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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大技术物理系的创建、发展和历史演变
（１９５５．５—２００１．５）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的创建、发展和历史演变，是与我国核工业及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历程紧

密相连的。

中央决策　应运而生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５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在我国建立核工
业、发展核武器问题。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

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等出席会议，著名核科学家钱三强、地质学家、地质部长李四光和副部

长刘杰也应邀出席。会上做出了建立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根据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培养核科

学方面的专门人才就成为当时的一项紧迫任务。为此，中央很快决定筹建北京、兰州两个物理研究室，

作为专门培养核科技人才基地。

 本文标题为１９９５年朱光亚先生为技术物理系建系４０周年题词的手迹

为了积极开展各项筹备工作，１９５５年５月间，高教部调浙江大学副教授、副教务长胡济民、东北人
民大学教授朱光亚、北京大学教授虞福春，在国务院第三办公室（负责核工业的三机部前身）领导和中

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子能所前身）的协助下，由胡济民负责，开始筹建北京、兰州两个物理研究室。

物理研究室三位创始人

左起：胡济民、虞福春、朱光亚

　　５月１６日，钱三强邀集胡济民、虞福春、朱光亚三人，在他的中关村寓所会谈。钱三强首先传达了
中央及高教部关于设立物理研究室、培养原子核物理专门人才，以及进行一定的有关的科学研究工作的

意图。然后就筹备工作交换了意见。这是筹建物理研究室的第一次筹备会议。

会议决定，为了抢时间，先不管“物理研究室”的归属，在物理所先成立一个“６组”，由胡、朱、虞三
人进行筹备工作。办公地点设在物理所的所长个人办公室。他们就用“科学院物理所６组”的名义在



市场购买书籍和仪器，通过科学院以６组名义对外定货和定购图书。同时也以６组名义通过科学院基
建处建设教学实验大楼和宿舍等（后来中关村的北大技物楼、中关村１９、２３、２５、２６宿舍楼及食堂）。
７月４日，党中央对国务院三办副主任刘杰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大力培养核子物理以及相配合的

各类专业人才是极其重要的”，“高等教育部党组应通盘筹划”，“要克服困难，争取在今后几年内培养出

大批干部来。”同时，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高教部党组决定在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各设立一个物理研

究室作为培训中心，并决定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设置相关专业，以培养从事原子能的科学研究和工程

技术人才。为了加强领导，高教部党组指定黄松龄（高教部副部长）、李云扬（综合大学教育司副司长）、

唐守愚（工业教育司司长）、江隆基（北京大学副校长）、蒋南翔（清华大学校长）五人组成高教部原子能

人才培养领导小组，由黄松龄任组长，并请国家建委建筑技术局副局长钱三强协助该领导小组统一负责

全国高等院校核专业设置与发展工作。

１９５５年８月１日
高教部机棕（５５）字第８５４号

关于在北京大学设立物理研究室的通知

８月１日高教部正式通知［机综（５５）字第８５４号］，
“决定在北京大学设立物理研究室，并任命胡济民为物

理研究室主任，虞福春为副主任”；“从各校物理系三年

级选拔学生１００名，于本年暑假后转入北京大学物理研
究室进行培养（后来实际是从 ７所大学选拔学生 ９９
名）”；“物理研究室的工作，责成江隆基副校长直接领

导”。

１９５５年８月，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与高教部商定，在
北京物理研究室建立“技术干部训练班”，以对１９５５年
和１９５６年分配到国家建委建筑技术局（１９５５年７月１
日成立的、主管苏联援助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

速器建设，后来属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３００余名应届
大学毕业生进行核物理、放射化学、辐射防护等原子能专

业的技术培训（实际培训是在１９５７年暑假后进行）。
８月６日根据国务院三办的报告和中央组织部决定，由国家建委建筑技术局抽调韩增敏任北京大

学物理研究室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并负责该局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技术干部培训班”工作。

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由高教部领导，该室与国务院三办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关系问题，高

教部党组提出并经国务院三办刘杰副主任同意：凡有关核专业设置、招生计划、培养目标、教学计划与

大纲的制订、办学经费资助等方面的问题，均由国务院三办归口指导；凡有关专业实习、技术资料、教学

资料、专用设备的订购和党政管理干部调配等方面的困难，均由国务院三办所属有关机构和中国科学院

物理所协助解决。

８月１３日高教部党组向国务院二办主任林枫、三办主任薄一波，并周总理提交了《关于筹建核子物
理训练机构的情况和若干待解决问题的请示报告》。在请示报告中详细汇报了关于筹建核物理训练机

构、专业教学工作的准备、基本建设和干部配备等情况。这个报告是先前由黄松龄（教育部副部长）邀

集江隆基、胡济民、虞福春、朱光亚和钱三强，听取胡济民汇报筹备工作、并对今后工作问题交换了意见

后向中央写的报告。周总理于９月１４日对此报告做了“拟同意。即送陈云副总理阅后交一波同志主
办”的批示。因此请示报告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在８—９月间就迅速得到落实。关于校舍问题，在国务
院三办批准建设的北京物理研究室大楼建成之前，先借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新建大楼的第二层作

为教室和实验室开展教学活动；教职员工宿舍由物理研究所帮助解决；学生宿舍由北京大学设法解决。

采取各种措施，以中央组织部名义迅速调集教师，除最早（１９５５年５月中旬）调来的胡济民、虞福春、朱
光亚３人外，５月下旬调来北大的孙亦梁准备放射化学课，６、７月间从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调来
青年教师陈佳洱并马上派他到外地招生，随后８—９月间又调来复旦大学一级教授卢鹤绂和北大物理系
讲师、系秘书孙佶、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张至善、浙江大学讲师吴季兰等骨干教师及夏松江、王克镇、叶文

祥、秦仲诚等一批新毕业的大学生。这些教师全部先集中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创办核物理和放射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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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取得经验后再分出全套建制调往兰州大学，组建兰州物理研究室（后来由于情况变化，没有分出

全套建制调往兰州）。

新调来参加北大物理研究室筹建工作的教师、行政人员和技术工人等，他们团结奋战、以只争朝夕

的精神，一面筹建教学实验大楼、宿舍楼，并借用中科院化学所大楼的第二层作临时教学和办公用房；积

极准备教学实验、筹建实验室、自行研制核电子学和核物理探测仪器设备、编写教材；一面派人到北京大

学、东北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校选调了９９名物理系三年级
学生。

１９５５年９月２０日，北大物理研究室核物理专业第一批９９名学生在科学院化学所大楼正式开学。

１９５６年春建成的教学实验大楼（现称技物楼）

１９８８年物理研究室第一届毕业的部分校友回校相聚

当时开设的专业课程没有现成教材，都是教师们克

服困难、在极短时间内现编的教学讲义。他们按计

划相继开出了量子力学（胡济民）、中子物理（卢鹤

绂）、加速器（卢鹤绂）、记录质点（虞福春）、能谱学

（朱光亚）、原子核理论（孙佶）、核电子学实验（张至

善等）、核物理实验（陈佳洱等）、放射化学（孙亦

梁）、放化实验（吴季兰），部分课程请北大物理系和

其他系教师担任，如（核）电子学（吴全德）、宇宙射

线（褚圣麟）、哲学、俄语等。１９５６年４月，１万余平
方米的教学实验大楼（现称“北大技物楼”）在中关

村科学院内建成，北大物理研究室迁进了新楼，办学

条件大为改善。但学生的实验培训工作仍然十分困

难，因为当时核科学的教学仪器和实验设备极端缺

乏，国内没有现成的仪器设备，而且由于美国实行禁运，我们也无法从国外进口。这些核仪器设备，除几

位留学归来的教师外，物研室许多教师也没见过，有的只是在期刊、广告上见过照片或听人说过。尽管

困难重重，但物研室的年青教师和物研室工厂的工人师傅，同心协力，自己动手研制最必需的核电子学

和核探测仪器、ＧＭ计数管和碘化钠晶体等。他们在几个月时间内，用双手制造出教学实验所需要的
几十台仪器设备，满足了第一批学生的核电子学与核物理实验训练的教学需要。１９５６年９月３０日我
国自行培养的第一届原子核物理专业的 ９８名学生毕业了。可能由于保密等原因，这届学生和后来
１９５７年毕业的学生，毕业文凭当时都没发，直到１９５９年４月４日才批准补发，多数是在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
领到，个别的在１９９０年后才领到。
１９５６年，在北大化学系的大力支持下，从北大化学系调刘元方、唐孝炎等２０余位教师并和孙亦梁、

吴季兰等一起，在物理研究室筹建放射化学专业。后来又从科学院调来郭挺章任化学组主任。１９５６年
夏，物理研究室的放射化学专业第一次开始

招生。暑假后，为核物理与放射化学两个专

业从各高校物理系、化学系三年级学生中选

调了２６０名学生入学培养。１９５７年７月，我
国第一批放射化学专业学生和第二批核物

理专业学生共２５４名，经过物理研究室的专
业培训，顺利毕业，其中有２４６名为三机部
（原为国务院三办、１９５６年 １１月设立三机
部，１９５８年２月改名二机部，１９８２年５月又
改名为核工业部）所接收。

１９５７年暑假，北大物理研究室原已招
收的学生停止入学，故１９５８年夏无毕业生。
这年暑假后集中举办“技术干部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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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分配到国家建委建筑技术局工作的３００多名理工科大学毕业生集中到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进行核
物理、放射化学、辐射防护等原子能专业的技术培训。

１９８８年物理研究室元老与返校校友亲切交谈
左起：孙　佶、张至善、刘元方、胡济民

１９５７年８月１２日高教部决定将北京大
学“物理研究室”合并到物理系、化学系领

导，而且定名为北大物理系物理研究室，放

射化学专业暂时附设在该室；胡济民、虞福

春继续领导该室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该室现

有人员编制数，由同年９月份起完全拨归北
大直接掌握。９月２７日，北大向高教部上
报《关于物理研究室调整情况报告》，１１月
６日，高教部批复同意报告所提方案：原物
理研究室主任胡济民调任物理系副主任、原

子核物理部分改为原子核物理教研室，由虞

福春任主任，并在物理系设第二办公室；放

射化学部分，成立物质结构教研室，由徐光

宪代理主任，在化学系也设相应的行政办公

室（详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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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５年５月到１９５７年８月，可以说是北大物理研究室的初创时期。在两年多时间里，物理研究室
培养了两届核物理专业和一届放射化学专业共３５２名毕业生，再加上３００余名技术培训生，物理研究室
为国家总共培养了６５０多名掌握原子能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输送到新建的核工业与原子能事业部门，
基本上满足了我国核工业创建初期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需要，为我国核工业的创建及原子能事业的发展

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创建初期，物理研究室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苏联先后派遣了莫斯
科大学加速器专家瓦采特教授、核谱学专家斯比涅耳教授、核电子学专家萨宁教授来物理研究室指导工

作，在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早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研制成功了β
磁透镜谱仪、γγ快慢符合谱议和γ单晶闪烁谱仪、２８道幅度分析器、１００道幅度分析器等重要研究设
备，许多都是当时国内首创。这些仪器设备在以后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９５７年
从苏联引进的一台２５ＭｅＶ电子感应加速器，这时也安装、调试出束，为开展光核反应研究及教学工作创
造了良好条件。

物理研究室的创建、发展，而且能在极短的期限内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培养出大量急需人才，应该说

是与物研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的工人队伍和实验技术队伍分不开的。早在筹建初期，１９５５年８月１３
日给上级领导及中央的请示报告中就专门提出了配备中级技术人员的要求。在各方支持下，很快从全

国各地选调了一批优秀技术工人和实验室技术人员，并在物研室建立了金工厂、玻璃车间、木工车间等。

这批强大的技术力量和工厂、车间，在物研室创建初期自制上百台教学仪器设备、满足教学急需，和后来

技术物理系的长期发展以及各项重大科研课题的完成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北大物理研究室初创时期，领导体制也是非常独特的。党组织由北大党委领导，人事、编制、经

费、财务均由国务院第三办公室（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后为三机部）主管，业务及后勤又得到中国科学院和物理所
的大力支持，最早的各项筹备工作（包括图书购买、设备订货、大楼基建等）都是以科学院物理所 ６组名
义进行的，即使确定了物理研究室归北京大学领导后，科学院的后勤支援仍未改变，此后两年，物理研究

室继续用６组名义，通过科学院对外定货，因而能及时定到许多迫切需要的仪器。当时物理研究室的师
生以物理所６组名义，可以参加物理所的学术交流活动、查阅期刊、借阅图书以及使用科学院的公用设
施等。那时，钱三强是物理所（后原子能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研究院）所长，稍后又是二机部副部长，

常来给学生做报告和听取意见。时任三机部、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也曾多次来物理研究室听取意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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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独特的体制在当时为尽快建立和健全物理研究室、加速原子能科学人才的培养起了重要的作用。

正是在中央、高教部、三机部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北大党委的具体领导和北大物理系、化学系以及科

学院、物理研究所大力支援下，加上国内其它大学在师资和学生调拨方面给予全力的支持，因此在初创

时期的工作进展迅速，不但顺利地完成了两届学生的专业培训任务，而且为今后北大技术物理系的发展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初创时期，由于独特的历史条件，物理研究室共有“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科学院物理所６组”
和“北京５４６信箱”三种称呼。为此，胡济民、韩增敏、白晨曦（党总支副书记）三人于１９５５年１１月２０
日，还专门向江隆基副校长写了书面报告：关于“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名称使用范围的请示，江副校长

批示同意：“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图章（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１日启用，它对上级领导部门报告、请示使用，
与有关单位公文来往均用“５４６信箱”，对外采购仪器、图书，凡已用科学院物理研究所６组的仍用此名
义接洽，今后新订货可改用物理研究室。当时为了保密，物理研究室的学生在通信上都用“北京５４６信
箱”，在公开场合同学间都相称“５４６”或“物理６组”，这批学生直至今日，不少人见面时还自称是“５４６”
的，并以此为自豪。当时他们去北大参加活动，进校门前才佩带“北京大学”校徽，出校门后要摘掉北大

校徽（因教学大楼、宿舍和食堂均在科学院内），这也是出于保密原因，因此当时在科学院内一般人都不

知道还有几百人规模、学习核科学的北大学生。

撤室建系　全面发展

１９５８年，全国出现了大跃进形势，核工业创建全面铺开、原子能事业的发展步伐加快。８月３日国
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持召开《全国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座谈会》，并在“原子能干部的培养规划”文件

中指出，目前原子能方面各专业的高等学校毕业生不能满足原子能事业第二个五年计划急迫任务的需

要，这给北大物理研究室发展增加了新活力、带来了新机遇。因此二机部（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１日三机部改
称二机部）党组向教育部建议，在１９５８年暑期北京大学物理系、化学系（因为“物理研究室”在１９５７年８
月已合并到物理系、化学系）和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原子能专业要招生。于是北大物理研究室第一

次向全国招收一年级新生，以北大物理系名义招收核物理专业本科（５年制）一年级新生３００人，以化学
系名义招收放射化学专业本科（５年制）一年级新生９３人和放射化学专业４年制专修班７０人。同时
１９５８年暑期物理研究室恢复（延续到１９６０年）从各大学物理系、化学系选拔三年级优秀学生（１９６０年
改在工科院校选拔），转到物理研究室原子核物理（１２４名）和放射化学专业（７０名）进行培养（本科４年
制），另外还有不少省、市及大学选送的代培生和进修教师。因此１９５８年秋，物理研究室共有教职工、学
生、进修教师和代培生１１２８人，办学规模大为扩大，为物理研究室的撤室建系创造了重要条件。

根据形势发展，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５日北大校务委员会决定，物理研究室恢复为北大直接领导下的一个
独立单位，这样原子核物理与放射化学两专业又合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胡济民任物理研究室主

任，虞福春为副主任，并免去胡济民物理系副系主任职务。仅过两个月，１２月１１日北大第６３次校务委
员会决定，物理系分为三个系（无线电电子学系、地球物理系和物理系），同时将物理研究室改称原子能

系（含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两个专业），并任命胡济民为原子能系主任，虞福春为原子能系副主任，从

此北大原子能系对外公开。１９５７年底担任放射化学组领导的徐光宪副教授，１９５９年初也被任命为副系
主任。如果说１９５８年前的物理研究室是一个专门为原子能事业创建需要而建立的临时“原子能专业人
才培训机构”，那么，１９５８年建立原子能系后，作为系的建制，其规模与要求开始走向正规、稳定、全面
发展的阶段，成为我国系统培养核科技专门人才的教学科研单位，在师生人数、固定资产、经费支持、办

学规模等方面都成为北京大学理科的一个大系。为了适应教育规模的扩大、更好地开展教学和科研工

作，核物理专业成立了核电子学、原子核理论、原子核物理和加速器四个教研室（其代号分别为１１、１２、
１３、１４）；放射化学专业也成立了放射化学、放射分析化学、核燃料化学和辐射化学四个教研室（其代号
分别为３１、３２、３３、３４）。建立原子能系后，广大教职工更加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也积极开展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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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在广大青年教师和职工的努力下，先后研制成功几种类型的计数管和碘化钠晶体，满足了我

系教学科研的需要，而且在１９５９年我们还筹建了ＧＭ计数管生产车间和碘化钠晶体生产车间，其产品
是国内首创并销往全国各地，其中碘化钠晶体还曾送往德国莱比锡的国际博览会上展出。

１９６０年为了教学、科研需要，系里又新增设了基础物理教学和核聚变研究两个教研室（其代号分别
为１５、１６），大约一年后，由于工作调整，这两个教研室又撤消了。
１９６０年６月２日，经教育部批准北大理科各系改为６年制。我系１９５９和１９６０年夏招收的核物理

专业与放射化学专业三年级学生原定４年制，也改为６年制，分别延至１９６２和１９６３年７月毕业。１９５８
年招收的核物理专业本科一年级学生３００余人，因人数过多，教学安排困难等，故分为５年制（１７３人）
和６年制两批，分别于１９６３和１９６４年毕业。因此１９５８年入学、１９６３年毕业的５年制学生，则成为技术
物理系从一年级开始全过程培养的、第一批原子核物理专业本科毕业生。

１９６１年６月３日教育部通知北大，同意将原子能系改名为技术物理系，并用此名称招生，从此技术
物理系名称一直沿用到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８日物理学院成立。
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６年的十年是技术物理系蓬勃发展并不断巩固提高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技术物理

系为祖国原子能事业培养出２２００多名（有一部分延至１９７０年毕业）高水平的专业人才。这批核科技人
才被输送到核试验基地、核武器研究院、原子能事业的厂矿、核科学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等单位，满足了

新建的核工业部门和原子能事业单位的需要。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我国著名的核科学专家、教

授、院士、英雄模范、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的学术带头人或领导者、我国核科技战线上的中坚与骨干，在

科研、教学、行政管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仅在前三届毕业生中就有８位中科院院士或工程院院
士，他们是被中央军委授予“国防科技工作模范”称号的原西北核试验基地司令钱绍钧将军，核科学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王乃彦，高能物理学家冼鼎昌，核物理学家、中科院

兰州分院院长魏宝文，核物理学家张焕乔，核科学家、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委主任潘自强，核科学家

王世绩和核化学家黎乐民。与此同时，在技术物理系长期工作中取得重大科学成就的胡济民、徐光宪、

陈佳洱、刘元方、唐孝炎５位教授先后被评选为中科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在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０日庆祝北
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建系４０周年时，技术物理系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为
技术物理系题写了“核科学家摇篮”，这是对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建系４０年功绩的科学总结。北京大
学技术物理系被誉为我国的“核科学家摇篮”也是当之无愧的。

十年动乱　艰难图存

“文革”十年（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学校秩序完全被打乱，技术物理系也受到严重破坏。在“林彪一号
命令”下，只经过三天的匆忙准备，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４日技术物理系与无线电电子学系和力学系搬到陕
西汉中６５３工地，后称北京大学汉中分校。这段时间的工作、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仪器设备损失严重，部
分教师流失，办学条件缺乏。在这种困难、复杂的条件下，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６年技术物理系仍然招收了五
届、共４６９名工农兵学员。我系教师根据生源的实际情况，认真备课，精心组织教学。广大工农兵学员
也珍惜难得的上学机会，努力克服文化基础差的弱点，刻苦学习。经过师生们共同努力，完成了预定的

教学计划，现在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值得称赞的是，在汉中分校期间，广大教师仍

不忘肩负的历史责任和发展核科学事业、为国防服务的宗旨，积极开展科研工作并探索学科发展的新方

向。１９７３年秋放射化学专业开始招收“环境分析化学专业”学生，并积极开展环境分析化学的科学研究
工作，为我国环境科学输送了首批科技人才。原子核物理专业承担了“核爆炸现场强 γ下测弱 β污染
仪”、“中子核数据评价”、“重核裂变瞬发中子能谱”等国防任务，以及“Ｘ射线荧光分析仪”、“金硅面垒
和硅锂漂移探测器”等生产部门急需项目，经过艰苦努力，都胜利完成任务。原子核物理专业的广大教

师，还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积极开展“４．５ＭＶ静电加速器预研制”、“螺旋波导加速腔”、“超重核形成
及稳定性”、“重离子反应机制”等基础研究课题，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那艰难环境下，广大教师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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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查阅文献资料、发扬民主、开展学科发展前沿方向的大讨论，最后确定了我系核物理专业发展重离子

物理的学科方向。这些科学研究成果和学科发展方向的大讨论，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系重离子物理研
究所的建立做了理论和物质准备，也为１９７９年技术物理系搬回北京后的迅速恢复发展、二次创业再度
辉煌奠定了基础。

二次创业　再度辉煌

１９７８年４月２８日，北大党委根据邓小平同志３月２２日的指示做出决定：撤消北大汉中分校。
１９７８年夏到１９７９年春，在邓小平同志亲自关怀下，北大汉中分校全部搬回北京，这给技术物理系走出
困境带来了契机。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国内外核科学技术的发展形势，在胡济民、虞福春、陈佳洱、刘元

方、吴季兰等几位核科学家带领下（“文革“后期，徐光宪先生及其科研组教师转入北大化学系），技术物

理系又开始了第二次创业过程。

１９７８年７月，技术物理系在北京恢复全国高考的招生。招收了７８届核物理专业、放射化学专业和
环境分析化学专业学生，同时通过考试又招收了核物理专业和放射化学专业的两个“回炉班”（核物理

专业录取了３０名，实际入学２４名）。所谓“回炉”，即对１９７０年我系毕业的６３级、６４级、６５级三届学
生，因“文革”期间中断学习，回校补习基础课二年。“回炉班”补习时间虽短，但效果很好、影响深远，经

