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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悼悼悼        念念念念    
 

悼文三篇悼文三篇悼文三篇悼文三篇 
程尚义（化工 45 届) 

重庆学长: 
兹寄奉追悼本班(1945届化工)杰出校友杨

光华、郭可信、与宓立群三人之文章，尚盼
能在下期“北美浙大校友通讯”予以刊登。
请有便交下期通讯编辑，籍此可将该噩耗与
他们生前成就，传达于北美校友之间。 
此敬颂 
春祺 

学弟谨上 
2007，3，31 

怀念杨光华兄 
  

2006年 11月 13日晚，郑国荣兄转来谭天恩兄

的电邮，得知班友杨光华兄巳於 11月 11日下午

24时左右在北京逝世，并附来一些官方报导有关

此事的消息。为了更进一步明瞭真实情况，立刻

打国际电话给也住在北京的郭可信兄。郭兄在北

大第二附属医院高干病房接到我的电话，他说：

“杨光华的病房就在我隔壁，那天晚上，喂他稀

饭，塞住喉头，呼吸困难，急救无效而过世了。” 

后来，国荣兄转来由天恩兄发出有关光华兄噩

耗的电邮，以及由杨夫人寄谭天恩兄转来我处的

2006年 12月 20日的中国石油大学校报，方始获

悉杨兄过世的全部情况。杨兄的遗体告别式是於

2006年 11月 16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举行，参加

仪式者有杨兄的眷属、他的受业门生如中共副总

理吴仪、公安部部长周永康等，以及中国石油化

工界领导和石油大学师生约 700人，备极哀荣。 

杨兄 1923年 4月 10日出生于湖南浏阳。1945

年夏与笔者同时毕业於浙大化工系。浙大化工系

的分数是出奇的紧；三分之一以上学分不及格者，

不准补考而勒令留级，而二分之一以上学分不及

格者，则勒令退学。从浙大化工系退学而转学其

他大学（如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等）者，皆以优

异成绩毕业，其中不乏有人成为大学化工系名教

授者。我们同时毕业 50余人，似乎只有光华兄一

人，四年总平均分数在 80分以上，最为全班同学

所钦佩。 

我们毕业后，各自东西。光华兄先是被我们系

班主任李寿恒博士留校作助教，他的才华为新来

的浙大化工系任教的方子勤教授所赏识，方毕业

於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化工系，获博士学位。经方

之大力协助，杨兄得以於 1947年赴美，入威斯康

辛大学，追随世界化工泰斗霍根。后杨兄夫妇连

袂返国，报效国家。他先后在北大、清华、北京

石油学院任教、任职中国石油大学校长，并於 1956

至 1958年至苏联莫斯科石油学院访问和进修，他

并首创重质油加工国家实验室。他的一生，可说

是一帆风顺，先是追随中国化工教育创建人李寿

恒博士，再次作化工泰斗霍根博士的关门弟子，

顺利完成了化工高等教育后，立即回归祖国，替

国家作育英才，替中国石油界解决了重油炼制问

题，厥功至伟。 

与杨兄相比，我出校门后的经历要曲折多了。

毕业后我被资源委员会分派至老鸦不生蛋的四川

隆昌，在属於中国石油公司的四川油矿探勘处工

作，负责操作一个规模很小的天然气汽油（casing 

head gasoline）提炼厂，历时一年有半。1947年 4

月，（刚在二二八事变之后），我被调派到台湾

新竹中国石油公司研究所（前身是日本天然瓦斯

研究所，其实是合成飞机汽油研究所）工作，在

此一蹲就是十一年。在此期间，我带领了上十位

主要毕业於于台湾大学、成功大学化学、化工系

的年青人，在塑料原料制造、人造纤维试制和其

他方面做了些工作。1985年 1月，我获得美国佛

罗里达大学研究奖学金，来该校化工系半工半读。

一方面跟 H.F.Pyne教授做公路油漆研究，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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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 A.J.Teller博士攻读学位。我於 1959年 6月获

