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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数星星的孩子
田哲毅对科研的兴趣始于杭州高级中学天文社，
这是全国最好的天文社之一，科技创新项目的研究在
这个社团中作为一种传统延续了 5 年之久。 由于对
天文这个从未探知过的领域心存好奇，田哲毅进入了
天文社，开始每天观察无垠的天空。 在杭高天文社的
安吉观测基地，他和同伴们专注地观察着星空，顿时
被满天星辰之美震撼了。 这便是他进行星辰天文测
光研究的开始，那是一种被大自然的美所激发的探索
热情。
在高二成为天文社副社长后，他的研究正式走上
轨道。 研究主题为“CMOS 高光亮度天文测光应用”，
基于人造星点测光实验和验证性天文拍摄实验，旨在
探究天文测光时可行的 CMOS 高光溢出修正方法，及
其在天文观测和特殊天象观测 方面的实际 应 用 。
CMOS 是一种相机的感光芯片，在拍摄星空时，它接
收的亮度和它输出的亮度信号成正比关系，人们可在
相片中以其中一颗已知星等的星作为参考星，通过待
测星与参考星在相片中亮度信号的比较，便可得出待
测星真实的星等。 然而，在比较中会出现一种被成为
“溢出”的状态，即可将亮度看作水，盛于以输出信号
为标志的水桶之中，当水桶溢出时，它所表达的信号
状态与水桶恰满时的状态相同，这便使接受的信号和
输出信号之间存在误差，即我们无法通过相片得出待
测星的准确星等。 而通过数十次的实验和大量的数
据分析， 田哲毅和他的研究伙伴发现，“电荷溢出前
后，CMOS 保持近似线性响应”，他找到了一个数学模
型来修正在溢出状态下读取星等和真实星等间的不
对应关系，减小了测光的误差。
这种全新的思路为星点的溢出修正提供了一种
快速便捷又能
保持较高精读
的修正方法，为
校园社团、业余
天文爱好者提
供了一种可行
的解决方案。 这
场研究不仅为
田哲毅带来了
科技领域的荣
誉，也为广大天
文爱好者的观
测做出了实际
的贡献。
田哲毅