过“回炉”的这批学生后来都成为各个工作岗位上的骨干。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０日，校党委、行政通知：胡济
民为技术物理系系主任。这标志着“文革”期间成立的“系革委会”以及取代教研室的“班、排”建制彻

底取消。不久，恢复教研室、重建实验室，各项工作很快走上正轨，并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学、科

研各项工作也逐步开展。

１９８７年建成的加速器大楼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
在国家有关部门（核工业总公司、国防科工委、国家教

委、国家科委及北京市）的支持下，在校领导的直接指挥

下，重修了技物大楼，建立了较先进的核物理教学实验

室，并于１９８７年建成了７０００ｍ２的加速器大楼和一批大
型的核科学设备。例如，在汉中分校期间开始的、由我

系和上海先锋电机厂共同研制成功的４．５ＭＶ静电加速
器，是当时国内能量最高的单级静电加速器，它的端电

压、能量稳定度、脉冲束流宽度及束流强度均已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并与国际同类加速器水平相当，是国内惟

一能在０．２—７ＭｅＶ、１５—２１ＭｅＶ两个能区提供单色中
子和脉冲中子束的单级静电加速器，它还配有国内一流

的低本底、宽敞的中子大厅和比较完善的中子测量设备。它的建成对于我国中子核参数、中子核反应测

量和抗辐射等研究以及离子束在材料科学、生物、医学等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中子核数据与静电加速

器建设也多次获得部级科技进步奖。在英国牛津大学转让的２×６ＭＶ串列静电加速器主体设备的基础
上，我们自行设计、研制并配置了气体处理系统、真空系统、控制系统、束流输运线和四条物理实验线。

这台结构复杂、安装精度要求高的２×６ＭＶ串列加速器，是在基本上没有安装图纸和没有外国专家帮
助下，仅用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安装调试出来，而且性能比在英国牛津大学时还有所提高。参加验收会

的专家一致认为，它“体现了严谨的学风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是投资少、效益高的

一个范例”。这台加速器现已用于加速器质谱计测量、离子束分析和核技术应用等领域，尤其在顺利完

成我国重大研究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加速器质谱计的碳１４测年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满
足教学和培养人才的需要，技物系又从美国引进了２×１．７ＭＶ串列静电加速器。它也是由我系自己安
装调试出来的，并自制三条物理实验线，改进了离子源，新安装了气体循环剥离系统，提高了加速器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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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研制的４．５ＭＶ静电加速器。
左图为高压充气钢筒，右图为高压电极、加速管、均压五等内部设备

有性能，现主要用于教学及材料科学和离子

束分析研究。重离子 ＲＦＱ加速器的研究经
过多年的努力，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上

几台加速器形成能区配套、离子种类齐全的

加速器群，成为我系教学、科研重要的实验

基地，基本实现了我系师生多年的心愿。随

着大型核科学设备的相继建成，技物系在教

学方面，也努力改革创新，加强基础课教学，

拓宽选修课内容，改善专业实验室条件，强

化外语及计算机能力的培养，逐步实现了学

校倡导的“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分流培养，

因材施教”的方针。在二次创业过程中，广

大教师得到锻炼和提高，形成了一支由胡济

民、虞福春、陈佳洱、刘元方、吴季兰等著名

教授为首的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技术物理系

的综合实力大大增强。在此基础上，１９８１年
经国家教委批准、技术物理系的原子核物理

专业成为我国第一批建立的博士点。为适

应改革开放与学科发展需要，经我系和学校领导的多方努力，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７日国家教委批准，在技术
物理系设立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同年７月１日，学校任命虞福春教授兼任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所长（当时
虞担任物理系主任）。１９８５年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成为我国第一批设立的博士后流动站。１９８８
年核物理专业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１９９３年经单独评选，技术物理系的原子核物理专业进入物理学
“国家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也称“理科基地”，后改为“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

地”）。１９９０年经国家教委批准，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和技术物理系中的有关实验室共同组建了重离子物
理国家教委开放实验室（１９９３年更名为重离子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为我系教学科研和对外交流
的一个重要基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们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更高层次人才，同时在科学研究方面
也获得大丰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在原子核理论、原子核物理、核电子学、离子束与材料物理（包括

材料改性、辐射损伤、材料分析）以及粒子加速器及其应用（包括加速器质谱计、自由电子激光与射频超

导加速腔、重离子整体分离环型ＲＦＱ加速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
来，核物理基础研究通过国际国内科学合作得到迅速发展，在放射性核束物理等前沿领域进入国际竞争

行列，同时发展了高能物理实验研究方向，为北大建设研究型一流大学做出了贡献。

２×６ＭＶ串列静电加速器
２×１．７ＭＶ串列静电加速器

　　技术物理系的放射化学专业，２０多年来为我国的核工业及原子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
了拓宽专业、增强应用性，也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１９８４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改名为应用化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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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十几年来，应用化学专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原放射化学专业中从事分析化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

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北京大学汉中分校时期，就开展了环境化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并招收了三届环境分
析化学专业的学生。１９８０年后，这部分教师在技术物理系仍继续招收环境分析化学专业的学生，并积
极开展环境分析化学研究工作，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１９９７年，教育部为了拓宽基础、减少专业数量，对大学本科专业设置目录和研究生招生学科目录进
行调整，大学本科专业设置数目压缩了近一半。在新制定的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原子核物理专业被撤

消。因此，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本科专业从１９９８年开始改为物理学专业招生。此时，硕士、博士点的
名称也改为“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同时又扩展了“核技术及应用”博士点。

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由于我系的骨干教师多是本系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培养留校的，这时教师队伍
老化现象严重，急需补充高素质的年青教师。为此采取各种积极措施、多渠道引进年轻并颇有成就和潜

质的国内外博士及选拔本系优秀博士毕业生充实到教师队伍，并加以重点培养与扶植。经过数年不懈

努力，教师队伍的新老交替顺利完成，现在已形成了一支以年青博士为主体的教学、科研队伍，为迎接新

世纪的挑战、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时俱进　争创一流

为了争创世界一流大学，２０００年学校领导决定进行新的体制调整。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８日，成立了北京
大学物理学院。原来技术物理系的原子核物理专业，现在以“粒子物理与核物理”学科组成物理学院一

个新系，仍定名为技术物理系。１９８３年在技术物理系设立的重离子物理研究所，保持原名，也成为物理
学院开展核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科研单位。原技术物理系的放射化学专业、后改名为应用化学专业，这

一部分教师除继续从事核化学工作外，又开拓了药物化学、无机生物化学、化学工程等新方向，在２００１
年５月并入北京大学化学与高分子工程学院，成为化学与高分子工程学院的应用化学系。原放射化学
专业中从事环境分析化学工作的教师，转入北大环境研究中心，２００２年６月他们与北大环境研究中心
一起，与校内相关单位，组成新的北京大学环境科学学院。

技术物理系从１９５５年８月１日正式建立的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到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８日成立物理学
院，走过４６年光辉历程。４６年的历史是短暂的，但技术物理系４６年的历程是不平凡的。她的创建、发
展和历史演变是我国核工业及原子能事业的历史发展的缩影。她作为我国 “核科学家摇篮”的历史功

绩将永远载入我国核科技发展的史册，同时也为北大物理学科９０年历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４６年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共招收了５１８８名学生（其中本科生４１６８名、工农兵学员４６９名、硕

士生４３６名、博士生１１５名），总计培养了５１００余名核科技人才。他们为我国核工业创建与发展、核武
器的研制与完善、核科学基础研究与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由于长期教学实践和丰富科研成果的积累，４６年中，我系教师共编（译）著出版了６１部高水平的教
材和科技专著，其中１２部获得国家级、省部级优秀教材奖或科技进步奖，这些教材和科技专著，不仅为
我系的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全国核科技专业的教学、科研都有深远的影响。在２０世纪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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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虞福春教授等以于群为笔名，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核物理实验方法》的教材，同时放射化学专业

以群力为笔名，也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放射化学》（上、下），这对当时我国自编教材极端缺乏情况下，满

足核科学教育起了重要作用；到了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卢希庭主编的《原子核物理》获得了国家级优
秀教材奖，胡济民、杨伯君、郑春开编著的《原子核理论》（一、二卷的第一版和修订版）获得了国家级优

秀教材奖和科技进步奖，成为我国相关专业教学必备的教材或核科技工作者重要参考书；张启仁编著的

《量子力学》，钟云霄编著的《热力学与统计物理》，虞福春、郑春开编著的《电动力学》，夏宗璜等主编的

《核物理实验》，王芝英、楼滨乔、朱俊杰、王根福编著的《核电子学技术基础》、复旦、清华、北大合编的

《原子核物理实验方法》、陈佳洱主编的《加速器物理基础》，唐孝炎、李金龙、陈旦华、栗欣编著的《大气

环境化学》，吴季兰、戚生初主编的《辐射化学》等，都获得了省、部级优秀教材奖或科技进步奖。这一系

列优秀教材，为我国核科学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现在，１９５５年创建的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但是核科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
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新的发展。在物理学院中“粒子物理与核物理”与“核技术

及应用”两个学科一起，于２００２年再次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现在这两个学科作为硕士、博士点和博士
后流动站，继续为我国培养高水平的核科技人才。新技术物理系和重离子物理研究所，仍作为我国重要

的核科学研究基地，承担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计划）研究项目两项共６个子课题、国家攻
关专题、国家８６３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及北京大学“２１１工程”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９８５）计划”等建设项目，并得到研究经费的大力支持。

在新的世纪，物理学院的新技术物理系和重离子物理研究所，以及划归北大化学学院和环境学院的

老技术物理系的放射化学部分的老师们，他们将继续为核科学事业及相关的应用学科的发展，为北京大

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继续谱写新的篇章。

参考资料：北京大学档案馆文件资料、核工业总公司编印的《中国核军事工业历史资料丛书》（核

教育卷、核科学技术研究卷）和《北京大学大事记》。

（郑春开执笔）

在１９５５—２００１年期间物理研究室（１９５５．１２—１９５８．１２）、原子能系（１９５８．１２—１９６１．６）、技术物理
系（１９６１．６—２００１．１２）历届党政领导如下。

主　任：胡济民（１９５５—１９６６，１９７９—１９８６），江栋兴（１９８６—１９９２），哈鸿飞（１９９２—１９９６．１２），叶沿
林（１９９６．１２—２００１．５）

副主任：虞福春（１９５５—１９６６，１９７９—１９８３），朱光亚（１９５５—１９５７），胡文亮（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刘元方
（１９６０—１９６６，１９７９—１９８３），陈佳洱（１９６０—１９６６），徐光宪（１９５８—１９６６），游慧培女

（１９６０—１９６６），江栋兴（１９８３—１９８６），陆永基（１９７９—１９８３），吴季兰（１９８３—１９８６），沈承
昌（１９７９—１９８５），崔玉琢（１９８３—１９８６），赵渭江（１９８６—１９８９），李如英女（１９８６—１９９２），高
宏成（１９８４—１９９６），王正行（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包尚联（１９９２—１９９６），王彤文（１９９２—２０００．
６），叶沿林（１９９５．１０—１９９６．１２．），王祥云（１９９６．１２．—２０００．６．），张胜群（１９９６．１２—
２０００．６．），郭之虞（１９９６．１２—２００１．５），沈兴海（２０００．６．—２００１．５），郭华（２０００．６．—
２００１．５．），谢景林（２０００．６．—２００１．５．）

党总支（分党委）书记（１９５５—１９８６为党总支，１９８６年后为分党委）：韩增敏（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张群玉女
（１９５７—１９５８），石幼珊女（１９５８—１９６０），胡济民（１９６０—１９６２），郑必俊女（１９６３—１９６４），
戴新民女（１９６４—１９６６），刘激扬（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刘廉儒（１９７４—１９７８），徐华民（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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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哈鸿飞（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刘洪涛（１９９３—１９９７．６），白郁华女（１９９７．６—２００１．５）
党总支副书记（１９５５—１９８６为党总支，１９８６年后为分党委）：胡文亮（１９５５—１９５７），白晨曦

（１９５５—１９５６），郑必俊女（１９５８—１９６６），徐鸿桂（１９５８—１９６１），赵正义（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刘元
方（１９６０—１９６６），赵元果（１９６４—１９６６），包尚联（１９７５—１９８３），李如英女（１９８４—１９８６），李
认兴（１９７３—１９８６），沈能学女（１９８６—１９９３），石进元（１９９３—１９９６），白郁华女（１９９３—
１９９７．６），贺　飞（１９９５—１９９９），陈金象（１９９７．６—２００１．５），张剑波（１９９９—２００１．５）

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所长：虞福春（１９８３—１９８６），陈佳洱（１９８６—２００１），郭之虞（２００１—　）
副所长：李认兴（１９８６—１９９３），钱祖保（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包尚联（１９８６—２００１．５），韦伦存（１９９３—

１９９５），郭之虞（１９９３—２００１），王宇钢（１９９７—　）

胡济民简介：江苏如皋人，１９１９年１月６日生，１９４２年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１９４５年赴英国伦敦
大学留学。１９４８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１９４９年９月回国，应聘浙江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并担任浙
江大学副教务长。１９５５年奉调到北京大学和虞福春教授负责筹建物理研究室后，一直任室主任或系主
任直至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０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常委、副主任；曾任中国核物理学会理事长。
１９９８年９月９日逝世。

胡济民先生是一位科研教学成绩卓著的核科学家与教育家。他为我国核工业的创建与核科学的发

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调北大后的四十余年间，和虞福春教授一起，倾注全力、呕心沥血，带领全系广

大师生，经过长期艰苦努力，把北大技术物理系建设成为我国核科学与核技术教学、科研的重要基地。

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领导下，于１９８３年在技术物理系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
所，为核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胡济民先生学识渊博、思想活跃，科学严谨、勇于创新，为解决核科学领域的许多重大课题进行了长

期不懈的努力，在原子核力、原子核结构、重离子核物理、裂变物理以及等离子体等学科领域，都取得了

重大成果。他在原子核理论方面精深的学术造诣、丰硕的科研成果和他长期从教的丰富经验，凝结成重

要的教材和科技专著。他主编出版的《原子核理论》一、二卷（第一版和修订版），已成为我国核理论教

学必备教材和核科技工作者重要参考书，曾获核工业部优秀教材特等奖和全国优秀教材国家级优秀奖，

以及教育部和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后来又相继出版了专著《原子核的宏观模型》和《核裂变物理学》（北

大院士文库），更是他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

虞福春教授的简介见物理系史部分，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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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研室的建立发展和历史回顾

在１９５５年创建物理研究室时，因为开始只设原子核物理专业，因此教师就分为“物理一组（实验
组）”和“物理二组（理论组）”，１９５６年增设了放射化学专业，又调集了一批化学系的教师，于是又组成
了“三组（化学组）”。物理研究室建立一年多后，由于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核物理专业的物理一组和

物理二组重新组合，组成了四个组。物理一组分为三个组，称核电子学组、核物理组和核反应组（后改

称加速器组），其代号分别为１１组、１３组和１４组。物理二组改称核理论组，其代号为１２组。后来放射
化学专业的“三组”，也分成了放射化学、放射分析化学、核燃料化学和辐射化学四个组，其代号分别为

３１、３２、３３、３４组。１９５８年底，由于物理研究室改为原子能系，以上各“组”也就正式地改为“教研室”。
１９６０年为了教学、科研需要，系里又新增设了基础物理教学和核聚变研究两个教研室（其代号分别为
１５、１６），大约一年后，由于工作调整，这两个教研室又撤消了。

在１９５７年８月至１９５８年１０月，物理研究室的核物理专业和放射化学专业分别归并到物理系与化
学系领导，并进行了机构调整。在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６日机构调整方案得到高教部正式批复，同意在物理系
与化学系中，这两个专业分别定名为原子核物理教研室（虞福春任主任）和物质结构教研室（徐光宪代

理主任）。但由于这一段时间短暂，而且机构调整也没有真正与上述两系合并，基本上还是独立的，所

以在广大教师中没留下多少印象。

到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后，教研室活动就停止了。后来“军宣队”进校后，教研室干脆解散，建立了
“班、排、连”。１９７２年，在汉中分校，由于招收工农兵学员，需要组织教学，这时建立了“核物理专业”与
“放射化学专业”两个教学组织，负责各项教学工作。“核物理专业”基本上由原来的１１、１２、１３教研室
人员组成，也相当于教研室，而原来的１４教研室为主体组成一个科研组，主要承担螺旋波导加速器和
４．５ＭＶ静电加速器的研制工作。

１９７９年汉中分校撤消，我系搬回北京后，１１、１２、１３、１４教研室恢复并重建，这四个教研室在此后２０
余年、技术物理系二次创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就原子核物理专业的四个教研室（代号１１、１２、１３、
１４），做些简单的历史回顾。

核电子学教研室

核电子学教研室的前身是物理研究室的核电子学组（简称１１组）。１９５５年物理研究室创建时，在
拟定的教学计划中，就确定了“原子核物理用的电子学”及“电子学实验”课，为此调集了一批年青教师

和实验技术人员。最早调来的有青年讲师张至善和周海婴，两人迅速行动，开始筹建电子学实验室，不

久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夏松江、王克镇、叶文祥、秦仲诚也参加电子学组工作，并配备了李敦元、刘美

丽、陈正清等教学辅助人员。物研室领导指定张至善负责建立核电子学的教学和生产研制的实验室以

及金工车间。他们克服缺乏资料、器材等重重困难，团结奋战，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努力，按时向核物理实

验室提供了几十台基本的核电子仪器，使第一批学员按计划受到了第一门实验课———“核电子学实验”

的培训，胜利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１９５７年，电子学组来了莫斯科大学的核电子学专家萨宁教授。
为了发挥他的丰富经验，一面请他讲课，一面组织了北大、清华和中科院的同行一道开展科学研究。在

他的指导下，一年多时间培养出了一批核电子学人才，以后都成了各单位的专业技术骨干。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成立北京大学原子能系，随后在１１组基础上成立了核电子学教研室。由张至善担任
教研室主任，夏松江担任实验室主任。萨宁专家回国后，我们仍继续研制核物理实验中最需要的多道谱



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我们自制出了我国第一台有屏幕显示、能自动打印数据的１００道核能谱分析
器，提交给核物理实验室使用，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攀登科技高峰的信心。在研制多道谱仪的过程中，

培养锻炼出一批核电子学专家和技术精湛能手，也建立起与几个兄弟单位长期友好合作的良好关系。

教研室成立后，担任了大量教学任务，开设多门有关电子学的课程。由于这些课程需要很多教学实

验，因此实验室建设任务十分繁重，研制了大量教学实验仪器设备，如脉冲发生器、稳压电源等。在

１９５８—１９６６年这一时期，教研室开设课程有核电子学、无线电电子学、普通物理电磁学、电工基础等。
实验方面有核电子学实验、无线电电子学实验、电工基础实验。在教学科研取得丰硕成果基础上，建成

了相当规模的核电子学实验室，而且还建立了精密仪器测量室。

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和１９６９年搬迁汉中，使教研室的教学科研工作陷于停顿、教学人员大
量流失，仪器设备也严重老化。但是原教研室人员仍坚持工作，努力完成援外和科研工作。例如符合仪

器（援助柬埔寨项目）以及Ｘ荧光分析仪（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就是这一时期的成果。
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从汉中搬回北京，重新恢复核电子学教研室并重建核电子学实验室。教研室主任由

夏松江担任，实验室主任由楼滨乔担任。在改革开放形势推行下，教学、实验室建设很快恢复正常。

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建成了方楼实验室。１９８１年开出新的“核电子学及实验”课，微机应用工作也很快开展
了。１９８７年由楼滨乔担任教研室主任，刘松秋担任实验室主任。教学、实验室建设、科研及开发等工作
进入新的迅速发展时期。在教学上开设了“核电子学及实验”和“核电子学基础”两门学校主干课，“微

机在核物理中的应用”及“快电子学”两门系重点研究生课。其他课程还有“化学专业电子学基础”、

“计算机入门”、“电子电路应用”、“核电子学选题”等。出版教材有《核电子学基础》、《核电子技术原

理》（获部优秀教材奖）。开设教学实验达五六十个，其中“ＮＩＭ系统实验”系列为全国首创并广泛推广。
在科研上有“双参数数据获取处理系统”、“星内粒子探测器（电路部分）”（８６３项目）、“ＬＦＶ９００智

能测速系统”、“ＡＭＳ数据获取处理系统”、“核子秤”、“多功能双振荡器”、“多参数数据获取处理系统”、
“微机多路自动计数系统”等２０多项，都取得良好成果和效果，部分项目还获得部级奖励。此外还发表
论文８０多篇，出版专著《〈ＧＲＡＰＨ〉ＦＯＲＴＲＡＮ绘图软件包》及专利（获奖）等。

教研室人员还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及活动，并担任全国学术团体各种职务，为中国有关核电子

学学术工作做出了贡献。

核电子学教研室主要工作人员有：张至善（１９５５—１９６７）、周海婴（１９５５—１９５９）、夏松江（１９５５—
１９９８）、王克镇（１９５５—１９６７）、周志成（１９５６—１９９５）、楼滨龙（１９５７—１９６９）、楼滨乔（１９５９—２００１）、张如
菊（１９５９—１９９４）、杨致葳（１９６０—１９８９）、李敦元（１９５５—１９６９）、刘美丽（１９５５—１９９４）、刘松秋
（１９７０—）、薛志华（１９８９—）等。还有冯豫望、张陶生、金东翰、朱隽杰、沈承杭、艾青春、戴德高、麻寿光
等。

１９９７年核电子学教研室与原子核物理教研室合并，组建成立核中心。
历届教研室主任：张至善（１９５８—１９６６）、夏松江（１９７９—１９８８）、楼滨乔（１９８８—１９９７）

（楼滨乔执笔）

原子核理论教研室

１９５５年成立物理研究室时的物理二组，集中了一批有理论专长的教师，组长为卢鹤绂（一级教授），
成员有胡济民（当时的物理研究室主任、副教授）、孙佶（讲师）和青年教师沈中、陈崇光、孙景李等。

１９５６年物理研究室第一届毕业生张启仁、１９５７年第二届毕业生赵荣英，先后充实到物理二组。１９５８年
由此形成了核理论组，称１２组，此时卢鹤绂和孙景李已调离，１２组由孙佶负责。１９５８年底，物理研究室
改为原子能系后，１２组也改成原子核理论教研室，称１２教研室。第一任室主任是孙佶，他一直担任到
“文革”初期教研室体制被撤消为止。

１９５９年暑期后，我系第三届核物理专业的毕业生郑春开、谢淑琴、汪厚基、朱启明、张光明、陈务忠、

·７５２·二、教研室的建立发展和历史回顾



姬婉华、张敏钊，以及参加科研工作而延迟毕业的杨伯君、熊俊芳等相继留在核理论教研室任教，使核理

论教研室的教师队伍大为扩大。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又从其他教研室调入钟云霄、庆承瑞、顾彪和从莫
斯科大学学成回国的陈鹤琴等，其间赵荣英、陈崇光、张光明、陈务忠、姬婉华、张敏钊、熊俊芳等又相继

调往新的工作单位。曾昭
!

