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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北洋水利那些事儿
1)

吴 磐 杨绍琼2) 姜 楠

(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 本文基于部分历史史实，对北洋大学 (今天津大学) 水利系的发展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并扼要地回

顾了那些年，北洋大学水利那些事儿、那些人。重点从北洋大学 – 天津大学水利学科、水利系的历史延续及其

在中国水利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及其发展过程、天津大学水利馆及知名教授和杰出校友的

相关故事出发，以期较为全面地展示北洋大学 – 天津大学水利系 125 年的历史传承和现代化发展成就，激励

新一代天大水利人，续写北洋雄风，并深刻缅怀余元君等已故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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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OF DEPART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OF

PEIYANG UNIVERSIT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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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some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part-

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of Peiyang University (Tianjin University), with related events and person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discipline and the Depart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from Peiyang University to Tianjin University and its position in the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the role of Peiyang University in Chinese First Institute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and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 related stories of the Centre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famous professors and the

outstanding alumni, and shows the historical inheritance and the modernisation achievements of the Depart-

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of Peiyang University-Tianjin University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and twenty-five

years, which inspire a new generation of Tianjin University in water conservancies. Rejuvenate the spirit of

Peiyang, and deeply remember the late, outstanding alumni Yu Yuanjun and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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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学科指导思想 —“实事求是” 校训

北洋大学 (今天津大学) 肇基于 1895 年 10 月 2

日，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现代大学。1914 年

起，时才 28 岁的赵天麟 (1886 — 1938) 任北洋大

学校长 (1914 — 1920)，他总结北洋大学近 20 年的

办学经验，概括出 “实事求是” 四个字，以之教导学

生。“实事求是”后被颁布成为北洋大学校训，一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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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至今[1]。北洋大学能够在 “新文化运动” 口号 “科

学”和 “民主”提出之前倡导 “实事求是”，用以提倡

一种近代中国所缺乏的精神，可谓是恰逢其时，也成

为北洋大学和天津大学水利学科发展的根本指导思

想。图 1 为赵天麟老校长手书的校训 (左图)[1] 和北

面一侧刻有其题写的 “实事求是” 的校训石 (右图)，

该校训石是部分校友为庆祝学校 120 周年校庆捐赠

的，于 2015 年 9 月 28 日在天津大学北洋园新校区

揭幕，同时也正式宣告了天津大学北洋园新校区的

启用。

图 1 赵天麟老校长手书天津大学 (原北洋大学) 校训[1] “实事求是” 和 2015 年建校 120 周年时揭幕的校训石

2 水利学科历史沿革

早在 1895年，天津北洋西学堂 (北洋大学初名，

次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 内设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

头等学堂类似为本科，二等学堂则类似于大学预科。

头等学堂初设工程、矿务、机械和律例 (法律)，均为

当时国家急需专门人才的领域[2]。其中，工程专门即

为土木 (水利)，当时就已经开始教授水利相关的课

程了。曾执掌国家水政的金邦平 (1881 — 1946)便是

1899 届毕业生，这也是北洋大学堂的首届毕业生。

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北洋校舍被霸占，

无奈停课。1903 年，北洋大学堂复课。自 1903 年始

至 1933 年末，土木专业数易其名，水利学科先后寓

于北洋大学堂土木工程学、土木工程学门以及国立

北洋工学院土木工程系。这一时期北洋土木 (水利)

发展较为平稳。

1933 年以前的北洋大学，尽管已经培养了如金

邦平、冯熙敏 (中国测绘学奠基人) 以及执掌国家交

通运输的曾养甫等水利先驱，且历年来从事水利的

学生是最多的，但是仍然寓于土木之中，并未成为独

立专业。北洋大学水利专业的开门立户之人是李书

田老校长[3]。

1933 年，李书田任北洋工学院院长期间，观察

到国家的水利事业迫切需要专门人才，于是便将土

木工程学系分出一个 “水利卫生工程组”，虽然直到

西北工学院时期才正式称之为 “水利系”，但按照中

国教育史的观点，此水利组即为水利系[3]。图 2为水

利卫生工程组最初设立后，1934 年 — 1935 年的课

程设置。

图 2 1934 — 1935 年水利卫生工程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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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日军全面侵华。同年 9 月 10 日，北

