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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战前的北京大学物理系（１９１３—１９３７）

（一）沿　　革

１．１８９８成立京师大学堂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于１８９８年，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产物。京师大学堂设于景山

大学堂匾额

东面马神庙地方原和嘉公主府第（又称四公主府），原有房舍３４０余间，
新建１３０余间。这是我国最早的按现代教育模式创建的一所大学。在
此之前虽然在洋务运动中出现一些新式的教育机构———学堂，但除北洋

大学外，均属于中学堂或技术性的、中等专科水平的学堂，如实业学堂、

水师学堂、方言学堂，等等。１８９８（戊戌）年５月梁启超奉康有为之命草
拟《京师大学堂章程》①。章程中强调“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

废”。鉴于“各省会所设之中学堂尚属寥寥，府州县小学堂，尤为绝无仅

有”，章程中提出“于大学堂兼寓小学堂、中学堂”。因而１８９８年底京师
大学堂开学时入学新生有大学生３０人，中学生６０人，小学生７０人。同
时在章程中要求“严饬各省抚学政，务使一年之内各省府州县皆有学

堂”。又提出，在学堂中设师范斋，培养中小学教师。章程提出，在上海

等处开设编译局编写教材，在大学堂设藏书楼（图书馆）、仪器院。章程

京师大学堂时期的公主梳妆楼

这里当时是大学堂办公地点，后为藏书楼。二十年代时为物理系实验室，三四十年代

楼下为物理系图书室。此照片为京师大学堂开办时的西总教习丁韪良博士（Ｗ．Ａ．

Ｐ．Ｍａｒｔｉｎ，美籍教士）与教职员合影

① 北京大学史料第１卷，第８１页。



对考核方法和毕业时授予进士出身等也作了规定。大学堂设总教习一人，总揽全局，普通学及专门学各

科目设分总教习，普通学由中外教习共管，十种专门学的分总教习则“皆用欧洲人”。京师大学堂于

１８９８年１２月３０日开学，实际上只是一些初级课程。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起事，捣毁校舍，焚烧书籍，士子纷
纷避散，七月间停办①。

１９０２年决定恢复京师大学堂，于年底推出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②和１９０３年修订的《大学堂章
程（附通儒院）》③对学校的体制、学制及课程设置作了详尽的规定。学堂分预备科、专门分科、大学院

（后又称通儒院，即现在的研究生院，实际上始终只是纸上谈兵）。当时，为应急需，设速成科，内分仕

学、师范两馆，为专修科性质。仕学馆学制三年，师范馆学制四年。速成科于１９０２年１２月１７日开学上
课。预备科则于１９０４年底开始招生，１９０５年阴历正月二十开学④。同时第二届师范生入学。１９０５年师
范生分四类：洋文、地理历史、理化算术、博物动植矿⑤。１９０７年首届师范生１０１人⑥毕业，其中理化算
术类毕业生为我国最早的数理化类高等专科水平的毕业生。１９０９年，第二届预备科学生入学，第一届
预备科学生１２５人毕业⑦，第二届师范生２０３人毕业⑧。当时规定：平均成绩８０分以上的毕业生列为最
优等；有一门主课成绩低于７０分者降为优等，有一门主课成绩低于６０分者降为中等；平均成绩达７０分
者列为优等，一门以上主课成绩低于６０分者降为中等，有的学生四门主课不及格，但平均成绩达７０分
以上，仍列入中等毕业；平均成绩在６０分以上者列为中等。师范馆毕业生均奖给师范科举人的功名，最
优等还加五品衔。１９１０年分科大学开学，１９１３年毕业，理科仅地质学门２名学生毕业。１９０９年师范生
毕业后，师范馆即脱离京师大学堂，成为独立的北京优级师范学堂，１９１２年改称北京师范大学。

　　２．１９１２更名北京大学校，１９１３设科立门，始建物理学门

１９１２年５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严复任校长。当年，原格致科改称理科，从欧美留学归
来的夏元?教授应聘任理科学长。当时理本科仅地质学门和化学门有学生，１９１０年入学，１９１３年５月
毕业时仅有２人，均属地质学门⑨。据记载，１９１２年８月驻英游学监督钱文选报告，北京大学及附属之
译学馆，经伦敦大学评议会通过，视为大学瑏瑠。

北京大学校门（景山东街，１９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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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３年，第二届预备科学生毕业，文、理、法、工四科招收分科学生，理科数学门、理论物理学门、化学门
各招一班，不久理论物理学门即改为物理学门。招生时用物理学数学门名义，二年级时再分为数学门和

物理学门。我国物理学本科教育从此开始。

在１９１７年底以前所有教授都在文、理、法、工各科学长和预科学长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没有系一级
的组织。

　　３．１９１９废科设系，始有物理系之称

１９１７年１月４日蔡元培到校就任校长。随即果断地整顿师资队伍，调整组织机构，改革学制。自
１９１７年开始学制改为预科两年、本科四年①。但１９１６、１９１７年本科新生和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夏预科毕业（三

北京大学文理工科校园平面图（景山东街，１９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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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制）升入本科的学生均按旧制办理，分别于１９１９、１９２０、１９２１、１９２２年毕业。１９１７年进入预科的学生
按新制于１９１９年升入本科，１９２３年本科毕业。故１９１９年入本科的学生有１９２２年毕业和１９２３年毕业
两种情况。学校规定，本科毕业生得称学士（注：当时没有学位授予法，故为“得称”）。

蔡元培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采取“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方针，广延良师，实行教授治校，为北

京大学奠定了优良的传统，一直绵延到全国解放。蔡元培还整顿学风，加强图书、仪器设备的建设，为北

京大学的健康发展和日趋成熟做出卓越贡献。

校评议会和系教授会的设立是贯彻教授治校方针的具体措施。蔡元培上任后即改组１９１５年１１月
选出的评议会，制定了“评议会简章”，并将简章及新选出的评议员简历上报到教育部，于１９１７年４月
获教育部批准。评议会成员除校长、各科学长外，其余评议员由各科教授互选产生，每科选出 ２人。
１９１９年１０月改为：不分科系，全校教授、副教授互选五分之一为评议员。全校重大事项均由评议会讨
论议决。评议会下设有由教授组成的各种委员会，如组织、财务、聘任、图书、仪器等。教授们对这一做

法极为重视。１９２４年教育部颁布的《国立大学条例》①规定大学中设董事会，董事会由教育总长指派或
聘任，其权力高于评议会。北大胡适等十位教授联名反对，几次上书②，要求撤消《大学条例》，认为条例

“为摧残大学教授制之萌芽，而以校外之官僚财阀组织董事会或理事会，以处理学校之大政。夫大学为

研究学术之机关，教授为研究学术之专门人才。今必以研究学术者，听命于非研究学术者，于情为不堪

受。”由于这种反对，１９２９年立法院通过的《大学组织法》③中不再有董事会之设置，而只有类似于评议
会的“校务会议”，内有由教授互选的代表１６人。

评议会于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８日通过《学科的教授会组织法》。当时教授分属文、理、法商等科和预科，
在各科学长领导下工作。现新设由各学科教授、讲师组成的教授会，互选主任一人。教授会负责编纂学

科课程详表，并略说各课程的内容及应用之课本、参考书，编汇成册。此册于前一学年第二学期编成公

布。教授会负责检查教学情况并参与有关学科的增设及废止和仪器图书添置的讨论。评议会与教授会

主任常举行联席会议。这一措施在系一级贯彻了教授治校的方针。１９１９年３月北大废除文科、理科、
法科之设置，改为设系，全校共设１４个系，直接由校长领导。系成为一级行政组织，职权比前增大。物
理学教授会改称物理系教授会，教授会主任亦称系主任。此后这两个名称常同时使用，系主任开始时仍

由教授互选，１９３１年后改为由校长任命。物理系历届教授会主任（１９１９年３月后称物理系教授会主任
或称系主任）的姓名及任职时间表列如下。

姓　名 任 职 时 间 备　　注

何育杰 １９１８．１．８—１９２０．４．１０ 物理学（系）教授会主任

张大椿 １９２０．４．１０—１９２１．９．３ 物理系教授会主任

颜任光 １９２１．９．３—１９２５．１１．７ １９２４．６．２３休假出国，系主任由丁燮林代理

丁燮林
１９２４．６．２４—１９２５．１１．７ 代理系主任

１９２５．１１．７—１９２６．１１．１７ 系主任

李书华 １９２６．１１．１８—１９２９．３．１４
夏元? １９２９．３．１５—１９３１年夏
王守竞 １９３１—１９３３
饶毓泰 １９３３—１９３７

自１９３１年起由校长任命

　　１９２６年李书华主持物理系系务时正值北京大学多事之秋。１９２６年４月张作霖控制北洋政府，１９２６
年下半年开始北大经费即严重短缺，１９２７年教职员往往只发薪俸四成，教授纷纷离去。李书华苦撑局
面，“但不能进一步进行科学研究，即维持各门功课照常上课及实验室的实验照常进行，已感困难万

·６· 第一部分　北京大学物理系九十年

①
②
③

北京大学史料第２卷，第１０３页。
北京大学史料第２卷，第１０４—１０６页。
北京大学史料第２卷，第１０７页。



分。”①１９２７年８月张作霖还将包括北大在内的国立九校改组为国立京师大学校。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张
作霖退出华北，北大师生原以为可以恢复北大，不意国民政府于６月９日又决定北京大学改名为中华大
学，９月实行大学区制，又将中华大学改为北平大学，原北京大学变为北平大学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
这遭到北大师生的坚决反对，斗争结果，１９２９年１月将原北大部分改为北平大学北大学院。７月１日大
学区制停止试行，恢复北京大学的校名，学校始告稳定，然而这几年的动荡给北大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在此期间，李书华曾任北平大学副校长和代理校长，但坚持在物理系授课，实属难得。

虽然在１９２６—１９２９年期间曾遭遇到经费短缺和学校归属问题等极大困难，但总的说来，１９１８—
１９３７年期间北大物理系取得很大进展，到１９３７年时已在教学科研方面名列国内高校的前列。

（二）系主任简介

现将物理系几位系主任的情况简介如下。

　　１．何育杰（吟
!