该校化工硕士学位，1960年底完成化工博士学位，

1961年 1月至固特力化学公司任发展科学家，四

年有半，为该公司解决若干化工上的难题。我替

该公司发展出的塑料聚合方法，因未请专利，得

以守秘至今，近半世纪来，为该公司之获利主干。

1965年夏，我来美国唯一学费全免之古柏大学任

教，计 24年，历任助理、副、正教授以及系主任。

1989年退休后，以荣誉退休教授的名义，从事半

时间教研十年。 

从上所述，自我们离母校校门后，杨兄与我所

走过的几乎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主要在国内发

展，我则较长时间在国外奋斗。但有一点是我俩

不谋而合的：我俩为人处世都是根据母校的“求

是”校训，不谋名利，实事求是，不求闻达。他

报效祖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个非常正确

的选择；至于我自己则不免有些为他人作嫁的失

落之感。杨兄之发扬“求是”精神，可说已做到

极致，是我所望尘莫及的。 

我俩自浙大同时毕业后，未通音问，超过一个

甲子。仅在某期浙大 45届化工届刊上他所投稿的

简讯中，得悉一些他在国内的概况。1997年浙大

百年校庆，我俩都参加了。我乘此机会在杭州楼

外楼，席开二桌，邀宴了 45届化工校友，杨光华、

谭天恩、侯虞钧、矛及铨、张选枯，和他系校友

何志均、戚叔纬、陈文、向克强、黄晞以及他们

的夫人们，还有化工系有机化学教师冯新德教授。

席间大家畅谈别情况宾主尽欢。当时杨兄虽然发

言不多，但这次会晤是实在难能可贵的。 

至于光华兄对世界化工界和中国工业界的贡

献，在我个人看来，是可与中国化工界老前辈、

民族工业家侯德榜博士媲美的。侯先生写了一本

由美国化学学会出版的“碱的制造”而蜚声国际，

他并为中国奠定制碱工业的基础。而光华兄的大

作“重质油及渣油加工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为

国产重质油奠定了裂炼基础，后人可凭其先见之

明，举一反三，解决所有把重油制成各种石油产

品的有关问题。反观伊朗，有丰富的原油，不能

自己裂炼，而需要进口汽油，就是因为这个国家

没有一个像光华兄这样有远见的化学工程师。一

个国家如果没有充足的石油产品供应，就像一个

人缺少血液，是不可能健在的，由此可见他对祖

国工业贡献之大，是可以追随侯前辈的。但杨兄

在化工科学即化工动力学及化学反应理论上的造

诣，在中国说，是前无古人的。杨兄在 1951年左

右与他的业师霍根博士合著，刊於美国著名化工

杂志，“Chemical Engineering Progress” 上的一

篇“气相催化反应机理之确定”，和他在苏联与

潘钦可夫合著的“裂化催化剂上的结焦动力学研

究”，都是化工科学上的传世经典之作，为众多

学者所时常引用。他为了培养化工后进，并撰写

了两本非常实用的教科书：“石油天然气工艺学”

