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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教授是我国著名水文学家和水利工程学家。他于2001年 8月 27日在北京逝世, 怀着对祖国江河无

比眷恋的赤子情怀, 走完了曲折和令人尊敬的九十人生。

黄万里先生 1911年 8月 20日出生于上海市。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 1935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

工程硕士, 1937年获美国依利诺大学博士学位, 是我国水文专业的第一位博士。同年回国。1938- 1943年任

四川省水利局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 1943- 1945年任长城工程公司经理, 1945- 1947年兼任全国善后

救济总署技正、前水利部视察工程师, 1947- 1949年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 1949- 1950年任东北水

利局总顾问, 1950- 1952年任唐山交通大学土木系教授, 1953年起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直至逝世。

黄万里先生在大学时代是攻读铁路桥涵专业的, 并以  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应力设计法! 等优秀论文在土

木界崭露头角。然而, 当他看到 1931年我国长江特大洪水泛滥使 7万余同胞沦为鱼鳖, 1933年黄河数处决口

使百万黎民颠沛流离的悲惨情景时, 他毅然改学水利, 治理江河, 且终生矢志不移。黄万里先生研修水利以水

文学为先导。他说:  前辈许心武先生于大水后调查全国水利人才, 都是土木结构出身的, 没有一人长于水文
学, 而不通水文等于未入水利之门, 于是, 我决定从水文学入门学习水利, 并于 1934年元月赴美开始有计划

的研究。! 水文学对黄万里先生治河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黄万里先生是我国近代水文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早在 1937年的博士论文  The Analysis of the Rainfall

Runoff Correlation! 中提出的瞬时流率时程线 ( The Instantaneous Hydrograph) 理论和方法, 较爱尔兰水文学家

Nash教授提出的瞬时单位线早 19年。他于 1956年和 1957年先后出版的 ∀洪流估算# 和 ∀工程水文学# 是我

国近代最早的水文学专著之一。他于 1975年和 1976年先后提出  沙流连续方程! 和  连续介体动力学最大能

量消散率定律! 并应用于河流水文地貌演变的分析中, 成为他倡导的  治河原理! 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他对

水资源的定义、内涵以及对我国水资源的评价有独到的见解, 虽然他的见解与当代中国多数水资源学者们的见

解相悖, 但对于我们从科学与应用两个方面更深刻地理解水资源的内涵有着重要的价值。

黄万里先生对江河治理有很深的造诣。他的治河思想植根于对河流水文地貌形成与演变规律的深刻认识和

直面真理的科学精神之中。

早在 20世纪 50年代进行黄河三门峡水库规划设计时, 黄万里先生就力陈苏联专家设计思想的错误。他指

出:  由于地质史上三门峡一带抬升和潼关一带沉降为地堑, 使陕县至龙门及渭河成为淤积河段, 凡在淤积河

段上筑坝, 将使坡降更缓, 淤积加甚, 三门峡建库决不可行。! 他预言:  三门峡修建拦河大坝, 泥沙将在上游

淤积, 潼关以上将大淤, 并不断向上游发展。!  今日黄河下游的水灾将移到中游, 特别是渭河。! 他吁请: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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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修, 请勿将河底六个施工隧洞堵死。! 可惜他的这一系列建议均未被采纳。1960年 3月三门峡水库开始

蓄水, 到 1962年 3月潼关河床已抬高 4 6 m, 渭河口形成拦门沙, 1966年水库淤积泥沙已达 34亿 t, 占去了总

库容的44 4% , 1972年回水末端上延至临潼, 严重威胁古城西安。

黄万里先生对建设长江三峡高坝的可行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 ∀论长江三峡大坝修建的前提# 中陈
述:  基于自然地理观点、经济观点和国防观点, 长江三峡大坝之修建是不可行的。若定要建, 则建议将高坝

降低, 以不淹没万县为度。! 他指出:  全部川江干支流的造床质是卵石夹粗沙, 是移动的卵石河床, 蓄水后卵

石将在水库末端淤积, 淤积将逐步向上游干支流漫延, 致使那些地区水灾频繁, 而且这种卵石淤积是无法清除

的。! 诚然, 一切都有待未来事实的检验, 但黄万里先生的警告无疑是我们在三峡水库未来运行中应当倍加重

视的。

黄万里先生不仅对黄河三门峡和长江三峡工程建设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而且潜心研究中国主要江河的治理

策略, 并将研究心得写成讲义 ∀水经论丛∃治河原理#。在 ∀水经论∃治河原理# 中, 他提出了关于黄河、长江、
淮河、海河、太湖等主要江河的治理策略。

黄万里先生对事业执著。他从青年时代奋志从事江河治理, 虽经历了太多的坎坷磨难, 但终生矢志不移。

他于 1971年 3月所写 ∀梦吟绝笔#:  一死明知素志空, 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 枉费当年劳苦
工。! 抒发了他对事业的眷恋和希望后继有人的情怀。他在弥留之际, 还留下  手笔候存! (遗嘱) :  治江原是

国家大事%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以策万全。盼注意! 注意! ! 表达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黄万里教授勇于坚持真理, 处事光明磊落。在 1957年于北京召开的黄河三门峡工程规划十天讨论会上,

黄万里先生力陈自己的观点。他回忆道:  就我一个人提出反对修筑大坝, 没有一个人同意我的观点, 只有温
善章一人提出请改修低坝, 也无人响应, 会议成了批判我的会。我参加了七天, 争辩了七天。! 在长江三峡大

坝可行性论证过程中, 黄万里先生六次上书中央, 力陈勿建三峡大坝, 虽未被采纳, 仍锲而不舍。他不唯洋,

不唯上, 不人云亦云。正如他去世前七天, 他的子女在他九十大寿的庆祝会上所说:  他只说真话, 不说假话,
%。!

黄万里教授知识渊博, 不仅有丰厚的治水学术论著, 而且留下了大量的诗词佳作。每当我们读到他的诗

词, 不仅为那优美的词句和韵律而倾情, 更受到他治水情怀的陶冶。黄万里教授乐观豁达, 无论在怎样艰难的

环境下, 他对事业、对生活都充满信心。70年代初我被下放在三门峡工地接受  工人阶级再教育!, 那时黄万
里先生也被送到三门峡清华大学水利系基地劳动改造, 我们经常相遇, 在一次相遇无人时, 他风趣地说:  扫

厕所体力不太累, 晚间还有时间研究黄河和信手写些诗文。! 他的 ∀论治理黄河的方略# 和许多诗文就是在

 右冠! 未摘的日子里写就的。

黄万里教授离开我们二年了, 他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光明磊落的做人风范, 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们永

远怀念他、尊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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