（读ｙｉ））

浙江慈溪人。是北大物理学科领域的元老。１９０２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１９０４年被选拔留英。
１９０９年获曼彻斯特大学理学硕士（Ｍ．Ｓ．）学位②。毕业后回国任京师大学堂教习，１９１２年任北京大学
教授，１９１８年１月当选物理学教授会主任。１９２０年４月任期届满，按当时规定：“一系仅有两名教授
时，二人轮流担任系主任。”当年物理系教授仅何育杰、张大椿二人，因此张大椿接主任之职，何育杰继

续在物理系任教，直至１９２７年离开。何育杰在创办北大物理系的过程中厥功甚伟。他不仅主持系务，
且首次开设数理物理（内容包括矢量运算、势论、弹性学、声学、热传导、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等）、热力学

及气体运动论、电学、原量（Ｑｕａｎｔｕｍ当时的译名）论等。这些课程在国内也是首次开设。

　　２．张大椿（菊人）

浙江嘉兴人。美国耶鲁大学毕业③。约１９１３年到校，长期教预科物理及实验、本科物理实验以及
物理学史。

　　３．颜任光（耀秋）

出生于广东崖县。１９１８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和研究。他师从
Ｒ．Ａ．密立根，研究气体离子迁移率和气体黏滞系数的精确测定，获得很有价值的结果。１９２０年秋到北
大任教。他对北大物理系的建设，特别是实验室的建设贡献很大。物理系图书室和金工车间的建立自

他开始。他教过的课程有气体中的电流及电子论、物理光学、专门物理实验等。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休假出
国访问一年，参观剑桥大学卡文迪什等实验室后深感中国太缺少科学仪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１９２５
年回国后即放弃大学教职，投身仪器制造工业，与丁佐臣一起创办上海大华科学仪器公司，从此中国有

了自己生产的物理仪器和仪表，他为我国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４．丁燮林（巽甫）

江苏泰兴人。１９１４年留学英国，１９１９年获伯明翰大学硕士。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教。先后任理预
科主任和物理系主任。他教过预科物理、普通物理、物理光学、专门物理实验等。他编写的预科物理实

验讲义包括６０多个实验。１９２６年１１月离开北大，筹备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后任首任所长。

·７·一、抗战前的北京大学物理系（１９１３—１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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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李书华（润章）

河北昌黎人。１９１８年获法国图卢兹大学理学硕士，１９２２年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当年回国任北京
大学教授，曾任系主任。他教过预科物理、普通物理、普物实验、放射学及 Ｘ射线、物性学和专门物理实
验等课程。编写了《普通物理实验讲义》第一册（北京大学出版部，１９２３年）。

　　６．夏元?（浮筠）

浙江杭县人。１９０５年赴美留学，１９０９年耶鲁大学物理系毕业，１９０９年去德国柏林大学深造，成为
普朗克的弟子。因辛亥革命后广东留学经费被取消，１９１２年初辍学回国，５月应严复之聘任北京大学理
科学长，他一直担任此职，直至１９１９年３月废除科为止。在此七年间他对理科的建设精心策划，贡献良
多。他在１９１７年１１月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上提出由他主持制定的《改订理科课程案报告》，包
括对预科，本科算学门、天文学门、物理学门、化学门、生物学门和地质学门的全部课程设置的建议。他

综合了自己所了解的欧美理科教学情况所提出的方案，对全国理科的建设有指导意义。１９１９年４月夏
元?因“办理学务著有功绩获大总统批准的三等嘉禾章①。１９１９年夏休假到德国游学，经普朗克介绍认
识了爱因斯坦。夏元?于１９２８年回北大，１９３１年夏再次离校，在此期间任系主任两年多，曾讲授数理
物理、原量论及原子构造论、波动力学、相对论等课程，还聘请清华等校教授到北大授课，如吴有训、萨本

栋等。

　　７．王守竞

江苏苏州人。１９２６年美国哈佛大学硕士，１９２８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后在美继续科学研究。
他在量子力学发展初期，在氢分子基态能量的变分法计算和量子力学中的不对称陀螺转动能研究等方

面做出了贡献。１９２９年回国任浙江大学教授，１９３１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②兼系主任。他讲授理论力
学、量子力学等课程。在他的领导下，物理课程内容进一步现代化，并在自制实验研究设备方面取得不

少进展。１９３３年他因救国心切，决心致力于应用科技而离校，曾任资源委员会中央机器厂厂长和该会
驻美代表，后任王安公司驻欧洲代表。

　　８．饶毓泰（树人）

江西临川人。１９１８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士，１９２２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他师从Ｋ．Ｔ．康普顿，研究
气体导电，这是当时物理学前沿问题。他对汞弧激发电压远低于汞原子电离电势和汞弧维持电压又远

小于激发电压的机理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获得理论和实验相一致的结论。１９２２年回国，创办南开大
学物理系。１９２９—１９３２年赴德国研究铷、铯原子谱线的倒斯塔克效应，这也是当时科学前沿的问题。
研究结果发表在Ｚｅｉｔ．ｆ．Ｐｈｙｓｉｋ上。１９３３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物理系系主任。饶毓泰担任系主任
长达１９年，还兼任理学院院长。在抗日战争前的四年中，饶毓泰延聘吴大猷等良师，积极创造科研条
件，使物理系的教学科研获得很大的发展，他招收研究生，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使物理系成为我国物理

系界教学、科研的重要基地之一。１９３７—１９４４年，饶毓泰担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主任。１９４４年１月
再次赴美，从事分子光谱研究。１９４７年初回北大，积极筹划物理系建设工作，聘请了一批学术造诣较深
的教授来系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饶毓泰虽然不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但仍关心系和教研室工作，
并指导研究生，讲授气体导电和反映新进展的光磁共振等。饶毓泰是我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

·８· 第一部分　北京大学物理系九十年

①
②
北京大学史料第２卷，第４６０页。
１９３１年夏，北京大学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联合成立“合作研究特款顾问委员会”，开始聘请研究教授。第一批研究教授

有丁文江，王守竞，汪敬熙、李四光、许骧、葛利普、冯祖荀、曾昭抡、刘树杞、徐志摩、周作人、陈受颐、汤用彤、刘半农、赵?抟、刘志鰎等１６
人。研究教授工资比一般教授高，前者为每月５００元，而一般教授的最高工资为４００元。研究教授不得在校外兼任何职务，且需定期报
告研究成果。１９３２年清华大学教授萨本栋休假，应聘任北大研究教授一年。１９３３年饶毓泰、朱物华被聘为研究教授。



（三）师 资 队 伍

在京师大学堂时期的物理教师有：日本理学学士、第二高等学校（为日本高中的名称）教授氏家谦

曹，１９０４年７月—１９０８年１２月任速成科物理、算学教习；吴乐鬯，１９０４年１０月—１９０７年２月任物理教
员；艾克坦，１９０９年９月—１９１２年１０月任理化教员，国籍不详；何育杰，１９０２年师范馆学生，１９０４年被
选派赴英留学，获曼彻斯特大学硕士，１９０９年任物理教员，这些是北京大学历史上最早的一批物理教
师。

１９１３—１９２０年期间在北京大学担任物理教学的教授有夏元?、何育杰、王蓥、秦汾、张大椿、张善
扬、李祖鸿等。夏元?负责理科的筹划和领导工作。何育杰负责主编物理教科书及教授要目（即教学

大纲）和二、三年级物理理论课程的教学。王蓥除讲授一年级物理课和物理学史课外，负责全部本科实

验教学。秦汾讲授力学和天文学。张大椿、张善扬、李祖鸿负责理预科的讲授和实验教学。他们是北京

大学本科物理教育的开创者，有筚路蓝缕、开启山林之功。

在本阶段初期的教授王蓥和李祖鸿（英国格斯哥大学理科及美术学校图画科毕业）于１９１８年离
系；张善扬（美国康乃尔大学工科学士）于１９１９年离系；秦汾（美国哈佛大学天数科硕士）在１９１９年初
废科设系时任数学系教授，但仍授物理系学生的力学、天文学。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担任预科物理教学的教
员增加汪庚和纽伦［英籍，圣保罗学院（高等师范性质）理化科毕业，学士，１９１３年到校任理化教员，兼授
英文，主要是教化学］；夏元?于１９１９年夏休假赴德。因此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成为北大物理系师资最为缺
乏的时期。

１９２０年，留英的丁燮林硕士和留美的颜任光博士到校；１９２２年留法的国家博士李书华到校；１９２３

饶毓泰、郑华炽、吴大猷合影

摄于１９３７年

年哈佛大学博士、无线电学家温毓庆到校，虽张大椿于

１９２２年离校，师资力量仍大为增强。１９２５年，麻省理工学
院电机工程硕士杨肇鴒到校更加强了应用电学和专门物

理实验方面的教学。遗憾的是好景不长，颜任光１９２４年
休假出国，１９２５年转入仪器工业的创办；丁燮林于１９２６年
底奉命筹建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而离系；温毓庆于１９２７
年离系他就；何育杰于１９２７年任东北大学理工学院物理
系主任；杨肇鴒也于１９２８年转入新建立的中央研究院物
理所；此时靠李书华和从外校请来兼任讲师以及本校青年

教师苦撑局面。１９２９年夏元?回校，聘请张贻惠、文元模
为教授，龙际云为副教授，张佩瑚为讲师，吴有训、沈宗汉、

梁引年、蔡钟瀛为兼任讲师。１９３１年夏元?离系，王守竞
任研究教授，并接任系主任。１９３２年美国伍斯特工学院理
学博士萨本栋在清华大学学术休假，应聘任北大研究教授

一年，同时吴锐应聘为教授；１９３３年王守竞离校，饶毓泰应
聘为研究教授并接任系主任；哈佛大学博士（１９２６）、无线
电学家朱物华１９３３年应聘为研究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博
士（１９３３）、光谱学家周同庆于１９３３年到校任教授；张宗蠡
副教授于１９３３年应聘到校；密歇根大学博士（１９３３）、原
子、分子物理学家吴大猷于１９３４年到校任教授，至此师资阵容再次大振。１９３６年奥地利格拉茨工科大
学博士（１９３４）、拉曼光谱学家郑华炽由中央大学转来北大任教授，使北大光谱学研究臻于国内前茅。

·９·一、抗战前的北京大学物理系（１９１３—１９３７）



（四）课 程 设 置

在京师大学堂时期课程设置分为两级：共同必修课（当时名为溥通学，后称普通学）十门：经学、理

学（指国学中的理学，不是“科学”）、中外掌故学（历史）、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

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另必修一门外国语言文学（英、法、俄、德、日）。普通学卒业后，每个学生学

习一门或两门专门学。专门学的科目为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包括法律学）、高等地理学

（包括测绘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工艺学（包括医学），专门学教材采西文原著。未学西文

者则读编译局的书。

如前所述，１９０３年修订的《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中规定学校的体制、学制及课程设置时设速成
科，内分仕学、师范两馆。仕学馆学制三年，每年均有物理课，周学时分别为４、３、３。师范馆学制四年，
每年物理课周学时均为３，第四年主要内容为物理教学法。外语课课时较多，前二年周学时６，后二年周
学时４。《章程》中还规定分科大学物理学门学习科目及各科目的周学时数（圆圈内数字）：

一年级：力学④，天文学③，物理学实验（不定），微积分⑤，几何学④；
二年级：物理学⑤，力学③，物理学实验（不定），数理结晶学①，物理化学③，应用力学③物理实验

法及最小二乘法②微分方程式论及椭圆函数论③，球函数①；
三年级：物理学⑤，力学③，物理学实验（不定），化学实验（不定），气体论②，毛管作用论①，音论

①，电磁光学论①，理论物理学演习（不定），应用电气学①，物理星学①，函数论③；
《章程》中还规定：“第三年毕业时，畴出毕业课艺及自著论说”，“以地震学及测地学为随意科目”。