洋大学内迁至西安，并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

以及北平研究院等单位合并成立 “国立西安临时大

学”，李书田任筹委会主任。滞留平津的北洋师生得

知此事后，不远千里赶赴西安[2]。当时的北洋水利组

既缺经费、设备，又缺书籍，在此 “三无” 环境之下，

师生们仍然坚持上课，水利专业艰难维持。

1938 年 3 月，西安临时大学迁往汉中，并于一

个月后更名为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7月，西北联合

大学工学院奉命于陕西城固县独立建校，成立 “西北

工学院”。西北工学院正式成立后，北洋工学院水利

工程组分出，成为独立的水利工程系，李书田兼任系

主任。

在中国水利的高等教育史上，虽然北洋大学教

授水利相关课程最早，但第一个建立水利组的并非

北洋工学院，而是 1915 年由时任国家水利局总裁张

謇创办的中国第一所水利工程高等学府 “河海工程

专门学校” [4]。合作创办该校、被誉为 “中国由古代

科学技术进入现代科学技术治河的引路人” 的李仪

祉最初也是在这里任教。而国立大学中最早设置独

立水利组的为国立武汉大学 (1928 年即设水利组)。

翌年清华大学设置水利组 (1938 年设立独立的水利

组)。若仅论彼时国立大学的水利系，北洋工学院、西

北农学院 (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以及合并了 “河海

工科大学”的原中央大学 (今南京大学)均于 1938年

前后设置了独立的水利系。

1942 年 12 月，在陈立夫、曾养甫、茅以升、李

书田等众多校友的努力下，国民政府令浙江国立英

士大学升格为国立，并令其工学院独立为国立北洋

工学院，为区别于在天津西沽的北洋工学院，史称

“泰顺工学院”，此时北洋水利主体部分仍在西北。

1944 年，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成立，北洋大学

主体部分迁入，下设水利和土木二系[2]。

1945 年抗战胜利后，泰顺工学院、北洋工学院

西京分院、西北工学院和北洋大学北平部先后返津

复校，复校后北洋大学增设理学院，进入理工结合时

期，水利为当时北洋大学工学院 “八系” 之一，后又

成立了水利等五个工程研究所。

1951 年，中央教育部令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

(现河北工业大学) 合并，并定名 “天津大学”。原北

洋大学水利系、河北工学院市政水利系和北京农业

大学 (现中国农业大学)水利组及三十多名师生合并

成立了天津大学水利工程系，赵玉振 (赵今声原名)

兼任水利系主任。随后不久又设置了水利水电工程、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两个本科专业，天津大学水利

系得到快速发展。

1955 年高等教育部对天津大学系科又做了进一

步调整，天津大学农田水利及土壤改良专业调给武

汉水利学院，后并入武汉大学。至 1956 年，天津大

学共设 7 个系，水利工程系为其一。

1966年至 1976年，天津大学水利系又经历了办

学混乱及唐山地震等影响，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之

后，天津大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学校秩序终于

稳定，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至 1980 年，水利工程

系下设水利水电工程建筑、港口建筑及海洋石油建

筑工程 3 个专业，8 个教研室，并设有水工建筑物、

水港、水力学、土力、地质、水利施工、水能利用及

流体力学 8 个实验室及 1 个水利馆。

至 1985 年底，天津大学水利工程系下设水利水

电工程建筑专业和港口及航道工程专业。

1987 年，天津大学水利系更名为水资源与港湾

工程系。

1997 年 9 月，水资源与港湾工程系、土木工程

系及船舶与海洋工程系合并成立天津大学建筑工程

学院。目前，建筑工程学院包含水利水电工程、土木

工程、港口工程、海洋工程、船舶工程、国际航运工

程等 6个系，培养了大批水利相关人才。至今，北洋

大学 – 天津大学水利学科发展已 125 年，从未间断，

为我国最悠久的水利学科之一。

3 北洋水利教师本土化

1928 年以前的北洋水利学科，不仅走在了国立

大学的前头，而且名师荟萃。自天津北洋西学堂建立

之初，不仅教材均选用外文原版，教学设备也全部自

国外进口，且 70%以上教员为外国人，其中大多出自

水利名校美国康奈尔大学，加之学校建设和发展以

美国大学为蓝本，以康奈尔为模式，特别注重办学质

量，教学水平很高，故当时的北洋大学亦被称作 “东

方康奈尔”。此后 20余年，北洋水利逐步实现了教师

本土化，曾任南京航空学院空气动力学系主任的北

洋大学知名校友戴昌晖先生 (1919 — 2005) 曾有诗

云：“张冯巩李传四代，音容亮节长忆中”，说的便是

北洋水利四代师生张玉昆、冯熙敏、巩广文以及李书

田同堂而教，是谓学界美谈。四代师生的同堂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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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北洋的学术传统得以很好地传承，为北洋水利