丰富资源，感受大学气象
作为一名通过创新潜质人才政策进入交大的学
生，田哲毅入校后得到的最令他欣喜的权利便是可以
自由选择研究领域，进入任何一个导师的团队。为此，
他十分期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基础学习，确定兴趣方
向后进入一位自己最心仪的导师的团队开始研究。
田哲毅在交大除了认真汲取各类领域的专业知
识，以便确定研究方向外，他也在大学生活的各个方
面有所经历和收获。 在学习之余，他参加的最多的活
动就是环保志愿者活动。只要学校或学院组织与环保
相关的活动，田哲毅都会争先恐后的参加。
除此之外，田哲毅还参加了辩论活动。 在交大上
过两次辩论赛场后，田哲毅的最大感触是大学打辩论
相对于中学而言，它的规范性和严谨性被赋予了相当
的重要性，他需要用很多时间去思考两者之间是否有
因果关系，从哪个角度说明问题才能有效达到有力论
证的目的。 而科学研究何尝不是如此，研究者需要猜
测两者间的联系，随后不断地进行数据测算，软件拟
合，从而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科研从来不是孤立的，
它与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着联系。 此外，田哲毅
还是环境学院宣传中心的一员，2 个月的时间内他接
受了 PS 和摄影技术的培训， 拍摄了诸多活动照片，
诸如辩论赛、拔河、女篮、环保沙龙、中秋茶话会等。他
在交大生活的各个方面捕捉着大学的气息， 使他更
快、更真切地走进大学生活。
提到交大给他最大的感触，田哲毅说交大有着很
好的大学气象，学术资源和活动资源都很丰富，图书
馆、实验室都让他感受到浓浓的学术氛围。 发展的方
向有很多， 任何一个方向的资源也近乎唾手可得，因
此把握好、专注于自己要投入的领域十分重要。
志在科学，献力环境优化
“我觉得环境污染在中国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
题。 ”这是田哲毅对选择环境科学作为专业原因的回
答。田哲毅说，他会在大二郑重选择一名导师，加入一
个科研团队，走进实验室重拾他热爱的科研，目前他
较为倾向的方向为水污染。
田哲毅觉得大学的导师力量比高中的老师大许
多。“导师会很用心地辅导学生，很重视我们的研究。”
同时， 好的导师配备着好的实验团队和实验室设备，
这也为他在大学继续进行科研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
件。
当问及对科研成果的憧憬，田哲毅说，“我想为社
会做一些实质性的事，让人们能够直观地感觉到我们
身处的环境被优化到一种令人舒适
的程度。”今天暑假，他在瑞士旅游时
看到琉森湖清澈见底的水流，感触颇
深，他希望中国东部一些经济发达但
环境欠佳的地方能够有像琉森湖那
样清澈的水流。这是田哲毅对未来科
研的愿景，相信在这个让他深深感受
到大学气象的交大校园中，他能潜心
研究， 坚定地走着他热衷的科研之
路。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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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哲毅：从数星星的孩子到环保“使者”
他， 曾经在夜空中每天观测满天星辰， 凭借
CMOS 高光亮度天文测光应用的研究获得科技创新
大赛省级一等奖、全国三等奖；他，虽然是一名大一新
生，却热衷于参加各种环保志愿活动，成为一名不折
不扣的环保“使者”。
他就是上海交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大一新生
田哲毅。 他是上海交大 2012 年科技创新潜质人才计
划首批录取的学生。
戴着黑框眼镜，语速快，说话时习惯用手势辅助
表达，思路清晰。 这是一个普通的邻家大男孩，但言
谈间，透着一股不同于同龄人的理性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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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23 日
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
属世界大学校长国际联合
会（IAUP）倡导发起，中国
文化促进会、中国社会福利
基金会等单位主办，中国传
媒大学艺术学部承办的“第
十届（2013）中国大学生和
平大使选拔赛全国总决赛
暨赢在中国-大学生创意
系列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
中国传媒大学 1500 人报
赵雪在比赛中
告厅隆重举行。 杭高 2013
届高三 7 班毕业学生、浙江大学 2013 级文科学生赵雪，荣
获季军。 本届活动的冠、亚、季军将于 2014 年 1 月代表中
国前往韩国参加第 27 届世界大学生和平大使选拔赛总决
赛。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王幼辉，原海关总署副署长兼国家
质检总局局长田润之， 中国文化促进会常务主席王石，教
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柯春晖，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等
领导和嘉宾出席活动。 著名导演李少红、著名音乐人郭峰、
著名演员岳红、国际超模黄超燕、节目主持人曹涤非等多
位行业知名人士担任比赛评委。 比赛中，来自中国传媒大
学、浙江大学、外交学院、西南大学等 17 所高校的 44 名优
秀女大学生，进行了青春活力装、学士服、民族服饰、环保
主题服装以及晚装等环节的激烈角逐。
“世界大学生和平大使选拔赛”是 1986 年联合国为纪
念“国际和平年”、“国际和平日”，由“世界大学校长国际联
合会”发起并创立的。27 年来，由世界各地选拔出的优秀女
大学生公众服务代表通过大赛，展示美丽和智慧，将友爱、
和平、环保的讯息传播给全世界。 中国作为是世界和平与
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自 2004 年开始启动“世界大学生
和平大使选拔赛”中国赛区总决赛，致力于选拔优秀的中
国女大学生，亲赴灾区，参与慈善公益活动，身体力行地传
达热爱和平、热心公益的讯息，弘扬扶弱救贫的精神，为构
建和谐社会共同努力。
赵雪校友在杭高就读阶段表现出色。 她担任过班级团支
书，校鲁迅文学社外联部副部长、副社长。 她这样表述对杭
高的喜爱：“记得中考填志愿的时候，出于对人文杭高的向
往我毅然选择了杭高，喜欢杭高整齐的教学楼，喜欢杭高
静谧的甬道。 如愿进入杭高后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了作为百
年名校杭高的气蕴之深厚。 ”赵雪的兴趣爱好广泛，喜欢书
法，写作，朗诵，主持，曾在第十四届“语文报杯”全国中学
生作文大赛中获得二等奖，在杭州市首届“阳光校园星主
播”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最佳上镜奖和十大“阳光校园星
主播”称号，获得由杭州电视台阳光电视颁发的聘书。 鲁迅
文学社指导老师高利说：“赵雪很能干！ 杭高第七届樱花文
会召开那天，9 点钟，一踏进樱花会的主会场，就发现大屏幕上滚动
着无数条关于樱花文会的交流和现场信息，让我感到很惊喜。原来，
这是杭高鲁迅文学社副社长赵雪
早就和新浪微博平台联系好了，
在对活动进行现场微直播， 让不
能来参加文会的同学和在场同学
同步分享活动内容。 ”
高中班主任刘保华老师对赵
雪的印象是： 赵雪同学性格相当
开朗，爱笑，爱生活，爱挑战自我；
乐于助人，关心同学，能带给大家
快乐，和同学相处融洽；积极参与
班级各项集体活动， 班级荣誉感
很强； 总是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各
方面的能力， 并且逐步提高了学 在杭高就读时赵雪获杭州市
习与爱好方面的平衡能力； 高三 “阳光校园星主播”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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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静心修学，成绩优秀。