这是我国最早的、从未付诸实践的物理学本科教学计划，它反映了当时的认识，录此存照。

１９１３年起，北京大学本科物理教育的开创者夏元?、何育杰、王蓥、秦汾、张大椿、张善扬、李祖鸿等
教授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终于为物理学门开出了比较系统的课程，进行了初步的实验室建设，同时完

善了原有的预科物理教学。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学年度的课表反映了他们的成就，现介绍如下，圆圈内为周学
时数。

Ⅰ．理预科
一年级：国文③，英文⑨，数学⑨，物理③，化学③，博物②，体操②。
二年级：国文③，英文⑥，德文或法文⑤，数学⑤，物理②，物理实验②，化学②，化学实验②，图画

③，力学①，体操②。
三年级：国文③，英文⑥，德文或法文⑤，微积分④，物理②，物理实验②，化学②，化学实验②，图画

③，力学①，体操②。
Ⅱ．本科物理学门
一年级：数学温习③，解析几何③，微积分④，物理⑤，物理实验③，化学③，化学实验③。
二年级：微积分及函数学④，微分式论③，力学③，数理物理④，热力学及气体动力论（上学期④），

电学（下学期④），物理实验③。
三年级：电学④，物理实验③，物理学史①，物理化学③，天文学④。
此后，北大物理系的课程不断更新，下面列出两个阶段的课程及部分课程所用参考书，以反映变化

及当时教学内容的水平。

　　１．１９２５年左右的课程①

（１）预科物理④，两学年；预科物理实验③，两学年，共有实验６２个，用实验讲义。参考 Ａｌｌｅｎ和
Ｍｏｏｒｅ著实用物理学。

·０１· 第一部分　北京大学物理系九十年

① 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１７日、１９日、２０日。



（２）普通物理④，两学年，包括物理学、声学、热学、电磁学和光学。参考 Ｅｄｓｅｒ，Ｓｔａｒｌｉｎｇ，Ｐｏｙｎｔｉｎｇ＆
Ｔｈｏｍｓｏｎ所著教材。

（３）普通物理实验③，两学年，共有实验６９个，少数实验到三年级再学。参考Ｆｅｒｒｙ著《物理测量手
册》，Ｗａｔｓｏｎ著《实用物理学》等。

（４）初等力学③，理论力学③，由数学系开设。
（５）数理物理④，内容包括六个部分：矢量运算、势论、弹性学、声学、热传导、电磁场理论。每年选

讲一部分。参考Ｊｅａｎｓ著《电磁场的数学理论》、Ｈｏｕｓｔｏｎ著《数理物理》、Ｋａｌ?ｈｎｅ著《声学》（德文）、
Ｇｒａｙ著《物理学》等。

（６）热力学及气体运动论②。参考Ｂｌｏｃｈ著《气体运动论》和Ｂｉｒｔｎｉｓｌｅ著《热力学原理》。
（７）物理光学③，一学期，参考Ｄｒｕｄｅ、Ｗｏｏｄ所著教材和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著《米的数值》。
（８）应用电学②包括直流、交流两部分，包括直流电实验１５个，交流电实验９个。参考 Ｌａｎｇｓｄｏｒｆ

著《直流电机》和Ｌａｗｒｅｎｃｅ著《交流电》。
（９）无线电（又称电振动）③。
（１０）电子论、Ｘ射线及放射学③包括气体导电。参考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Ｍｉｌｌｉｋａｎ，Ｊ．Ｊ．Ｔｈｏｍｓｏｎ，Ｃｒｏｗｔｈｅｒ，

Ｋａｙｅ，Ｌｏｕｉｓ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Ａｓｔｏｎ，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居里夫人等所著有关著作。
（１１）原量论及原子构造论②，包括比热理论。
（１２）相对论②。参考爱因斯坦著《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
（１３）专门物理实验⑥，两学年。１９３０年时有电振动及电波实验２５个和近代物理实验２０个。
（１４）物理系学生选习的外系课还有：流体力学②，微积分④，微分方程③，立体解析几何②，高等

微积分④，无机化学④，普通化学实验⑤，定性定量分析④，物理化学③，物理化学实验⑥等，其中大部分
为必修，部分为任意选修。

１９２５年时的普通物理实验题目（载北京大学日刊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１９日，原文照录）：
（１）力学、物理学实验２０个：

天平 自由落体法测ｇ 转动惯量（二） 水银之表面张力

测长望远镜，测面积器 复摆 杨氏模量 黏性力（一）

压力表，温度表，湿度表 凯特摆 弯曲定律 黏性力（二）

阿特伍德机械（一） 符合法及ｇ之测定 强倔弹性模量 空气密度

阿特伍德机械（二） 转动惯量（一） 水之表面张力 蒸汽比重

　　（２）声学实验３个：

音叉振动频率测定法（一） 音叉振动频率测定法（二） 发音管

　　（３）热学实验１０个：

比热雷诺氏法 本生氏热量表 蒸发热 热功当量

拉瓦锡氏热量表 水银之绝对膨胀率 水蒸气之最大压力 气体两种比热之比率

长度膨胀率 玻璃之膨胀率及水在各种温度下之膨胀率

　　（４）光学实验１４个：

照度表

（可能指光度计）

望远镜放大率 单缝衍射 菲涅耳双面镜

分光镜 光栅衍射 牛顿圈

厚透镜 分光镜分度尺之校正 狭缝及细丝之衍射 光之偏振

光桥 望远镜之分辨率 菲涅耳双棱镜

·１１·一、抗战前的北京大学物理系（１９１３—１９３７）



　　（５）电学实验２２个：

欧姆定律 电解质 高电阻测定法 电容绝对测定法

热之电能当量 正切电流计常数

电阻与温度

热电偶

动圈式电流计常数及灵敏

度

开尔文电流秤及西门子电

动表

电容比较测定法

电量感应率

电磁感应 象限静电计

比电阻 溶液电导率 自感 地磁

等位面 微电阻测定法 互感 放射性物质

　　２．３０年代的课程

１９３０年北京大学停办预科，筹办研究科，北大物理系的课程进一步向更高层次发展。１９３２年北大
开始实行学分制，学生选课的自主性增加，本科生也可选修研究生课程，有利于优秀学生的成长。

１９３０年夏元?开设波动力学，１９３１年王守竞开设量子力学，这些都是国内首次开设的课程。后来
教授们又开出其他课程，从《课程指导书》可看出，在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期间的课程已比较完备，具体内容
如下。

本科物理课程为：普通物理（８学分，以下圆圈内均为学分数）普通物理实验③，力学⑥，电磁学⑥，
电磁学实验③，应用电学及实验⑨，应用光学⑥，物理光学⑧，光学实验③，分子运动论及热力学⑥，无线
电学及实验⑨，近代物理及实验⑨。

研究生课程有：

（１）理论力学③，其内容为分析力学，并侧重在原子及分子结构上的应用。参考书为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著
《分析力学》，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著《原子结构及光谱》。

（２）数学物理③，包括下列四部分内容，分四学期开设，每两年开一轮。
① 傅氏级数与傅氏积分，带谐函数，球谐函数，柱谐函数，势论。参考书为Ｂｙｅｒｌｙ著《傅氏级数和圆

谐函数》和Ｗｅｂｓｔｅｒ著《力学》；
② 偏微分方程，边值问题。参考书为 ＲｉｅｍａｎｎＷｅｂｅｒ著《物理中的微分方程》卷１和 ＣｏｕｒａｎｔＨｉｌ

ｂｅｒｔ著《数学物理方法》；
③ 张算和相对论，参考书为Ｋｏｐｆ著《相对论的数学理论》和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著《相对论的数学理论》；
④ 群论和量子力学。
（３）量子力学（一）③：基本原理，氢原子，微扰论，多电子问题及氢分子。参考书为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著

《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著《波动力学补编》，Ｒｕａｒｋ和Ｕｒｅｙ著《原子、分子和量子》。
（４）量子力学（二）③：复杂原子能级之计算与斯塔克效应，多原子分子之振动、转动、电子能级及

其光谱，拉曼效应，碰撞理论，核衰变和蜕变等。

（５）量子力学（三）③：狄拉克电子论等。参考书为ＨａｎｄｂｕｃｈｄｅｒＰｈｙｓｉｋＢｄ．２４，Ｔｅｉｌ２中Ｐａｕｌ的
文章。

（６）电动力学④。参考书为Ａｂｒａｈａｍ和Ｂｅｃｋｅｒ著《电磁理论》，Ｆｒｅｎｋｅｌ著《电动力学》。
（７）电光学和磁光学②。
（８）原子光谱③。参考书为Ｗｈｉｔｅ著《原子光谱导论》。
（９）分子光谱③。
（１０）高等电路原理④。
（１１）气体导电④。
（１２）拉曼效应及分子构造。
近代物理实验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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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限静电计 碰撞引起的电离

电离电流之测量 电子的荷质比和阴极射线速度的测量

用恒偏法测量电离电流 不同面积氧化铀引起的电离

用零点法测量电离电流 不同厚度氧化铀引起的电离

用多次放电法测电容器的电容 α粒子的射程和物质对α粒子的吸收

用感应法比较电容 α粒子在其径迹中产生的电离的变化

斜置验电器 闪烁器

用验电器测电离电流 物质对β和γ射线的吸收

放射性的比较 不同厚度铀的β射线

离子复合率 由γ射线和Ｘ射线激发的辐射

　　电振动及电波实验题目：

测量无线电电容器的电容 真空管特性

测量无线电电容器的电组和相移 真空管作检波器，外差法，检测效率

测量线圈的电感（Ａｎｄｅｒｓｏｎ法） 真空管放大器，放大率

测量线圈的电感（Ｍａｘｗｅｌｌ法） 测量真空管的电阻

测互感 测量板极和栅极的电容

检波晶体的特性曲线的测量 测量真空管的电感

校正波长计（计算与比较） 真空管作振荡器

测线圈的分布电容，测定线圈的自然波长，波长计

校正

制作放大器

闭耦合线路的波长

用波长计测量电容器的电容 辐射电阻

用波长计测量电容器的电感 测量发射台的减缩（ｄｅｃｒｅｍｅｎｔ）

测远处电台的波长 无线电话发射器

测天线的自然波长、电容与电感 电视

　　３．毕业论文

物理系要求学生做毕业论文，下面是１９２５年物理系教授公布的毕业论文题目（用英文书写）①，共
１８题，放入１８个信封，由１８名学生抽取。论文可用中、英、德、法文撰写。

（１）量子概念的发展史。
（２）气体动力理论的发展史。
（３）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讨论。
（４）简述菲涅耳在光学上的工作。
（５）详述迈克耳孙干涉仪和法布里珀罗干涉仪的理论和应用。
（６）设计一个八极、２２０Ｖ、１００ｋＶ·Ａ、效率为９０％自激励式发电机，应有全套必需的附件。
（７）三极真空管的历史、理论和应用。
（８）电磁质量概念的发展及其验证。
（９）简述赫兹关于电磁波的工作。
（１０）试述气体导电的电解质性质（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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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计算圆环形天线的特性参量（参考Ｐｉｅｒｃｅ著《电波》）。
（１２）Ｘ射线谱的理论及其在物质结构分析中的应用。
（１３）试述测定阴极射线和阳射线荷质比的所有方法。
（１４）卢瑟福玻尔理论的实验基础和理论基础。
（１５）试述所有测定阿伏伽德罗常数的方法。
（１６）简述卢瑟福关于放射性的工作。
（１７）试述所有测定电子电量的方法。
（１８）简述所有的Ｊ．Ｊ．汤姆孙的创造性的工作。
从上面题目看，绝大多数是读书报告性质的，这反映当时的水平。