学科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7 年，一位对于北洋大学水利学科有着重要

影响的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 ——

茅以升开始加入北洋大学任专职教授，主讲桥梁力

学、结构力学等课程。在一年前，负责教授结构学的

美国专家阿罗克 (O. Rouke) 合同期满。李书田便向

刘仙洲老校长 (1890 — 1975) 推荐了茅以升接替结

构工程教授一职[2]。然而，茅以升因故只能兼职。他

因为酷爱教学，且在北洋大学的教学方式相当独特，

如果学生能以难题让其无法答复，则该学生就是满

分。此举很受北洋土木 (水利) 学生的欢迎，不仅本

届，上届学生也时常前来补习。对这种教学方式，著

名教育家陶行知 (1891 — 1946) 曾赞扬到：“‘学生考

先生’ 的方法，推陈出新，创我国教学之先例。”1928

年底，茅以升念及北洋大学 (当时名为北平大学第二

工学院) 现状，临危受命，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院

长 (1928 — 1930)。1929 年，一场大火烧了学校教学

大楼，楼内不仅水利相关设备，所有设施全部被毁。

茅以升院长为重建教学大楼，四处奔波。1930年，老

校长卸任。两年后，应李书田先生之邀，他再次执教

北洋，仍为土木 (水利)学生教授结构工程。1933年，

先生又担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处长一职。直

到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 年初，北洋大学在天津复

校。同年 6 月 “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 成立，茅以升

任委员兼秘书，后其经推荐成为北洋大学校长 (1946

— 1948)，但因当时修复钱塘江大桥任务，未能到任。

后由张含英先生继任。

北洋工学院时期 (1928 — 1937)，李书田接任院

长，聘请了一大批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任教北洋，如

高步昆 (1898 — 1966) 任土木工程系主任；李赋都

(1903 — 1984)、徐世大任河海工程教授；高镜莹任

测量学讲师；王华棠 (1903 — 1991)担任水利工程讲

师；涂允成 (1903 — 1969) 任水利及卫生工程教授；

邓曰谟 (1896 — 1983) 担任北洋工学院水力机及材

料试验教授；何之泰 (1902 — 1970) 教授灌溉工程；

张国藩 (1905 — 1975) 负责讲授水力学实验。总之，

北洋大学水利学科延续了北洋 “从教授的自由流动

到教授治校” 的学术传统。图 3 为 1931 年北洋大学

教职员合影，蔡远泽、张玉昆、巩广文、魏寿昆及邓

曰谟等名师均在其中。

4 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水力学》

刘仙洲老校长曾指出，若中国教员教授中国学

生一直沿用外文课本，我国学术永无独立之期。而教

师逐渐本土化使得教材的本土化更加迫在眉睫。

图 3 1931 年北洋大学教职员合影

(前排：蔡远泽 (右 6)，张润田 (右 5)，施勃理 (右 4)，张玉昆 (右 3)，王季绪 (左 5)，顾元礼 (左 4)；中排：冯叔捷 (右 7)，

黎楠 (右 5)，巩广文 (右 4)，刘之祥 (右 3)，魏寿昆 (左 5)，崔通芬 (左 7)；后排：邓曰谟 (左 7)，张文治 (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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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世纪初，中国现代水利先驱北洋大学名

誉教授李仪祉先生就已经开始编写中文教材了，他

是水利教材本土化的先行者。而对于 “水利” 一词

最先进行科学定义、使 “水力学”最早成文成卷者为

张含英老校长 [3]。他彼时定义 “水利科学是研究水

利措施与水利及其周围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互

关系、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及专门技术的科学。水

利基础科学主要研究水利措施与水及其周围自然条

件 —— 河流、土地、地层等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规

律。”