、陆善也曾调到１２教研室工作一段时间。直至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
始，核理论教研室的教师保持１５人左右规模，承担了我系近千名核物理专业学生的四大力学、数理方
法、原子核物理、原子核理论、等离子体物理和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繁重的教学工作，而且还陆续为地

球物理系、无线电系开设了一部分基础课。与此同时，核理论教研室还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主要研

究方向为核结构与核反应理论、粒子物理、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等。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取得了出色

成绩，为我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９年，由于“文革”和我系搬到陕西汉中，人员流失了一部分，在这期间庆承瑞、顾彪、
陈鹤琴、朱启明等先后离开。１９７９年我系从汉中搬回北京以后，恢复了核理论教研室，以胡济民先生和
孙佶先生为首，又形成了一批精干的教学和科研队伍，这时除“文革”前留下的一部分１２教研室成员
外，增加了在汉中期间调入的王正行、张敏钊、张其苏、陈俊珍、任文生、杨其湘。而且２０世纪五六十年
代留校的一批青年教师经过多年的锻炼，已逐渐成熟，因此，核理论教研室在教学和科研上又焕发青春，

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教材和专著，在我系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基础理论课教学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但到８０年代中期，由于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及其他一些原因，杨伯君、张其苏、陈俊珍、任文生、杨
其湘等又相继调离。此时深感补充年轻教师已刻不容缓，我们积极采取措施留下一批自己培养的年轻

博士、硕士：曾奇勇、李斌、苏育棉等。后因工作条件、生活待遇和周围“环境”等因素，不久这些年轻教

师也流失了。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一批重要的骨干教师已经或将要退休，核理论教研室面临着严重
的后继乏人的局面。在校、系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教研室的努力下，我们大力培养和积极引进优秀的青年

人才，使人才断档现象得到缓解。在２０世纪末，一批年青博士孟杰、郭华、许甫荣、张建玮、周善贵、高春
媛等正在迅速成长，逐步承担起了重要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这是核理论教研室的未来与希望。进入２１
世纪，面临着我国实施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以及我校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良好机遇，核理论教研室又步

入朝气蓬勃的新的发展阶段。

核理论教研室队伍精干，长期承担全系（包括部分外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基础课和理论课的教学

工作，在我系基础理论研究和基础理论课教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学生中有深远影响。由于长期教学经

验和科研成果的积累，总计编著出版了１０本教材和专著，其中５本获得国家级、省部级优秀教材奖或科
技进步奖，成为我国相关专业教学必备的教材或核科技工作者重要参考书，为我国核科学教育事业做出

了重要贡献。如胡济民、杨伯君、郑春开编著的《原子核理论》（一、二卷的第一版和修订版）先后获得了

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和部级优秀教材特等奖及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张启仁

编著的《量子力学》，钟云霄编著的《热力学与统计物理》，虞福春、郑春开编著的《电动力学》，也都获得

省部级优秀教材一等奖或科技进步奖；张启仁编著的《原子核物理—它的成就、问题和发展》和《原子核

理论———它的深化与扩展》；王正行编著的《近代物理学》，胡济民、钟云霄编著的《原子核的宏观模型》，

胡济民编著的《核裂变物理学》（北京大学院士文库）等，对教学或科学研究都有重要作用。

在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丰硕成果。１９６６年前，在核结构理论、核反应理论、粒子物理、核聚变与等
离子体物理等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本教研室在重离子物理、原子核裂变、原子
核超形变态、原子核宏观模型、核内夸克自由度、晶体口袋模型、核物质物态方程等方面都取得丰硕成

果，发表学术论文２００多篇。
历届教研室主任：孙佶（１９５８—１９６８年）、郑春开（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汪厚基（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年）、张建玮（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郭华（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

（郑春开、汪厚基执笔）

·８５２· 第二部分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原子核物理教研室

回顾四十多年来核物理教研室（代号１３教研室）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四十多年前，由
于原子能事业的极端保密性，当时物理研究室（技术物理系的前身）各部门的名称都采用代号。１９５６年
成立的１３组，这是１３教研室前身。那时总共只有七名教员，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主要从事核谱学实
验室的创建工作。当时我国根本没有现成的核仪器，我们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白手起家，经过短短

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建立了三台能谱仪：β磁透镜谱仪、γγ快慢符合谱议和 γ单晶闪烁谱仪。这在当
时，算是国内最早拥有这些先进科研设备的单位。这些仪器在以后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１９５８年底，在１３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１３教研室（即原子核物理教研室），开始承担了“原子
核物理”、“核物理实验方法”和“核物理实验”等课程的教学任务，这些一直是１３教研室的主要教学任
务。１９５９年我们还筹建了ＧＭ计数管生产车间和碘化钠晶体生产车间，其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其中碘
化钠晶体还曾送往德国莱比锡的国际博览会上展出。同时我们还为许多单位培养有关技术人员，其中

包括北京综合仪器厂（现为北京核仪器厂）的一些技术骨干，后来成为他们厂的重要产品之一的碘化钠

晶体，就是该厂派人来我系接受培训后开始生产的。我们不但培养大学本科生，还接收来自国内外的进

修教师。１９５６年从１３组成立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的十年，是我们教研室欣欣向荣、兴旺
发展的十年。以上是１３教研室第一阶段的概况，以后的三十多年大致可以划分为时间相等的两个阶
段。

第二阶段是以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１９７９年从汉中搬回北京时为止。这是我教研室发展中
遭受严重挫折的时期。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全国教育事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我系与兄弟单位相

比，所遭受的损失更为严重。１９６９年１０月，我系奉命仓促地迁往陕西汉中，结果是仪器损坏，人员流
失。到１９７９年从汉中搬回北京时，坐落在中关村的技术物理系大楼早被外单位瓜分占用，我们处于无
家可归的境地，几经周折，最后总算在技物大楼顶层（原做仓库用的一间大屋）找到了栖身之处。应该

指出，在第二阶段，我们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也从未停止过业务活动。“文革”初期，我教研室不

少教师还在为国家交给的一项援外任务（援助柬埔寨镑堪大学建立核物理实验室）而奔波和操劳，后来

又有两名教师亲临柬埔寨进行指导。１９６９年刚搬去汉中时，北大汉中分校条件十分艰苦，既没有像样
的实验室，又没有像样的仪器和设备。为了迎接工农兵学员入学，我们在那里重新建设实验室，通过几

年日以继夜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又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工农兵学员，满足了国家急需的人才。同时我们还

积极开展多项科研活动，也取得了重要成果：成功地研制了金硅面垒半导体探测器和 Ｘ射线荧光分析
仪；与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合作，开展了重离子核反应的研究；接受了核工业部的中子数据编评任务，圆

满地完成了多个核素的中子数据评价，此项工作于１９７８年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１３教研室的第三阶段是从１９７９年初由汉中搬回北京后开始的。当时全国各行各业都是百废待

兴，我们的处境更是如此。一方面，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教育和科技急需恢复和发展，另一

方面，我们的条件又十分落后，不但与国外相比，落后的差距拉大了，而且与国内兄弟院校相比，原先具

有的优势也丧失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下决心重整旗鼓，奋起直追，开始了第二次创业。经过十几年

的艰苦努力，终于在教学和科研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丰硕成果：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的２×１．７ＭＶ串
列加速器实验室，该加速器于１９８８年正式投入运行，终于实现了三十多年来的宿愿———在自己的加速
器上进行核科学实验；建成了比较先进的核物理教学实验室，其规模和水平处于国内兄弟院校的前列；

在完成众多的大学本科生教学任务的同时，还培养了二十多名硕士和博士；在科学研究方面先后开辟了

重离子物理、中子物理、核技术应用和高能物理等方向，其中中子物理的研究队伍后来成为重离子物理

研究所的骨干力量。应该说，１３教研室的第三阶段是出成果的阶段。十多年来，教研室成员参与编写
并出版多种教科书和专著，在国内外期刊和重要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有一百多篇。在这个阶段，在教

材建设方面，我们获得了一个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一个部级特等奖，二个部级优秀奖；在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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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我们获得了北京市高教局优秀教学成果奖；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获得过部级奖２次及多项其他奖
励。

实验室建设是１３教研室长期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满足教学科研需要的重要基础和基本条件。因
此我们为此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丰硕成果。

随着核物理教研室的成立，建立了核物理教学实验室，主要担负核物理实验课的教学。先后共排出

将近４０个实验。随着教学形势的发展，实验内容不断调整与更新。至１９８４年，按《核物理实验》一书
的内容，共编排了２１个实验，其中新排实验和改造旧实验各占５０％。实验覆盖全书六大部分的内容。
实验设备在当时就已基本上ＮＩＭ插件化。固定资产价值达六十万元以上。自１９８１年起，实验室向全
校开放，每学年度接受３００名左右不同类型学生的教学任务，其中本科生２５０名左右（包括本系、物理
系、无线电系、地球物理系等的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人员５０名左右。还承担毕业论文任务，如时间
谱仪、Ｓｉ（Ｌｉ）谱仪等。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我们从美国引进２×１．７ＭＶ串列静电加速器，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的２×

１．７ＭＶ串列加速器实验室，并于１９８８年初正式投入运行。十多年来，为适应不断发展的课题的实验工
作需要，加速器在循环剥离系统、离子源寿命、加速器高压稳定等诸多关键环节上不断进行改进，使机器

在性能和运行状态上已超过原来设计水平，并设计安装了多功能、有特色的ＭｅＶ离子注入系统，使加速
器从最初仅能开展离子束分析，又拓展到一个新的应用领域，大大有利于材料科学研究的开展。实验室

目前可开展卢瑟福背散射分析、沟道分析、核反应分析、ＰＩＸＥ、ＥＲＤ等主要的常规离子束分析，并结合课
题需要发展了离子束“原位实时”观测金属薄膜中Ｈ、Ｈｅ随退火温度动态变化等新的分析测试方法，并
正在进行束流脉冲化，以实现对样品的飞行时间分析测试的工作。十几年来，加速器实验室已成为研究

生、本科生教学、科研的重要实验基地，为学科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１３教研室主要承担核物理专业课的教学任务，原子核物理、核物理实验方法和核物理实验是本教
研室的三门专业基础课。对此，我们长期坚持、投入了大量人力，在完成教学任务的过程中，进行教材建

设，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由卢希庭教授主编的《原子核物理》，１９８１年由原子能出版社出版，先后印刷了
三次，共计１１７００册，是全国原子能类专业教材中发行量最多的一种，并于２０００年作为“九五”国家级重
点教材修订再版。与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合编的《原子核物理实验方法》，１９８１年由原子能出版社出版，
并于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７年两次修订再版。与复旦大学一起主编的《核物理实验》，１９８４年由原子能出版社
出版，并于１９８９年修订再版。另外参与编写的《中级物理实验》也正式出版。《原子核物理》一书，１９８７
年获核工业部优秀教材特等奖，１９８８年获全国高等学校教材优秀奖。《原子核物理实验方法》和《核物
理实验》，１９８７年分别获核工业部优秀教材奖。《中级物理实验》一书也获全国高等学校教材优秀奖。

历届教研室主任：卢希庭（１９５９—１９６８，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叶沿林（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夏宗璜（１９９５—
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７年，核电子学教研室与原子核物理教研室合并，组建成立核中心，由丁富荣担任核中心
主任（１９９７—２００１）

（卢希庭、沈能学、沈定予执笔）

加速器教研室

加速器教研室（即１４教研室），它的前身是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的１４组，１９５８年底正式改为１４教研室，
以后它一直承担着技术物理系加速器学科发展的科研与教学任务，陈佳洱为首任教研室主任（１９５８—
１９８６）。１９８６年侧重从事科研的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完全建立后，根据加速器学科的综合、大型科研设备
研制的特点，加速器教研室逐步地转入重离子物理研究所，但仍保留部分人员在加速器教研室，完成有

关的教学科研任务。２００１年５月物理学院成立，技术物理系的原子核物理专业与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同
时进入物理学院，加速器教研室至此也全部并入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教研室建制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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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器是进行核科学实验研究必不可少的大型设备。在物理研究室时期（１９５５—１９５８），从前苏联
进口了一台２５ＭｅＶ电子感应加速器，用它进行了核物理、核化学及核武器材料辐照的工作。然而更多
的研究工作急需离子加速器，为此中国原子能研究所１９５９年从前苏联引进了国内第一台普通回旋加速
器。但这时国际上正在研制新型的强流等时性回旋加速器，为了迎头赶上国际水平，创建先进的核实验

基地，在系领导胡济民教授和虞福春教授的支持下，教研室主任陈佳洱带领科研组开展了对这种新型加

速器的研制，代号为５５９项目。该项目尽管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但在科研组的努力下，它在粒子动力
学、主体模型测量和复杂的中心区越隙共振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研制和建造新型加速器的５５９
项目顺利通过了国家的批准。５５９项目正在开始启动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后技术物理系在
１９６９年迁往汉中分校，加速器教研室的第一项先进加速器的研制项目就这样夭折了。这段时期加速器
教研室还承担了“加速器物理”课程的教学任务，并在１９６２年以“京华”的名义同清华大学共同编译了
高校教材《加速器物理基础》。

１９７２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国内基础研究得以逐步恢复。地处汉中的技术物理系，根据当时
国际核科学的发展，将重离子物理列为科研的重点方向，并决定开展螺旋波导加速器和４．５ＭＶ静电加
速器的研制工作。

螺旋波导加速器是当时国际上正在研制的一种新型重离子直线加速器，它尺寸小，结构简单，适于

在学校研制，但需解决其螺线的精密绕制与稳定性等难题。研制组通过理论分析与实验、工艺研究，采

用强度高的短螺线耦合结构和调整负载因子等一系列改进办法，建成了一台可稳定运行的样机，并结合

陈佳洱发展的二维相空间聚束理论，将样机建成北京师范大学的高效螺旋波导聚束器（因当时汉中分

校没有前级注入器和相关实验室），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建造４．５ＭＶ静电加速器可为技术物理系建立有效的核学科实验基地。科研组在设计该加速器时，
坚持摆脱当时我国仅有的几台引进的、落后的仿制模式，而从优化物理设计着手，对高压电极、高压柱等

各部件进行了系统的优化，还增加了重要的束流脉冲化新功能，同上海先锋电机厂密切合作，经过四年

努力，终于建成了高质量的、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当时国内能量最高的单级静电加速器。建成后不但

填补了我国单色中子的空白领域，而且为北大和其他高校、国防单位及外国科学家提供了有效的实验装

置。

技术物理系搬回北京，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加速器科研也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新时期。它不仅成

功地完成了先前业已起步了的螺旋波导和静电加速器的建造，而且在它们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建成了适

于学校发展的三大先进低能加速器装置：射频四极场（ＲＦＱ）加速器、加速器质谱（ＡＭＳ）、及射频超导加
速器。其中加速器质谱的建立由加速器教研室和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合作完成，射频超导加速技术的研

究主要是在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完全建立后在研究所中进行的，ＲＦＱ加速器的研制则主要是由加速器教
研室完成的。

螺旋波导加速器的研制为教研室进一步开展螺线型加速器的研制奠定了基础。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初，国际上出现新型强流 ＲＦＱ加速器并在探索适于加速重离子的 ＲＦＱ加速结构时，１９８４年 ＲＦＱ科研
组首次提出了基于螺线结构的新型整体分离环 ＲＦＱ加速结构，它体积不大、稳定性好、效率高，适于工
作在低频加速重离子。该科研组解决了高负载因子结构及新型微翼电极的系列难题，分别于１９９４年和
１９９９年在国内首次建成３００ｋｅＶ和１ＭｅＶＲＦＱ加速器，负载因子为１／６，比分路阻抗高达５１０ｋΩｍ，达到
了国际先进水平。以后又在ＲＦＱ加速器上实现了正负离子的同时加速，并提出了适于更高加速能量的
“分离作用ＲＦＱ”新加速结构。随后 ＲＦＱ科研组转入了研究所，现在正在向当前国际 ＲＦＱ发展的热
点———实现用于强中子源的强流质子ＲＦＱ加速器平台的方向迈进。

在加速器科研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加速器的教学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多年来为研究生开设了

“粒子加速器”、“束流光学”、“电磁场计算”、“离子源物理”、“高频电子学”、“核技术选题讲座”等加速

器有关的基础课程，为本科生开设了限选课“加速器物理基础”。教材建设也取得重要成果，陈佳洱教

授主编的《加速器物理基础》获得了部级优秀教材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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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教研室主任：陈佳洱（１９５８—１９８６）、李坤（１９８６—１９９４）、方家驯（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刘克新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

（方家驯、李坤、刘克新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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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气蓬勃的新技术物理系

２００１年５月，北京大学对全校物理学科作了重大整合，原技术物理系粒子物理与核物理学科作为
一个实体单位（包括技术物理系工厂），划归新成立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单位名称仍沿用技术物理系，称

物理学院技术物理系。

技术物理系粒子物理与核物理学科是全国首批重点学科（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２年再次被评为全国重点
学科，是全国第一批设立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的高校核科学的教学科研单位。现有在职教职员工３２
人，其中教授（含教授级高工）１２人（８人为博导）、副教授（含高工）８人、讲师（含工程师）１０人。张焕
乔院士是学科兼职教授（博导）。经过前几年的建设，学科教师队伍有了长足发展，平稳渡过了队伍新

老交替阶段，拥有一支整体实力较强的老中青相结合的教学科研队伍，其中包括本学科第一位教育部跨

世纪优秀人才（叶沿林教授、现任物理学院院长），长江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孟杰教

授）。中青年教师２２人，其中１９人拥有博士学位。现有在读博士生２１名，硕士生２９名，博士后２名。
作为全国重点学科，近几年技术物理系得到了多方面的重点支持：“理科基地”、北京大学“２１１工

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９８５）计划”等，学科有了较全面的发展，教学科研设备和条件有了明显的改
善，拥有用于教学科研的大型仪器设施和丰富齐全的图书资料，包括２×１．７ＭＶ串列加速器。承担多项
重大研究项目，如：我国投资参与的ＬＨＣ粒子物理国际合作重大项目，国家重大基础前沿（９７３）研究项
目“放射性核束物理与核天体物理”的二个子课题。研究方向覆盖：理论核物理、实验核物理、高能与粒

子物理、应用核物理、核电子学、环境防护、及理论交叉学科。每年招收近２０名研究生。本学科与中科
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合作建立了“青年核物理中心”，与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日本理化所、欧洲核子中

心（ＣＥＲＮ）等建立了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
理论核物理：有７名教师，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年轻研究集体，平均年龄３６岁，全部拥有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主要为：原子核结构、中高能核物理、核天体物理及理论物理交叉领域。在读博士生１３名、硕
士生１１名，博士后１名。承担国家９７３项目“放射性核束物理与核天体物理”的一个子课题（负责人：
孟杰教授）。理论核物理有着广泛的国内外合作，在国内外享有相当的学术地位。２０００年以孟杰教授
为主的“奇特原子核及新集体转动模式研究”获中国高校自然科学一等奖。

实验核物理：利用国内外大型实验设备开展了放射性核束物理和粒子物理实验研究。在国内方

面，除承担基于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的国家９７３项目“放射性核束物理与核天体物理”的一个子课题外
（负责人：叶沿林教授），还积极参与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正负电子对撞机 ＢＥＰＣＩＩ上 ＢＥＳＩＩＩ谱仪
的Ｒ＆Ｄ研究及相关的物理模拟与软件开发。在国际方面，与日本理化所开展了较大规模的人员交往和
核物理实验课题合作；同时，作为我国的一个主要科研单位之一参与国际上粒子物理和高能核物理重大

科学工程的研究和建设，包括参加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ＬＨＣ上ＣＭＳ实验的μ子触发装置开发与研制、
日本ＫＥＫＢ介子工厂上ＢＥＬＬＥ实验的物理分析、美国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ＲＨＩＣ上ＰＨＥＮＩＸ实验及德
国ＤＥＳＹ加速器上ＨＥＲＭＥＳ实验的物理模拟分析与软件开发。在探测器技术方面，根据核物理基础研
究和核技术应用工作的要求，开展新型探测器研究工作。２００２年，放射性核束物理实验组在日本理化
所成功地进行了６Ｈ有关的实验研究。这次实验是由我们自己提出，应用自己设计制造的关键探测设备
完成的，实验工作得到了日方同行的充分肯定。

应用核物理：以２×１．７ＭＶ串列加速器为依托，开展了ＭｅＶ离子（包括团簇离子）与固体相互作用
的研究，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成功地加速出系列团簇离子，在国内较早地开展了 ＭｅＶ团簇物理研究这
一国际热点课题，并在诸如团簇空间关联、团簇的阻止本领、能损非线性、团簇辐照损伤非线性等方面取



得了初步成果，为进一步更深层次的物理和应用研究打下了基础。开展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子课题“低能离子注入生物体的原初物理过程研究”及基金重点项目“离子注入光电晶体波导结构的基

础研究”都是具有较强应用前景的交叉学科课题，都取得了较好的结果。正在开展的离子束分析和离

子束合成新材料等方面的研究，如粒子晶体沟道注入制备新材料、粒子在晶体沟道中的辐射、特别是在

周期弯曲晶体沟道内的辐射有可能成为能量可调的单色γ射线源等研究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
核电子学：基于虚拟技术的快电子应用研究技术，自主开发适用于核物理实验的应用软件，准备系

列取代现有的大部分ＮＩＭ插件；从事快前端电子学和多参数获取与处理系统硬件软件的研制开发。承
担本科生主干基础课“核电子学基础”。

辐射防护与环境保护：致力于辐射防护领域中环境放射性的研究。目前，研究对象是环境中的天

然放射性核素，主要是氡（Ｒｎ２２２，Ｒｎ２２０）及其子体在环境中的行为、转移规律的研究、辐射测量方法
及剂量评价方法的建立等。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的题目为：环境中 Ｒｎ２２０及其子体对公众剂量的评
价。以评价剂量为目的的“２２２Ｒｎ／２２０Ｒｎ子体累积探测器”的开发和研制已经完成。目前我们正从析出
率测量方法的建立和理论模式的建立两个方面着手研究。