（五）毕　业　生

１９１６年，本科学生孙国封、丁绪宝、刘彭翊、陈凤池、郑振瞷等五人毕业，成为我国第一批物理学本
科毕业生。孙国封、丁绪宝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后分别于１９１７年和１９１８年赴美留学。孙国封于１９２３
年获康乃尔大学理学博士，回国后任东北大学理工学院院长、教育部专员等，１９３６年去世。丁绪宝于
１９２２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并在克拉克大学、哈佛大学从事物理研究三年。回国后曾任东北大学、
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教授。１９９１年去世。
１９１３—１９３７年期间新生及毕业生统计如下：

年　份 １９１３ １９１４ １９１５ １９１６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８ １９１９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１

新生　 ５ ４ ４ ８ ８ １０ ２２ ４ ２２

毕业生 ５ ２ ３ ７ ７ １２

年　份 １９２２ １９２３ １９２４ １９２５ １９２６ １９２７ １９２８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０

新生　 １１ ４ １０ １０ １１ １０ １８ １３ ２２

毕业生 ４ １０ １４ １３ １１ ４ ７ ８ ６

年　份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４ １９３５ １９３６ １９３７

新生　 ４８ ３１ ２２ ２９ ２２ １６

毕业生 ５ １６ ４ ７ ２５ ２４ ２７

　　注：１９１６—１９２２届毕业生均为预科三年，本科三年毕业。１９２３届起均为本科四年毕业

（六）研究生教育　理科研究所

虽然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有“通儒院”之设，实际上全国要从小学、中学教育办起，头２０年根本谈不
上培养研究生。但教授们深知，一方面大学教育离不开科研，要设法开展科研活动；另一方面应该给本

科生进一步提高的机会，因此有早期的研究所的建立。

在蔡元培领导下，１９１７年底北大成立各科的研究所。按规定①，研究所的任务为进行专题研究，共
同研究（包括名词翻译、编写参考书等），指导阅读某一学科书籍和文献等；有研究成果者可发给证书，

成果交图书馆保存，也可在《北京大学月刊》上刊登；凡青年教师、高等级学生或已毕业的学生均可申请

作“研究员”，在该学门教授指导下进行研究。实际上几年内物理学方面的研究题目都是读书报告性

质，“研究员”并非研究生，更非专职的研究人员。

理科研究所第一次会议于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９日举行。夏元?任主席，决定张大椿任物理学门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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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决定了各位教授分担的科目：何育杰（电学理论）张大椿（热学）李祖鸿（光学）王蓥（电学）张善扬

（电学）。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２８日物理门召开第一次会议，确定了第一批研究员的读书任务：助教丁绪宝
（Ｐｏｙｎｔｉｎｇ和Ｔｈｏｍｓｏｎ著《物理学》）毕业生刘彭翊（Ｆｏｘ著《力学》）毕业生陈凤池（Ｌｏｎｅｙ著《力学》）。
会上还决定每两周开会一次，由研究员报告读书心得并提出疑难问题，进行讨论。也可邀请他人作报

告。１２月第二次会议上即请叶浩吾作“地动仪”的报告，并吸收三年级学生吴家象为研究员（阅读
Ｐｏｙｎｔｉｎｇ和Ｔｈｏｍｓｏｎ著《热学》）。次年１月９日丁绪宝作有关物性学的报告，这是我国最早的物理讨论
会，该报告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发表。

１９２０年评议会通过的《研究所简章》①中指出，研究所仿德国、美国之 Ｓｅｍｉｎａｒ办法，为专攻一门知
识之所。暂设四个所：国学、外国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所不另设主任，其研究课程均列入各

系课程指导书内。各种研究在图书馆或实验室内举行之。三年级以上学生或毕业生均得择习研究课，

但本科生须曾作特别研究已有成绩，且经所长和系教授会特许。

北京大学研究所这一机构实际上从１９２０年起仅国学研究所一直正常运转，成果颇多，理科各所则
活动甚少。据资料所载，１９２２年１月开始，以物理系教授会名义组织过多次“读书会”活动，由丁燮林、
何育杰等主持，报告人均为高年级学生，其内容有：电子电量的测量、光的速度、光速变否的讨论、α射
线、摄谱仪及其应用、热电等。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２４日北京大学物理学会（学生社团性质）成立，该会也曾组
织学术报告会。

１９２９年北京大学曾制定《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章程》，其中对招收研究生问题做出不少规定。此事
未能付诸实施。１９３０年教育部下令停招预科学生，并称可附设高中。代理校长陈大齐征求蔡校长意
见，蔡元培复函②中说：“弟以为预科生当然停招，改办高中亦可不必。北平中学颇多，想均有高中，正

不必再为代庖。北平所急需而尚少者，大学之研究科耳。本校本有增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文科研究

科之议，因经费无着，曾要求俄款委员会拨款补助。今吾乘停办预科之机，即以所省之费移用于研究科，

则预定之计划似不难实现。总之，吾人为北大发展计，与其求诸量，毋宁求诸质。与其普及，毋宁提高。

不必以学生人数之多寡为老成。”蔡元培高瞻远瞩，于此可见。１９３０年４月决定筹办研究科，１９３１年国
学门开始招收研究生。１９３２年６月正式成立研究院，７月制定《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规程》③，研究院分
设自然科学、文史、社会科学三部。１９３４年６月又改为文科、理科及法科三研究所④，所长由文、理、法
三院院长兼任。上列规程中将研究生培养分为两级，毕业时分别发给乙等证书和甲等证书。１９３５年
《学位授予法》颁布，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暂行规程》明确规定：研究生学习课程及格，初试合

格，研究两年，完成论文，通过学位考试委员会的考试，由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已得硕士学位，继续研究

两年，经学校考核成绩合格，又经教育部审查许可，得为博士学位候选人。博士学位候选人之学位考试，

由国家举行之，最后由国家授予博士学位⑤。

１９３２年物理学部曾录取一名研究生（任自立），后因该生没有报到而取消资格。１９３５年马仕俊、郭
永怀、卓励、赵松鹤被录取为理科所物理学部研究生，后卓励未入学。因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马、郭、
赵等人未能完成研究生学业，后来马仕俊、郭永怀均取得卓越成就，当另行介绍。赵松鹤后任西安交通

大学教授。１９３６年虞福春、马大猷又被录取为研究生，按当时规定，需要工作一年始能入学，虞福春去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一年，马大猷考取公费留美，到清华学习一年后出国。他们后来也成为我国

著名物理学家。

北大培养的研究生虽然不多，但开设了较充实的研究生课程，对高年级学生的培养和青年教师的提

高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５１·一、抗战前的北京大学物理系（１９１３—１９３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北京大学史料第２卷，第１３３６页。
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３０年４月１２日。
北京大学史料第２卷，第１３３８页。
北京大学史料第２卷，第１３４１页。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我国从未授予博士学位。



（七）科 学 研 究

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在１９３１年以前北大物理系教授们着力于课程建设，特别是教学实验室
的建设，基本上没有科学研究，但教学实验日趋完善，为开展研究必需的期刊及书籍的购置和服务于实

验室的金工车间均为开展科学研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颜任光、丁燮林和李书华，特别是颜任光，对实

验室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守竞到系后，在两年的时间内与助教一起建立了真空系统、阴极溅射设备、制造渥拉斯顿线的设

备和磨制光学平面的设备，制出直径十余厘米的光学平面，不平度小于１μｍ，并从理论上得一测定玻璃
不平度的方法，在１９３２年中国物理学会年会上宣读。他还与王季同合作从理论上得一研究任何复杂电
网的简单方法研制改进型康普顿静电计，用改进的迈克耳孙干涉仪测定金刚石的弹性系数等。作为一

个理论物理学家，如此重视与应用有关的研究实属难得。他后来转向国家的工业建设更体现他救国之

志的真诚。

饶毓泰到校后，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光谱的研究就成为北大物理系的主要方向。饶毓泰扩建金工

１９９２年吴大猷教授到北大访问时见到
他５９年前为北大物理系购买的光栅保
存完好，感慨系之

车间。他从德国购进Ｓｔｅｉｎｈｅｉｌ大型摄谱仪，有玻璃和石英光
学元件各一套，可轮换使用。为充分发挥其效率，金工车间

复制了一套机械部件，从而装成两台可同时使用的摄谱仪，

还配备了石英汞灯、氦辐射灯等光源和由交流电机驱动的直

流电源。真空系统是教师自己吹制的，扩散泵和机械泵是外

购的。还委托吴大猷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Ｒ．Ｗ．
Ｗｏｏｄ教授处洽购得一块高分辨率凹面大光栅，球面直径２８
英尺，刻线面宽６英寸，每英寸刻线３万条，分辨率达１．８×
１０５。为此光栅专门建造了光栅室，室内有室，以减少光栅所
在的内室温度的变化，光栅和照相底版所在处的地基与周围

地基之间用沙层隔开，以减少周围震动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饶毓泰还设计制造了磁场可达６０００高斯的线圈和另一个较
小的线圈。这些设备为开展光谱学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自１９３３—１９３８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教师根据在国内所做的研究工作在国内外物理期刊上发表理论
及实验论文２１篇，绝大部分是光谱学和原子、分子结构方面的，其中有：饶毓泰对多原子分子斯塔克效
应的研究；周同庆和赵广增对汞分子光谱的研究；吴大猷、饶毓泰、郑华炽、孙承谔（化学系）和助教江安

才、沈寿春、薛琴访等对多原子分子光谱及拉曼光谱的研究。吴大猷还进行理论研究，包括氦原子的双

激发态、原子的自电离、原子的电子亲和性等，他引入了原子激发态的电子亲和性的概念。马仕俊作为

学生参加了氦激发态的理论研究。吴大猷力图将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结合起来，工作十分活跃，在短短

的三年多时间里，他单独和与他人合作发表的论文达１５篇之多。除上述研究外，朱物华和张仲桂从事
滤波器特性的理论及实验研究，发表论文３篇；张宗蠡从事应用光学研究，制成半自动磨镜机，观察到玻
璃加热时其短波吸收限向长波处移动的现象，编写应用光学教材。在科学研究方面值得一提的是：①
许多理论研究是与实验研究相结合的；② 这些论文中半数以上是实验研究；③ 当时位于北平的三个主
要物理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研究院有着很好的学术合作关系，举办联合学术讨论会，在

研究条件方面互相支持，如北京大学大型摄谱仪未到货时曾向清华大学借用小型摄谱仪和红外照相底

版。

总的说来，在抗战前北京大学物理系已成为我国物理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物理学报

１９３３—１９３７期间刊载的４２篇论文中，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１２篇，北京大学９篇。当时很多论文送国
外发表，未作比较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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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 术 交 流