1925 年，李书田和张含英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

业后回国。1932 年 9 月，李书田邀请时任华北水利

委员会课长 (主管文书) 的校友张含英执教北洋，负

责教授 “水力学”。任教期间，张含英发现，近年来中

国水利事业蓬勃发展，却缺乏一部能够较好地讲述

水力学的书本供投身水利者研习，而水力学乃现代

水利科学的基础，这实在是 “中华水利界之大耻也”。

是时，他在华北水利委员会中虽有职位，却无实事可

做。于是，他博览水利资料，将其在北洋用心准备的

讲稿整理成书，并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5]。1938 年，

该书正式出版，为中国首本正式出版的《水力学》。

图 4(a) 为张含英著《水力学》[6]；图 4(b) 为 1936

年 7 月 7 日，张含英写给曾经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所长王云五的一封信，此信中所言的即是商务印书

馆出版《水力学》一事。李仪祉和李书田都曾教授过

“水力学”，深知这部书意义，后便推荐《水力学》作

为《大学丛书》出版，李书田为该丛书 50 余编委之

一，其他编委还有李四光、蔡元培、胡适、冯友兰等。

(a) [6] (b) 

图 4

5 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

水工试验是由德国水利学家于 19 世纪末首创

的。世界上第一个水工试验所也是由德国科学家恩

格斯 (H. Engels) 在德累斯顿大学创立，此后，欧美

水工试验所的建立随之兴起。北洋大学虽然在 1904

年建有水力学及 “水力机”试验室，但设备多来自美

国。美国水利学家费礼门 (Freeman) 博士曾当面对

李书田说明 “世界上唯有水工试验所可以给出一千

倍之大利息”。这是因为先进行水工模型试验，可以

提前暴露设计缺陷和问题，从而在工程进行前将其

修正。而近代中国水利问题既多且繁，且水利问题

的研究主要依靠经验，缺乏科学实验手段。而当时

东西方水利专家们治理黄河、淮河策略迥异，常常

争论不下。这激起了中国水利学家们对于水工试验

所的渴望。李仪祉和李书田都曾参观过德国的水工

试验所。于是，他们积极倡导创建中国第一水工试验

所 [7]。1928 年 9 月，华北水利委员会成立初，李仪

祉 (委员长)和李书田 (秘书长)当即提出 “以庚子赔

款 (荷兰退还) 筹建河工试验所”，然而此提议未获

当时国民政府支持。1929 年，华北水利委员会牵头，

计划与北洋工学院及北平研究院合办华北水工试验

所，不久再次因经费问题作罢。在此无经费、无场地

的情况下，中国的现代水利科学研究机构的建设举

步维艰。事实上，期间河北省立工业学院曾表达出为

经费和选址提供帮助的意愿，然而当时的华北水利

委员会并未做出回应。1930 年，华北水利委员会决

定由李赋都先生 (1903 — 1984，北洋教授) 主持建

立一个临时的 “水工所”。1931 年，老校长茅以升、

李书田等土木水利专家共同创立中国水利工程学会

(中国水利学会前身)，茅以升、张含英等 9人任理事，

李仪祉任会长，李书田任副会长，并开始加大了水工

试验所的筹建力度。1932 年，李赋都先生制定建设

水工试验所的详细计划。李书田接任北洋工学院院

长后，四处奔波，多方努力下促成了北洋工学院、黄

河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以及河北省立工业

学院等全国 10 余家学术和水利机关，于 1933 年 10

月 1 日在河北省立工业学院内成立了中国第一水工

试验所董事会，董事来自各流域委员会和国内最有

影响的水利机构，以及当时国内著名的水利专家。同

时华北水工试验所更名为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由

李书田主持建设，并于 1935 年 11 月落成，李赋都

为第一任所长 (图 5(a))。

1935 年 11 月 12 日 (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

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落成，同时进行官厅水库大坝

消力池的第一放水试验。当时最具影响的《晨报》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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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5 不同时期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外貌

