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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文教授 1910年 7月 30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 1998年 3月 6日在南京逝

世, 是我国现代著名水文学家、教育家。

刘光文教授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和清华大学, 1933年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

系毕业, 留校任清华大学土木系助教, 1936年考取清华赴美公费留学。 1936年至

1937年在美国依阿华大学 ( Un iversity o f Iow a) 学习水利工程, 获水利工程硕士学位。

1937至 1938年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学习水利工程与应用数学, 于 1938年回国。回

国后, 先后在广西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任教。 1952年全国高等学

校进行院系调整, 集中华东地区的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等

学校的土木与水利师资, 在南京成立华东水利学院 (现河海大学 )。是年, 刘光文先

生由上海交通大学调入华东水利学院, 任一级教授, 负责组建中国第一个陆地水文专业和水文系, 并历任系

主任、荣誉系主任。

刘光文教授是中国水文高等教育的奠基人。在组建水文专业和水文系时, 他明确提出, 中国水文高等

教育的基本任务, 就是为国家水利建设培养高级水文人才  。为满足当时国家百废待兴的水利工程建设急

需, 他没有着意水文学的物理和地理方向, 而以工程水文学作为学科发展方向, 以培养 测、报、算  能

力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 据此他主持制定了陆地水文学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他

组织编写了 !陆地水文学∀、!河流动力学 ∀、 !工程水文学 ∀、 !水文测验 ∀、 !水文预报 ∀, 并亲自编写了
!水文分析与计算 ∀、 !应用数学 ∀ 等教材, 形成了我国第一套完整的、高水平的水文专业教材体系。特别值

得称道的是, 他组建了当时全国最高水平的水文专业教师队伍, 其中包括主讲理论力学的徐芝伦教授、主讲

河流动力学的张书农教授、主讲陆地水文学的施成熙教授、主讲工程水文学的詹道江教授、主讲气象学的周

恩济教授、主讲水利计算的叶秉如教授、主讲水文预报的赵人俊教授等, 而他本人则主讲水文分析与计算、

应用数学等课程。这些教授们都是学贯中西、在水文学、力学和水利科学领域有很深造诣和崇高声誉的大

家。正是由于刘光文教授和这样一批与他志同道合的著名教授们的辛勤开拓, 使水文系一成立就立于当时国

际水文科学的前沿, 为中国水文高等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光文教授是将数理统计学理论与方法应用于水文事件概率属性研究的开拓者。他揭示和回答了这一领

域最基础性的问题, 例如: 为什么可以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河川年径流、洪水等水文要素的超长期概率预

测? 为什么皮尔逊#型 ( P- #型 ) 分布较其它统计分布更适合中国的水文条件? 如何正确进行 P- #型分

布的参数估计? 他特别指出参数估计的误差在推求水文要素设计值时的重要意义。他晚年孜孜不倦地对 P-

#型分布的参数估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指出: 现行 P- #型分布参数估计方法照例低估过甚, 或多或少

出乎容许范围。 并提出了进行参数估计的 数字积分单权函数法 和 数字积分双权函数法 。他对水文

设计应用数理统计方法存在的问题和前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留下真知灼见。他早在 20世纪 60年代初编写

的 !水文分析与计算 ∀ (中国工业出版社, 北京, 1963年 ) 至今仍然是该领域的经典著作。刘光文教授是

长江三峡工程论证防洪专家组的顾问, 他不仅应用数理统计理论与方法研究三峡设计洪水, 也鼓励用可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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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降水 /可能最大洪水 ( PM P /PMF)、古洪水等其它途径进行探索, 并提出了用 天气组合  概念推求可能

最大降水的新思路。

刘光文教授的学问人生和大家风范是我们的楷模。他在水文科学与教育领域耕耘 60余年, 桃李满天下。

他严谨的学风、耿介的秉性、中国老知识分子身上那种 春蚕到死丝方尽 的精神, 深深刻在几代水文人

的心中, 成为大河上下水文人的美谈。我的同学马秀峰说, 他于 1983年 5月收到刘先生的一封来信, 信中

说: 很久以前我审查过你的一篇题为 ∃计算水文频率参数的权函数法 % 的论文, 当初我是不赞成的。尔后

反反复复考虑, 又觉得你的论点是有一定道理, 因此让我的研究生用 100个不同参数的理想样本还原计算,

并与其它方法进行比较。没想到, 权函数法具有最高的还原精度。 事隔数年, 秀峰同学谈起此事仍为先生

的严谨和谦逊深深感动。刘先生审稿一向严格, 有时审稿意见几乎与稿件的篇幅一样长, 而刘先生对自己论

文的要求几近苛刻, 论文即使已经发表, 还要在已发表的文稿上反反复复的修改, 补充新的进展, 务求精益

求精。我读大学时的 !水文分析与计算∀ 课程是刘先生主讲的, 他从不用讲稿, 却每节课的主题突出, 概
念清晰, 旁征博引, 而且融入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心得, 然后布置多达 20余篇的中、英、俄文等参考文献,

每每让我感受到聆听他讲课的那种大家风采。刘先生坦诚耿直, 20世纪 50年代一些人惟苏联专家意见是

从, 刘先生很不以为然, 点名批判某专家的错误规划思想, 并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写下 如缘木求鱼, 鱼

未上钩, 钓上了蛇 的尖锐语言。

刘先生爱自己的国家, 在抗日烽火连天的日子里, 他毅然回到祖国。刘先生爱自己的事业, 直到逝世

前一周还填词 !诉衷情∀ 抒发对水文科学的眷恋: 此生谁料, 心在水文  。刘先生爱自己的同事, 在同事

张先生夫妇均被错划为右派而生活拮据的日子里, 他冒着被批判的风险把自己月工资的三分之一送到他们手

中。刘先生爱自己的学生, 他的学生陈惠泉回忆在毕业时刘先生对他说: 第一, 你以后做工程师, 一定要

有 eng ineer% s character, 严谨、一丝不苟; 第二点, 你身上有个小毛病, 太粗心, 要改。 我们水文 62级毕

业的时候, 刘先生题词勉励, 并在临别宴会上一一为我们敬酒饯行。刘先生爱自己的家人, 病中还惦记着要

安排好在美国求学的孙子回国后的生活。刘先生唯独很少考虑自己, 他一生简朴, 两袖清风, 连自己的遗体

也捐献给了医学科学事业。刘先生离开我们 12年了! 在纪念他诞辰 100周年的日子里, 河海大学在他耕耘

了半个世纪的校园里, 树立他的铜像, 缅怀先生奉献和崇高的一生。

先生在继续引导和伴随我们前行。

致谢: 文中部分内容引自 !刘光文水文分析与计算文集 ∀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北京, 200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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