１．邀请爱因斯坦访华未果

１９２１年３月１６日蔡元培在德国由夏元?陪同造访爱因斯坦①，“询以能否往中国，答甚愿，但须稍
迟。彼询如往中国讲演，应用何语言？答可以用德语，由他人翻译，夏君即能译者之一。”１９２２年１１月
１３日爱因斯坦经上海去日本讲学，原计划１２月到北京大学讲学两周，但因信件转递延误，爱因斯坦因
未接北大回函而误会以为有变，改变了行程，延长了在日本的逗留时间。将离日本时才收到蔡元培和夏

元?的信，此时已无法践约。虽然爱因斯坦仍路经上海，但未能到北平。双方对此均感遗憾②。为迎接

爱因斯坦访华，《北京大学日刊》于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１５日刊载“关于爱因斯坦学说的书目”；１９２２年１１月
２４日至１２月１３日举行七次公开演讲，由丁燮林、何育杰、高叔钦、夏元?、王仁辅（数学系教授）、文元
模、张竞生（哲学系教授）分别介绍相对论前的力学、狭义相对论、时空观、爱因斯坦生平、非欧几何、广

义相对论、相对论的哲学意义等。此前１９２１年１月哲学家罗素访华时曾作系统讲演六次，其中第五次
讲相对论，第六次讲相对论的哲学问题。爱氏讲学虽未实现，但由此引起的一系列活动对于我国物理学

界学习相对论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２．几位著名物理学家访问北平

（１）普朗克教授（Ｉ．Ｒ．Ｐｌａｎｃｋ）于１９２３年５月２９日至６月１日在北大理学院大讲堂和国立工业专
门学校讲：“热力学之第二原理及热温商（ｅｎｔｒｏｐｙ）之意义”，“Ｎｅｒｎｓｔ热论（即热力学之第三原理）”，“最
新之产冷法”，“产冷法之应用”。

（２）Ｐ．朗之万（Ｌａｎｇｅｖｉｎ）教授于１９３１年冬受国际联盟委托来华考察教育，他应北大、清华、北平研

１９３２年１月７日朗之万参观北平研究院理化部时合影

究院之邀，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２日至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１
日作系统讲演９次，均在北大物理系院内的第五教
室进行。讲演内容为：“相对论力学和量子论及其

在磁性理论中的应用”。此外，他还于１０月１９日
在北大作“科学思想之过程”的报告；在北平物理学

界人士召开的欢迎会上力主中国应建立物理学会，

因而１１月１日北平物理学界１３人集合，决定通函
国内征求发起人，并拟定章程草案。中国物理学会

终于在１９３２年８月２２日召开成立大会和第一次年
会。

（３）Ｉ．朗谬尔（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博士于１９３４年１２月
访问北平，并作学术演讲。

（４）Ｐ．Ａ．Ｍ．狄拉克（Ｄｉｒａｃ）教授于１９３５年７
月访问北平，在清华作两次学术报告，题目为：“电

子论”（７月１５日）和“正电子理论”（７月１７日）。
（５）Ｎ．玻尔（Ｂｏｈｒ）教授于１９３７年５月３１日至６月４日在北平作过三次演讲：“原子核Ⅰ”（在北

京大学理学院大讲堂）；“原子核Ⅱ”（在清华大学科学馆）；“物理中的因果律”（在北京大学理学院大讲
堂）。他在北大留下了漂亮的板书和珍贵的照片。

·７１·一、抗战前的北京大学物理系（１９１３—１９３７）

①
②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６０页。
戴念祖“爱因斯坦在中国”《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赵中立，许良英编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３９６页。



玻尔的板书 玻尔在演讲

在北京大学理学院大讲堂前合影

１玻尔，２玻尔夫人，３玻尔之子，４蒋梦麟校长，５蒋梦麟夫人，６吴有训，７叶企孙，８吴大猷，９饶毓泰，１０赵忠尧，

１１霍秉权，１２郑华炽，１３夏元?，１４樊际昌，１５曾昭抡

　　３．学生的课外学术活动

自１９１８年开始物理系学生学术空气比较活跃。在校方及教授们的鼓励提倡下，学生曾组织“北京
大学数理学会”，经常邀请教授作学术报告，介绍科技新成就。他们在１９１９—１９２１年期间曾出版《北京
大学数理杂志》五期，刊载数理方面的科普文章，作者多数为物理系高年级学生，如１９１９届毕业生尹元
勋、吴家象、蓝芬、张遷云，１９２０届毕业生江成标、张为政和１９２１届毕业生黎樾廷等。还刊载了何育杰
的“安斯坦相对论”、颜任光的“阳射线”和罗素的“相对论之由来”（黎樾廷、王世毅记录）。这可能是我

国最早的物理学方面的刊物。１９２２年１月开始物理系教授会组织多次“读书会”，报告人均为高年级学
生，均系近代物理的内容。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２４日由在校学生组成的北京大学物理学会成立，毕业生及教师可成为该会特别会
员。该会也组织一些学术报告。

（沈克琦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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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物理系（１９３７—１９４６）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华，北平和天津相继于７月２９日和３０日沦陷敌

长沙临时大学师生步行３４００余里历时６８天
于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８日抵昆明

手。８月１９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领导与教
育部商议南迁事宜。９月１０日教育部决定，三
校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１０月２６日在
长沙举行开学典礼，１１月１日开始上课。后常
委会决议以１１月１日为本大学校庆日。１９３７
年１２月１３日南京陷落，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９日当局
决定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在长沙只上了一

学期的课。１９３８年 ５月 ４日在昆明 １９３７－
１９３８学年的第二学期开学，校名改为国立西南
联合大学。１９４６年５月学业结束，师生开始复
员返回平、津。７月３１日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
宣布西南联合大学正式结束。西南联合大学

仅仅存在九年，但她创造了我国高等教育史的

奇迹。在战时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师生们斗志昂扬，弦歌不辍，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下

面所录西南联大校歌歌词反映了联大师生当时的情怀

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歌词（调寄满江红）：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

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

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１９４６年西南联大结束时在新校舍（现云南师范大学校址）内建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由
文学院长冯友兰教授撰写碑文，① 对西南联大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最后的碑铭曰：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阳，又离别。更长征，经?蜵。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

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

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西南联大的历史是辉煌的，物理系又是西南联大中最突出的诸系之一。

（一）抗日战争前三校物理系及长沙临时大学物理系简况

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在１９３７至１９４６年期间艰苦奋斗，坚持高质量的教学，努力开展科学研究，培
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包括后来取得突出优异成绩的国际著名学者杨振宁、李政道、黄昆等，十分难

能可贵。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可称为当时我国物理学界的一支奇葩。

① 该碑由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写碑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碑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

由中国文学系教授唐兰篆额，碑上刻有８３４个名字，由算学系教授刘晋年书写。五教授合作于一 碑，堪称一绝。现北大、清华、南开三校
内均有该碑的复制品。



　　１．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物理系主要情况前已详述，不再重复。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北京大学教授有饶毓泰、朱物

华、郑华炽和吴大猷，吴大猷于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学年度去四川大学任中英庚款董事会为支援边疆设立的讲
座教授。饶毓泰任长沙临时大学物理系教授会主席。

　　２．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前身是清华学堂，是１９１１年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减赔款额①中的一部分创办
的一所留美预备学堂，４月２９日开学。辛亥革命后一度停课，１９１２年５月重新开学，１０月更名为清华
学校。清华学校办有中等科和高等科，高等科相当于大专水平，毕业后插入美国大学的二、三年级学习。

１９２５年９月清华学校设大学部，招收本科生９５人②。１９２８年清华学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１９２９年５
月清华大学改为隶属教育部，不再受外交部的管辖，由减赔庚款拨付的清华基金改为委托中华教育文化

基金董事会管理。１９２９年留美预备班结束。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招收留美学生，用清华基金支付赴美费
用，这就是大家常听说的“清华留美”或“中美庚款留美”。

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一届毕业生于１９２９年毕业，他们是：王淦昌、周同庆、施士元和钟间，此后人才
辈出。清华大学物理系是叶企孙一手创办的，１９２５年他任清华大学副教授，１９２６年升教授并任系主任。
１９２５年前留美预备班物理学课程由梅贻琦讲授，在１９２５—１９２８年期间物理系全部物理类课程都由叶
企孙讲授。从１９２８年起先后聘到吴有训（１９２８）、萨本栋（１９２８）、周培源（１９２９）、赵忠尧（１９３２）、任之恭
（１９３４）、霍秉权（１９３５）等教授，师资阵容在各大学中是最强的。１９３７年，萨本栋离校，聘来孟昭英任讲
师，第二年即升任教授。清华大学于１９３０年开始招收研究生，陆学善入学，１９３３年毕业。抗战前已开
出一系列研究生课程，读过研究生的有赵九章、傅承义、胡乾善、王竹溪、张宗燧、彭桓武、钱伟长、谢毓

章、黄席棠等人。１９３７年时清华大学物理系已成为我国教学、科研方面最强的一个物理系。上述教授，
除赵忠尧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请假去云南大学任教一年外，均到长沙临时大学任教。清华理学院院长、物理
系主任吴有训出任长沙临大理学院院长。

　　３．南开大学

私立南开大学于１９１９年９月开始招生。其前身私立南开学校曾附设过高级师范班，１９１５年增设
英语专门科一班。南开大学成立后逐步发展，到１９３７年已拥有１３个系。物理系是１９２２年由留美归来
的饶毓泰创办的。创办第一年教授仅饶毓泰一人，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增加美国博士 Ｐ．Ｉ．沃尔德（Ｗｏｌｄ）。
一年后沃尔德离去，陈礼教授到校，他负责交流电、无线电等课程及实验室工作，其他物理课程均由饶毓

泰讲授。１９２９年饶毓泰赴欧洲研究光谱学，系主任先后由卢祖诒、王恒守担任。１９３７年南开物理系教
授仅王恒守、祁开智二人，他们都没有到长沙临时大学。物理系毕业生中最突出的是吴大猷。

　　４．长沙临时大学

长沙临时大学成立时物理系有教授１０人，师资阵容为全国物理系之冠。北大、清华物理系科研、教
学均位列全国前茅。三校物理系历史上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互相亲密无间地合作是有很好的基础的。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学年物理系学生人数的统计如下，名单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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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９０１年９月 ７日签定的辛丑和约规定的赔款（即“庚子赔款”，简称庚款）中，美国分得 ３２００多万两白银的份额，合
２４４４０７７８．８１美元，限３９年（１９０２—１９４０）分期摊还，年息４％，本利合计为５３３５１５５２．１５美元。后美国政府根据统计，发现公私损失总
额（包括军事费用在内）不及赔款额之半，因有减少赔款以表睦谊之意，经清政府与美国交涉协商后达成协议：赔款额减为１３６５５４９２．６９
美元，年息４厘，按此计算还本付息数。减赔部分的本息每年仍由中方按付款计划汇交美方，由美方签退，用于派送学生去美留学事宜，
包括创办留美预备学校，从１９０９年１月１日开始实行。此１３６５余万美元赔款额中有２００万美元为预留款项，备一年内继续解决美国平
民索赔案之需，一年后结算，多余之款项也作为减赔款额，照前面的办法，每年签退给中国。所以美国退回的只是减赔之数，这些都是中