“全国惟一设备，东亚独步，来宾到百余，试验效果

佳。”《申报》称其 “为全国惟一水利试验机关”[7]。

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的落成及放水试验在我国

的水利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如果说两年前茅

以升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处长后，统一全国水

利行政、确立全国水利管理思想及组织体系，为我国

的水利事业向现代过渡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8]，那

么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现代

水利科研机构，它标志着我国水利行业的研究不再

以经验为主导，而是有了科学合理的试验手段。

1949 年 9 月，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更名为 “天

津水工试验所”，由北洋大学与华北水利委员会共管，

郑兆珍 (1910 — 1969)任所长，北洋水利系主任常锡

厚 (1911 — 2004) 以及教师魏寿昆 (1907 — 2014)、

魏颐年 (1928 — 2019) 在所内兼职。1953 年更名为

“水利部天津水工试验所”。后北洋大学更名为 “天津

大学”，水工试验所北洋大学部分也迁入了新建的天

津大学水利馆，而水工试验所余下部分均属水利部

天津水工试验所。1954 年，水利部天津水工试验所

被洪水淹没，因此所有人及设备也都暂时寄居天津

大学水利馆。1956年，该部分又调往北京，由几家单

位合作成立了北京水科院 (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9]。

6 天津大学水利馆

1952年，天津大学魏颐年、娄瑞清、胡恩生、宋

礽、王尚毅及盛志超等教师开始负责水利馆的建设

工作。图 6(a) 即为水利馆的布置图。图中南建筑中

厅为水港模型实验室、东厅为水工模型实验室、西

厅为水能模型实验室；北建筑东厅为水力学实验室、

西厅为水工模型实验室[6]，总建筑面积约 2500 平方

米。此外，几位教师还在馆内设计修建了蓄水池以解

决用水问题[6]。1956年，水利馆正式建成并使用。期

间，1954年，经协商同意，水利馆接纳了水利部天津

水工试验所。图 6(b) 为彼时水利馆建成时的照片。

天津大学水利馆倍受中央重视 [3]。毛泽东以及

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视察过，周恩来总理

在 1957 — 1959 年两年内莅临两次。图 7 为 1959

年 5 月 28 日原天津大学党委书记贾震 (左，1909 —

1993) 和原天津大学校长张国藩 (右，曾任水利学实

验教授) 陪同周恩来总理参观水利馆时的照片。

随着天津大学新校区启用，天津大学在北洋园

校区内又新建成了水利馆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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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6 天津大学水利馆[6]

图 7 周恩来总理莅临指导

图 8 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新建的水利馆

7 北洋水利系杰出校友及名师

茅以升 (1896 — 1989)，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

桥梁及水利专家。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

次年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19 年获得美

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博士学位。1920 年回国。中国水

利工程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中央水工试验所建设的

推动者、河海工科大学首任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

统一了全国水政，为我国水利事业的现代化做出了

重大贡献。设计建造了钱塘江大桥和武汉长江大桥。

曾养甫 (1898 — 1969)，中国土木水利 (交通)建

设之父。1923 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后在美国匹兹堡

大学深造。1925年回国，被称为 “孙中山建国方略实

践第一人”。上海真茹国际电台的创始人，开创了中

国通讯事业先河。还督办修筑 “滇缅” 国际公路。参

与创办了香港南华学院。

李书田 (1900 — 1988)，著名水利学家，中国近

现代水利科学的先驱。1923 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

系。1926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毕业。1931年，中

国水利工程学会初立，担任副会长。他发起筹建水工

试验所，并于 1935 年建成了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

李书田任北洋工学院院长期间，于 1933 年建立了中

国国立大学的首批水利专业和水利系，是北洋水利

专业的开门立户之人[2]。此外，执掌北洋工学院时期

首开我国研究生教育之先河。还创办了西昌技艺专

科学校、贵州农工学院 (今贵州大学)。为我国的水

利教育及水利科研的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晚年，又

创办了世界开明大学和李氏科学研究院。他的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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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文获 199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张含英 (1900 — 2002)，新中国水利首席专

家。1918 年考入北洋大学。1924 年毕业于美国伊利

诺大学，获得土木工程学士学位。1925年，于美国康

奈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历任华北水利委员会课

长、黄河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1931年，创建中国水

利工程学会，后提出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不能局限于

工程，遂改称中国水利学会。建国后，又出任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利部副部长。最先对水利进行科学定义，

