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目　　录

第一部分　北京大学物理系九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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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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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级物理及近代物理教研室 （９０）
!!!!!!!!!!!!!!!!!!!!!!!!

　　（四）理论物理教研室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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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半导体物理教研室和固体能谱教研室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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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磁学教研室（１９５４—２００１）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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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金属物理教研室 （１１４）
!!!!!!!!!!!!!!!!!!!!!!!!!!!!!

　　（九）无线电物理与电子物理教研室（１９５２—１９５８） （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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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试办高压物理专门化（１９６０—１９６２） （１３１）
!!!!!!!!!!!!!!!!!!!!

　　（十五）筹建电介质物理专门化（１９６０—１９６２） （１３１）
!!!!!!!!!!!!!!!!!!!

　　（十六）筹建固体电子学专门化（１９６０）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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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忆人和事 （１３４）
!!!!!!!!!!!!!!!!!!!!!!!!!!!!!!!!!!!

　　永远怀念吴大猷老师 黄　昆（１３４）
!!!!!!!!!!!!!!!!!!!!!!!!!!

　　吾爱吾师 李俊兰（１３６）
!!!!!!!!!!!!!!!!!!!!!!!!!!!!!!!

　　关于北大物理系地球物理实习队的回忆 刘光鼎（１４５）
!!!!!!!!!!!!!!!!!!

　　怀师念友忆当年———我与物理系 孙小礼（１４６）
!!!!!!!!!!!!!!!!!!!!!

　　忆来自列宁格勒大学的几位苏联专家 王义遒（１５０）
!!!!!!!!!!!!!!!!!!!

　　忆谢曼专家在物理系工作的情况 吴全德　朱　宜（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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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第一次实现受激发射的前前后后 李守中（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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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教职员名录 （１５６）
!!!!!!!!!!!!!!!!!!!!!!!!!!!!!!!

　　（一）京师大学堂时期教师名录（１８９８—１９１１） （１５６）
!!!!!!!!!!!!!!!!!!!

　　（二）民国元年（１９１２）至抗日战争开始（１９３７）教师名录 （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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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西南联合大学时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６）教职员工名录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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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院系调整（１９５２）到成立物理学院（２００１）时期的教师名录 （１６２）
!!!!!!!!!!!!

　　（八）物理系金工车间及物理工厂职工名录 （１７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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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恢复高考后到物理学院成立（１９７７—２００１） （２１８）
!!!!!!!!!!!!!!!!!!

第二部分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核科学家摇篮

一、北大技术物理系的创建、发展和历史演变（１９５５．５—２００１．５） （２４５）
!!!!!!!!!!!!!

０１

目　　录



　　中央决策　应运而生 （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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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大事记（１９５５．１—２００１．５） （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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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１９５７年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领导体制变更和机构调整情况以及技术物理系名称的演变过程
（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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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教职员和技术工人名录（１９５５—２００１） （２７５）
!!!!!!!!!!!!!!!!!!

　　附录二　原子核物理专业本科生名录（１９５６—２００３） （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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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名录（１９６１—２００１）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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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北京大学天文系

北京大学天文学系的历史与演变 （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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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历史的演变 （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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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课程建设与学生培养 （３００）
!!!!!!!!!!!!!!!!!!!!!!!!!!!

　　（三）实验室建设及利用国内外大型设备进行天文观测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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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科学研究 （３０３）
!!!!!!!!!!!!!!!!!!!!!!!!!!!!!!!!

附录 （３０５）
!!!!!!!!!!!!!!!!!!!!!!!!!!!!!!!!!!!!!!

　　（一）１９８２年制定的地球物理学系天体物理专业教学进度参考表 （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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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天文系建系以来人员名单 （３０６）
!!!!!!!!!!!!!!!!!!!!!!!!!

　　（三）天文专业（系）学生名录 （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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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

一、大气科学系的历史和演变 （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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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北大地球物理系中的大气物理专业和天气动力气象专业 （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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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文革”后直至大气科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的建立 （３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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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北京大学大气科学方向的两位奠基人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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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忆：院系调整后的首届气象专业学生 （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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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入学 （３２４）
!!!!!!!!!!!!!!!!!!!!!!!!!!!!!!!!!!

　　（二）在校时光 （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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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奉献 （３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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