与“石油炼制工艺学”。他并培养了 30余名博士

和硕士。 

总而言之，光华兄在科学、工程上在卓越成就，

不论用何种标准衡量，都有充足资格享受两院院

士之荣衔而绰绰有余，可是怪就怪在这项国内学

术界的桂冠，就是与他无缘。此事我百思不得其

解。其原因或许由于下列事由实之一或兼而有之：

一、杨兄过份发扬浙大的“求是”精神，淡於名

利，不善表扬自我，甚至谦让。二、产生院士程

序有不公正之处，致有遗珠之憾。此事实在不能

为国内外有识人士所信服。 

杨兄身后遗有夫人，两个儿子，三个孙儿和两

个孙女。杨夫人孙以实女士，毕业於清华大学，

早年负笈美国，曾在威斯康辛大学求学两年。随

光华兄归国后，担任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多年。

她确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赞助丈夫，抚育

儿子，使他们后来都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实在令

人钦佩！杨兄长子杨卫，西北工业大学毕业、清

华大学硕士。留美，获布朗（Brown）大学博士

学位，曾任清华大学力学系主任多年，并获院士

殊荣。去年荣任母校校长，本班级友闻讯后均额

首称庆。杨兄次子杨凯，留美，获密西根大学博

士学位，专业系统工程（Systems Engineering），

现任美国韦恩州立（Wayne State）大学教授，他

有二女二子，均在美国就学。杨兄长孙杨越（杨

卫独子），也与其祖父一样，毕业于母校浙大。

他现已获中科院硕士学位，并获美国加州理工学

院奖学金，已来美深造，攻读博士学位。光华兄

祖、子、孙三代均与母校发生密切关系，渊源极

深，成为佳话。 

光华兄有一个极为美满的家庭，而且将门虎

子，代有传人，他的子孙，必定会把他的服务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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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爱国情操，继续发扬光大。杨兄教育学生，

循循善诱，道德高超，无私奉献，极为他们爱戴

与怀念。用中国石油大学香港校对他的挽词：“斯

人已去，典范长存”来记念他，是很切当的。光

华兄！请安息吧，您是会永远会活在您的同学们

和您的学生们心中的！� 

 

悼郭可信兄 

      