编写了中国第一本正式的《水力学》。他长期从事治

理黄河事业，出版了大量治理黄河著作。

赵今声 (1903 — 2000)，水道及港口水工建筑专

业创始人。北洋大学预科毕业，并于 1926 年在香港

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工学学士学位。1930 年，任东北

大学土木工程系助教。而后历任河北省立工业学院

市政水利工程系讲师、西北工学院土木系教授等。对

我国回淤处理及淤积处理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

动作用。

秦汾 (1887 — 1973)，水利专家。1903 年考入北

洋大学土木学门，两年后留学美国，获得美国哈佛大

学天文数学硕士学位。归国后从事高等教育，北京大

学教授。1934 年，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委员会秘

书长，掌全国水利 (图 9)。

李仪祉 (1882 — 1938)，著名水利学家和教育

家，我国现代水利建设的先驱，历史治水名人。1915

年毕业于德国柏林皇家工程大学，并获得 “特许工

程师” 称号。1928 年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且

受聘为北洋工学院名誉教授。李仪祉长期任水利要

职，被誉为 “中国由古代科学技术进入现代科学技术

治河的引路人”。他主张治理黄河要上中下游并重，

防洪、航运、灌溉和水电兼顾。亲自主持建设陕西

“泾”、“渭”、“洛”、“梅” 四大惠渠，树立起我国现代

灌溉工程样板。

林平一 (1897 — 1979)，著名水利专家、水文专

家，我国近代治理淮河的先驱者之一。1923 年毕业

于北洋大学。1925 年于美国爱俄华大学获水利硕士

学位。1928 年回国后长期从事水利工作，曾任国立

中央大学教授、导淮委员会总工程师、淮河工程局局

长及北京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参与主

持制定了导淮规划和多项治淮工程设计，负责完成

了綦江、乌江、赤水河水道的整治工作。著有《小汇

水面积暴雨径流计算法》。

杜镇福 (1914 — 2001)，天津大学教授、水利系

主任。1938 年毕业于北洋工学院土木系水利组。毕

图 9 彼时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委员会委员名单

(主任委员孔祥熙，秘书长秦汾，委员包括茅以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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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后随张含英赴桂林任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湘桂水道

工程处工程员。后又于西北工学院和国立黄河流域

水利工程专科学校任教。1946 年于科罗拉多州大学

获得硕士学位。次年，回北洋大学任教授，组建了天

津大学水利系高速水流研究室。

刘德润 (1907 — 1994)，著名水利专家。1932 年

毕业于国立北洋工学院。1934年至 1937年留美依阿

华大学，并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回国报效国

家水利事业。曾任北洋大学教授、西北工学院教授和

黄河水利专科学校校长。1958 年黄河特大洪水，众

专家意见不一，周恩来采用其建议，历时 7天战胜了

洪水。先后主编《中国农业百科全书 ·水利卷》、《中
国大百科全书 ·水利卷》和《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等。
冯熙敏 (1886 — 1964)，中国最早学习现代水利

科学先驱，也是中国测绘学的奠基人。北洋大学第

13 任校长冯熙运之弟。1910 年以第一名的成绩于北

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 (图 10)。后终生执教北洋。

图 10 冯熙敏毕业文凭

徐世大 (1895 — 1974)，水利专家。1917 年毕业

于北洋大学土木科。1920 年，美国康奈尔大学水利

及卫生工程专业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任

教于唐山工学院、北洋大学以及工商学院。1932 年

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技术长。他对天津水

利与气象多有研究。

陶述曾 (1896 — 1993)，土木工程专家。1918年，

北洋大学预科毕业。历任河南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

武汉大学土木系教授。长期致力于水利、河港及交通

工程建设，对长江、黄河防洪和水利建设做出了突出

成绩。

谭真 (1899 — 1976)，筑港工程和航道专家，中

国筑港工程的奠基人之一。1917年，交通大学唐山工

程学院 (今西南交通大学) 土木系毕业。1919 年，于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北洋

大学、河北工学院、唐山交大和天津工商大学。在港

口建设以及航道治理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开

创了穿针引线法及钢桩冲捣法。

高镜莹 (1901 — 1995)，水利专家，中国水利技

术管理的奠基人。1922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 (今清华

大学)。1925 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工程硕士学位。同

年回国，先后任教于北洋大学、河北工学院、东北大

学以及天津工商学院。一生在教育、海河流域治理与

水利技术管理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周宗莲 (1910 —？)毕业于国立北洋大学，获得

学士学位。后获得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学位，被聘

为德国普鲁士水工研究所研究员。回国后，从事大量

水利教育工作，曾任国立北洋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主

任、以及国立西北工学院水利系主任等。他在拱坝、

湖南水利、长江和洞庭湖的关系和论理对策等方面

做出了重要的科研成果[10]。

曹楚生 (1926 — 2017)，著名水利学家、中国工

程设计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1948 年 7 月毕业于

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并留校任教。曾任天津大学教

授，对水利水电持续向计算机辅助设计、虚拟仿真计

算、风险分析方面进行研究，并在开展风险设计改进

优化设计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周恒 (1929 —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流体力