国人的钱，而且给这批钱规定了用途，用于直接派送学生留美和办留美预备学校。后来，一部分钱用来办清华大学，或用于其他教育科

研事项，与留美没有关系。关于此事不少人有误解，故在此用些笔墨以明真相。由于美国带头，后其他国家也有减赔之事，故有“中英庚

款”等。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 卷一，第８２，９５页。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卷二，第７８１页。



学　籍
所在校

学生所在年级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北京大学 ２ ９ １２ ７ ３０

清华大学 ３ １６ ８ １６ ４３

南开大学 ２ １ ３

借读生 ４ １ ５

合　计 ９ ２５ ２２ ２５ ８１

　 抗战时期教育部考虑到交通不便建立了大学生在他校借读的
制度，借读期间的成绩原校承认，毕业时发给原校的文凭。

西南联大校门

（二）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的教学

１．本科生教学

本科生毕业必须满足的要求：

（１）修满１３２学分，
（２）修毕下列全部必修课（括号内为学分数，下同），成绩合格。
公共必修课：大一国文（６），大一英文（６），第二外国语（６，例如德文或法文），中国通史（６），经济学

概论、政治学概论、社会学概论中任选一门（６），体育八个学期（要求每个学期都及格，不计学分，少一个
学期的体育成绩，不准毕业，必须补修），军训（不计学分），党义（不计学分），要求修习党义课是当时教

育部的规定，实际上西南联大没有执行，名义上以不定期地听一些报告代替，成绩单上记为合格（ｐａｓｓ）。
这是对付教育部的处理办法。

专业必修课：微积分（８），微分方程（３），高等微积分（８），普通物理（８），普通物理实验（基本上每
周一次，不另计学分），力学（６），电磁学（６），电磁学实验（１．５），热学（６），光学（６），光学实验（１．５），微
子论（３），无线电学（８），无线电实验（３），近代物理（６），近代物理实验（１），普通化学（８），普通化学实
验（不另计学分）（注：开始时电磁学实验和光学实验的学分数均为３，后改为１．５）。

选修课：可任选全校各系的课程，如大二英文、德文二、第三外语、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等。

物理系开设过的选修课有：物性论（３），应用电学（４），声学（３），普通天文学（３），天文物理学（３），实用
无线电学（６），实用无线电学实验（２），大气物理（２），等。物理系学生常选的数学课程有：高等代数
（６），近世代数（６），微分几何（６），复变函数论（６）等。

毕业论文：由教授们提出题目，学生自选，少数为研究性课题，绝大多数是文献综述性的。据记忆

当时规定为１学分或１．５学分，但成绩单上为不计学分。毕业论文不是必修的。

　　２．研究院的教学

经教育部批准，西南联合大学设研究院，自１９３９年起招收研究生。三校研究院分别招生和管理，但
课程是统一开设的。物理系师资力量雄厚，在物理学的许多分支学科都有造诣很深的学者，因而研究院

课程丰富多彩，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可以接触到当时物理学发展的前沿问题。许多西南联合大学毕业生

后来能成为国内外知名物理学家，是与这些高水平课程分不开的。

按当时规定，要取得硕士学位，必须符合以下要求：（１）修满２４学分的课程，还规定７０分为取得
学分的最低成绩；（２）通过毕业初试；（３）通过论文考试。这两次考试都由多名教授组成的考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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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例如杨振宁的毕业初试委员会成员为严济慈（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郑华炽、杨武之

（数学系教授）、叶企孙、吴有训、王竹溪、赵忠尧；论文考试委员会成员为吴有训、钱临照（北平研究院物

理研究所研究员）、叶企孙、赵忠尧、王竹溪、黄子卿（化学系教授）、马仕俊。其论文题目是：（１）晶格
常数及相互作用能与有序度的关系；（２）超晶格统计理论中准化学方法的推广。导师是王竹溪。毕业
成绩的计算方法为：课程平均成绩占１／４，毕业初试成绩占１／４，论文考试成绩占１／２，满分为１００分。

　　３．开设的课程与授课教授（不包括实验课）

（１）本科课程
① 普通物理：吴有训、赵忠尧、郑华炽、张文裕、马仕俊、王竹溪、许浈阳（师范学院理化系教授）。
② 力学：周培源、赵忠尧、马仕俊、刘晋年（数学系教授）。
③ 电磁学：霍秉权、吴有训、吴大猷、赵忠尧、叶企孙。
④ 热学：郑华炽、叶企孙、王竹溪。
⑤ 光学：饶毓泰、郑华炽、虞福春（讲师）。
⑥ 无线电学：任之恭、孟昭英、朱物华、马大猷（电机工程系教授）。
⑦ 近代物理：吴有训、吴大猷。
⑧ 实用无线电：任之恭、张景廉（教员）。
⑨ 应用电学：朱物华。
⑩ 物性学：叶企孙、张文裕。
瑏瑡 微子论（气体运动理论）：叶企孙、王竹溪、马仕俊。
瑏瑢 普通天文学：戴文赛（天文研究所研究员）。
瑏瑣 天文物理学：戴文赛。
瑏瑤 声学：张文裕。
瑏瑥 大气物理学：赵九章。
瑏瑦 普通物理示教实验表演（每两周一次）：许浈阳。
（２）研究院课程（括号内为学分数）
① 流体力学（６）：周培源。
② 统计力学（３）：王竹溪。
③ 量子力学（６）：吴大猷、王竹溪、马仕俊。
④ 理论物理（６）：马仕俊。
⑤ 物理学基础（３）：吴大猷（本科生选习本课时，按４学分计）
⑥ 动力学（２）：王竹溪。
⑦ Ｘ射线及电子（６）：吴有训。
⑧ 广义相对论（３）：周培源。
⑨ 光之电磁论（３）：饶毓泰。
⑩ 高等力学（３）：吴大猷。
瑏瑡 量子力学与原子光谱（３）：吴大猷。
瑏瑢 量子化学（３）：吴大猷。
瑏瑣 放射性与原子核物理（６）：张文裕、霍秉权。
瑏瑤 原子核、场论（３）：马仕俊。
从以上课表可以看出，一门课程几位教授均可开设，每位教授能开多门课程，不少课程是由从事该

学科研究的专家讲授的。所开课程几乎涉及近代物理的各个领域，因而可以说，教学质量是一流的。杨

振宁在８０年代回忆西南联合大学生活时的话反映了物理系教学的成功：“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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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是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直到

１９４４年取得硕士学位。……课程都非常有系统，而且都有充分的准备，内容都极深入。直到今天我还
保存着当年听王先生教授量子力学时的笔记，它对我仍是有用的参考资料。……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

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六年时间里（１９３８—１９４４）培养起来的。”“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
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吴先生对我发生很大的影响，是因为我的联大学士论文是跟他写的。

……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

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杨振宁正是由于与李政道一起提出弱

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理论而同获１９５７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为了写硕士论文，我去找王竹溪先生，那
时他是很年轻的教授，刚从英国回来不久。在王先生的指导下我写了一篇论文，是关于统计力学的。这

篇论文把我引导到统计力学的领域。以后４０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
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４．实验课程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大学仓促内迁，实验仪器丧失殆尽，实验课程难以开出。西南联合大学领导十

西南联大的学生宿舍

分重视实验教学在培养科学人才中的作用。在筹

建长沙临时大学时的１９３７年９月，就组成理工设
备设计委员会，物理系的饶毓泰、吴有训均为委员。

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９日，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昆明，２月
１４日就推定各系在香港订购仪器的负责人：物理
系吴有训，电工系任之恭，化学系张大煜、钱思亮，

生物系张景钺。１９３８年６月，又得到中华教育文
化基金会董事会补助的理工设备费 １０万元。此
后，从上海和国外购得的仪器设备经越南海防和滇

越铁路陆续运至昆明。物理系于１９３９年按萨本栋
著《普通物理学实验》开出了一学年的普通物理实

验，每周一次，以后还开出电磁学实验（一学年，每

周一次），光学实验（一学年，每周一次），无线电实验（一学年，每周一次），近代物理实验（６个实验）。
在四年学习中，每年都有物理实验课程，保证了对学生较全面的培养，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日本飞

机经常空袭昆明时期，有的实验室每次做完实验后就把贵重仪器放进半埋在地下的５０加仑的大汽油桶
中，到下次做实验时再取出，这样保证了实验教学的正常进行。

（三）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的科学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物质条件极差，物理系的教授们并未因此放松科学研究工作，他们不仅自己做研究，

而且还带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进行研究；不仅开展了理论工作，还千方百计克服种种困难开展实验研

究，取得研究成果。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和金属研究所位于昆明北郊大普吉村，那里的人员都进行物

理学方面的科研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师生，包括清华大学的两个研究所在内，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期，

发表于国内外学术期刊上的论文１０８篇（其中包括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学术休假出国时在国内外发表的
论文和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师生做出研究成果而于１９４７年发表的论文，但不包括西南联合大学师生出国
攻读学位时发表的论文和学成回国前在国外发表的论文）。在国外发表的５０篇分别刊载在下列期刊
上：Ｐｈｙｓ．Ｒｅｖ．（２３篇），Ｊ．Ｃｈｅｍ．Ｐｈｙｓ．（７篇），Ｎａｔｕｒｅ（４篇），Ｐｒｏｃ．Ｉ．Ｒ．Ｅ．（３篇），Ｑｕａｒｔ．Ａｐｐｌ．
Ｍａｔｈ．（２篇），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Ｊ．（２篇），Ｐｒｏｃ．Ｃａｍｂ．Ｐｈｉｌ．Ｓｏｃ．（２篇），Ｐｒｏｃ．Ｉｎｄ．Ａｃａｄ．Ｓｃｉ．（２篇），Ｊ．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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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Ｐｈｙｓ．（１篇），Ｔｅｒｒ．Ｍａｇｎ．Ａｔｍｏｓ．Ｅｌｅｃｔ．（１篇），Ｊ．Ｐｈｙｓ．Ｃｈｅｍ．（１篇），Ｐｈｙｓｉｏ．Ｊ．（１篇），Ｂｕｌｌ．Ａ
ｍｅｒ．Ｍａｔｈ．Ｓｏｃ．（１篇）。在国内发表的论文５８篇，分别刊载于中国物理学报（３０篇），科学记录（１７
篇）和清华大学理科研究报告（１１篇）。

在战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取得这么多科研成果是十分难得的，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西南联合大

学物理系是当时我国首屈一指的物理学研究基地。下面就这些研究所涉及的学科、研究情况和研究人

员作一简要介绍。

从西南联大周培源教授以马代步

从昆明西山住处到校上课

　　１．广义相对论研究

周培源留美时的博士论文就是广义相对论方面的，回

国后继续研究。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学术休假赴美参加爱因斯
坦主持的相对论讨论班。在１９３９年发表有关弗里特曼宇
宙的论文２篇，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弗里特曼宇宙，使弗里
特曼宇宙的度规表达式的求解大大简化。