去年（2006年），是我班流年不利的一年，有

四位同学相继过世，先是楼宝松兄，继之以周定

壮兄，再是杨光华兄于十一月中旬的仙逝，不料

仅过一个月零二天，又发生郭可信兄的突然与世

长辞，实在令我们感叹而伤心！ 

郭兄是在北京因肺炎导致心力竭衰，于 12 月

13日下午 23时 45分，在北京过世的。他过世后，

他在国内服务过的两个机构，中国科学院的物理

研究所和金属研究所的生前同事，立即为他成立

了治丧委员会，向各方面发出讣告。治丧委员物

研所的夏吟先生，以电邮于 15日把讣告通知国荣

兄。国荣兄随即以我班在美同班同学八人名义发

出电邮。郭兄的告别式于 2006年 12月 17日上午

九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开的，我校 1945年毕

业前去参加的同学有王家宠、戚叔纬、陈贵耕和

楼仁海四人。 

我记得 11月 13日为了查问杨光华兄的过世情

况，曾打国际电话给可信兄，他那时与光华兄同

住北大第三医院，他当时说：“我没有什么大病，

就快出院了。”从他说话的声音听来，确实宏亮

而不像是个有病的人。料不到一个月多一点，就

不在人间了！ 

从国荣兄转来叔纬兄在元旦发出的电邮知道，

可信兄出院后，还于 11月 17日寄给叔纬兄一张

明信片，说他已出院了，还需要回家调养，同时

告诉戚兄杨光华兄的过世情形。12 月 14 日，可

信兄的秘书以电话告诉戚兄说，可信兄已于前晚

去世了。 

可信兄祖籍福建福州，1923年 8月 23日出生

于北京。1941年 7月考取浙江大学化工系。1945

年 6月与我同班在该系毕业，获工学士学位。1946

年教育部战后第一次招考公费生出国留学，规定

习化工的只有一个名额，而竟被可信兄独占鳌头

考中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认为我们

同班毕业的 50 余人中，论成绩以杨光华兄为第

一，但论聪明则首推可信兄了。 

郭兄於 1947年 8月出国去欧洲留学。1947年

8 月至 1955 年 11 月，在瑞典皇家工学院物理冶

金系、鸟布撒拉大学化学系从事合金钢、合金碳

化物及中间合金相的 X 射线及电镜结构研究。

1956年归国，在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北京电子显

微镜实验室和物理研究所，从事准晶及一些晶体

材料结构的透射电镜研究。他还在几所大学任兼

职教授，指导研究生（目前尚有七位）作论文。

1980年，瑞典皇家工学院授予郭兄荣誉博士学位

及外籍院士荣衔。同年他获得中科院院士殊荣。

1987年获自然科一等奖。1993年获第三世界物理

奖。他身为日本金属学会及印度材料学会之荣誉

会员。他曾任亚洲电镜学会联合会之正、副主席。

总之，可信兄著作等身，发表论文不计其数。门

生满天下，其中已有两位荣膺院士头衔。其学术

上之造诣，令人钦佩。我们同班毕业获院士殊荣

的仅有郭可信兄与侯虞钧兄二人，可信兄于 1980

年即获得，而虞钧兄则在 1998年得此殊荣。 

可信兄与我自离浙大后，可说是分道扬镖，他

在欧洲和国内的学术界大展鸿图，我则在台湾和

美国工作服务，我们走的路好像参与商，永不碰

面。我只能在各期级刊他投稿的简讯中得到一些

概况。毕业 60余年，我们没有机会通讯和欢聚。

我们本有三个机会畅叙，但都阴错阳差地失去了。

第一次是 1980年间，听说他来美国访问过，因为

当时无人通知我，事后才知道，所以没有招待他。

第二次是 1999年浙大 1945年毕业同学在北京聚

会，他参加了合照，而似乎未来参加国荣兄和我

作东的宴会，因而未能促膝长谈。第三次是在 1997

年母校百年校庆时，我设宴招待同班同学，他未

来杭与会。幸而去年因为级刊向他征稿和请他亲

自校对，后来因为探询光华兄逝世情况，与他邮

电交往数次。今后我俩人天永隔，再绝无机会通

讯、聚会、畅谈了！ 

可信兄身后遗有夫人和一个女儿。夫人身体欠

佳，住在医院里，听说大家还不敢把可信兄的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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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告诉她。她的女儿因工作往返中美之间，听人

说，她将长住北京多多照顾她妈妈。 

可信兄，请安息吧，您会与杨光华兄一样永远

活在您的同学们心中！� 

 

悼宓立群兄 

  

今年（2007 年）1 月 31 日王祖槐兄来电话，

说住在加州的张文海兄（浙大化学系 1946）告诉

王说宓立群兄已在加洲过世了。遂辗转查得立群

兄哲嗣宓哲文之电话后，与他通话，始知立群兄

系于 1月 21日凌晨去世。其去世原因，据说是在

睡眠中呼吸停止。他享年 88岁（米寿），可谓无

疾而终，这是差可告慰各亲友的。 

立群兄出生於 1919年 1月 9 日。毕业於浙江

宁波效实中学。1941年就读浙大龙泉分校，1945

年夏毕业於浙大遵义总校化工系。毕业后即去台

湾糖业公司新营糖场服务。1958年来美深造，先

后得数学硕士、化工硕士学位，1963年获西维京

尼亚（West Virginia）大学化工博士学位。先在杜

邦化学公司工作，随即参加德士古（Texoco）石

油公司之研究所做石油产品制造改进工作，一直

至退休。 

立群兄於 1985年退休。1986年迁居加州，其

夫人病逝於 1999年 10月。其后即独居於距其公

子住所不远之处，以迄於今。他住在纽约州Beacon

时，郭永龄兄住在纽约之 peek-skill，楼宝松兄与

曹竹轩姐住在新泽西州之 RiverVale，郑国荣兄住

在新泽西州 Princeton，徐拔和兄和吴冠芳姐住在

新泽西州之 East Brunswick，我则住在新泽西州之

Matawan，大家相距不远，所以经常轮流作东，

邀宴共聚，真是宾主尽欢，友情洋溢。直至宓立

群与郭永龄二兄离开纽约，和郑国荣迁离新泽西

为止。 

我俩最后一次畅叙是在我俩都参加的 2003 年

浙大北美校友会，在洛杉机开的年会上。那天下

午年会没有什么节目，立群兄与我，还有李熊標

兄和徐国安兄（1946年浙大化工），我们四人在

双树旅馆前，围绕着一个野餐桌子，开怀畅叙。

是日也，天朗气清，风和日丽，不冷不热，极为

舒适。立群兄与我邻座，我俩促膝长谈达数小时。

至今回忆起来，仍是令人想念。 

此后，我曾两次电话他家，想因他听觉老化，

无人来接。不过我们仍书信往返两次，得叙离情。 

立群兄身后遗有一子一女。其长子哲文，对航

空工业颇有造诣，曾服务於 North-rop飞机制造公

司多年，现任职加州理工学院之喷射推进实验室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哲文侄有一女。已