由同学会所想起的

—1972
——
届校友 40 年聚会侧记

1972 届校友 陈培新
细雨霏霏， 分别 40 年后的高中同学会
2012 年 11 月 25 日在古运河边举行。全班 52
名同学，实到 41 名，到达率接近 80%，大家对
这次同学聚会的热情可见一斑。
1972 年的秋天， 我们结束了多彩多姿的
中学时代，走向纷繁复杂的社会。 我们的高中
阶段只有短短的两年。 而我们的母校， 是不论
在当时还是今天都享有盛名的杭州一中，现在
的杭州高级中学。 一晃 40 年过去了。 40 年，一
个刚刚出生的娃娃都成中年人了。 难怪我们这
帮同学都是到了退休的年龄，到了含饴弄孙、享
受天伦之乐的时候。
作家王安忆有一个长篇小说叫《69 届初中
生》，说的就是我们这一届学生，所幸运的是，我
们在初中毕业后又继续读了高中。 由于文革，

陈培新校友和同学回母校

我们前面的老三届统统下了乡， 轮到我们这一
拨虽然多数也下乡插队，少数进了工厂，但我们
却有幸成了文革开始后的首批高中生。
当时杭州一中从两届初中毕业生中招了 4
个高中班，1、2 班是低一级的 70 届，3、4 班是
69 届， 区别在于 69 届的小学 6 年是完整的。
由于受到文革的影响， 我们的初中阶段基本上
是在学工学农学军和搞运动中度过的， 课堂教
学是有一搭没一搭， 学了多少知识也就可想而
知了。 后来能够升学的仅仅是两届生中很少一
部分。因此，当我们沿着长长的林荫小道走进一
中校园时， 我们是十分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学
习机会的。 学校对于我们这批文革后恢复招收
的首批高中生是相当重视的， 无论是配备的师
资还是教学秩序的管理。 当时我们 4 班的同学
来自两个不同学校，一批
是在一中上的初中，另一
批则是从红旗中学升 入
一中的。 记得进高一后，
同学们纷纷组建毛选 学
习小组，一中的同学取名
“红烂漫”、“争朝夕”，红
旗的同学还是取名叫“红
旗”。
新学期开学后，当时
杭一中名气最大的老 师
崔东伯老先生，给我们上
了高一的数学课。 因为我
们初中时实在没有好 好
上课，崔老先生只好先给
我们补习初中课程的 内
容。“A+A=2A,A×A=A 的

平方”， 老先生带着浓重江苏口音的普通话，给
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充满活力和激情的
王镕庚老师， 在讲课时往往辅之以幅度很大的
肢体语言动作，譬如他讲抛物线和双曲线时，就
极度夸张地挥动手臂告诉我们， 你们要想象曲
线的线条上穿过天花板， 下穿过地板， 无限伸
展，这样的教学让我们牢牢记住了知识点。还有
总是笑意盈盈、 讲课谈笑风生的语文老师周达
先， 上课从容不迫、 有条不紊的物理老师陈春
来，风度翩翩、操一口流利伦敦标准音的英语老
师金先鋐， 念起古文来抑扬顿挫极富感染力的
语文老师王祖勋等等， 都是我们在高中阶段遇
到的良师。
除了课堂教学， 我们在为期两年的高中阶
段， 还参加了野营拉练和学工学农劳动。 在野
营途中和劳动间隙，我们自办油印小报，排练歌
舞节目，朗诵“西去列车的窗口……”。我们不会
忘记，学校北门原先那片姹紫嫣红的桃园，在文
革中被变成了棉田， 因为桃花被斥之为小资产
阶级情调，而围墙上也用大红油漆刷上了“农业
学大寨”的字样；我们不会忘记，每年冬季，我们
绕着校园七进教学楼练长跑， 口里喊着：“提高
警惕，保卫祖国！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我们
不会忘记，在期末考试前，一些同学沿着大操场
的围墙念念有词地背诵英语单词， 更多的同学
在一进二楼教室外的走廊里， 抬头仰望贴在墙
上用毛笔抄写的数理化复习题；我们不会忘记，
在高二下半学期， 同学们凑在一起关心地讨论
毕业分配问题，谈论理想憧憬未来；我们不会忘
记， 校园里一进教学楼前那棵由鲁迅先生种下
的樱花树， 每到春天总会绽放白色或淡粉红色
的艳丽花朵，散发出淡淡的幽香。

分 别 40 年
后， 短暂的高中
阶段的历历往事
仍让人感慨万
千。 40 年后再相
聚， 我们一个个
从青葱少年走到
了花甲之年。 到
了这个年纪回首
往事，思考人生，
与年轻时有所不
同的， 那就是少
了几分浪漫和激
情， 多了一些实
际和成熟。 但即
72 届校友聚会纪念品
使我们不再年
轻， 我们也不会
消沉， 更不会迷
茫。人生从青春年少走向衰老这是自然规律。坎
坷跌宕的人生各有各的精彩， 因为这是我们每
一个人自己认准走过来的路。往前看，让人想起
了海子的诗：“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
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
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
一个人…… ”
岁月悠悠，几多往事，我们在感叹 40 年人
生经历的同时， 更多的却是追溯师生之间同学
之间难以忘怀的那份情感。 时光的流水会冲淡
我们的记忆，唯有情感永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