　　２．湍流理论研究

抗战开始后周培源为将科技服务于抗日，曾自学空气

动力学、弹道学。１９３８年开始，他改为研究应用价值较大
的湍流理论。此后即带领一批师生开展湍流研究，共发表

论文１１篇。在１９４０年发表的文章中他首次提出需要研究
湍流的脉动方程，并用求剪应力和三元速度关联函数满足

动力学方程的方法建立起普遍湍流理论。１９４３—１９４５年，
周培源在美国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１９４０年提出的思想，发
表了《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脉动方程的解》一文，该文在国

际上发展成为湍流的模式理论。和周培源一起研究湍流的

青年师生有胡宁、林家翘、黄授书、张守廉等人。

　　３．原子、分子结构及光谱的研究

饶毓泰、吴大猷和郑华炽原来都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他们和他们指导的青

年师生江安才、薛琴访、沈寿春、虞福春、黄昆、苟清泉等在这个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共发表论文

２６篇。这些论文涉及苯的拉曼光谱、烃分子、卤代烃分子、ＣＯ、线性不对称三原子分子、氦原子、锂原子、
钠负离子、电子分子碰撞激发以及大气上层氮原子存在问题、北极光、日冕谱线等问题。其中吴大猷单

独发表１２篇，吴大猷与他人共同发表６篇，饶毓泰、黄昆等发表８篇。此外，清华大学钱伟长还发表有
关原子光谱的论文２篇。吴大猷在此期间写成专著《多原子分子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以纪念北京大学
成立４０周年。本书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１９４０），国内外学术界予以好评，中央研究院为此授予吴大
猷首届丁文江奖金。此书在美国很快翻印出版，并出了第二版。在第二版中，吴大猷增加了《补编》。

在很长时间内该书是本领域的重要参考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昆明北郊岗头村一间泥墙砖地的房

子里，吴大猷和青年教师一起利用从北平运到昆明的光学元件组装成一台大型摄谱仪，由于条件限制，

它被安装在砖墩木架上，可说是世上绝无仅有的一台装置。吴大猷用它与一台低压汞弧灯（马大猷由

美国带回）进行了拉曼光谱实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结果。这种精神和作风堪为后辈楷模，可敬可佩。

　　４．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王竹溪留学英国时从事统计力学研究。１９３８年回国到西南联合大学后，在热力学、统计力学方面
单独发表论文８篇，与梅镇岳共同发表吸附的统计理论论文１篇。在他的指导下，林家翘、杨振宁、李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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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发表有关超点阵统计力学和数学方面论文５篇。西南联合大学师生在此领域发表论文１５篇，成为另
一个活跃的领域。杨振宁的硕士论文“超晶格统计理论中准化学方法的推广”就属于这个范畴，而这一

段经历对他以后的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５．介子理论和量子场论研究

１９４１年，留英的马仕俊学成归国。他在西南联合大学授课，同时继续进行介子理论和量子场论的
研究，并指导薛琴访、虞福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他们共发表论文１１篇，其中马仕俊单独发表８篇。

　　６．核物理研究

这方面发表的论文共６篇，其中有张文裕和王承书的有关β蜕变数据分析论文２篇；赵忠尧和他指
导下的杨约翰撰写有关中子共振吸收与核能级间隔的实验和理论分析论文２篇，张文裕的有关轻核能
级论文１篇，任之恭、谢毓章合写有关铍核人工蜕变论文１篇。

　　７．Ｘ射线吸收的研究

吴有训长期进行Ｘ射线吸收和散射的研究，在西南联合大学时和胡玉和、孙珍宝发表 Ｘ射线吸收
论文２篇。

　　８．Ｘ射线晶体结构分析研究

余瑞璜１９３８年底由英国回国，在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进行 Ｘ射线晶体结构分析的理论及实验研
究，自制Ｘ射线分析设备和元件，提出Ｘ射线衍射数据分析的新综合法和由相对强度决定绝对强度的
方法，这些开创性的工作在国际晶体学界获得好评。他单独发表论文１０篇，与赫崇本合写论文２篇，与
黄培云合写论文１篇，合计共１３篇。

　　９．电子学研究

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在任之恭、孟昭英、叶楷、范绪筠等领导下进行电子学多方面的理论及实验

研究。１９３７年前，清华大学购进一台真空管制造机。该机运抵昆明后，无线电研究所即用它制作了一
些常规的或专供实验研究用的真空管，并进行有关电子管性能及氧化物阴极发射等方面的研究。在西

南联合大学期间，电子学方面无线电研究所共发表论文１８篇，其中有：叶楷有关电子管结构与性能的
论文３篇；叶楷、慈云桂等有关振荡器、放大器线路的论文３篇；孟昭英有关三极管板极调幅论文１篇；
任之恭有关超高频电子学论文３篇；范绪筠有关氧化物阴极热电子发射、光电子发射、磷光、金属间和金
属半导体间点接触、气体导电等方面论文 ７篇。此外，任之恭和罗远祉、周国铨、官知节一起观察了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０日日全食时电离层的变化，在Ｐｈｙｓ．Ｒｅｖ．上发表论文１篇。此外，工学院电机系教授马
大猷曾在１９４５年度兼授物理系无线电原理课，他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有关声学的论文６篇，未计入上
述论文总数内。

　　１０．生物物理研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生物系教授汤佩松与物理系教授合作进行了生物物理方面的研究，发表论文２
篇；王竹溪、汤佩松合作用热力学研究活细胞中的水分问题，发表论文１篇；赫崇本、沈淑敏、汤佩松、余
瑞璜合写有关用Ｘ射线研究蚕吐丝过程中蚕丝结构变化的论文１篇；汤佩松还曾与任之恭合作用微波
处理种子、花粉、蛙卵、蚕卵等。这些都是开创性的探索研究。

（四）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的师资队伍

１９３７年长沙临时大学成立时，物理系教授有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朱物华、赵忠尧、周培源、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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猷、霍秉权、郑华炽、任之恭等１０人，赵忠尧、吴大猷请假去云南大学、四川大学任教。１９３８年赵忠尧、
吴大猷教授回系任教，孟昭英升任教授，王竹溪获剑桥大学博士以后应清华大学之聘回国任西南联大教

授。１９３９年张文裕应南开大学之聘从四川大学到西南联大任教授。１９４１年剑桥大学博士马仕俊又应
北京大学之聘到西南联大任教授。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阵容可谓极一时之甚，既有我国近代物理学事

业奠基人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等物理学界的元老；又有一批学术造诣很深、科学研究十分活跃、抗战

前已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的周培源、朱物华、赵忠尧、郑华炽、霍秉权、吴大猷和任之恭等；还有一

批抗战前后学成归国、熟谙科学前沿的孟昭英、王竹溪、张文裕、马仕俊等，他们多数到校时不满３０岁。
加之位于昆明的清华大学无线电所有哈佛大学博士（１９３６）叶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１９３７）范绪筠，金
属所有曼彻斯特大学博士（１９３８）余瑞璜等人积极进行科学研究，更增加了西南联大物理学学术气氛。
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共有物理学家８人，其中有５人是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１９５５年聘任的中国科
学院首届学部委员中有物理学家１９人（不包括天文学家），其中９人曾是西南联大教授，４人曾是西南
联大物理系助教或研究生。由此可见西南联大物理系师资阵容之强大。

在这些教授中，饶毓泰的事迹前已介绍，不再赘述。其他教授分别介绍如下。

　　１．叶企孙（１８９８—１９７７）

名鸿眷，字企孙，以字行，上海人。１９１８年留美，先后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士（１９２０）、哈佛大学博士
（１９２３）。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访问欧洲的大学和研究机构。１９２４年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副教授（１９２４—
１９２５），清华大学副教授（１９２５—１９２６）、教授（１９２６—１９５２）、物理系主任（１９２６—１９３４）、理学院院长
（１９２９—１９３７，１９４５—１９５２）、校务会议代理主席、代理校长（１９３０年６—８月），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
（１９３８—１９４１，１９４３—１９４６）、理学院院长（１９４５—１９４６），中央研究院总干事（１９４１—１９４３），清华大学校
务委员会主任委员（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１９５２—１９７７）、金属物理及磁学教研室主任、磁
学教研室主任。１９３３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评议会物理组仅有三人：叶企孙、丁
西林、李书华），１９４８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１９５５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常委。

叶企孙在哈佛大学与Ｗ．Ｄｕａｎｅ，Ｈ．Ｐａｌｍｅｒ合作，利用Ｘ射线短波限与加速电压的关系进行普朗
克常数的测定，他们的实验数据精确度极高，被国际物理学界引用很久。他还研究液体静压强（高达

１２０００大气压）对铁、镍、钴磁导率的影响，观察到新的现象，并进行定性的理论分析，达到当时国际先进
水平。他到清华大学后负责创建物理系，精心策划，深谋远虑，为建设物理系、理学院以至全校做出卓越

贡献。他延聘良师，建设研究实验室，使清华大学人才辈出，迅速成为国内师资最强、科研最活跃的物理

学教学科研基地。叶企孙还长期参与主持清华留美学生派遣工作，高瞻远瞩，不仅考虑物理学分支学科

人才的培养，还注意应用光学、气象学、地球物理、海洋物理等相关学科人才的需要，造就了一批这些学

科的带头人。

“七七”事变后，叶企孙因病滞留天津，主持清华大学临时办事处工作，照顾经天津南下的教职工及

家属。在此期间，他积极支持冀中抗日游击战争，协助清华大学学生去游击区，并将清华大学的经费万

余元用于制作黄色炸药、通信器材和购买药品等，为支援游击区抗日做出了重要贡献。不料此举在“文

革”中招来冤案，被诬为特务，身心备受摧残，１９７７年含冤病逝。
１９３８年底，叶企孙离开天津到西南联合大学。１９３９年春，叶企孙兼任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委员会

主席，该委员会下设无线电、金属、航空、农业、国情普查五个研究所。１９４５年１１月，校常委傅斯年因公
转渝赴平，由叶企孙暂行代理常委职务，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工作。清华大学复员北返时，叶企孙任清华

大学复校设计委员会主任。叶企孙在北大创建的磁学专门化是全国培养磁学人才最早的单位，１９５５—
１９６６年共有２００余名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许多人成为我国磁学领域的骨干。叶企孙在自然科学史方
面造诣很深，曾长期兼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和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

叶企孙是我国近代物理事业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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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吴有训（１８９７—１９７７）