学科目前已与国际上几个大的国家实验室有正式合作培养研究生协议，同时我们每年还邀请多名

国际著名学者来华交流讲学，每二年举办一次国际核物理暑期学校。

以原有北大技术物理系４０多年教学科研的积累，现在新的技术物理系正承担着新的历史使命、朝
气蓬勃地向前发展，在新的世纪争取更大的成绩，并尽快跻身于世界一流行列。

（许甫荣执笔）

·４６２· 第二部分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四、前进中的重离子物理研究所

技术物理系１９７９年从汉中搬回北京后，科学研究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为进一步加强核科学与核
技术的科学研究工作，经过技术物理系和学校领导的多年努力，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７日，国家教委批准，在技
术物理系设立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同年７月１日学校任命虞福春教授兼任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所长（当时
虞先生任北大物理系主任）。１９８７年总面积为７０００平方米的加速器大楼基本建成，北京大学自行设计
的４．５ＭＶ静电加速器和英国牛津大学赠送的ＥＮ型２×６ＭＶ串列静电加速器开始安装调试。同年技
术物理系加速器教研室的大部分人员和核物理教研室的中子物理课题组成员正式划入重离子物理研究

所，研究所成为实体，陈佳洱教授担任第二任所长。此时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成为以李政道教授为主任的

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的一部分并开始对外开放。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自行研制的４．５ＭＶ静电加速器、由
英国牛津大学赠送主要部件的ＥＮ型２×６ＭＶ串列静电加速器和由系里筹资从美国购买的２×１．７ＭＶ
串列静电加速器等三台加速器先后开始试运行，核物理与核技术的实验室建设初具规模。在此基础上，

１９９０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成立了重离子物理国家教委开放实验室，陈佳洱教授但任实验室主任。１９９３年
该实验室根据教育部的指示更名为重离子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１９９４年经国家科委和国家教委推
荐，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成为全国基础性研究所改革试点单位，并从１９９５年开始进行了为期三
年的基础性研究所改革试点工作。经多年发展，研究所逐步形成了加速器物理与技术、低能核物理、离

子束物理、医学物理等四个研究方向，以及以“核技术及应用”为主、并包括“粒子物理与核物理”的学科

建设布局。其中“核技术及应用”学科１９９４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８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１年
设立博士后流动站，２００２年“核技术及应用”学科和“粒子物理与核物理”学科一起被评为国家重点学
科。２００１年５月北京大学成立物理学院，重离子物理研究所进入物理学院，与原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
理专业组建的新技术物理系均成为物理学院的组成部分。郭之虞教授出任重离子物理研究所第三任所

长，并担任重离子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２０００年教育部着手组建核科学与核技术网上合作研究
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和兰州大学为成员单位，依托在北京大学。２００１年“核科学与核技
术教育部网上合作研究中心”通过教育部专家论证后正式成立，郭之虞教授任中心主任，陈佳洱院士任

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同年经北京市教委批准，由研究所的医学物理研究组和北京市医疗器械研究所

共同组建的“医学物理和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成立，包尚联教授担任实验室主任。此外，研究所和

其它单位联合组建的研究中心还有：１９９７年和北京大学医院联合建立的“北京大学肿瘤物理诊疗技术
研究中心”，１９９８年和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物理研究所联合建立的“北京核科学中心”，以及２００１
年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联合建立的“北京射频超导研究中心”。

截至２００２年底，研究所固定人员为４２人，其中院士１名，博士生导师９人，教授、研究员和教授级
高工共１２人。职工中有博士学位的人员为１３人，占职工总数的３１％；４０岁以下的年轻人１９人，占职
工总数的４５％。研究所的在读硕士研究生２９人，在读博士研究生１９人，博士后２人，其他非固定研究
人员１３人。

研究所２００２年在研任务课题３４项，其中国家攻关专题、国家８６３、９７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课题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共９项，在研课题总经费１４６８万元，２００２年实际到校经费４４２万元。
此外，２００２年９７３项目“基于超导加速器的ＳＡＳＥ自由电子激光的关键物理及技术问题的研究”正式立
项，重离子物理研究所赵夔教授出任该项目首席科学家，研究所将承担该９７３项目中４个课题的研究任
务，研究经费１２００万元。研究所的学科建设得到了北京大学“２１１工程”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９８５）
计划”的有力支持，其中“２１１工程”一期（１９９６—１９９８）两个项目获资助 ２２０万元，９８５计划（１９９９—



２００１）三个项目获资助８１４万元，“十五”“２１１工程”（２００３—２００５）一个项目获资助４００万元。此外，学
校为发展交叉学科斥资１４０万美元进口的小串列加速器质谱计亦将安装在重离子物理研究所。
２０年来研究所的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共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２项、三等

奖１项，部委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３项、二等奖６项、三等奖１项。此外，所编教材获部委级一等奖
１项、三等奖１项。陈佳洱院士先后获得光华科技基金奖一等奖（１９９７）和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
步奖（２００１）。

研究所自行研制了目前国内惟一有能力进行１４Ｃ样品高精度批量测量的加速器质谱计，其１４Ｃ测量
精度好于０．５％。在考古学方面为建立夏商周年代框架提供了重要依据，并在国际上首次进行了系列
甲骨样品测年。在地球科学方面开展了高分辨率时间标尺全球变化研究。在生命科学方面开展了烟草

尼古丁和农药抗蚜威等基因毒性物质与ＤＮＡ、蛋白质的加合作用及其代谢动力学研究。
研究所建成了国内第一个射频超导实验室，研制成功了国内第一个射频超导加速腔和激光驱动高

亮度电子枪，并在此基础上建成了高亮度超导电子加速器。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离子注入的方法制备

光阴极，使Ｍｇ光阴极的光电转换效率提高了一个数量级。通过掌握铜铌溅射技术，还建成了国内第一
台重离子超导加速单元，并成功地进行了束流实验。目前北京大学超导加速器装置正在建造，它可以提

供具有高平均流强、高品质的皮秒脉冲电子束，将成为重要的交叉学科实验平台。

研究所１９９９年研制成功的１ＭｅＶ重离子ＲＦＱ加速器采用了独特的整体分离环结构和微翼型二维
电极新结构，该加速器也是我国第一台建成出束的ＲＦＱ加速器，并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用ＲＦＱ加速器
对正负氧离子束的同时加速。在此基础上，“十五”期间又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强流质子和氘离子ＲＦＱ加
速器上来，为９７３项目加速器驱动洁净核能系统研制了四翼型强流质子 ＲＦＱ加速器工艺腔，同时开展
了强流质子ＲＦＱ加速器中子实验平台的研制工作。

与此同时，在新型离子源研制、束流脉冲化技术、李代数粒子动力学研究、束测与束控技术研究等加

速器物理与技术的研究中也取得了很多成果。

研究所的４．５ＭＶ静电加速器是国内惟一能在０．２～７ＭｅＶ和１５～２１ＭｅＶ两个能区提供单色中子
和脉冲中子束的单级静电加速器，它还配有宽敞的、国内一流的低本底中子大厅。多年来，研究所在中

子核数据评价、快中子俘获截面及激发函数测量、次级中子双微分截面测量、出射带电粒子反应能谱及

双微分截面测量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研究所还开展了以锕系元素

核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裂变物理的研究。

在离子束物理方向上，低能离子注入生物体的原初物理过程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提出了荷能离子

在植物样品中穿透过程的局域密度近似靶模型，并通过实验方法上的创新，对该模型进行了实验验证。

强脉冲离子束物理与技术的研究、团簇离子与介质相互作用的研究以及用离子注入技术制备光波导的

研究都取得了新进展。

医学物理研究方向的研究重点是医学影像物理和肿瘤放疗物理。提出了恒定梯度场全开放小型核

磁共振成像仪的新概念，实现了多种快速成像脉冲序列；导出了用于非均匀场成像的射频脉冲设计方

法，并据此设计了相控阵线圈和并行数据快速采集的成像方法；开发了用于脑功能成像的功能核磁共振

成像数据分析软件包。推导了ＳＰＥＣＴ可变焦准直器图像重建的解析公式并实现了快速算法，研究了各
种滤波器，编制了基于微机的 ＳＰＥＣＴ临床图像分析软件包。系统地研究了图像配准、分割、融合、显示
和去噪声方法及其软件实现。开展了放疗剂量学、放疗剂量测量和蒙特卡罗模拟方法研究，开发了基于

微机的三维治疗计划软件包。

核科学与核技术教育部网上合作研究中心已建成了一个集信息平台、资源平台、协作平台、科普与

教学平台于一体的核科学专业网站。截至２００３年２月底，该中心主页（ｈｔｔｐ：／／ｎｓｔ．ｐｋｕ．ｅｄｕ．ｃｎ／）的点
击数已超过７１万次。从世界权威的搜索引擎 Ｇｏｏｇｌｅ检索“核科学”一词，ＮＳＴ总是排名第一。中心还
建设并运行了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数据库网上智能服务系统，首先实现了国际八大著名核科学数据库的

在线免费服务，不间断地向国内外提供网上动态数据查询、在线绘图、文件下载等服务。

·６６２· 第二部分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经过２０年的建设发展，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研究实力，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拥有了
一定的科研积累。我们相信，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并成为我国核科学与核

技术的重要的研究基地。

（郭之虞执笔）

·７６２·四、前进中的重离子物理研究所



五、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大事记
（１９５５．１—２００１．５）

说明：根据核工业总公司编的《中国核军事工业历史资料丛书》（核教育卷、核科学技术研究卷）资

料及《北京大学大事记》和北京大学档案馆有关资料等编写。

１９５５年
１月１５日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在我国建立核工业、发展核武器。
５月　高教部为开展我国原子能核物理人才训练，调胡济民（浙江大学副教授）、朱光亚（东北人民

大学教授）、虞福春（北京大学教授）在京开始筹建原子核物理专业人才培训工作。

５月１６日，钱三强邀集胡济民、虞福春、朱光亚三人，在他的寓所召开筹建物理研究室的第一次筹
备会议。筹备会议决定成立“物理所６组”，进行筹备工作。
７月间，经过请示周恩来总理，确定了物理研究室归北京大学领导。
７月，按周总理指示，高教部党组决定在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各设立一个物理研究室作为培训中

心，并决定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设置相关专业，以培养从事原子能的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人才。

８月１日高教部正式通知［机综（５５）字第８５４号］，在北京大学设立物理研究室，任命胡济民为该室
主任，虞福春为副主任，由副校长江隆基直接领导。

８月１３日高教部党组向林枫、薄一波并周总理报告关于筹建核物理训练机构、专业教学工作的准
备、基本建设和干部配备等情况。９月１４日周总理对此报告做了“拟同意。即送陈云副总理阅后交一
波同志主办”的批示。

在６—９月间，陆续调来了一级教授卢鹤绂、讲师孙佶、张至善、孙亦梁、吴季兰和青年助教陈佳洱、
夏松江等。

８月，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三机部前身）与高教部商定，在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建立“技术干部训练
班”，以对１９５５年和１９５６年分配到国家建委建筑技术局（１９５５年７月１日成立的、主管苏联援助的研
究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设，后来属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３００余名大学毕业生进行核物理、放
射化学、辐射防护等原子能专业的技术培训（实际培训是在１９５７年暑假后进行）。
８月６日根据国务院三办的报告和中央组织部决定，由国家建委建筑技术局抽调韩增敏任北京大

学物理研究室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并负责该局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技术干部培训班”工作，调张仁第、

胡文亮为兰州物理研究室副主任（１９５５—１９５７胡文亮转任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副主任）。
９月，高教部派蒋南翔、钱伟长、周培源、胡济民４人赴苏联考察和学习高等学校训练原子能专业人

才的情况。１０月中旬回国后，根据苏联经验，结合我国情况写出了《高等教育考察团访苏报告》，提出了
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进一步办好并增设有关原子能专业的方案。

９月２０日，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第一批９９名学生在科学院化学楼中间的第二层正式开学。
１９５６年

４月，坐落在中关村科学院化学所大楼东边、面积１００００多平方米的教学实验大楼（现称“技物
楼”）建成，物理研究室迁进新大楼。

夏，在北大化学系的大力支持下，调北大化学系刘元方、唐孝炎、毕木天、江林根、傅克坚、陆永基、朱

之仙等２０余位教师并和１９５５年夏调来的孙亦梁、吴季兰等一起，在物理研究室筹建放射化学专业。
暑假，物理研究室的放射化学专业第一次开始招生，核物理与放射化学两个专业分别从各高校物理



系、化学系三年级学生中选调２５４名学生进行培养。
９月３０日我国自行培养的第一届原子核物理专业９８名学生毕业。
１１月１６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主管我国核工业建设与发展工作。

１９５７年
３月至１１月，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经历了一次重大的领导体制变更和机构调整。
３月初，高教部党组与三机部党组联合召开会议，由高教部党组书记杨秀峰约请宋任穷、刘杰、钱三

强、马适安（北大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胡济民等参加，专门研究如何加强北大物研室领导问题。

会上决定：北大物研室核子物理专门化、放化专门化并入北大物理系和化学系。调整前先有一过渡阶

段，由北大校长、党委书记及物研室正、副主任建立领导小组，作为临时工作机构，研究解决合并中重大

原则问题及领导物研室当前工作。

４月２７日，物理研究室向周培源副校长请示报告：关于物理研究室已与科学院物理所领导研究确
定，拟聘该所张文裕、赵忠尧、杨承宗、李整武、梅镇岳、萧伦、谢家鮕、冯锡章、郑林生、邓稼先、于敏１１名
正、副研究员到物理研究室任教并请求发聘书。４月３０日周副校长批示同意。
５月２０日白晨曦（原任物研室总支副书记，时任校人事处副处长）等三人上报“关于物研室情况的

报告”，向高教部提出机构调整初步方案和建议。

７月，三机部接收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核物理、放射化学共２４６名毕业生。
暑假后集中举办“技术干部培训班”。对分配到国家建委建筑技术局工作的３００多名理工科大学

毕业生进行核物理、放射化学、辐射防护等原子能专业的技术培训。

８月１２日，高教部决定［（５７）高密综字第３０１号］将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合并到物理系、化学系
领导，定名为北大物理系物理研究室，放射化学专业暂时附设在该室。胡济民、虞福春继续领导该室的

教学与科研工作（对外仍称物理研究室）。物理研究室现有人员编制数，自９月份起归北大掌握，然后
以精减原则进行机构调整，其中不适于在该室工作的，由三机部负责接收。①

由于物理研究室划归物理系，学校为加强对物理系的领导，调党委副书记张群玉兼任物理系党总支

书记。

９月２７日，北大《关于物理研究室调整情况报告》上报高教部。
１１月６日，高教部对９月２７日上报的《关于物理研究室调整情况报告》做了批复［（５７）高密综字第

４３５号］，同意撤消物理研究室，原子核物理部分归并到物理系，设原子核物理教研室（虞福春任主任），
并在物理系设第二办公室。放射化学部分归并到化学系，成立物质结构教研室（徐光宪代理主任），在

化学系也设相应的行政办公室。胡济民同志任物理系副主任等项准予备案。

１９５８年
２月１１日，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三机部改称为二机部。此后二机部为

物理研究室的业务主管部门。

６月１１日，二机部党组根据原子能事业第二个五年计划需要，向教育部建议：① １９５８年暑期原子
能专业招生５８０人：北京大学物理系１５０人，化学系１００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３３０人。② 从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抽调三年级学生２８０人，四年级学生１４０人，集中在清华大学学习原子能专业一年，以解决
１９５９年人才急需 （教育部已同意）。

６月，物理研究室继续从北大、东北人民大学、复旦、南开（只选拔化学的）、武大、川大、厦大、南大、
云大的物理系、化学系三年级选拔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专业学生到物理研究室培养。同时第一次向

全国招收一年级新生，以北大物理系名义招收核物理专业本科一年级新生３００余人，以北大化学系名义
招收放射化学专业本科一年级新生９３人，放射化学专业４年制专修班一年级新生７０人。
１０月４—５日两天的北大校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原来归并到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原子核物理和放射

·９６２·五、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大事记（１９５５．１—２００１．５）

① 此次调整曾在北大社教运动和“文革”中引起轩然大波，部分学校干部被诬为排挤老干部而遭到批判或斗争。



化学又合并在一起，成为北大的一个独立单位，称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胡济民任物理研究室主任，虞福

春为副主任，并免去胡济民物理系副系主任职务。暑假后北大党委调石友珊任物理系党总支副书记兼

物理研究室分总支书记，物理研究室恢复为北大的一个独立单位后，党的分总支改为党总支，石友珊任

物研室党总支书记。

１２月１１日，北大６３次校务委员会决定，物理系分为三个系，同时将物理研究室改为原子能系，并
任命胡济民为原子能系主任，虞福春为原子能系副主任。此后原子能系对外公开。

１９５９年
年初，学校任命徐光宪为原子能系副主任。

４月４日　１９５８年７月和１１月，分两批向教学行政处上报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毕业生名单，１９５９年４月４
日王学珍处长批示同意，为物理研究室１９５６届原子核物理专业和１９５７届原子核物理与放射化学专业
毕业生颁发“毕业文凭”。从各学校调来的，都写为１９５２年（或１９５３年）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
业的）、１９５３年入北京大学化学系（放射化学专业的）。大多数毕业生在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领取了毕业文
凭，有的人１９９０年后才领到。
１９６０年

决定建设北大昌平分校（北大理科新校址），分校包括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系、数学力学系

等。昌平理科分校于４月１５日动工。
６月２日，经教育部批准北大理科各系改为６年制。技术物理系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夏招收的核物理

专业与放射化学专业三年级学生，全部改为６年制，分别延至１９６２和１９６３年７月毕业。１９５８年招收的
核物理专业本科一年级学生，分为５年制（１７３人）和６年制（其余的人）两批，分别于１９６３和１９６４年毕
业。其余按教育部决定都改为６年制（直至１９６５年入学新生）。
１９６１年

６月３日，教育部通知北大，同意将原子能系改名为技术物理系，并用此名招生。
１９６４年

无线电电子学系、数学力学系的力学专业迁入昌平分校。因技术物理系建设难度大（涉及放射性

防护），建设工程未大规模进行。后由于毛主席关于“北大要办三线”的指示，技术物理系属计划迁往三

线单位，因此昌平分校的技物系建设工程完全停止。

冬，毛主席在接见外宾时，指示在座的周培源副校长，北大、清华也要办三线。为此，周培源副校长

负责“北大三线”的分校的选址及筹备建设工作。不久选定陕西汉中褒城的连城山麓建设三线分校。

１９６５年
３月５日，教育部批准陕西汉中分校建设计划任务书，工程代号“６５３工地”，１９６７年上半年初步建

成，建筑面积８２３５０ｍ２，投资１４１７．３万元。
１９６６年

３月３０日，核物理专业６５级５４名学生，由班主任林揆训带队，与无线电电子学系、数学力学系力
学专业的６５级学生一起到陕西汉中“６５３工地”参加建校劳动并组织学习（只上英语和政治两门课）。
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于７月中旬这批学生全部返回北京。
１９６９年

１０月２０日夜，在北大东操场召开全校大会，由宣传队、校革委会宣布决定：师生员工分赴江西、陕
西汉中和远郊区，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做旧教育制度的批判者，新教育制度的探索者，社会主义

社会的普通劳动者。”于是，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系、数学力学系的力学专业奉命迁往陕西汉中。

１０月２４日，只经过三天匆忙准备，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系、数学力学系的力学专业的１１５０
名师生（包括家属９３人、工军宣队５４人及６３、６４、６５级学生）乘专列，于２６日凌晨到达陕西汉中，从此
一千多名师生在“６５３工地”开始建校劳动，并由此诞生了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对外通讯地址为陕西汉
中６２号信箱。

·０７２· 第二部分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１９７２年
夏，技术物理系开始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１９７２年９月，７２级核物理专业５０名、放射化学４６名

工农兵学员入学。

１１月２日，北京大学校党委、革委会联合通知：批准汉中分校五个单位成立革委会及正副主任名
单，技术物理系革委会主任胡济民、副主任虞福春、刘元方、郑连祥。

１９７３年
８月，汉中分校提出投资２５０万、建设技物大楼计划，建筑面积９０００ｍ２，技物大楼于１９７８年在汉中

分校建成。

１９７３年秋，放射化学改招收环境分析化学专业（２０人），这是技术物理系环境分析化学专业的开
始。

１９７７年
秋，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全国恢复高考招生（即７７届），技术物理系因在汉中分校，办学条件不具

备，所以这一届未招生。

１９７８年
３月２２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周林等人关于揭批“四人帮”情况汇报后，直接指

示，北大汉中分校搬回北京。

４月２８日，校党委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做出撤消汉中分校决定。６月８日学校成立汉中分校迁京
领导小组，６月１５日成立搬迁指挥部，周培源任指挥。

为准备迎接１９７８年秋季新生入学，汉中分校第一批１５０名教师于暑假回京。
７月，技术物理系在北京恢复全国高考的招生。招收了７８届核物理专业、放射化学专业和环境分

析化学专业学生，同时通过考试又招收了核物理专业和放射化学专业的两个“回炉班”（１９７０年我系毕
业的６３级、６４级、６５级三届学生，回校补习基础课二年）。
１９７９年

１月１０日，校党委、行政通知：胡济民为技术物理系系主任。
１—２月，北大汉中分校１０００多师生分批返回北京。北大汉中分校９年多的历史从此结束。原址

的各种设施交由陕西省，后陕西省在此新建立了陕西工学院。

１９８１年
经国家教委批准，技术物理系的原子核物理专业为第一批建立的博士点。

１９８２年
５月４日，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决定将二机部改名为核工业部。

１９８３年
５月１７日，国家教委批准，在技术物理系设立重离子物理研究所。
７月１日，１２４次校长办公会议决定，虞福春兼任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所长（虞当时任物理系主任）。
８月５日，１２６次校长办公会议决定，任命胡济民为技术物理系主任，沈承昌、吴季兰、江栋兴为副系

主任。

１９８４年
放射化学专业为适应形势发展和增强应用性，经国家教委批准改名为应用化学专业。

１９８５年
技术物理系的原子核物理专业为第一批设立的博士后流动站。

１９８６年
５月，学校任命江栋兴为技术物理系主任（第二任，１９８６．５—１９９２．１２）。
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成为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的组成部分。

１９８７年
建成了７０００ｍ２的加速器大楼。

·１７２·五、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大事记（１９５５．１—２００１．５）



１９８８年
技术物理系的核物理与核技术专业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９月１６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正式成立，原核工业部撤消。
１９９０年

经国家教委批准，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和技术物理系的有关实验室共同组建了重离子物理国家教委