大学毕业并参加工作。立群兄次女哲和现居威斯

康辛州，有一女二子。一女一子已进大学，幼子

在上高中。 

立群兄，安息吧，你会永远活在我们同学们的

心中！� 

 

 

怀念父亲朱德琳 

朱晓青 (父亲朱德琳, 农艺 41届) 

 

父亲过世快一年了，我过了第一个没有父亲的

父亲节。 

这大概是每个有父母的人必须承受的沉重，九

年前母亲过世，幸亏父亲还在，父女得以相依，

稍稍减轻对母亲的思念。现在没有了父亲，我发

现我的家和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空荡荡，我好孤

单、好想念他们。 

记忆里父亲一向很宠我，总是说我最乖。母亲

管教孩子则是很严格，尤其我是女孩子，几乎没

有自由。我的弟弟可以跟朋友们出去玩，男生女

生都可以。但是如果有男同学来找我，妈妈则会

告诉他们我不在家，请他们走，如果父亲在家的

话就不会这样。 

女儿三岁的时候，我的丈夫就过世了。父亲刚

刚从波多黎各大学退休，父母顾不得享受甚么清

福，搬到马里蘭来替我照顾女儿，使我能够安心

工作。母亲过世后，父亲搬来与我同住。女儿上

康乃尔大学后他以国画自娱，还印成纪念画册。

最近两年我多灾多难，几次住院开刀，父亲总是

鼓励我乐观振作，我发现他不但是慈父，还成为

无话不谈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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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天意，去年初父亲在身体还硬朗的时候

写下了一篇简短的自传“九十岁忆往事”，使我

有机会认识他求学和工作的历程。 

父亲生于江苏阜宁，在南京上中学，1937年考

上浙江大学农艺系，当时竺可桢先生是校长。开

学不久日军入侵，浙大几次搬迁，最后父亲於 1941

在贵州遵义毕业，留校任农艺系助教。 

1945 年抗战胜利，1946 年父亲被派往台湾接

收糖业试验所育种系。1956年，父亲被任命为育

种系主任，主持甘蔗品种改良，前后十八年，培

育出许多产量高抗病力强的新品种。父亲自己说

他“对台湾糖业增产与增加外汇收入有相当贡

献。”实际上在五、六十年间，台湾砂糖出口值

一直是外销品第一位，最高曾达到全部外汇收入

的百分之七十四，不但发展农业经济、繁荣农村，

也带动了台湾的工业。父亲和早期台糖的同僚们

对台湾实在有相当巨大的贡献。看到台湾现在政

治动荡，台糖的经营管理也随之遭殃，我心里十

分为之不平。 

1947年父亲返乡时认识母亲杨新华，母亲跟随

至台南结婚。1952年父亲通过与美国政府合辩的

奖学金考试，到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深造，获得

硕士学位，又在加勒比海地区考察演讲。我出生

的时候父亲正在波多黎各，等到父亲回国，我已

经一岁了。 

我在台南大林糖业试验所的眷区长大，我们住

在一座宽阔的三合院，四周是苍翠的蔗园，那些

甘蔗都是父亲的宝贝。一个甘蔗新品种从杂交到

育种到推广要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那时试验所每

年都推出一样新种，工作非常繁忙。父亲陪伴甘

蔗的时间比陪伴我们姐弟的时间还多，毕竟台湾

有多少人的生计得仰赖这些瘦杆子。 

六十年代中期，台湾糖业在国际上已经相当有

实力，为了在学术上更进一步，1964年父亲接受

波多黎各大学邀请，携带我们全家，前往担任甘

蔗研究所主任。在那里又服务了十八年，使这个

加勒比海的小岛的甘蔗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三十，

造惠了多少异乡人。波多黎各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我在那里居住了八年，直到上美国本土读大学。

