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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　后学楷模
———纪念夏坚白院士诞辰 100周年

武汉大学校长　刘经南

今年 11月 20日 ,是当代中国测绘事业的开拓者 、原武汉测绘学院首任院长 、国家一级教授 、中国科

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后称院士),测绘学科一代宗师夏坚白先生诞辰 100周年的日子 。夏先生早年投身

测绘事业 ,历经 40多年 ,呕心沥血 ,为创建 、振兴和发展中国现代测绘教育 、测绘科学技术 、中国测绘体

制贡献了毕生精力。

夏先生既是我国测绘教育的先驱 ,也是我国当代测绘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还在我国解放前 ,为了改

变旧中国测绘教育和科技的落后状况 ,他积极培养测绘人才 ,出版了一批测绘教育的重要教材和专著 ,

为新中国测绘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1933年 ,夏坚白教授出版了《应用天文学》 ,这是我国这一领域最

早的一部专著。尔后 ,他与陈永龄 、王之卓教授合编了《测量平差法》 、《航空摄影测量学》 、《大地测量学》

和《实用天文学》 ,这是我国测绘学者自行编撰的第一套测绘教科书 。解放后 ,他组织编写了《大地天文

学》 、《全能经纬仪 T 4的检验与应用》等专著 ,并发表不少论文 。这些论著对推动我国测绘科技和教育 ,

尤其是促进我国天文大地测量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十年动乱期间 ,原武汉测绘学院被迫停办 ,夏

先生被分配到华中师范学院工作后 ,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坚持测绘研究 ,密切关注国际测绘学科的发展动

态。他以一个科学家的敏锐预见到人造地球卫星技术的发展 ,可能给测绘科学带来一场重大的变革 ,并

立即开展了此项研究 ,开拓了我国测绘科技发展的新领域。期间 ,他主持编译了《卫星大地测量学概论》

和《卫星大地测量方法》 ,率先向国内介绍卫星大地测量学的理论和技术。这是我国最早编译的空间大

地测量专著 ,推动了我国现代大地测量学的研究和发展 。

作为测绘学科一代宗师 、出色的教育家 ,夏先生深感测绘对国家建设所担负的责任 ,他一直牵挂着

如何才能使测绘科学事业健康地发展。一有机会 ,便向各界宣传测绘事业的重要性和建立完整测绘体

制的必要性。在他的呼吁下 ,测绘学科逐步发展成为公认的一门独立学科 。解放后 ,伴随着大规模经济

建设的开展 ,他多次建议:“国家应设立管理全国经济建设的测绘业务部门 ———国家测绘总局 ,以加强对

全国测绘事业的规划和管理 ,加强全国基本测绘工作 。”并带头倡议:“集中全国高等院校测绘专业及其

教师 、图书 、仪器和设备 ,创建一所专业齐全的测绘学院 ,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1955年 1月 ,全国人大

常委会批准设立国家测绘总局 。同年 6月 ,国务院批准成立武汉测绘学院 。

他认为 ,必须有测绘研究所和测绘学术团体 ,才是发展测绘科学事业完整的体制 ,才能保证解决测

绘科学事业将面临的各种新的挑战。他积极发起筹备成立中国测绘学会 , 1959 年 2月正式成立此会。

至此 ,我国的测绘体制始建立完整 。

1956年春夏之交 ,夏先生参加制定《1956 ～ 1967年国家最重要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确定“测量制图

新技术的研究和中国基本地图的绘制”为中心课题之一;1962年 12 月 ,夏先生参与《1963 年～ 1972年

测量与制图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 ,内容包括大地 、航测 、地图制图 、工测 、仪器等专业共 16个中心

问题 、66个重要项目。这些工作使我国测绘科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有了明确方向 。在 1957 ～ 1959年

期间 ,他主持制订了《中国大地测量法式》等一系列测绘法规 ,对推动我国测绘科技的规范化 、标准化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 。

夏先生尽力将我国测绘科技与教育同国际间联系起来 ,积极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1956年 9月 ,他

代表中国科学院出席匈牙利科学院测量学术会议 ,并考察了莫斯科测量制图学院 。1957年 10月 ,参加

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率领的中国科技代表团访问苏联各学术团体和机关。夏先生作为该团测绘顾

问 ,参与中苏合作会谈。同年 11月 ,夏先生还代表武汉测绘学院和中国测绘学会参加在北京召开的

DOI :10.13203/j.whugis2003.06.001



“中 、苏 、朝 、越 、蒙五国测绘科技会议” ,会议期间并举办了中国测绘科技展览 。会后又邀请各国代表团

访问武汉测绘学院 ,进一步扩大了武汉测绘学院的影响 。他逐步把武汉测绘学院带到国际测绘学术界 ,

使武汉测绘学院在国际上崭露头角 。

为了培养高水平的测绘科技人才 ,赶超当时国际测绘科技先进水平 ,夏先生为武汉测绘学院的创建 、

发展以及“文革”后的恢复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55年初 ,夏坚白教授等人向国家提出了筹建测绘高等学