开放实验室（１９９３年更名为重离子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１９９２年

１２月，学校任命哈鸿飞为技术物理系主任（第三任，１９９２．１２—１９９６．１２）。
１９９３年

技术物理系的核物理专业经单独评选，进入物理学“国家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也

称“理科基地”，后改为“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地”）。

１９９５年
９月２０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建系４０周年庆典在北大办公楼礼堂隆重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

朱光亚、老校长陆平、校领导、有关单位代表、建系初期的元老、核科技界著名专家、各地返校系友、本系

师生共１０００多人参加庆典。同时赠送“核科学家摇篮”画册等。
１９９６年

１２月，学校任命叶沿林为技术物理系主任。（第四任，１９９６．１２—２００１．５）
１９９７年

原子核物理博士点名称，按教育部新的学科目录改名为“粒子物理与核物理”博士点，同时又扩展

了“核技术及应用”博士点（１９９８年批准）。教育部为了拓宽基础、减少专业数量，原本科原子核物理专
业在新的学科目录中被撤消，合并到物理学专业。

１９９８年
３月，与中科院合作建立了与兰州ＣＳＲ大科学工程相关的“青年核物理中心。”
暑假，技术物理系因原来的“原子核物理专业”本科名录被撤消，从此改为“物理学专业”招生。

９月９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创始人、我国著名的核科学家和教育家胡济民先生，因病在北京逝
世，享年八十岁。他的逝世是我国核科学和教育事业的重大损失。

１９９９年
４月２４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改组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２００１年
５月１８日，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成立。原技术物理系的核物理专业和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划归新成立

的北大物理学院，成为物理学院下属的并列单位，分别定名为技术物理系和重离子物理研究所。

原技术物理系中的放射化学专业、后改名为应用化学专业，这一部分教师并入北京大学化学与高分

子工程学院，成为该学院的应用化学系。

２００２年
６月，原技术物理系中从事环境分析化学工作的教师，２００１年５月学校体制调整时转入北大环境研

究中心，他们与北大环境研究中心一起，与校内相关单位，组成新的北大环境学院。

至此，１９５５年为发展我国核科学事业而创建的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到后来的技术物理系，走过了
４６年的光辉历程，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２７２· 第二部分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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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７．３—１９５７．１１）

１９５７年３月至１１月，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经历了一次重大的领导体制变更和机构调整。但由于
当时形势（反右派运动）及其他原因，多数教职工并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甚至许多人还不知情。在１９６４
年北京大学“社教运动”和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为此进行了激烈争论和残酷斗争，在技术物
理系的广大教职工中造成了很大混乱。现根据历史档案资料，有必要对此做一概述。

１９５７年３月初，高教部党组与三机部党组联合召开一个重要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加强北大物研室
领导问题。当时因北大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出访苏联，由北大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马适安出席

会议。会后，１９５７年３月９日高教部李云扬司长给江隆基写信，转告高教部党组与三机部党组联合会
议情况，信中说：“杨秀峰约请宋任穷、刘杰、钱三强、马适安、胡济民，专门研究如何加强北大物研室领

导及今年开展兰大新据点问题。会上一致认为，由于物研室领导关系尚未十分明确、工作制度尚未正常

确立，……现在工作秩序还比较混乱，……，要加强行政领导，首先要依靠北大，……，会上决定：

　１．北大物研室核子物理专门化、放化专门化并入北大物理系和化学系。各项调配由二系统一安排。
　２．北大物研室现有教学、行政人员均由北大加以调整。凡不称职者坚决调走，并由三机部协助处理该
室比较负责而不称职的人员。

　３．兰州新据点创建初期，有关仪器、设备、图书定购等由北大物研室统一考虑提出。
根据北大物研室现有情况，估计马上并入物理系和化学系尚有困难，须先整顿，采取过渡办法，逐步纳入

二系。吴衍庆提出建议（见附件，建议内容：由北大校长、党委书记及物研室正、副主任建立领导小组，

作为临时工作机构，有双重任务：研究解决合并中重大原则问题；领导物研室当前工作。）请你研究是否

可行？

关于兰大据点缓办问题，与钱三强交换了意见，钱认为，兰大今年仍需建立，并允诺将抽调６名副研
以上去兰大兼课。”

信的末尾李云扬署名并盖章。

根据高教部党组与三机部党组联合会议决定，北大建立了领导小组，作为临时工作机构，研究解决

合并中重大原则问题及领导物研室当前工作。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０日，白晨曦（原任物研室总支副书记、时
任校人事处副处长）、李永祥、蒋琨三人代表领导小组起草了《关于物研室情况报告》，向高教部提出机

构调整初步方案和建议。《报告》认为物研室存在的问题有：（１）物研室机构摊子过大，行政干部配备不
够得力。当时物理研究室人员共２０５人，其中教授２人（卢鹤绂、虞福春），副教授１人（胡济民），讲师５
人（张至善、孙 佶、孙亦梁、刘元方、吴季兰），助教４８人。教学辅助人员有：翻译１２人，实验员２９人，工
厂工人２８人，行政：主任２人，办公室５人，人事６人，教务３人，图书６人，打字员６人及一批后勤服
务、保卫人员。（２）江隆基（校党委书记、副校长）主管，但他学校工作很忙，所以领导不具体、不及时。
建议物研室并入北大物理系和化学系后，学校要加强物理系领导，调党委副书记张群玉兼任物理系党的

组织工作。（３）不宜在该室工作的、由高教部和三机部调整，调离。上级领导基本同意白晨曦等三同志
提出的上述方案。

８月１２日，高教部［（５７）高密综字第３０１号］给北京大学正式下达《决定将物理研究室合并到你校
物理系化学系领导的通知》，决定将物理研究室的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分别归并到北京大学物理系

和化学系领导，并指出“根据物理研究室某些特殊情况，分别归并到物理系和化学系后，还暂时保留一



定的独立性。为了便于工作的开展，定名为你校物理系物理研究室，放射化学暂时附设在物理研究室。

胡济民、虞福春继续领导该室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该室现有人员编制数，由今年９月份起完全拨归你校
直接掌握，然后以精简原则，进行机构调整。其中不适于在该室工作的由三机部负责接收。”

经过多次酝酿研究，于９月２７日北大《关于物理研究室调整情况的报告》上报高教部，其要点为：
原物理研究室主任胡济民调任物理系副主任；原子核物理部分改为原子核物理教研室，由虞福春任主

任，在物理系设第二办公室；化学部分成立物质结构教研室，教研室主任由徐光宪代理，在化学系也设相

应的行政办公室。报告中还附有各机构人员安排名单和调离人员名单。

１１月６日，高教部［（５７）高密综字第４３５号］对北大９月２７日《关于物理研究室调整情况报告》批
复如下：“一、原物理研究室撤消，将原子核物理及放射化学的教学工作及有关教学行政工作，分别归并

到你校物理、化学两系领导，并成立原子核物理教研室及物质结构教研室（对外仍称物理研究室）。一

般行政工作由你校有关处科统一管理，胡济民同志任物理系副主任等项，准予备案。二、该二教研室的

人员编制总数定为１９５名（其中化学部分即质结构教研室６４人）。多余而需要处理的人员，其中由你
校安排工作的１１人，可将编制拨到你校，由你校处理；由第三机械工业部处理的１６人及我部处理的４
人，请将有关材料分别送三机部及我部以便抓紧时间处理。

三、经费及人员编制，因该二教研室与一般教研室不同，学生少，科学研究工作多，其经费及人员编

制，应不与北京大学混合，可由你校单独综合转报我部审批，然后由该二教研室及有关处分别掌握。”随

后，韩增敏（物理研究室总支书记兼副主任）、胡文亮（副主任）等１６人行政干部调离物理研究室，由三
机部安排。还有十几名（教师及工作人员）由高教部和北大内部调整。从此机构调整完成。

这次重大的领导体制变更和机构调整，是直接由高教部党组领导决策并与三机部党组联合进行的

政府行为。但在后来技术物理系历次政治运动中，曾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赶走工农老干部”的重

大政治事件，引起两派激烈争论和残酷斗争。以上提供的史料，有助于还其本来历史面目。

后来，又根据形势发展，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５日北大校务委员会决定：物理研究室恢复为北大直接领导
下的一个独立单位，胡济民任物理研究室主任，虞福春为副主任，并免去胡济民物理系副系主任职务。

这样原子核物理与放射化学两专业仅分开一年，又合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仅过两个月，１２月１１
日北大第６３次校务委员会决定，物理系分为三个系（无线电电子学系、地球物理系和物理系），同时将
物理研究室改称原子能系（含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两个专业），并任命胡济民为原子能系主任，虞福

春为原子能系副系主任，从此北大原子能系对外公开。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６日高教部对北大《关于物理研究
室调整情况报告》批复后担任放射化学组领导的徐光宪副教授，１９５９年初也被任命为原子能系副系主
任。１９６１年６月３日教育部通知北大，同意将原子能系改名为技术物理系，并用此名招生。

以上就是１９５５年物理研究室建立到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８日物理学院成立前，技术物理系４６年来领导
体制和机构名称变迁过程。

（郑春开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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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教职员和技术工人名录
（１９５５—２００１）

（一）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１日成立原子能系时的教职工名单

教　授 虞福春

副教授 胡济民 徐光宪

讲　师 孙　佶 张至善 许孝慰女 刘元方 孙亦梁 吴季兰

教　员 孙伯葵 陈德华 卢　嵩
助　教 钟菊青 卢希庭 陈　坚 楼滨龙 陈佳洱 李认兴 钱绍钧

邓国祥 吴岳林 沈能学女 成　俐女 曾昭地女 谢淑贤女 荆煦英

杜有明 冯豫望 夏松江 王克镇 周志成 李宣明 吴允恭

吴名枋 周诵浩 张英侠 谢苏龄 苏大春 赵荣英 张启仁

唐任寰 秦仲成 莫志超 马维帅 叶文祥 施振夏 周求实

唐孝炎女 徐鸿桂 沈　中 庆承瑞
女 陆永基 夏玉宇 李标国

江林根 艾宏韬 洪瑞矪 李　坤女 王文清女 郑淑蕙女 朱芝仙女

傅克坚女 浦佩娟女 李培莉女 涂洁莹女 卓宗亮 叶学其 李望长

苏剑尘 毕木天 张钰华 应礼文 吴瑾光女 王德民 华百行

陈怀琳女 陈崇光

翻　译 周环澄

资料员 石书玲女 彭　玲女 王三民

绘图员 义皗荣

技术员 钟戴传 伍代和

实验员 周海婴 白　臻 赵根生 解义荣 李寿堂 张修志 崔尚志

吕昆山 丘德元 马季贤 郑连祥 李　印 程传华 陆升德

张耀东 向正华 张治清 卢　茂 俞显荣 颜杏珍女 袁世英女

邵雪芸女 高盛清 张复国 廖振松 王同凡 陈玉华女 李槐春

戴之连 尹继刚 张照庭 刘少成 韩素敏女 姚万春 吴俊发

耿秉荣 许凤祥 张仲摸 周益民 张旭良 蒋克勤 李敦元

唐吉作 方　晴 刘茂之 刘美丽女 施学文 邓正明 陈正清

申时宏 安铜玉 周太金 唐修德 刘更晨 阎昌明 刘才长

田文佶 郑子垣 罗文政 林西玲 任长华 张魁元 何益川

李明甫 戴霞志 李天政 吕兰江 高世军 岳　载 蒋佩春

龙永华 禹仲举 邹　亮 梁耀华

技术工人 于茂林 韩修积 程殿功 吴寿彭 金瑞鑫 秦荣富 高宏亮

萧文财 傅文珍女 马青海 王耀义 邓达琳女 倪国杰 林根妹女

董　宽 张熙良 任　富 王敏兰 吴三宝 蔡友林 张宝文

李天思 马鸿俊 郭惠成 张保和 翟德禄 田连种 胡广川

赵益华 赵应国 赵永和 江祥府 蔡景宣 方懿松 马景宽

总支书记 石幼珊女

党团干部 郑必俊女 苏玉波 王洪滨 穆淑勤女 任进宝

人事干部 徐安仁 张玉春 王二杰 罗素金女 韩增玉 张玉芳女

行政秘书 马　瑞女
图书管理 穆　林女 王衡青 李颖山女 刘书彬 刘　河



打字员 阎德幸

干　部 徐云影女 潘东茂 徐玉皗 郑洪盛 赵贵槐 孟广亮 曹文明

赵德利 周春生 蔡怀钧 雷舜阶 王鸿儒 王继英 李伯诚

唐秀焕女 程景伶 李永镇 韩秀琴女 杨学金女 郭玉玲女 张　佩
刘镇忠 姚全法 张宝生 魏　力女 容明星 徐有益 苑福田

工　人 吴总营 商立江 徐世田 李云龙 赵登泉 李　柱 吴同宗

苗爱太 王尊圣 张锦芝 韩守明 戴元生 刘凤文 阎昌明

学徒工 严孟兰 曹树花 张长春 陆茂福 张永平 杨　林 王书贤

毕玉兰 郭秀玲 岳素云 常惠芬 杜淑贞 吕锡珍 刘桂琴

张秀英 谢淑敏 吕秀仙 王玉珍 黄福田 赵淑莲 李秀勤

李桂琴 张俊岩

汽车司机 董昌志 宋传清 王清秀

厨　师 李吉瑞 赵景亮 郑保国 丁巨臣

炊事员 杨万财 郑长栓 赵学谦 程文海 张润生 周芝友 许秀芬

警卫人员 王清英 杜仲宗 唐素云 石宝元 郭富山 申栓兴

勤杂工 赵桐华 王汇川 李培增 李景元 张悦恒 白汝玲 刘德海

陈龙锦

　　“”者当时留苏

（二）１９５５—１９５８年曾在物理研究室工作过、成立原子能系前调离的人员名单
卢鹤绂 朱光亚 韩增敏 白晨曦 胡文亮 张群玉女 孟雨文 车登科

孙景李 王纯兰女 杨衍彬 要锁厚 李　敏 武殿奎 耿永海 王丕承

夏志坚 韩　敏女 杜绪惠 王景太 杨翠珍女 王守莲 苗德成 孙振忠

韩淑芳女 张昭唐 郎福通 乔永懋 郭守玺 张桂荣 徐　钦 郭惠成

相永举 陈信德 纪　钊 蔡怀君 陈静贞 孟　秋 杨长生 袁　刚

（三）１９５９年初—２００１年物理学院成立前分配到原子能系或技术物理系工作的人员名单
（其中包括在这期间退休、调离或病故人员）

张如菊女 杨致葳女 冯运昌 朱俊杰 李文学 张陶生 楼滨乔 沈承杭

金东翰 全镐锡 艾青春 郝士琢 刘秀华女 刘松秋 戴德高 吕德智

薛茂元 麻寿光 薛志华 王创生

钟云霄女 郑春开 谢淑琴女 汪厚基 朱启明 张敏钊女 杨伯君 顾　彪
张光明 姬婉华女 陈务忠 熊俊芳女 张其苏女 陈鹤琴 陈俊珍女 王正行

曾奇勇 杨其湘 任文生 李　彬 苏育棉女 张建玮 许甫荣 孟　杰
郭　华 高春媛女

陈铁梅 朱振先 颜一鸣 夏宗璜女 何玉明 赖初喜 彭郁卿女 丁健生

江栋兴 唐国有 王孔道 郭佑民 于立德 沈定予 刘洪涛 丁富荣

姚淑德女 叶沿林 钱　兴 张亚伟女 班　勇 李硕中 王雪梅女 姚万春

董卫中 郭秋菊女 张清会 戴遐之 马　军 丰伟静女

巩玲华女 施兆民 徐同仁 严声清 方家驯 赵渭江 何佩伦 王仁光

严美琼女 梁仲鑫 陆善坤 汤吉士 邹志宜女 陈　淼 宋执中 冯定华女

贾秉文 余菊生 许方官 刘经之 杨大同 黄兴让 奚仲和 姜　和
庞继藻 谢大林 袁忠喜 张桂筠女 于金样 张征芳女 郭菊芳女 林揆训

林璇英女 周志孝 李纬国 韩崇沾 钱祖保 袁敬林女 张保澄 鲁向阳

方勤学 刘克新 李　斌 陆元荣 钱伟述 任群海 李桂莲女 蔡德鑫

孙亚莉女 叶维贻 樊学韶女 傅惠清女

包尚联 徐萍芳女 仲文光女 王莉芳女 王宇钢 蔡建新 郭之虞 赵　夔
陈金象 俎栋林 吕建钦 颜　莎女 沈毅雄 沈子林 王建勇 韦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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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惠民 王忠义 曹文田 于　进女 刘金泉 任晓堂 张国辉 杨向军

全胜文 赵　引 吕德泉 樊铁栓 杨熙宏 汪建军 洪小明女 王　成
陆祥臣 黄裴增 谢耀欣 韩宝玺 彭士香女 谢大 郝建奎 李湘庆

马宏骥 薛建明 高淑丽女 龚建华女 袁沪宁 王兆江 萧　敏女 周燕青

梁　斌 葛　锐 杨鹏远 宋广华 跃　钢 赵子强 尤江生 耿荣礼

魏雄辉 乐小云女

戴新民女 游慧培女 赵正义 赵元果 刘廉儒 刘激扬 沈承昌 徐华民

李如英女 李雪虹女 吴月芳女 杜毓彬女 唐适宜女 高炳南 夏学之 田德祥

冯登福 刘合祥 刘德海 韩秀清女 王永民 贺　飞 王向阳女 刘广恩

李善珍女 郭　蔚女 潘　青女 浑秀荷女 郑化鹏 张淑敏女 刘桂珍女 王　彪
宋玉文女 张胜群 刘　瑛女 翟茂林 丁继光 王秀华女 金　枫 刘绍成

张美云女 秦晓松 鄯冬梅女 于建敏女 朴文丹女 张　力 杨永泉女 尹利生

杨风玲女 刘美香女 王丽珊女 刘智辉 聂　锐 杜革继 高永平女 赵忠祥

周理英女 王燕英女

丁郁文女 马树环女 王立夏 王惠勤 王淑援女 王蘅青 方一松 田喜德

皮培明 卢云孜 卢　茂 包伯英女 孙振忠 孙嘉彦 刘志欣 刘洪飞

刘桂琴女 刘桂兰女 刘殿生 刘砚珍女 刘　兰女 刘　莲女 朱保平 向新楣

李先德 李英才 李宣明 李绍惠 李道科 李　文 许　玮 毋祖革

张中慧 张旭家 张玖缨 张秀英女 张剑文 张益静 张维富 张崇和

张照庭 张毓谨 吴三宝 吴传初 吴学刚 陈志城 陈玲秀女 陈德华

陈　秋女 萧广庆 萧定为 萧　波 欧名付 杨建章 杜德生 戴芝莲

魏西艳 杨延斌 杨　政 金利荣 金鼎亨 周世光 周　环 霍继延

胡瑛华 赵允武 赵风兰女 郭庆祥 郭仲秀女 郭振胜 徐剑华女 徐柞立

徐　放 徐　俊 柴发合 高向东 高月新 唐福明 贾守德

梁淑珍女 梁家昌 崔培田 黄　燕 蒋会仪 蒋继旺 彭　玲女 韩国光

程光裕 董玉林 童庆年 傅玉林 蔡　怡 翟继墨 廖振松 王祥云

周维金女 吴永慧女 李星洪 刘新起 石进元 陈丽蓉女 胡少文女 孙建勇

刘　斌 王海芳女 那冬梅女 李金龙 孙庆瑞 姚荣奎 栗　欣女 张完白女

李孝珍女 李赛君女 陈旦华女 白郁华女 谢景林 陈淑芬女 曾立民 郭花捷女

梁宝生 高宏成 王德民 施　鼐 张茂良 伊　敏女 彭立娥女 温瑞媛女

彭启秀女 段震文 沈兴海 李改玲女 牟西茹女 李　忠 哈鸿飞 戚生初

魏金山 周玉荣女 魏根栓 何永克女 张正国女 王广辉 王彤文 赵永和

李久强 方兴旺

黎乐民 万明高 王美蓉女 王　通 丰达明 方锡义 邓坤杰 叶宪增

刘士岩女 朱慧天女 苑绍华女 许振华 郑斯成 张庆熹 张明志 张美云女

张剑波 何寿椿 汪秀茹女 吴功保 吴秉亮 严瑞芳女 陈定芳女 陈金榜

欧兴长 沈勤长 邵可声 杨志明 金天柱 金丽莉女 袁荣尧 雅文厚

郑　威 胡建信 赵永旺 赵　深 钟　敏女 钱浩庆 徐洪文 徐通敏

蒋　明 徐　宁女 常钟玮女 陶来生 高　颖女 原思训 崔玉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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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原子核物理专业本科生名录
（１９５６—２００３）

说明：

１．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本科生新生与毕业生名单，是根据北京大学档案馆入学新生名单和
毕业生名单整理的，新生名单都编有学号。

２．１９５５年８月建立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到１９６０年的原子能系，共有５届（１９５５、１９５６、１９５８、１９５９、
１９６０年暑假后入学）都是从几个大学物理系（１９６０年是从工科院校）完成３年级本科学业后转入物理
研究室或原子能系（１９５８年底）学习的。１９５５、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暑假后入学的学制为４年，学习一年后分别
于１９５６、１９５７、１９５９年暑假毕业。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暑假后入学的，后因学制改为６年，学习３年后分别于
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毕业。

３．１９５８年暑假，以物理系名义第一次开始招收一年级新生，后分为５年制和６年制两批，分别于
１９６３和１９６４年毕业。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以原子能系招收一年级新生，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都以技术物理系招
收一年级新生，除１９６５年入学的学制为５年外，其余都是６年制。
４．１９７２—１９７６年在汉中分校招收４届工农兵学员，学制３年，因有补习中学部分课程，实际在校学