母亲原来是儿科医生，我们在台南的时候她还自

己开业行医，到了这个人生地不熟又语言不通的

地方，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和照顾儿女而成了全

职主妇，毫无怨言。 

从 1980年到 1983年，父亲三次受邀到福建广

东广西等地考察和讲学，获得中央农业部授予“国

际农业科技合作奖”。这是父亲晚年很安慰的一

件事，中国大陆终究是他魂萦梦系的故乡。 

退休后父母以为我照顾女儿为主业，女儿现在

国语流利品行端正，完全要感谢我的父母。 

去年六月份，我刚刚动过一次神经管手术，正

庆幸自己又逃过一劫，父亲却被诊断出末期脑癌，

一个那么健康的人一下子就衰弱下去。弟弟说父

亲和我同住多年，父亲的最后一段日子就让他来

尽孝陪伴吧。我送父亲到亚利桑那州弟弟家中，

自己每两星期飞去探望，直到父亲平静走完一生，

回到马里蘭与母亲合葬，完成他们生而同衾死而

同穴的誓言。 

父亲以九十高龄过世，我应该很满足，应该感

谢上帝让我拥有父亲这么久，应该高兴他和母亲

可以重逢，应该庆幸他在 1998年受洗得救，现在

可以在天国事奉主。女儿前年大学毕业进了华尔

街一家大银行，今年秋天她要开始在 TUFTS大学

念国际关系硕士。我在工作上也顺利愉快。父亲

应该走得很放心，没有牵挂。我除了怀念他，希

望以此短文让更多的人认识他勤劳又丰富的一

生。同时也要纪念母亲，因为父亲一切成就都离

不开母亲的支持。� 

 

 

悼冯绍昌学长悼冯绍昌学长悼冯绍昌学长悼冯绍昌学长 
 

各位理事、各地区分会会长/负责人： 

北美浙大校友会首任会长冯绍昌学长(机械,40)

于上周六不幸逝世.享年 89岁。 

冯学长是校友会的创始人之一，先后曾任七届

会长。他以浙大的传统求是精神和极大的努力，

将分散在美、加、墨西哥各地的校友和校友会联

合凝聚起来。他手写手抄创办了校友会的《通讯》

(参见附件)。他三十年如一日关心校友会的工作，

关注母校的发展。几周前还专门打电话希望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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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参加好母校 110 周年华诞庆典。他对北美浙大

校友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的卟告已刊登在今天的纽约时报上。追悼仪

式定于 3月 25日下午召开。他的家人准备一切从

简。但为了缅怀他的奉献，表示对他的敬意，校

友们打算前往致哀，为他献上花圈、花牌或纪念

牌。目前已征集到悼词如下：“校友会创始人冯

绍昌学长  功在校友 绩在浙大  北美浙江大学

校友会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或“校友会创

始人冯绍昌学长千古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二零

零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请各位在美东时间星期

四中午前就此提出建议和意见，以便安排。  

谢谢！ 

北美浙大校友会 

陆重庆、叶继承、凌建平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右图为冯学长手书编

撰的第一期北美浙江大

学校友会《通讯》。下为

冯学长为赞助浙大文琴

学生艺术团访美演出捐

款支票中的附言。） 

 

 

（左图是校友们为冯

学长制作的纪念牌。 

上图签名卡未列全所

有参与校友姓名。） 

 

 

唁唁唁唁  电电电电 
馮紹昌先生親屬：  

驚悉我校著名旅美校友馮紹昌先生不幸逝世，

不勝哀痛。馮紹昌先生的去世，使我們失去了一

位尊敬的學長和一位傑出的校友，浙江大學全體

師生和校友沉痛悼念馮紹昌先生。 

值此哀痛之際，祈請先生親屬節哀保重。  

浙   江   大  学 

浙江大學校友總會 

2007. 3. 23 

 （图 紹左向右：冯 昌、汪国珍，曹竹轩、楼宝松学长） 

 

（下图自左向右：周德禄、孙常炜、赵清源、姚文琴、

谢力中等学长访问湄潭时在文庙留言册所留墨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