学家。1950 年毕业于天津大学水利系，后留校任助

教。1955 年，晋升讲师，不久发表了一篇 “最优控

制”方面的文章，引起了老一辈科学家的关注。后经

钱学森同意，每周 3 天去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

所在钱学森亲自指导下进行科学研究，为我国流体

力学，尤其是流动稳定性 “弱非线性理论”等做出了

重要贡献。

余元君 (1972 — 2019)，水利专家。1994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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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毕业于天津大学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先后

在湖南省水电设计院、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工

作。2013年 12月，任湖南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

总工程师。2019 年 1 月 19 日，他在岳阳现场办公

时因公殉职。余元君一生致力于洞庭湖治理工作，中

宣部追授他 “时代楷模” 称号，后被授予 “最美奋斗

者” 荣誉称号。

图 11为北洋水利部分名师和杰出校友的照片。

图 11 北洋大学水利部分名师及杰出校友

8 结语

本文基于史实，对北洋大学水利系的发展进行

了简要的梳理，并扼要地回顾了那些年，北洋大学水

利系和水利学科那些事儿，那些人。具体讲述了水利

学科的历史沿革、水力学教科书的出版、中国第一

水工试验所的前世今生、水利馆以及北洋水利部分

名师和杰出校友等内容。因篇幅有限，主要叙写了茅

以升、李书田和张含英等几位校长的相关故事，提及

的校友也仅为北洋大学水利系校友中极少的一部分，

仍有大量为我国水利事业奋斗终生、为我国水利教

育事业呕心沥血的师长和校友未做介绍，是为局限。

致谢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天津大学崔广涛教

授、王振东教授、白玉川教授和档案馆韩宝志馆长的

指导；部分历史资料来自天津大学档案馆和校史博

物馆；部分照片摘自网络，仅作为科普教育使用，一

并致谢。

参 考 文 献

1 李义丹. 我们的校训 —— 实事求是.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5

Li Yidan. Our School Motto: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ianjin: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2015 (in Chinese)

2 张立先. 李书田传.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0

Zhang Lixian. Biography of Li Shutian. Tianjin: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2010 (in Chinese)

3 崔广涛. 近代中国第一所大学育才水利史话. 天津: 天津大学出

版社, 2017

Cui Guangtao. The History of Water Conservancy in the

First University of Modern China. Tianjin: Tianjin Uni-

versity Press, 2017 (in Chinese)

4 水利学科专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高等学校水利学科教指委会

议, 2005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water conservancy



660 力 学 与 实 践 2020 年 第 42 卷

speciality. Meeting of Teaching Steering Committee of Hy-

draulic Engineer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2005 (in

Chinese)

5 中国水利学会. 张含英纪念集.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3

Chinese Hydraulic Engineering Society. Collection Com-

memorating Zhang Hanying. Beijing: China Water &

Power Press, 2003 (in Chinese)

6 练继建. 中国第一所大学工程学门绵亘图录. 天津: 天津大学出

版社, 2015

Lian Jijian. The Atlas of the First University’s Engineer-

ing in China. Tianjin: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2015 (in

Chinese)

7 李振富, 崔广涛. 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历史沿革. 中国水利学会

水力学专业委员会年会, 西安, 2002

Li Zhenfu, Cui Guangtao.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hi-

nese No.1 Hydraulic Test Institute. Annual Meeting of Hy-

draulics Committee of Chinese Hydraulic Engineering So-

ciety, Xi’an, 2002 (in Chinese)

8 李硕. 茅以升兼代民国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处长. 档案与建

设, 2016(5): 60-62

Li Shuo. Mao Yisheng replaced the section chief of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chives &

Construction, 2016(5): 60-62 (in Chinese)

9 程鹏举, 周魁一. 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始末. 中国科技史料,

1988, 9(2): 75-80

Cheng Pengju, Zhou Kuiyi.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Chinese No.1 Hydraulic Test Institute. The Chinese Jour-

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88, 9(2):

75-80 (in Chinese)

10 李晓霞,姚远. 水利学家周宗莲及其科学研究.西北大学学报 (自

然科学版), 2014, 44(6): 1018-1022

Li Xiaoxia, Yao Yuan. Water conservancy expert Zhou

Zonglian and his scientific research.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4, 44(6): 1018-

1022 (in Chinese)

(责任编辑: 胡 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