习时间约３年半。
５．除了１９８９到１９９２年入学新生增加军训一年外，１９７８年及以后各届本科都是４年制，而且本科

授于学士学位。

６．１９８８年起招生分成原子物理专业、核技术专业两个专业。
７．本名单不反映入学和毕业的中间变化情况，外单位代培、不由北京大学发毕业证书的学生不在

此名单之列。

　　（一）新生和调入学生

１９５８年３００名
陈殿华 梁代骅 潘文杰 周志孝 李学颜 张春生 曹清喜 黄世毅

张泽宝 杜　勤 杨志英 刘振灏 孙耀德女 刘立庆 朴禹伯 焦永春

金龙福 杨大为 鲍关雄 乔廷敏 刘德本 关遐令 李好信 吕兴贵

林璇英女 刘砋源 千文甲 丁声耀 毛利南女 朱　钢 范世麟 滕吉亭

罗照国 王志国 崔庭荣 陈格峰 李纬国 闫锡勋 吴月芳女 王金星

刘朴生 沙　因 李书明 艾青春 王文侃 勾　成 史焕章 张慧敏女

过雅南 龚　 陈　昌 张启仁 孙来彦 仲文光女 周　永 周春梅

刘改国 朱顺常 温书贤女 崔景旭 吴炳麟 王守川 薛生田 金汉生

胡尧广 刘德祥 徐　茵女 李润良 陈瑞丰 樊履娴女 高树琦 梁玉堂

郭佑民 周恩臣 杨守礼 沈守成 杜东生 张酉水 薛一东女 屈保春

周咸建 章扬忠 高国琨 林揆训 于立德 赵亨利 邢传辉 吕基深

周化十 窦达人 鞠崇盛 边庆全 闫　辰 赵砚卿女 邹洪新 韩崇瞮

冯恩普 王树茂 孙庆铨 王志欣 刘德庭 高石坚 赵尧阶 赵元果

黄书科 霍育栋 张其韬 张关铭 唐惠兴 袁祖伟 顾龙宝 宋春生

郭耀民 石宗仁 楼兆美 于遵泉 陈官友 李杰山 汤大荣 计贵泉

李儒哲 崔景润 哈继录 徐家康 张本修 徐贵道 赵庆江 张增志



赵之正 邓慧忱 黄尚炯 陈吉祥 李　键 刘延庆 殷国才 王维国

陈祥清 蒋伟源 梁安和 李植举 沈定予 丁厚本 张玉斌 张鹤登

吴浩林 尚英民 牛鸣远 庄钢铭 李天皗 张振忠 张瑞坤 钟远涵

刘金生 余元东 谢新祥 洪启明 闻友勤 邓　盠 张家丰 王金章

周书华 汪志忠 王俊凯 林德文 孙嘉本 赵树魁 曾士良 陆江山

陈书南 马仁泉 范守本 王庆恒 李景昌 范深根 高云鹏 杨芝真

黄正德 祁步嘉 袁成杰 钱玉成 孙维绮 杜世钢 李振元 滕中庭

赵景泉 王庭基 顾根祥 吴玉明 邢洪业 郭宝海 李艾根 袁救民

苏荫权 姚立钧 卢　明 葛绍佑 侯登峰 陈炳岳 董印东 韩祥庭

袁之尚 刘家栋 李长林 周家驹 王维良 张元纪 任　伦 吴景夏

陈克良 李振河 高义德 曲文孝 金厚家 曾晋祥 史克勤 李景文

徐树林 董宝中 颜玉改女 邹伯英女 孔九军女 张荫荣女 陈化新女 唐丽娟女

苏振懿女 常自持女 郭红菲女 王绵兰女 岳宝玉女 张洁莹女 舒婉琪女 董伯清

李生岗 徐秀泉 吴国栋 吕国刚 成兴国 王春声 李殿中 李玉成

李富元 黄崇安 丁士忠 华兴玉 戴能雄 唐云岫 鲁正毅 马君森

黄岱生 赖世福 丁锡祥 王时进 吴德强 陈国瑞 王同亿 刘銮迪

王贤骅 王良厚 任连治 戴　明 张连启 张文成 赵竹庭 陈　厚
王耀清 王荣祖 王利生 兰李桥 王恒德 郝宏敏 李际周 曹庆凯

李寿堂 张复国 廖振松 高盛清 俞显荣 戴之莲 徐力平 李鼎益

颜杏珍女 宋长远 马骏骥女 黄家溥女 孙国华 于春英女 丁道贤 曾宪贤

张修智 曹金山 吴应荣 欧阳文安 陈玉华 周春生 高广志 李槐春

刘克惠 黄义源 沈承德

１９５９年１１４名
林莲卿女 何振芸女 谭桂癉 阎　玲女 赵品怡女 唐素秋女 葛洪生 宁大文

韩树奎 陈　泉 吴盳时 谢立青女 段绍节 范培国女 王　准 刘蓓蓓女

王庆福 邹　中 黄　铭 张三阳 王树德 曾宪堂 刘桂贤女 胡逢全

邢士林 胡熙静 张　良 郑里平 王定胜 李传琛 赵永宽 牛万福

毛慧顺女 徐德芳 沈克明 杨德政 陈才元 沈荣祖 徐同卿 章秋岳

张章才 林可标 朱清棋 黄子瀚 李平雨 薛昌宗 巩运明 李圣言

于纪枝 李享生 王安筑 杨　胤 周守荣 冉利波 李缉银 陈世洪

杨百方 张蓉生 郑尚清 景　涛 张树民 孙大泽 黄国瑞 赵福利

王彦杰 刘洪珍 马增年 范宝田 赵郁森 王庭生 姚　英女 周　玲女
刘秀华女 赵国栋 王忠圣 孔令典 王希学 张尔志 赵慧颖 堵亚光

刘玉琴女 丁华光 李继凯 曹俊身 黄丕宰 卢修深 庞巨丰 陈国荣

黄庆文 林道平 钟广文 刘诗祥 萧学政 林依炎 高福中 谢云瑞

张广岳 王成彦 王泰杰 叶永林 曹　忠 蔡崇海 俞传铭 陈明达

李鸿江 钟戈挥 顾永宝 陈鸣远女 王聚芳 胡再义 戴运生 王世溥

刘虎顺 高桂梅女

１９６０年从工科调入４年级５０名
田德祥 纪宏学 赵维新 曾声宇 柳凤英女 孙信然 王建设 郑维君女

周德富 刘风山 王文超 刘竹宣 田宪臣 刘洪铨 马朝贵 张惠明

李俊杰 李天佑 乔元治 张佩文 何有余 席存燕女 杨重光 余瑞汉

刘迪成女 匡水根 汤元和 钟书智女 金楚善 刘复军 薄天兴 王国朴女

刘仁伟 王孔道 严建书 伍宏培 边奠英 王治民 赵玉成 周明华

董木兰女 徐捕新 陈泽荣 陈玉卿 强希沛 孙宝源 于真武 任学斌

李占魁 王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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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选调培训３４名
张士欣 于泓涛 舒帮华 王兆虹 赵仁杰 郭宗智 陈　鉴 张　莹女
刘汉臣 张　泌 沈凤梧 和琴堂 王景文 铙梨秋 李宗德 李秀火

刘云龙 相介甫 罗成智 陈桂英女 王书然 范坤泰 王鸿修 张宏德

盛光昭 冯兴亚 洪德乐 秦立德 宋造民 李朝清 廖祖初 叶俊生

甄长荫 李黎旭女

１９６０年９０名
范祯子女 荆贵茹女 杨茂年 李景春 李佩琴女 侯凤英女 李丽阳 康铁笙

陈守则 苑克伟 李志国 何长孝 虞鸣初 杜秀田 胡北来 孙思海

张立宁 李世魁 韩俊英女 侯庆梅女 张雅珍女 田福绵 赵若立 孙秉成

姜婴?女 吕凤翥 栾天成 冯玉文 张长春 王秉冠 陈世毅 施明亮

童国睴 沈长铨 经才骝 范庆平 陆昌国 蒋式延 张一新 谈华锦女

杨远生 濮焕顺 张国平 沈德高 李云山 朱金源 吕振萱 李树芳女

庄友祥 林建锋 陈行良 郑金美 李本生 罗汉清 舒朝涪 陈祥林

严建成 杨建国 熊亚中 陆元庆 张广德 关汉清 杨　锋 曾先才

卢瑞盈 邓柏权 苏永聪 邓治林 郝士琢 李太华 张兴宝 陈代线

李广通 魏新贵 孙文辉 张海英 邢义华 王孝君 雷祥斌 洪志立

付再兴 郑向嵩 李中岳 陈家铣 胡玉珍 周化南 曹德林 罗德兴

杜学信 李顺桐

１９６１年７２名
赵保瑞女 韩彩彬 马宇倩女 成志忠 葛袁静女 吴小湄 刘　星 徐　钧
时君竹 李庚卯 黄致生 王凤箴 郭志诚 路秀琴女 杨长威 郭绍良

从慧玲女 季乃信 黄龙生 黄振东 郑修聪 张兴年 李良心 许祖荣

林瑞泉 周德仁 付钰如 魏章发 张　勤 蔺万能 林祖滨 张广秋

周成奎 田东平 杨留成 聂续窻 王金玉 褚淑文女 袁　达 吴　然
武亚男女 崔俊杰 郭祥财 张　元 王志荣 李兴国 王瑞琪 何鸿斌

戚相田 李有贵 虞仲博 沈关涛 金益和 吕振祥 徐兰荪 李祖洪

邹本川 贺燕严女 刘光发 徐临汉 李家儒 宋锡力 张佛炎 杨孝堂

蒋国忠 李书信 祁章年 马希亮 魏庄子 王文志 李喜坛 史宝来

１９６２年４０名
王桂芳女 刘伯川 马宇蓓女 邓朴方 刘　琳女 李先卉女 付　华女 靳士宝

张峻峪 王兰柱 王继生 赵玉善 龚　震 郑树德 钱雁秋女 胡定国

吴志刚 俞仁龙 梁　铨 顾耀文 孙祖年 曾文玉 李钟侠 张景元

荣宪之 章光馨 何礼熊 郭亨群 文浩生 李学勤 陈贤丰 邢中柱

刘洪敏 刘克文 李佳林 吕英华 吴殿举 郭欣然 王　坚 郭之虞

１９６３年５２名
韩光耀 刘韵洁 徐服耕 林鸿懋 廖立力 马彤军 孟可人 石春祯

顾凯平女 侯　侠 向守平 渠鸿逵 姜广津 邱文贞女 李建国 郭连生

常大保 韩富江 王洞郊 滕方才 白良愈 李　中女 萧　苹女 王忠华

管友清 孙传钧 席关培 孙鸿飞 钱芳琴女 陈元伯 吴震家 俞忠源

张　拯 孙高灿 刘真泉 邹惠君 陈文才 聂永泰 周家祥 崔子明

毛孝田 陈诗宠 李文升女 陈根长 宫香政 郗金行 龙君彦 黄瑞琪

刘德谦 罗泽中 陈能勋 张保澄

１９６４年５０名
张寿康 焦大乐 朱寿昌 张家耀 赵长占 王桂生 程桂芬女 丁鄂江

袁建新 朱世昌 徐金仁 朱振兴 黄玉琴女 陆玉林 蒋正元 戴德高

赵兰芳女 蒋继旺 丁富荣 陈和生 吴祖玉女 罗搏翼 章德海 李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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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凯 梁景森 马旭波 张厚杼 许　勤女 赵光复 陈昌喜 吴铁锁

王保斋 刘鸿飞 李　元女 何　训 章泽民 徐学昌 范霞丽女 时宗锦

朱　斌 麻寿光 杨书明 陈起进 吴善初 黄才协 刘琼发 李冰清女

黄有书 任燕如

１９６５年５３名
李　恪女 姚淑德女 李敉力女 沈东健 姚树蓀 王古月 张玉海 王　起
刘选忠 励临泉女 黄凤琴女 刘宗跃 李进超 王永铃 常嘉俊 李静芬女

孟宪尧 李德光 徐力生 尹占河 徐治文 邹柳娟女 姜稚清 徐宽仁

俞升发 杨炳忻 王成有 陈秀芳女 黄德平 李时寅 王解南 袁维新

马学坤 胡昌贵 胡耀林 陈金珍 吕敬明 陈金象 朱乾德 徐培周

俎栋林 李　明 陈芝芬女 唐超群 胡思庆 罗少华 叶科泰 欧德进

耿渝州女 彭守义 侯碧辉女 徐建忠 景小棠女

１９７２（工农兵学员）４７名
刘志欣 王建勇 欧名付 王淑媛女 张新平女 赵铉哲 邢金生 金向东

王丽娟女 张亚伟女 牛金生 申根祥 张文定 陈景昆 张建国 孙铁柱

郝印宁 赵东植 郎淑玉女 麻林涛 李成林 杨志高 米榜处 吴书汉

崔怀智 杨蓉光女 赵新河 郝福春 张义新 杨晓东 董援朝 姜耀东

王　连 王福臣 马德彪 赵佩如 付金生 郭　华 蔡振民 宋愉芬女

赵　健女 陈国华 赵殿森 张满垛 孙玉礼 李志勇 皮培明

１９７４（工农兵学员）６２名
晁德胜 曹彦学 杨遂平 孙登瀛 辛克塞 吴　臣 谯续俊 吴天才

杜铁牛 李朝臣 杨竹清 胡家成 张鹏发 李英才 王世俊 文碧忠

孙永华 陈和平 王思全 毛　健 杨上金 陈恩暄 樊铁栓 王顺琼女

钟学儒 潘志魁 王俊玲女 林南英女 刘正英女 罗安玉 陈祖权 吴海伦

张荣富 王振海 谢艳华女 黄　森 王文星 于相杰 魏　伟 柴发合

尤雅民女 朱启明 薛永贵 郭　萍女 曲际春 吴从华 侯学义 申立耘女

王连杰 苏大良 陈志来 程义海 徐宝龙 乔秀英女 韩万斌 冉朝模

刘建国 田开珍女 张水泉 金　花女 孙荣华 石筱岩女

１９７５（工农兵学员）５６名
孙友宝 李燕才 林治凯 霍海群 李书明 南淑含女 党引苗女 张炳智

李生明 李保珊 张松柏 党敬坤 张　玲女 徐　萍女 吴仁富 吕忠英女

尹德兴 王纯美女 唐其权 王国权 刘从贤 周忠信 娄玉顺 钟云泽

谢泽元 吴保安 罗永纲 张开明 丁廷德 曹福容女 刘绍明 戴　平女
邓治奎 杨明太 邓俊华 张妮娜女 吴日华女 邹宝山 姚一兵 牛云兰女

董文捷女 刘慧英女 缑金龙 周金良 杜　美女 何苗挺 李　欣 孙公民

贾双石 刘乃强 方勤学 刘亨军 燕　桦 孙凤春女 李全喜 李俊雯女

１９７６（工农兵学员）４７名
董虎生 李建兰女 陈新东 胡武明 萧　江女 黄晓琴女 齐孟文 李红星

侯海全 胡林丹 王建民 刘红跃女 孟瑞军 胡江朝 安晓民 杨春明

闫建华 陈　月 方　翌女 杨宝纪 王曾路 雷　光女 李先林 刘爱国

徐占武 赵光辉 张崇和 陈远莲女 钱永寿 蒋世伦 叶春秀女 李晓玲女

崔宪华女 马俊海 史殿林 马树青 刘士杰女 周淑华女 周宗印 王大启

郭　海 郭乃平 李富强 张立元 王桂平女 潘桂芬女 钱义生

１９７８年４９名
王东波 王建英 梅　凭女 王军涛 陈　杰女 李小林 高立平 屠　荆
张　力 陶瑞五 林　森 张　宁 杨明宏 付淬钢女 杨　澍 郑　炯
潘晓川 邹　宇 张　旭 凌志超 杨　雁女 李国江 赵　捷 于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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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凡 黄一坤女 翟晓玲女 许广盛 梁　敢 周剑良 徐月书 刘立忠

刘　跃 胡中林女 郭汝倩女 李晓戈女 娄宇年 刘建进 刘　丹 罗　飞
卢妙根 李云苍 谭　昱 温盳荣 王小林 彭　为 纪力强 李　月
刘　建
１９７９年４０名
徐小慧女 樊一兵 晏征宇 何　炼 翁格致女 贾　地 张建国 姚晓方

邓　晖 马伯强 蔡　湘 柳卫平 周　铭 葛向南 谢涛玲 谭晓玲女

王　洵女 马竟飞 章逸民 呼建朋 冯　忠 陈培均 萧广冰 史　亮
陈子平 王中伟 刘天泉 周贵华 杨　戎 刘少怡 吴育飞 李乙林

史引焕 樊亚军 杨　堤 陈健强 龚　建 刘　斌 冒亚军 付　强
１９８０年４１名
彭剑平 郝　伟 王建之 张大海 赵东晖 李　凡 褚以人 颜　莎女
温红星 吴小庄 颜蜀平女 邹冰松 范晓铃 李英平 何建华 林小建

陈　话 张庆云 熊　京 江　彪 金见悦 许甫荣 吴道明 瞿谭侠

惠维刚 黄卫东 吴文生 杨小芸 黄斐增 侯新隽 荣岫江 班　勇
王　琪女 戴宏跃 张智庆 周　青 周才品 于长虹女 陶志坚 潘欧嘉

李以强

１９８１年３９名
郑　敏女 姜　萍女 杨一明 姜以润女 江燕青女 方　克 李庭晏女 王小韵

邓亦卫 王　洁 王宇钢 袁　博 阎尔坤 董保同 刘克新 龙冬山

熊　斌 杨熙宏 李　彬 向　洪 淦丽萍女 黄　峥 刘怀民 孙海阳女

李玉麟 凌　非 林福民 王小川 潘　苏 刘毅军 林　静女 朱显洲

赵晓蕾 刘文宏 倪士英 曾路宁 黄宇营 龚方雄 胡金生

１９８２年３９名
周陈维 王玉兰女 杨李锋 周　勇 李志新 袁拉生 生文君女 莫丽君女

曹奇中 李　铭 冉延华 戴新连 何高魁 陈　宇 巨能久 杜　清女
张　健 李跃林 杨　伟 周子明 陆元荣 夏海鸿 沈毅雄 贺甲敏

毛　联 赵　勇 毛保诠 安　涛 刘卫宏 杨学林 秦　春 刘满清

邱进发 龚　明 高敏武 陈韶琳 黄宇营 郭俊杰 陈首清

１９８３年４０名
王红娟女 李　毅 赵　敏女 杜亚经 谢　华 李　强 徐蓓蕾女 李朝振

张胜群 张志敏 王绍春 秦立明 范秋生 韩永灵 徐东武 黄　雅
唐小平 谢　元 宋显明 杨先益 罗志平 范霁红 董志强 邵　斌
萧　兵 刘　益 蔡理亮 董明光 李宇兵 赵毅武 苏育棉女 籍长广

曾葆青 侯　军 吴　震 党秉荣 高铁塔 萧　敏女 林英钊 顾之琼

１９８４年５２名
金　勇 孙　瑛 冯　青女 林增军 刘小春女 张　民 尹久春 周　朋
汪海洪 陈红卫 陈剑萍女 宋进虎 周坤刚 周鸿军 宋和洪 李苏宁

胡国亮 王肃波 曹文田 韩学清 蒋洪武 朱运法 白新华 陈　林
吴务春 戴　强 郑丽芳女 黄思荣 谢少林 李　宏 戴建荣 陈　丹
黄文溢 张　岩 王积成 卢　俊 任晓堂 李亚刚 郭宏伟 吴郭存

胡学东 戴　彬 张晓东女 何劲松 陈　元 李　军 郭　瑶女 黄小临

张海兵 蒲明武 陈锐焘 程秦扬

１９８５年４３名
潘　棋女 严小健 乔书荣 朱　晖 张　焱 于洪伟 农　融 高志强

于　进女 郭顺通 鹿立新 崔会军 梁　彬 李勇军 冯　斌 刘伟文

柏　璐 盛传武 李得山 李　彬 曹三忠 孙旭东 高　正 刘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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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军 杨滨渭 郭康柱 高可阳 陆道如 周　霞女 赵有雄 江滨清

张　洪 陈炳红 蒋依南 曹　江 范跃武 庞希顺 李　群 刘立强

贺朝会 张红升 施朝晖

１９８６年３４名
王成朴 熊　挺 茅怀洲 刘映湖女 吴春军 顾建辉 郭　宏 林世鹰

任士海 黄　军 胡仁俊 黄小菁女 罗栓群 殷建星 周洪波 张玉国

孙向丽女 李玉山 秦祖电 萧　敬 杨亚湘 龚亚林 李小毅 刘云怒

胡朝霞女 万淑颖女 刘青荣 范西江 李　勇 杨小成 徐立功 钱达志

邓春雷 严　松
１９８７年４０名
牛文生 周应康 李　虹女 田　宁女 耿荣礼 薛建明 郭晓江 单力壮

谭　新女 华景山 操海波 陆光辉 林俊松 舒能川 陈向明 周长春

郭宝年 杜社奎 杨卫国 赵向阳 李卫东 吴刚远 刘　峰 汪建军

吴泽清女 李富彬 熊　阳 曹晓春 罗　羉 张流强 黄继忠 瞿　匀
程江涛 蔡　晖女 赵心愿 刘文龙 敬凡兰女 黄　伟 翟勇军 杨涤非女

１９８８年４７名
姜晓军 孙　刚 黄俊东 王京阳 钟运成 毕　岩 张　涛 许晓东

庄永忠 江训洪 周呈方 刘　玄女 唐俊坚 黄　文 刘　忠 邱　静
丁　伟 赵　强 康一秀女 党治林 刘建云 郑　涛 谢晓宏 陈志群女

林云龙 张成友 崔德龙 赵　锋 王　彤女 吴根法 徐红星 章宏凯

潘晓川 卓向东 刘祥湖 孙晓傅 龚文国 崔海疆 梁红兵 谢学兵

王多祥 陈明军 赵嘉莉女 冯中汉 韩建伟 傅胜春 郭怀峥女

１９８９年２３名
王宇锋 柴学东 李建超 王爱军 杨　晶女 王　谦 杨胜东 谭万鹏

高　明 吴　瑜 侯钦武 吴铁崧 钱　涛 胡江平 华　辉 赵　捷
高春媛女 丁　锰 冯　波 秦依明 党治林 章宏凯 白彤东

１９９０年３１名
李　? 周岳峥女 李　季 马全胜 胡建军 王　新 吉永星 宝文博

宋广华 周德来 佟　良 王雨川 刘大勇 李东乔 张金宏 吴志刚

卢卫国 唐仁杰 陈　昱 谢小彦 张　玲 朱其志 宋犀云 陈　刚
杜　江 赵　强 杨　霖 夏海东 张　弛 贾　宇 姜　宏
１９９１年２８名
王　迁女 邓淮章 刘志衡 刘永翊 段匀健 杨志涛 郝建奎 陈守元

孙胜权 周广辉 王金华 应　军 陈青岩 朱向炜 刘　宁 屈凡玉

孙银娥女 李　琰女 赵怀印 李　乔 王　珏 方　辉 张　平 孔祥稢

覃　岭 麦　颂 吴　斌 雷述宇

１９９２年４４名
陈丹松 刘广智 米泽田 卫光钦 王雪莲女 韩宝玺 赵　彪 张云驰

张国庆 艾学功 张跃兴 陈　陶 潘照亮 王　鹏 赵向军 熊　星
卢爱明 余立锋 彭朝华 王盛华 曾庆林 王　罛 刘炽辉 黄树强

梁　亮 杨　渊 李　皓 韩朝晖 唐　斌 唐渝兴 刘　虎 杨　春
邵　琳 缪斌和 杨志红 李湘庆 刘沣河 张　煜 贺耀东 哈文波

艾尔提 恩特马 成绪新 杜庆立

１９９３年９名
张必达 杜　飞 张　勇 于志恒 杨　希 凌　厉 晋　旗 杨　春
林　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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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年电物理技术专科１５名
董新波 张　伟 孙佰全 柳延华 谷利丰 王建娣女 张国庆 王慧文

