飢餓，油乾燈燼了。那幾年
，學生都在挨餓，體育課也停止了(無力跳跑)。但是說也奇怪，由于暫停了政治運
動的干擾，學生的課業學習時間增加了，雖然挨著餓，學業水準卻有提高。令人想起
范仲淹年青時吃靡粥苦讀的歷史 O

到了民國五十一年，大飢荒的高峰剛過，毛又在叫階級鬥爭了。民國五十三年我
到上海一家螺絲釘工廠去參加「四清運動」。階級鬥爭的「殺氣」隨著姚文元的「評
海瑞罷官」的發表，越來越重，到民國五十五年六月

I 文革」終于開始了。「文革

」的詳情太長了，不能在此一一細談(詳見拙文「細雨夢回雞塞遠 J

報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
可里論力學教研室，

0

連載于中央日

I 文革」中，教授死了不少。

(共約二十人)死了兩名講師，一名跳黃浦江自殺，一名跳井自

拉 O 我雖逃過了「文革」前的各次運動，但在「文革浩劫一中，也逃不過了。我于民
國五十九年三月的「一打三反運動」中莫名其妙地被「揪出被關押在一間約六平
方米的空房中。房中沒有任何傢俱，晚上睡在地上，白天坐在地上。房中的電燈二十
四小時不准關，靠走廊的門土裝了玻璃，玻璃用漆塗滿，但留下一平方且米的玻璃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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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失
塗漆，每隔十五分鐘，

，-獄卒」會來張望一下，可以看到我在幹什麼。褲帶、鞋帶都

抽去，以防我自殺。這叫做「隔離審查」。我被關了十三個月，批鬥兩百餘次。由于

沒有褲帶，每次出隔離室挨批鬥時，只好用兩手提著褲子。最後于民國六十七年底才

「平反」。
在當了十八年講師之後，我在民國六十七年才升副教授，那年我已四十六歲。次
年我開始收碩士班研究生。而我在民國五十二年在一次研討會發表的會議論文，在十

六年之後才有機會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因為全大陸的學術期刊全部停刊了約十三年之

久。
鄧小平上台之後，學校中「政、冶運動」已經停止，政治學習仍是每星期兩個下午

，但己不必老是數落自己的「原罪 J

'漸漸地教師也有了部份的「沉默權 J

'真有「

如釋重負」之感。到民國七十二年我離開大陸時的五年中，學生水準進步很快，有研
究能力的教師(當時約佔全體教師的五分之一)進步也很快，整個學校處于穩健成長
中。

民國七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我由北京飛舊金山轉溫哥華，準備出席在加拿大舉行
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在溫哥華下飛機後即利用電話簿與當地的愛國(中華民國)華
僑取得聯絡，在他們的幫助下，其中又經過十分驚險曲折的過程，經日本飛抵台灣。

次年二月份起在新竹國立交通大學機械系任教至今。所以我在上海交大任教二十八年
，在新竹國立交通大學任教十二年，加起來，在兩岸交大任教整整四十年了。如果從
「廣義地與交大發生關係」的民國三十二年二月算起的話，算到八十五年百年校慶時

，則長達五十三年。

至于兩岸交大的比較，我只能就十二年前的情況來比較兩岸，因為我離開上海交
大已十二年，這十二年中它應該有很大的進步(我只有零星的了解)

，如果我拿今日

的國立交通大學(十二年來也有很大進步)與十三年前的上海交大比較，顯然對上海
交大是不公平的。就十二年前的情況而言，師資人數方面，大陸超過台灣約十倍，但

平均學術水準比台灣差很多。大陸(指上海交大)教師中，只有約五分之一的人有科
研能力，其他都只能純教書。但大陸教師之教學水準'平均而言，卻比台灣(指國立

交通大學)高。這是由于台灣是「論文導向 J

陸是「教學導向 J
J

'教師之評鑑以研究成果為依歸，而大

(當時的口號是「教學為主 J )。每門課程都有詳細的「教學大綱

('-高教部」審訂的)

，每學期任課老師必須填寫詳細的「進度表 J

'不能任意地

「偷工減料 J

'也不能「忽快忽慢」。而台灣則由于各種原因，少數教師教課有時會

「虎頭蛇尾 J

'教材中的最後幾章應講的內容(往往是較難較深的內容)

，往往會「

放水」。另外台灣教師赴外地(包括國外)出差(開會之類)的也比大陸多，所以「

忽停忽快」在所難免。依我觀察，台灣交通大學畢業生的水準比上海交大畢業生似乎
稍遜一點(大陸大學較台灣更難考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研究生的水準則正好相

反，這是因為研究生的水準與導師的水準關係較大，而大學生的水準則與課程的內容
關係較大，與教師本身的學術水準關係不太直接的緣故。
建築物當然是台灣的新，儀器、設備、經費，都是台灣佔優勢，特別電腦方面，

交站在
優勢更大 O 大陸學生比台灣學生用功、成熟，但不如台灣學生主動，活潑，樂于助人

O 至于教師之間的關係，則差別也很大。在大陸，人與人之間戒心極重，因為幾十年

來「鬥乎」的結果，人分為三類:一類是「鬥人」的人，一類是「人鬥 J 的人，還有
一類是「可能鬥人」或「可能人鬥」的人，所以同事之間幾乎不可能交朋友。鄧小平
上台後，情況有所好轉，但是餘悸猶存。台灣則不同，同仁之間，基本上是和諧的 D

雖然同仁之間難免為了佔用的空間、經費、不日個人的權益之類的事有些小摩擦，但比
起當年大陸同事之問你死我活

的鬥手來，只能算是「茶壺裹的風暴」了。

講到研究成果，如按人平均而言，十二年前台灣要比大陸領先很多。但最近十多
年來大陸方面進步很快，據我所知，上海交大(還有西安交大)在科技論文的質和量

方面都是名列大陸重點大學的前茅的。總之，上海交大自民國三十八年到五十-五年文
革前，雖有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的干擾，在「交大精神」的影響下，仍能在曲折中求
進步，經過十年文革浩劫，雖然嚴重倒退了很多，但生命力頑強的「交大精神」依然
不絕如縷地得以廣績，從而再生，所以只要不「搞」政治運動，十多年來，上海交大
恢復、發展得很快。至于台灣交大則比較幸運，因為台 j彎交大從未「搞」過政治運動
，所以自在台復校以來，一直順利地迅速發展。

兩岸交大師生所共有的交大傳統精神是什麼呢?也許還有其它內容，而我只拈出

三個字

I 勤、嚴、愛 J

即勤奮、嚴格和對學間的喜愛。第一

勤能補拙，韓愈說業精于勤而荒于嬉 J

I 勤」就是用功，

'交大人晚上開夜車是家常便飯。第二，

「嚴」是嚴格，包括對己和對人都嚴格。第三，對學間的喜愛，是指對學問有發自內

心的，非功利主義的愛。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交大人都如此「偉大 J

一點功利心也沒有。我指的是求學問時的「樂在其中 J

以至求學問時

0 每個交大人對王國雄所引的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況味都有些體會的。如果沒有這些「樂」的

話，那麼在交大的日子就太難「熬」了。
一百年來的中國是多難而曲折多變的。在這多難而曲折多蠻的過程中，兩岸的交
通大學終能得以茁壯地生成、發展，實在是很難能可貴的，值得我們珍惜，更特別令

我們交大人引以為傲。我堅信，當慶祝二百閒年校慶時，交大已是世界執牛耳的大學

之一，因為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呀!

民國七十八年為了紀念自己「寄跡」交大四十年(三十八年考入交大)
了一首詞，現在把它錄在下面作為本文之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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