校的建议 ,当年 6月国家即批准筹建武汉测量制图学院 ,由同济大学 、天津大学 、南京工学院 、华南工学院 、

青岛工学院的测绘专业调整作为建校的基础 。在筹建工作中 ,夏先生殚精竭虑 ,有条不紊 ,一年之内建成

武汉测量制图学院 ,于 1956年 9月如期开学 ,创造了奇迹。夏坚白教授主持了教学计划 、招生计划 、专业

设置 、教研室 、实验室的建立 、图书仪器设备购置计划的起草和制定工作。提出“要从速健全教学与行政机

构 ,健全各种规章制度 ,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进行教学和怎样尽快地培养出国家急需的高级测绘人才” 。

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正式成立后 ,夏坚白教授被任命为主持学院全面工作的副院长 ,1958年出任第一任院

长。在首次开学典礼上 ,夏坚白教授满怀信心地作了筹建学院的经过 、学校的现状及开学后工作的报告 ,

要求全校师生员工响应院党委的号召“艰苦奋斗 ,团结建校” 。学校成立后 ,夏坚白教授一直把注重教学质

量 、提高教学水平 、培养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才放在首位。他虽然有着繁忙的管理工作和社会工作 ,但他始

终认为 ,作为学校行政负责人要领导好教学 ,就要了解教学 ,熟悉教学 ,身体力行 。他坚持到教学第一线 ,

亲自授课 ,并辅导学生答疑 、指导学生实习 。他讲课由浅入深 ,生动活泼 ,引人入胜 ,具有高超的教学艺术

和极好的教学效果 ,使不少听过他讲课的师生 ,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他尤其注重学校教学 、科研工

作的计划 ,每年他都以很认真的态度对待这项工作 ,参加起草 、讨论和最后审定。夏坚白教授特别注重教

师队伍 、教材和实验室三大建设 ,认为这是办好学校的基本保证。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师资培养提高方

案” ,对各层次的教师提出明确的要求。夏坚白教授十分注重对青年教师的培养 ,经常是手把手地指导青

年教师备课 、讲课 、带实习 、修改讲稿等。在他的带领下 ,武汉测绘学院形成了艰苦奋斗 、严谨治学的校风。

“文革”中 ,许多大学和知识分子遭受厄运 ,武汉测绘学院也被迫撤销 。当时夏先生虽然身处逆境 ,

但他对自己的遭遇坦然对待 ,对测绘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忧心如焚 。面对测绘技术力量大量流失 、技术资

料被大批销毁 、教学科研设备闲置废弃 、测绘事业后继无人的现状 ,夏坚白教授十分痛心 。但是 ,他对前

途仍充满信心 ,即使面对被批斗的危险他仍对同志们谆谆嘱咐 ,希望大家不要丢掉专业知识和外语 ,准

备迎接科技发展的春天。夏坚白教授面对国际上的测绘科学进展 ,以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和

执意追求科学的精神 ,置个人得失与年老于不顾 ,为了测绘教育和科技事业 ,为了武汉测绘学院和国家

测绘总局的恢复四处奔走 。在湖北省委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 ,他慷慨激昂地呼吁恢复武汉测

绘学院 ,并上书周恩来总理 ,反映恢复武汉测绘学院的强烈愿望及其充分的理由 ,同时与郭沫若 、周培

源 、竺可桢 、吴有训等学者联络 ,争取他们的支持。不久 ,在周总理的关心下 ,武汉测绘学院得到恢复。

夏坚白教授为国家测绘科技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武汉测绘学院的恢复竭尽了全力 ,这一重大功勋

将永远记入中国测绘学科发展的史册。武测恢复后 ,夏坚白教授以无比高兴的心情 ,正准备为测绘教育

事业的继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的时候 ,不幸患了重病 。在抱病中他还写下了决心:“我要活到老 ,学到

老 ,为祖国科技现代化起一个螺丝钉的作用。”在弥留之际 ,他还在惦念着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 ,关心着

祖国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在近半个世纪的测绘教育和研究生涯中 ,夏坚白教授矢志不渝地追求真理 、向往未来 、辛勤劳作 ,建

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他严谨治学 、刻苦钻研的治学态度 ,爱憎分明 、廉洁清正的高尚品德 ,兢兢业业 、

勇于进取的奋斗精神 ,是留给我们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为中国测绘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作出的卓

越贡献 ,犹如一座历史丰碑 ,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我们对这位德高望重的测绘界前辈的深切缅怀 ,将

激励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努力提高测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增强测绘学科的

社会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 。我们今天纪念夏坚白教授 ,就是要继承老一辈科学家的遗志 ,学习他们忠心

报效国家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 ,学习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毕生献身教育事业

的无私奉献精神 ,学习他们为人师表 、诲人不倦 、一丝不苟 、教书育人的严谨治学风范 ,学习他们严于律

己 、宽以待人 、善于团结合作的优良作风 ,学习他们清正廉洁 、光明磊落 、艰苦朴素 、不慕荣利的高尚品

德 ,为测绘学科的繁荣和发展而努力奋斗。

2003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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