刘　莉女 张永波 王　庆 李　军 胡　伟 刘德贵 赵　霁女
１９９４年２０名
刘秋花女 孙　猛 李晓 赵迎春 胡岩乐 李学楠女 周庆渝 彭　庆
陈　川 张　登 黄正江 马经国 向元益 廖红彪 孙　哲 贺　强
邓　方 何　锐 王　晶 赵　坤
１９９５年名２８名
赵镇宁 吴　俊 郑　器 郭　昱 周生强 东　栋 华宏亮 朱　凤女
朱子美 刘宏伟 孟兆祥 郭春刚 李玉衡 梁　涛 蔡振国 毛丹丹女

向　蓉女 萧　涌 吕　利 刘赛锦 朱志勇 周　斌 刘　莉女 李　宾
金豪义 李　金 李雨松 赵　杨
１９９６年３７名
孟　曦 郭长青 孟铁军 范文历 邵　荆 孙远根 张远波 代洪亮

张德明 贾晴鹰 黄森林 耿　犟 叶卫国 周德民 李　波 焦升贤

栾远涛 李　皑 狄振宇 王　征 陈志莹女 韦里佳 杜　波 龙文辉

潘　强 刘湘涛 吴峻清 王锦亮 何卫红 张　哲 杜广华 董立淳

蔡博峰 赵晓泊 王　东 翁开域 李思成

１９９７年３５名
康　宁 欧夏威 彭　松 魏峥颖 俞秡秡 常郁林 胡　昊 宋才胜

刘　军 汪振国 吴文忠 黄骏锋 孙　昌 冯　雷 黄　钢 刘久发

庞丹阳 徐卫民 陈中阳 熊春乐 刘正全 郑文丰 彭　锋 叶松柏

王凌峰 马兆远 陈　博 唐　昕 刘　驰 李　凡 钟春来 左登科

屈争真 蒋　涛 葛治国

１９９８年名３４名
雷大伟 洪英觉 储祥蔷女 张振宇 周巧儿女 程　波 萧斌平 宋翔翔

林　林 姜忠德 纪丽丽女 翟晨阳 候利娜女 康宏灿 李鹏宇 冯玉清

陈　俊 李　丹 童立理 吴芬芳女 唐　亮 王万章 黄亦元 傅　滔
张　宇 邹　晟 马文昶 王　佳女 邹宇斌 唐毅南 曹　智 邹润磊

夏春雷 杨　军
１９９９年２６名
王　尧 张　钧 杨　静女 艾　颖女 潘　登 谷田甜女 崔　巍 董国材

李　青 钱则侃 王　彦女 章安文 邱　癑女 华　健 张　贺 潘　志女
孙婵娟女 詹　卉女 李　锐 戴　涵女 叶红学 卜力翔 祁东晨 塔小元

陈　茜女 郭　颖女
２０００年３２名
王　跃 徐　佳 顾晓华女 吴偎立 孙吉宁 李　航 钱　波 陈　波
林　树 卢　飞 安　然 李宁宁女 张荣卿 段侪杰 宋智峰 尚怡君女

焦长峰 舒　畅 郑家荣 滕海云 李凌霜 葛　力 冯振兴 史　帆
史　平 闫　聪 孙保元 万　鹏 朱晓春 易勇鑫 李　蝉 张金谌

２００１起按物理学科招生，未分核物理。

　　（二）毕业生

１９５６（四年制）９８名
周甲贤 刘炳璋 蒋祖衍 钱锡山 施振夏 周树轩 曹震东 张声溪

陈学俊 莫志超 谢程远 邓国祥 周自衡 吴岳林 李认兴 姚历农

吴亚吾 刘兰华女 俞燕青女 曾迎威 谢铭庆 舒长富 冯豫望 张焕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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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玉卿 康显础 龙河清 安道明 陈中谟 王国 金荣华 萧桂里

刘南陔 于凤翘 叶宗垣女 俞沛增 丁负吾 张启仁 张英侠 曾昭
!

女

王维舜 秦荣先 孙用均 栾积芳 徐永昌 赵希舜 谢淑贤女 尚意轩

李继刚 陈常茂 吴允恭 左辉忠 卢希庭 高之纬 颜俊贤 王世绩

周志成 周诵诰 陈怀琳女 刘保华 周月华女 叶立润 杨长生 朱耀兹

周眉清 郑绍唐 胡华琛女 吴名枋 叶春堂 盛树筠 王豫生女 彭　凤
张连贵 刘镇远 吴当时 成　俐女 李　坤女 张玲玲女 严国光 王乃彦

王大海 杨惠风 朱焕南 高文俊 侯德彭 方励之 李清润 冼鼎昌

丁光宁 钱绍钧 周同生 陈　芸 马维帅 陈　坚 万春侯 汤汉森

王惠民 郭树源

１９５７（四年制）１９６名
陈锡华 刘正伦 罗璋琳 李茂季 王国荣 林俊伯 李思林 刘文达

张玉山 张培恕 王季祥 邵月新女 董家培 陈致芬女 王鲁华 苏剑尘

周志文 袁相津 董德基 刘文杰 夏有功 庄述鹿 王淑俪女 梁文基

章　恕 何长一 傅济禧 田亚民 孙礼煌 刘继才 梁文学 韩树荣

杨定泽 萨本豪 赵荣英 彭广生 岳清宇 郑国荣 曾乃工 叶宣化

李永驹 许国茂 潘生泉 朱嘉培 梁琪昌 黄达贤 吴　翔 陆　聑
杨传德 于祖荣 钱用之 钱松年 张　棣 沈能学女 金泰权 张天保

王　曼女 邱纯一 徐志衡 徐承文 熊秉熹 张文远 蔡敦九 唐掌雄

张宏濂 李秀岩女 张承理 陈金昌 申成瑶 冉德轩 阮景辉 苏士俊

许志强 黄治俭 曹重熙 金尚宪 唐宗豪 陈乐山 刘宝田 吴盳章

罗传禷 吴宗灿女 吴盳华女 龚定夫 徐润达 赵彦森 邓雨生 俞安孙

李力行 方　杰 戴光曦 魏宝文 吴俊恒 张振文 王明中 崔乃俊

王荣廷 李春槐 黄正中 夏传启 凌备备 吴慧坚女 苏炳文 陈进贤

康佩勇 洪忠悌 甄初健 张恭明 谭冠荣 沈德勋 徐江清 李育民

汤家镛 吴祥坤 施永鑫 吴映南女 王光辉 崔化传 段存华女 潘自强

李焕铁 何　宪 刘玉芳 钟　溟 黄永图 王炽? 李向程 昝云龙

朱天铗 黄宁庆 刘炳寰 董因明女 刘锦华女 胡代柃女 张润华女 龚德荫

许伯威 周修铭 洪润生 苏大春 林太基 吕万章 朱　正 朱乃钰

蒋崧生 田天爵 朱焕文 黄乐安 史双林 张福生 呙福德 黎宗潼

周友朴 陈育林 李华亭 蓝义正 陆全康 张英平 秦宛真女 郑汝宽

杨顺海 徐文镐女 聂　品 朱马
"

杨中超 张庆国 韩奎初 饶冠树

盛家荣 魏绪翮 周　述 王正民 金新桃 李瑞芝 朱介鼎 王德民

戴钧国 楼滨龙 谢去病 沈永聪 王小平 丁乃岩 潘忠诚 黄昆华

范竞藩 王景良 白国翔 谭立? 萧度元 何远荣 邹恩滕 陈明治

邓训谅 陈世崇 严荣良 杜远才

１９５９（四年制）１２４名
李智伟 王永忠 吴印清 王得源 张炳乾 叶维躋 何佩伦 朱隽杰

何深明 张光明 胡学睿 姚诚荣 施兆民 万齐虎 江文勉 张毓瑾

楼滨乔 李长和 蔡志国 邱孝明 蔡德鑫 熊兆奎 汪厚基 朱启明

朱振先 郭福庆 许明顺 凌贵中 恽振先 黄锦其 刘燕频 崔五保

姚志平 魏保武 王文海 李怀武 魏凤岐 方元声 侯永祥 许锦雄

陈　淼 陆善 高文达 奚德芳 卢涵林 高家礼 石秉仁 张培望

唐凤源 王金煜 李广照 丁健生 梁典耀 袁达生 邹志宜女 冯定华女

彭郁卿女 鲍秀敏女 夏宗璜女 姬婉华女 徐淑霞女 倪馨福女 罗达玲女 樊学韶女

施贵勤女 李　绮女 齐佩之女 刘慧芳女 张敏钊女 郑春开 赵念育 刘宪章

任敬儒 李慧民女 黄金章 李文学 孔德谦 刘嘉玟女 陈涵德 程祺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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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毓武 谢淑琴女 陈务忠 崔正峰 饶贵敏 颜亨迪 陈　雨 白旭光女

赖初喜 沈惠泉 冯运昌 王仁光 田志恒 孙亚莉女 张永德 何玉明

沈志广 梅启庸 王世伟 杨树贵 刘桂文 燕秉凯 富云莲 徐同仁

汤吉士 严美琼女 杨伯君 熊俊芳 金东瀚 张陶生 赵谓江 严声清

姚全法 贾秉文 方家训 夏学之 郝立德 张如菊女 余掬生 顾　彪
徐关钰 郭振胜 申本新 梁仲鑫

１９６２（六年制）６９名
沈承杭 侯佩山 鲁德宏 李家祥 陈志鹏 潘为淳女 郭清臣 兰余群

芦建孚女 邢静媛女 刘世荇女 吴树荣 宋绍仪 彭程航 张诗怀 陈家麟

潘承璜 李保增 崔国林 盛敏学 周映堂 唐世耀 江栋兴 严全孝

许方官 刘德成 翁守清女 冉启惠女 蒋国强 张志鹏 李英华 陈永清

张蕴辉 崔雄龙 许茂元 冉宗喜 谢必正 王保榕女 虞彩琴女 黄兴让

缪竞威 徐贵昌 邓心礼 耿树贵 李大万 赵乐统 周俊元 崔链軶ｖ
辛淑珍 朱怀安 谈满天女 郑梦芬女 吴文华女 贺兴德 钱民权 高正耀

李立民 焦敦
#

付衍风女 王大椿 刘光联 张志雄 姚良骅 葛乃康

缪德润 李　泽 唐国有 苗敬诚 孙守章

１９６２毕业的代培生（１９５８年入３年级，１９６２年毕业）２７名
梁新德 张先贵 陈燕群女 何桂荣 乐守为 贺凤仪 杨刚健 赵振业

齐玉简 方建国 马佑梧 陈金阶 晏秀英女 刘存祥 黄德义 唐觉春

罗培鑫 吴桂刚 苏迪辉 吴河俊 梁新德 胡庆贤 彭荣昌 丁尚贵

冯建中 黄朝珍 陈第安 周丽义

１９６３（五年制）１７４名
赵元果 沈定予 王绵兰女 高守双 徐家康 滕中庭 王利生 张家丰

侯登峰 赵树魁 钱玉成 陈祥清 兰李桥 陈书南 金厚家 张鹤登

顾龙宝 张关铭 姚立钧 岳宝玉 刘家栋 卢　明 郭耀民 苏振懿女

楼兆美 陈吉祥 范深根 李景昌 黄岱生 郭宝海 石宗仁 李景文

计贵泉 吴景夏 黄崇安 尚英民 周书华 张元纪 闻友勤 王维国

邹伯英 张连启 唐惠兴 颜玉改女 袁之尚 张增志 陈化新女 郭红菲女

袁救民 戴能雄 王金章 葛绍佑 哈继录 祁步嘉 董宝中 黄正德

丁锡祥 王耀清 李生岗 李殿中 张文成 杜世钢 王庆恒 霍育栋

王维良 汤大荣 王同亿 谢新祥 陈丙岳 袁祖伟 鲁正毅 李振元

王俊凯 陈官友 宋春生 张荫荣女 李儒哲 高石坚 高云鹏 任　伦
孙维绮 吴浩林 殷国才 洪启驹 王时进 邓　盠 李玉成 李天皗

赵景泉 梁安和 李富元 李际周 范守本 王恒德 华兴玉 吕国刚

常自持女 吴国栋 赵尧阶 王志欣 庄钢铭 马君森 汪志忠 王荣祖

曾晋祥 丁士忠 唐云岫 邢洪业 杨芝真 邓慧忱 马仁泉 赵庆江

高义德 周家驹 黄书科 成兴国 于遵泉 丁厚本 陆江山 林德文

黄尚炯 李植举 余元东 张振忠 赖世福 李杰山 郝宏敏 李振河

吴德强 崔景润 孔九军女 戴　明 任连治 曹庆凯 陈克良 赵竹庭

吴玉明 苏荫权 徐秀泉 牛鸣远 陈　厚 李长林 赵之正 王庭基

李艾根 孙庆铨 张洁莹女 徐贵道 史克勤 董印东 曲文孝 张玉斌

王良厚 韩祥庭 刘銮迪 王贤骅 袁成杰 舒婉琪女 王春声 钟远涵

唐丽娟女 张瑞坤 陈国瑞 顾根祥 刘金生 蒋伟源 孙嘉本 李　键
张本修 刘延庆 刘德庭 董伯清 曾士良 张其韬

１９６３（１９６０年选调入学）３４名
赵维新 纪宏学 田德祥 曾声宇 柳凤英女 孙信然 王建设 郑维君女

周德富 刘风山 王文超 刘竹宣 田宪臣 刘洪铨 马朝贵 张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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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杰 李天佑 乔元治 张佩文 何有余 席存燕女 杨重光 余瑞汉

刘迪成女 匡水根 汤元和 钟书智女 金楚善 刘复军 薄天兴 王国朴女

刘仁伟 王孔道

１９６４届（六年制）１０１名
王守川 周　永 张启仁 滕吉亭 胡尧广 李润良 孙来彦 周恩臣

周咸建 薛生田 勾　成 罗照国 沙　因 朱顺常 丁声耀 赵砚卿女

关遐令 王树茂 闫　辰 高树琦 史焕章 龚　 窦达人 温书贤女

周化十 金汉生 崔景旭 张慧敏女 徐　茵女 王志国 朴禹伯 刘朴生

邢传辉 鲍关雄 黄世毅 王金星 周春梅 沈守成 李书明 杜　勤
范世麟 闫勋 张瑞坤 边庆全 仲文光女 刘德祥 鞠崇盛 吴炳麟

崔庭荣 刘立庆 陈格峰 沈守成 毛利南女 樊履娴女 林璇英女 周志孝

高国琨 李书明 金龙福 林揆训 吴月芳女 郭佑民 刘砋源 千文甲

朱　钢 薛一东女 刘改国 张酉水 艾青春 赵亨利 邹洪新 于立德

韩崇瞮 李纬国 陈　昌 吕基深 陈瑞丰 王文侃 冯恩普 孙耀德女

过雅南 杜东生 章扬忠 刘德本 张泽宝 吕兴贵 张春生 杨志英

陈殿华 曹清喜 杨大为 刘振灏 屈保春 李学颜 梁代骅 乔庭敏

焦永春 周华燕 梁玉堂 潘文杰 严建书

１９６５（六年制）１１８名
林莲卿女 何振芸女 谭桂升 阎　玲女 赵品怡女 唐素秋女 葛洪生 宁大文

韩树奎 陈　泉 吴咏时 谢立青女 段绍节 范培国女 王　准 刘蓓蓓女

王庆福 邹　中 黄　铭 张三阳 王树德 曾宪堂 刘桂贤女 胡逢全

邢士林 胡熙静 张　良 郑里平 王定胜 李传琛 赵永宽 牛万福

毛慧顺女 徐德芳 沈克明 杨德政 陈才元 沈荣祖 徐同卿 章秋岳

张章才 林可标 朱清棋 黄子瀚 李平雨 薛昌宗 巩运明 李圣言

于纪枝 李享生 王安筑 杨　胤 周守荣 冉利波 李缉银 陈世洪

杨百方 张蓉生 郑尚清 景　涛 张树民 孙大泽 黄国瑞 赵福利

王彦杰 刘洪珍 马增年 范宝田 赵郁森 王庭生 姚　英女 周　玲女
刘秀华女 赵国栋 王忠圣 孔令典 王希学 张尔志 堵亚光 刘玉琴女

丁华光 李继凯 曹俊身 黄丕宰 卢修深 庞巨丰 陈国荣 黄庆文

林道平 钟广文 刘诗祥 萧学政 林依炎 高福中 谢云瑞 张广岳

王成彦 王泰杰 叶永林 曹　忠 蔡崇海 李占魁 王绍海 丁道贤

曹金山 陈玉华 李槐春 高广志 刘克惠 黄义源 徐树林 吴应荣

李好信 周春生 欧阳文安 张修智 沈承德 杨守礼

１９６６（六年制）１００名
范祯子女 荆贵茹女 杨茂年 李景春 李佩琴女 侯凤英女 李丽阳 康铁笙

陈守则 苑克伟 李志国 何长孝 虞鸣初 杜秀田 胡北来 孙思海

张立宁 李世魁 韩俊英女 侯庆梅女 张雅珍女 田福绵 赵若立 孙秉成

姜婴?女 吕凤翥 栾天成 冯玉文 张长春 王秉冠 陈世毅 施明亮

童国睴 沈长铨 经才骝 范庆平 陆昌国 蒋式延 张一新 谈华锦女

杨远生 濮焕顺 张国平 沈德高 李云山 朱金源 吕振萱 庄友祥

林建锋女 陈行良 郑金美 李本生 罗汉清 舒朝涪 陈祥林 严建成

杨建国 熊亚中 陆元庆 张广德 关汉清 杨　锋 曾先才 卢瑞盈

邓柏权 苏永聪 邓治林 郝士琢 李太华 张兴宝 陈代线 李广通

魏新贵 孙文辉 张海英 邢义华 王孝君 雷祥斌 陈鸣远女 邹秀英女

李顺桐 王世溥 钟戈挥 顾永宝 俞传铭 刘虎顺 胡再义 戴运生

王聚芳 黄家溥 李鼎益 颜杏珍女 孙国华 宋长远 于春英女 徐力平

高桂梅女 马骏骥女 赵惠兰 刘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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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７（六年制）８３名
史宝来 赵保瑞女 韩彩彬 马宇倩女 成志忠 葛袁静女 吴小湄 刘　星
徐　钧 李庚卯 王凤箴 郭志诚 路秀琴女 杨长威 郭绍良 从慧玲女

季乃信 黄龙生 黄振东 郑修聪 张兴年 李良心 许祖荣 付钰如

魏章发 张　勤 曹德林 罗德兴 杜学信 李鸿江 戴之莲 聂续窻

王金玉 褚淑文女 袁　达 武亚男女 张　元 王志荣 李兴国 王瑞琪

何鸿斌 李有贵 沈关涛 金益和 吕振祥 徐兰荪 李祖洪 邹本川

贺燕严女 刘光发 徐临汉 李家儒 张佛炎 杨孝堂 洪志立 付再兴

郭祥财 戚湘田 宋锡力 李寿堂 张复国 廖振松 高盛清 俞显荣

林瑞泉 周德仁 虞仲博 时君竹 蔺万能 林祖滨 张广秋 周成奎

杨留成 郑向嵩 陈家铣 李中岳 胡玉珍 周化南 李秀林 李书信

祁章年 马希亮 魏庄子

１９６８（六年制）４０人
郭之虞 王桂芳女 刘伯川 马宇蓓女 邓朴方 刘　琳女 李先卉女 傅　华女
靳士宝 张峻峪 赵玉善 龚　震 郑树德 钱雁秋女 王继生 胡定国

吴志刚 俞仁龙 梁　铨 顾耀文 孙祖年 曾文玉 李钟侠 张景元

荣宪之 章光馨 郭亨群 何礼熊 文浩生 李学勤 陈贤丰 邢中柱

刘洪敏 刘克文 李佳林 吕英华 吴殿举 郭欣然 王　坚 王兰柱

１９６９（六年制）５１名
张保澄 韩光耀 刘韵洁 徐服耕 林鸿懋 廖立力 马彤军 孟可人

石春祯 顾凯平女 侯　侠 向守平 梁鸿逵 姜广津 李建国 郭连生

常大保 韩富江 王洞郊 滕方才 白良愈 李　中女 萧　苹女 王忠华

管友清 孙传钧 席关培 孙鸿飞 钱芳琴女 陈元伯 吴震家 俞忠源

张拯 孙高灿 刘真泉 邹惠君 陈文才 聂永泰 周家祥 崔子明

毛孝田 陈诗宠 林亨利女 陈根长 宫香政 郗金行 龙君彦 黄瑞琪

刘德谦 罗泽中 陈能勋

１９７０（六年制）５０名
任燕如 张寿康 焦大乐 朱寿昌 张家耀 赵长占 王桂生 程桂芬女

丁鄂江 袁建新 朱世昌 徐金仁 朱振兴 黄玉琴女 陆玉林 蒋正元

戴德高 赵兰芳女 蒋继旺 丁富荣 陈和生 吴祖玉女 罗搏翼 章德海

邱文贞女 李先德 张元凯 梁景森 马旭波 张厚杼 许　勤女 赵光复

陈昌喜 吴铁锁 王保斋 刘鸿飞 李　元女 何　训 章泽民 徐学昌

范霞丽女 时宗锦 朱　斌 麻寿光 杨书明 陈起进 吴善初 黄才协

刘琼发 李冰清女

１９７０（五年制）５４名
景小棠女 李 恪女 姚淑德女 李敉力女 沈东健 姚树蓀 王古月 张玉海

王　起 刘选忠 励临泉女 黄凤琴女 刘宗跃 李进超 王永铃 常嘉俊

李静芬女 孟宪尧 李德光 徐力生 尹占河 徐治文 邹柳娟女 姜稚清

徐宽仁 俞升发 杨炳忻 王成有 陈秀芳女 黄德平 李时寅 王解南

袁维新 马学坤 胡昌贵 胡耀林 陈金珍 吕敬明 陈金象 朱乾德

徐培周 俎栋林 李　明 陈芝芬女 唐超群 胡思庆 罗少华 叶科泰

欧德进 耿渝州女 彭守义 侯碧辉女 徐建忠 黄有书

１９７５（工农兵学员）４７名
皮培明 刘志欣 王建勇 欧名付 王淑媛女 张新平女 赵铉哲 邢金生

李志勇 王丽娟女 张亚伟女 牛金生 申根祥 张文定 陈景昆 张建国

孙铁柱 郝印宁 赵东植 郎淑玉女 麻林涛 李成林 杨志高 米榜处

吴书汉 崔怀智 杨蓉光女 赵新河 郝福春 张义新 杨晓东 董援朝

·８８２· 第二部分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姜耀东 王　连 王福臣 马德彪 赵佩如 付金生 郭　华 蔡振民

宋愉芬女 赵　健女 陈国华 赵殿森 张满垛 孙玉礼 金向东

１９７８年原子核物理专业回炉进修班（二年制）１７名
罗少华 胡昌贵 陈金珍 尹占河 王永铃 张家耀 黄玉琴女 蒋正元

黄才协 罗搏翼 顾凯平女 林亨利女 梁鸿逵 席关培 张 拯 龙君彦

唐超群

１９７８（工农兵学员）６０名
石筱岩女 晁德胜 曹彦学 杨遂平 孙登瀛 辛克塞 吴　臣 谯续俊

吴天才 杜铁牛 李朝臣 杨竹清 胡家成 张鹏发 李英才 王世俊

文碧忠 孙永华 陈和平 王思全 毛　健 杨上金 陈恩暄 樊铁栓

王顺琼女 钟学儒 潘志魁 王俊玲女 林南英女 刘正英女 罗安玉 陈祖权

吴海伦 张荣富 王振海 谢艳华女 黄　森 王文星 于相杰 魏　伟
柴发合 龙雅民女 朱启明 薛永贵 郭　萍女 曲际春 吴从华 侯学义

申立耘 王连杰 苏大良 陈志来 程义海 徐宝龙 乔秀英女 韩万斌

冉朝模 刘建国 田开珍女 张水泉

１９７９（工农兵学员）５６名
李俊雯女 孙友宝 李燕才 林治凯 霍海群 李书明 南淑含女 党引苗女

张炳智 李生明 李保珊 张松柏 党敬坤 张　玲女 徐　萍女 吴仁富

吕忠英女 尹德兴 王纯美女 唐其权 王国权 刘从贤 周忠信 娄玉顺

钟云泽 谢泽元 吴保安 罗永纲 张开明 丁廷德 曹福容女 刘绍明

金　花女 邓治奎 杨明太 邓俊华 张妮娜女 吴日华女 邹宝山 姚一兵

牛云兰女 董文捷女 刘慧英女 忽　凯 周金良 杜　美女 何苗挺 李　欣
孙公民 贾双石 刘乃强 方勤学 刘亨军 燕　桦 孙凤春女 李全喜

１９８０（工农兵学员）４８名
钱义生 董虎生 李建兰女 陈新东 胡武明 萧　江女 黄晓琴女 齐孟文

李红星 侯海全 胡林丹 王建民 刘红跃女 孟瑞军 胡江朝 安晓民

杨春明 闫建华 陈　月 方　翌女 杨宝纪 王曾路 雷　光女 李先林

刘爱国 徐占武 赵光辉 张崇和 陈远莲女 钱永寿 蒋世伦 叶春秀女

李晓玲女 崔宪华女 马俊海 史殿林 马树青 刘士杰女 周淑华女 周宗印

王大启 郭　海 郭乃平 李富强 张立元 王桂平女 潘桂芬女 戴　平女
１９８２年学士４５名
李　月 彭　为 王建英 梅　凭女 王军涛 陈　杰女 李小林 高立平

屠　荆 张　力 陶瑞五 林　森 张　宁 杨明宏 傅淬钢女 杨　澍
潘晓川 邹　宇 张　旭 凌志超 纪力强 李国江 赵　捷 于　江
刘　凡 黄一坤女 翟晓玲女 许广盛 梁　敢 周剑良 徐月书 刘立忠

刘　跃 胡中林女 郭汝倩女 李晓戈女 娄宇年 刘建进 刘　丹 罗　飞
卢妙根 李云苍 谭　昱 温泳荣 王小林

１９８３年学士３４名
杨　堤 马伯强 冒亚军 周贵华 葛向南 蔡　湘 贾　地 李乙林

谢涛玲 柳卫平 王中伟 周　铭 龚　建 马竞飞 陈建强 樊亚军

陈子平 刘少怡 吴毓辉 史引焕 刘　斌 晏征宇 杨　戎 史　亮
翁格致女 王　洵女 徐小慧女 谭晓玲女 邓　晖 姚晓方 呼建朋 冯　忠
何　炼 樊一兵

１９８４年学士４１名
李以强 彭剑平 郝　伟 王建之 张大海 赵东晖 李　凡 褚以人

颜　莎女 温红星 吴小庄 颜蜀平女 邹冰松 何建华 张建国 萧广冰

林小建 陈　话 张庆云 熊　京 江　彪 章逸民 许甫荣 吴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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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谭侠 惠维刚 黄卫东 吴文生 杨小芸 黄斐增 侯新隽 荣岫江

班　勇 王　琪女 戴宏跃 张智庆 周　青 周才品 于长虹女 陶志坚

潘欧嘉

１９８５年学士３４名
胡金生 郑　敏女 姜　萍女 杨一明 姜以润女 江燕青女 方　克 李庭晏女

王小韵 邓亦卫 王　洁 王宇钢 袁　博 董保同 刘克新 龙东山

杨熙宏 李　彬 向　洪 淦丽萍女 黄　峥 刘怀民 孙海阳女 李玉麟

凌　非 林福民 王小川 潘　苏 朱显洲 赵晓蕾 刘文宏 倪士英

金见悦 范晓聆

１９８６年学士４１名
陈首清 周陈维 杨李锋 王玉兰女 周　勇 李志新 袁拉生 生文君女

莫丽君女 曹奇中 李　铭 冉延华 何高魁 陈　宇 巨能久 杜　清女
张　健 李跃林 周子明 陆元荣 夏海鸿 沈毅雄 贺甲敏 毛　联
赵　勇 毛保诠 安　涛 刘卫宏 杨学林 秦　春 刘满清 邱进发

龚　明 高敏武 陈韶琳 龚方雄 熊　斌 阎尔坤 黄宇营 刘毅军

郭俊杰

１９８７年学士３６名
顾之琼 王红娟女 李　毅 杜亚经 李　强 徐蓓蕾女 李朝振 张胜群

张志敏 王绍春 秦立明 范秋生 韩永灵 徐东武 唐小平 谢　元
宋显明 杨先益 罗志平 范霁红 董志强 邵　斌 萧　兵 刘　益
蔡理亮 董明光 李宇兵 赵毅兵 苏育棉女 籍长广 曾葆青 吴　震
高铁塔 萧　敏女 林英钊 杨　伟
１９８８年学士４６名
程秦扬 孙　瑛 冯　青女 尹久春 汪海洪 陈剑萍女 宋进虎 周坤刚

周鸿军 宋和洪 李苏宁 胡周亮 王肃波 曹文田 韩学清 蒋洪武

朱运法 白新华 陈　林 吴务春 戴　强 郑丽芳女 黄思荣 谢少林

李　宏 戴建荣 黄文溢 张　岩 王积成 卢　俊 任晓堂 李亚刚

郭宏伟 吴郭存 胡学东 戴　彬 张晓东女 李　军 陈　元 郭　瑶女
黄小临 张海兵 蒲明武 陈锐焘 党秉荣 徐　凯
１９８９年学士３５名
施朝晖 潘　棋女 乔书荣 朱　晖 张　焱 于洪伟 高志强 郭顺通

于　进女 鹿立新 崔会军 梁　彬 李勇军 冯　斌 刘伟文 柏　璐
李德山 曹三忠 孙旭东 高　正 刘　昕 杨滨渭 郭康柱 高可阳

陆道如 周　霞女 赵有雄 江滨清 张　洪 蒋依南 范跃武 庞希顺

李　群 贺朝会 戴俊堂

１９９０年学士３０名
万淑颖女 汪文燕 黄小菁女 胡朝霞女 孙向丽女 刘映湖女 王成朴 李玉山

郭　宏 李　勇 林世鹰 徐立功 杨小成 周洪波 张玉国 胡仁俊

刘立强 萧　敬 秦祖电 杨亚湘 熊　挺 钱达志 李小毅 刘云怒

罗栓群 邓春雷 李守平 顾建辉 龚亚林 严　松
１９９１年学士３６名
杨涤非女 牛文生 周应康 李　虹女 田　宁女 耿荣礼 薛建明 单力壮

谭　新女 华景山 操海波 陆光辉 林俊松 陈向明 周长春 郭宝年

杜社奎 杨卫国 赵向阳 李卫东 汪建军 吴泽清女 李富彬 熊　阳
罗　羉 张流强 黄继忠 瞿　匀 程江涛 蔡　晖女 赵心愿 刘文龙

敬凡兰女 黄　伟 翟勇军 农　融
１９９２年学士４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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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怀峥女 姜晓军 孙　刚 黄俊东 王京阳 钟运成 毕　岩 张　涛
许晓东 庄永忠 周呈方 刘　玄女 唐俊坚 黄　文 刘　忠 丁　伟
赵　强 康一秀女 刘建云 郑　涛 谢晓宏 林云龙 张成友 崔德龙

赵　锋 王　彤女 吴根法 徐红星 潘晓川 卓向东 刘祥湖 孙晓博

龚文国 崔海疆 谢学兵 王多祥 陈明军 赵嘉莉女 冯中汉 韩建伟

舒能川 刘　延 孟罗毅

１９９３年学士１名
傅胜春

１９９４年学士２０名
白彤东 柴学东 李建超 王　谦 杨胜东 谭万鹏 江训洪 吴　瑜
侯钦武 吴铁崧 钱　涛 胡江平 华　辉 赵　捷 高春媛女 冯　波
秦依明 党治林 章宏凯 黄祖桥

１９９５年学士２９名
姜　宏 李　? 周岳峥女 马全胜 胡建军 王　新 吉永星 宝文博

宋广华 周德来 佟　良 王雨川 刘大勇 李东乔 吴志刚 卢卫国

陈　昱 谢小彦 朱其志 宋犀云 陈　刚 杜　江 赵　强 杨　霖
夏海东 张　弛 贾　宇 唐仁杰 王宇锋

１９９６年学士２４名
王　迁女 邓淮章 刘志衡 刘永翊 段匀健 杨志涛 郝建奎 陈守元

周广辉 王金华 应　军 陈青岩 朱向炜 屈凡玉 孙银娥女 李　琰女
赵怀印 李　乔 王　珏 方　辉 张　平 孔祥稢 覃　岭 张金宏

１９９６电物理技术专科（３年制）１５名
赵　霁女 董新波 张　伟 孙佰全 柳延华 谷利丰 王建娣女 张国庆

王慧文 刘　莉女 张永波 王　庆 李　军 胡　伟 刘德贵

１９９７年学士（９２、９３级）４８名
杨　春（贵州） 杜庆立 陈丹松 刘广智 米泽田 卫光钦 王雪莲女 韩宝玺

赵　彪 张云驰 张国庆 艾学功 张跃兴 陈　陶 潘照亮 王　鹏
卢爱明 余立锋 彭朝华 王盛华 曾庆林 王　罛 刘炽辉 梁　亮
杨　渊 李　皓 韩朝晖 唐　斌 唐渝兴 刘　虎 杨　春（山东） 邵　琳
缪斌和 杨志红 李湘庆 刘沣河 张　煜 贺耀东 哈文波 艾尔提

成绪新 张必达 杜　飞 张　勇 于志恒 杨　希 凌　厉 晋　旗
１９９８年学士１９名
赵　坤 刘秋花女 赵迎春 胡岩乐 李学楠女 彭　庆 陈　川 张　登
黄正红 马经国 向元益 廖红彪 孙　哲 贺　强 邓　方 何　锐
王　晶 王　庆 张国庆

１９９９年学士２４名
赵　杨 赵镇宁 吴　俊 郭　昱 周生强 东　栋 华宏亮 朱　凤女
朱子美 孟兆祥 郭春刚 李玉衡 梁　涛 蔡振国 毛丹丹女 向　蓉女
萧　盠 吕　利 刘赛锦 朱志勇 刘　莉女 李　宾 金豪义 李雨松

２０００年学士３２名
郭长青 孟铁军 范文历 孙远根 张远波 戴洪亮 张德明 贾晴鹰

黄森林 耿　犟 叶卫国 周德民 李　波 焦升贤 栾远涛 李　皑
狄振宇 王　征 陈志莹女 杜　波 龙文辉 潘　强 刘湘涛 吴峻清

何卫红 张　哲 杜广华 董立淳 蔡博峰 赵晓泊 王　东 翁开域

２００１年学士２９名
葛治国 康　宁 欧夏威 彭　松 魏峥颖 俞秡秡 常郁林 胡　昊
宋才胜 刘　军 汪振国 吴文忠 黄骏锋 孙　昌 冯　雷 黄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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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久发 庞丹阳 徐卫民 陈中阳 熊春乐 刘正全 郑文丰 彭　锋
叶松柏 王凌峰 马兆远 陈　博 唐　昕
２００２年学士３０名
雷大伟 洪英觉 储祥蔷女 张振宇 周巧儿女 萧斌平 宋翔翔 林　林
姜忠德 纪丽丽女 翟晨阳 候利娜女 康宏灿 李鹏宇 冯玉清 陈　俊
李　丹 童立理 吴芬芳女 唐　亮 王万章 黄亦元 傅　滔 张　宇
王　佳女 邹宇斌 唐毅南 邹润磊 夏春雷 钟春来

２００３年学士２４名
郭　颖女 王　尧 张　钧 杨　静女 潘　登 崔　巍 塔小元 陈　茜女
董国材 李　青 钱则侃 王　彦女 章安文 邱　癑女 华　健 张　贺
潘　志女 孙婵娟女 詹　卉女 李　锐 戴　涵女 叶红学 卜力翔 祁东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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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名录
（１９６１—２００１）

说明：

１．硕士生、博士生表示为研究生新生；硕士、博士表示为研究生毕业生；出国生表示为出国预备研
究生。

２．加速器表示为加速器物理学科研究生；核技术表示为核技术与应用学科研究生；未加特别说明
的１９９８年前均为原子核物理学科，１９９８年后为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学科研究生。

　　（一）新生

１９６１年 胡宝华女

１９６３年 曲文孝

１９６５年 蔡崇海 毛慧顺女 刘诗祥 邢士林

１９７８年硕士生 赵　
$

郭之虞 陆昌国 柴发合 范希明

１９８０年硕士生 张家耀

１９８１年硕士生 曾奇勇

出国预备生 叶沿林 张征宇

１９８２年
硕士生 蒋小平 刘克建 刘立忠 罗　飞 李玉璞 许广盛

出国预备生 马建平 李白玲女 王　梅 周　冉女 黄向宇 李越生 王小谦

１９８３年硕士生 翁格致女 柯　崴女 徐剑光 刘建铭 徐小慧女 邓　晖 马伯强

呼建朋

１９８４年
硕士生 许甫荣 黄斐增 班　勇 鲁向阳 江　东 毛思宁 侯新隽

于长虹女 潘欧嘉

出国预备生 张庆云 陈　话
博士生 曾奇勇

１９８５年
硕士生 陈　凯 江燕青女 赵晓蕾 王宇钢 淦丽萍女 袁　博 刘克新

杨一明 李庭晏女 姜以润女 李　彬 杨熙宏 刘怀民 金见悦

王　洁 李玉麟

出国预备生 袁建平

博士生 王福成 罗　飞
１９８６年
硕士生 毛　联 赵　勇 陈韶琳 周子明 安　涛 李志新 沈桂富

任　渠 夏海鸿

博士生 马伯强

１９８７年
硕士生 苏育棉女 苏　勤女 王冬梅 徐东武 谢　元 范霁红 曾葆青

林英钊 吴　震 屠　荆 高铁塔 宋显明 萧　兵
博士生 方勤学 潘欧嘉

　



１９８８年
硕士生 姚秋果 樊铁栓 张登志 戴　彬 李　宏 吴务春 宋进虎

陈剑萍女 周坤刚 黄小临

博士生 亢孝俭 刘克新 袁　博
１９８９年硕士生 郭康柱 傅晓斌 刘　昕 李德山 于　进女 曲德成 沈毅雄

高志强 戴俊堂

１９９０年
硕士生 李小毅 秦祖电 黄小菁女 罗栓群 胡朝霞女 易　凯 林家林

耿占春 马宏骥 陆元荣 李　勇
博士生 安　宇 金长文 刘金泉 许甫荣 欧文智

１９９１年
硕士生 林俊松 薛建明 杨卫国 郭宝年 汪建军 华景山 耿荣礼

俞　翔 白新华 吴泽清女

博士生 樊铁栓 郭应寿

１９９２年
硕士生 吴根法 韩建伟 赵　强 王　彤女 康一秀女

博士生 宋进虎 刘　昕 李德山 范霁红

１９９３年
硕士生 舒能川 萧　敬 任晓堂 施　铮女 钟运成 郑　涛
博士生 白新华

１９９４年
硕士生 赵　捷 杜伟亮 刘　剑 高春媛女 王　谦 华　辉 钱　涛
博士生 耿荣礼 赵　镪 林俊松 薛建明

１９９５年
硕士生 刘大勇 卢卫国 吴志刚 翟勇军 吴岳伟

硕士生（加速器） 蔡崇贵 宋犀云 王雨川 谢小彦 郭景新 陈　昱
博士生 朱其志 周善贵 张国辉 郭应寿 张小兵

１９９６年
硕士生 李　琰女 应　军 朱向炜 李　乔 陈守元

硕士生（加速器） 孙银娥女 周广辉 郭　华 郝建奎

博士生 高春媛女 沈毅雄 任秀宰 华　辉 吴　瑜
１９９７年
硕士生 陈　陶 甘　路 李湘庆 刘广智 杨　春 张　勇 张胜群

曹子雄 乐小云女

硕士生（核技术） 吉永星 卢爱明 唐渝兴 杨　希 杨志涛 余立锋 张必达

杜庆立 张云驰 缪斌和 韩宝玺 韩朝晖

博士生 郑　涛
１９９８年
硕士生 高　朋 吕洪凤女 马经国 杨泗春 袁之伦 张　登 陈　川

陈挺立

硕士生（核技术） 胡岩乐 刘　峰 王思学 张宏林 赵　坤 贺　强 陈伟杰

博士生 应　军
博士生（核技术） 郝建奎

１９９９年
硕士生 朱子美 陈惕生 毛孝勇 席海生 周生强

硕士生（核技术） 宋广华 全胜文 朱　凤女 向　蓉女 张　川 赵旭娜女 赵　杨
骆庆飞 周晓东 闫华文 颜学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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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 李智焕 陈　陶 李湘庆

博士生（核技术） 向　伟 宋枭禹 张　静
２０００年
硕士生 胡　翔 贾晴鹰 刘湘涛 龙文辉 钱　瞡 孙长春 吴哲英女

叶卫国 李德军 何卫红 狄振宇

硕士生（核技术） 黄森林 李　皑 李　波 李超龙 李金海 孟铁军 王琳琳女

张松柏 谷安佳 杜广华 赵洪斌

博士生 吕洪凤女 张时声女 张　炜 刘英太 葛愉成

博士生（核技术） 颜　莎女 张必达 韩宝玺 缪斌和

　　（二）毕业生

１９６４年 胡宝华女

１９６６年 曲文孝

１９６８年 毛慧顺女 刘诗祥 蔡崇海 邢士林

１９８１年硕士 赵　
$

郭之虞

１９８２年硕士 柴发合 范希明

１９８４年硕士 曾奇勇 张家耀

１９８５年硕士 蒋小平 许广盛 李玉璞 罗　飞
１９８６年硕士 呼建朋 马伯强 翁格致女 柯　崴女 徐剑光 刘建铭 邓　晖

徐小慧女

１９８７年硕士 许甫荣 黄斐增 班　勇 鲁向阳 毛思宁 潘欧嘉 张庆云

１９８８年
硕士 李　彬 杨熙宏 王　洁 金见悦 刘怀民 淦丽萍女 王宇钢

袁　博 杨一明 李庭晏女 李玉麟

博士 曾奇勇

１９８９年
硕士 赵　勇 陈韶琳 罗　峰 夏海鸿 任　渠
博士 王福成 马伯强

１９９０年
硕士 谢　元 范霁红 曾葆青 宋显明 苏育棉女 苏　勤女 林英钊

屠　荆 高铁塔

博士 李毕忠 张　南 徐东武

１９９１年硕士 周坤刚 姚秋果 樊铁栓 张登志 戴　彬 李　宏 黄小临

宋进虎

１９９２年硕士 郭康柱 傅晓斌 刘　昕 李德山 于　进女 曲德成 沈毅雄

高志强

博士 方勤学

１９９３年
硕士 李小毅 秦祖电 黄小菁女 罗栓群 胡朝霞女 易　凯 林家林

耿占春 马宏骥 陆元荣 李　勇 刘　斌 文　陵 戴俊堂

博士 安　宇 金长文 欧文智

１９９４年
硕士 林俊松 薛建明 杨卫国 郭宝年 汪建军 华景山 耿荣礼

俞　翔 白新华 吴泽清女

博士 刘金泉 许甫荣 樊铁栓

１９９５年
硕士 李宏利 王　彤女 吴根法 徐新华 鄢　非 康一秀女 韩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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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强
博士 范霁红

１９９６年
硕士 舒能川 萧　敏女 任晓堂 施　铮女 郑　涛 钟运成

博士 白新华

１９９７年
硕士 吴　瑜 赵　捷 杜伟亮 刘　剑 高春媛女 王　谦 卢卫国

钱　涛 华　辉
博士 耿荣礼 赵　镪 薛建明 林俊松

１９９８年
硕士 蔡崇贵 陈　昱 郭景新 宋犀云 孙银娥女 翟勇军 吴岳伟

博士 张国辉 周善贵 张小兵

１９９９年
硕士 李　琰女 应　军 朱向炜 郭　华 郝建奎 周广辉 李　乔

陈守元

博士 高春媛女 华　辉 吴　瑜
２０００年
硕士 甘　路 刘广智 杨　春 张　勇 韩朝晖 吉永星 卢爱明

唐渝兴 杨　希 余立锋 张云驰 杜庆立 曹子雄 乐小云女

博士 任秀宰 郑　涛
２００１年
硕士 马经国 杨泗春 袁之伦 张　登 陈伟杰 胡岩乐 刘　峰

王思学 张宏林 赵　坤 陈　川 高　朋
博士 沈毅雄 应　军 郝建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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