字正之，江西高安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毕业（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公费留美，获芝加哥大学博
士（１９２６）。回国后筹办江西大学（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以后历任中央大学物理系副教授（１９２７—１９２８），清华
大学教授（１９２８—１９４５）、系主任（１９３４—１９４５），理学院院长（１９３７—１９４５），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院长
（１９３８．１—１９４５．９），中央大学校长（１９４５—１９４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１９４８年 １２月）、校委会主任
（１９４９年５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１９５０年５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１９５０年１２月）。
１９４８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１９５５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数理化学部主任。吴有训自
１９２３年起随Ａ．Ｈ．Ｃｏｍｐｔｏｎ研究Ｘ射线的散射，由于他出色的实验才能，毋庸置疑地证实了康普顿效
应。１９２７年康普顿获诺贝尔奖。康普顿在著作中盛赞吴有训的工作。１９６１年他曾对杨振宁说，吴有训
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学生。１９２８年吴有训应叶企孙之聘到清华大学后，一面授课，一面在叶企孙的领
导下建设吹玻璃室，自制真空管，开设“实验技术课”、引导学生自制仪器设备。他开展实验研究，发表

Ｘ射线散射论文多篇。许多实验物理学家如王淦昌、余瑞璜、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等，均深受吴有训
的教益。

吴有训在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期间担任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院长，长期担任理工设备委员会委员，在西迁
昆明时负责在广州和香港购置物理系图书及仪器。他对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实验室建设做出了重要贡

献，保证了教学的高质量。１９４８年，吴有训访美，曾研究锗和锗的放射性。１９４５年以后，吴有训一直担
任我国高等院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领导职务，为我国教育、科技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也是我国近代物理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３．赵忠尧（１９０２—１９９８）

浙江诸暨人，东南大学化学系毕业（１９２５）。１９２５—１９２７任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１９２７年留美，获
加州理工学院博士（１９３０）。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在德国Ｈａｌｌｅ大学从事科研。１９３２—１９４５年任清华大学教授，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任云南大学教授，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在西南联大任教，１９４５—１９４６任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系
主任。１９４６年奉派参观比基尼岛原子弹试验，随即赴美购置核物理实验仪器设备，先后在麻省理工学
院、卡内基地磁研究所和加州理工学院的加速器实验室、宇宙线实验室进行科研，学习加速器技术，定制

加速器和核物理实验的器材，于１９５０年携带器材回国。由于携带器材，赵忠尧被横滨驻日美军无理扣
押于巢鸭监狱达两个多月，１１月底回到北京。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１９５６）、
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１９５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１９７３—１９８４）。１９５８年负
责创办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任系主任。１９４８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１９５５年受聘为中国科学
院学部委员。

赵忠尧留美时师从密立根（Ｒ．Ａ．Ｍｉｌｌｉｋａｎ）教授，研究硬γ射线的反常吸收，发现与之相伴的一种
特殊辐射，并精确地测出其能量（０．５ＭｅＶ）。这种γ射线的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的产生正是正负电子
对的产生和湮没的重要实验证据。他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参与核物理实验室和加速器实验室

的创建，利用他带回的实验器材先后在１９５５年和１９５８年建成７００ｋｅＶ质子静电加速器和２．５ＭｅＶ高气
压型质子静电加速器。他利用加速器进行各种核反应实验研究并进行理论分析。赵忠尧是我国核物

理、中子物理、加速器和宇宙线研究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

　　４．朱物华（１９０２—１９９８）

江苏扬州人。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１９２３）。１９２３年留美，先后获麻省理工学院硕士（１９２４）、
哈佛大学博士（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在英国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同年回国。先后在中山大学、唐山交通大学
任教。１９３３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和电机系任教，以后任上海交
通大学电机系教授（１９４５—１９５５）、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工系教授（１９５５—１９６１）、教务长和副校长、上海交
通大学无线电系教授（１９６１）副校长和顾问（１９８０）。１９５５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７２·二、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物理系（１９３７—１９４６）



在战前没有示波器的条件下，朱物华以巧妙的实验方法研究低频、高频和带通滤波器的瞬变现象。

他长期从事无线电和电工方面的教学、科研和工科院校领导工作，对我国物理学和工科人才的培养做出

了重要贡献。

　　５．周培源（１９０２—１９９３）

江苏宜兴人。１９２４年留美，先后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士（１９２５）、硕士（１９２６）、加州理工学院博士
（１９２８）。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在德国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教授和瑞士 Ｐａｕｌｉ教授处做博士后研究。１９２９年９月起任
清华大学教授，１９３７—１９４３年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１９４３年休假赴美，除继续研究湍流理论外，曾被邀
参加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和海军军工试验站的“与空投鱼雷入水有关问题”的研究，负责写出研

究报告《弹体入水与水下弹道学》。１９４６年回清华大学任教。１９４９年５月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旋即任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１９５１—１９８３年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１９８３年起任名誉理事长。
１９５２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１９５２—１９９３），先后任教务长（１９５２）、副校长（１９５６—１９６６）、校长（１９７８—
１９８１）等职。１９６２年当选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１９５６年起先后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
（１９５８）、副主席（１９６３）、代主席（１９７７）、主席（１９８０）、名誉主席（１９８６）。１９７８年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
长。１９５５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常委。１９８０年６月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
位。

周培源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从事教学与科研，数十年如一日，直至８０多岁高龄。虽行政工作十
分繁忙，研究也未间断。他在北大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力学专业，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相对论和湍流理

论。他的博士论文《在爱因斯坦引力场中具有旋转对称性物体的引力论》获加州理工学院最高荣誉奖。

回国后继续研究相对论至３０年代末。１９７９年，７７岁高龄的周培源又带领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所的人员进行相对论引力场理论与实验研究，取得一定进展，在科学界实属罕见。周培源从事湍流

理论研究逾半个世纪，获得重要科研成果，且培养出一大批流体力学专家，是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

周培源一贯倡导重视基础学科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在“文革”中也为此呼吁。他参加历次全国科学

技术发展规划，为物理学规划负责人之一。周培源在我国高等教育和科技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以及国际

学术、文化交流的开展和人民友好外交活动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是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家、教育家和

社会活动家。

　　６．郑华炽（１９０３—１９９０）

广东中山人。南开大学物理系毕业（１９２８），留学德国柏林大学（１９２８—１９３２）和奥地利 Ｇｒａｚ工科
大学（１９３２—１９３４），１９３４年获博士学位。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在法国研究分子光谱和拉曼光谱。１９３４年回
国，先后任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１９３６—１９５２）和西南联大物理系
系主任（１９４４．１—１９４６．１）、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教务主任和分校主任（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北京大学教务
长（１９４６—１９５２）。１９５２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副教务长。

郑华炽为我国早期从事光谱学研究的学者，在奥、法时发表有关分子结构、分子紫外线吸收光谱、红

外吸收光谱和拉曼光谱的论文９篇。回国后带领青年师生进行进行光谱研究，培养出一批专业人才。

　　７．霍秉权（１９０３—１９８８）

字重衡，湖北鄂城人。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１９２９）。１９２９年留英，获剑桥大学博士（１９３４）。自
１９３５年２月起至１９５１年任清华大学教授。１９３７—１９４６年在西南联大任教。曾任叙永分校迁回昆明的
负责人、物理系代理系主任（１９４６．１—７月）。１９５１年后历任东北工学院教授（１９５１—１９５２）、东北人民
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１９５２—１９５６）、郑州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１９５６—
１９８６）。

霍秉权留英时在威尔逊（Ｃ．Ｔ．Ｒ．Ｗｉｌｓｏｎ）处用云室研究高能物理。回国后自制云室（１９３６），是我
国首批研究宇宙射线和核物理的学者之一。他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和教育行政工作，参与创建东北人民

大学物理系和郑州大学，为培养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８２· 第一部分　北京大学物理系九十年



　　８．任之恭（１９０６—１９９５）

山西沁源人。１９２６年留美，先后获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学士（１９２８）、宾夕法尼亚大学无线电通
讯硕士（１９２９）、哈佛大学物理系博士（１９３１）。１９３１—１９３３年任哈佛大学研究助教和讲师。１９３３年回
国，历任山东大学教授（１９３３—１９３４）、清华大学物理学和电机工程教授（１９３４—１９４５）、清华大学无线电
研究所所长和西南联大物理系、电机系教授（１９３７—１９４５）。１９４５年冬再次赴美、先后任哈佛大学电子
学研究讲师（１９４６—１９５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高级物理学家（１９５０—１９７７）、应用物
理实验中心副主任（１９５８—１９７４）、威廉·帕逊（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ａｒｓｏｎｓ）客座化学物理教授、１９７７年退休。１９７８
年被聘为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名誉教授。１９６２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任之恭主要研究领域是无线电和微波谱学，发表学术论文４０篇。他在国内时培养了一批电子学的
学术带头人。他一贯关心祖国科技教育的发展，１９７２年以来多次回国讲学，多次热情接待中国访美代
表团，关心留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成为新一代留学生的良师益友。所著《微波量子物理学》于１９８０年由
科学出版社出版。

　　９．孟昭英（１９０６—１９９５）

河北乐亭人，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１９２８），留校任助教兼研究生。１９３１年获硕士学位。１９３１—
１９３３年任燕京大学讲师。１９３３年留美，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１９３６）。回国后历任燕京大学副教授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和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研究员（１９３７—１９４３）。１９４３年休假赴
美，在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雷达研究所任研究员。１９４６年回国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１９４６—１９５２）、系主任（１９５０—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起任无线电系教授兼学术委员会主任。１９５５年受聘为中
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孟昭英从事超短波、电子管线路、微波学和单原子探测仪等方面的研究和无线电、电子学教学５０余
年，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电子学、物理学人才。

　　１０．吴大猷（１９０７—２０００）

广东肇庆人，生于番禺。南开大学物理系毕业（１９２９），留校任教。１９３１年留美，获密歇根大学博士
（１９３３）后留校科研一年。１９３４年回国，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１９３４—１９４６）。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作为中
英庚款董事会讲座教授在四川大学任教。１９３８年到西南联大。１９４６年出国考察，先后任密歇根大学客
座教授（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哥伦比亚大学教授（１９４７—１９４９）、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纯粹物理研究部理论物理
组主任（１９４９—１９６３）、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１９５８—１９５９）、瑞士洛桑大学国家研究基金会讲座
讲授（１９６０．１０—１９６１．２）、纽约布鲁克林理工学院教授（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物理系教授
（１９６５—１９７８）、系主任（１９６５—１９６９）。１９４８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１９５７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
会院士。１９８３—１９９４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１９９２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并获南开大学名誉博
士学位。

吴大猷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物理学家。他在物理学的许多领域都有很深的学术造诣。他的研究工作

涉及原子分子的结构和光谱、高能中子质子散射理论、气体及等离子体理论等方面，发表学术论文１５０
余篇。所撰专著除得到国际光谱学界赞誉的《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外，还有《量子散射理

论》（和大村充合著，１９６２）、《气体和等离子体运动方程》（１９６４）和《相对论量子力学与量子场论》（与黄
伟彦合著，１９９１）。《量子散射理论》也获国际学术界好评。苏联曾翻译出版。该书是献给饶毓泰老师
和美国Ｒａｎｄａｌｌ教授的。吴大猷总结多年教学经验写成巨著《理论物理学》，共计七册，包括古典动力
学、量子论与原子结构、电磁学、相对论、热力学、气体运动论及统计力学、量子力学（甲部）、量子力学

（乙部），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科学出版社于１９８３年翻印出版，李政道写了序言。吴大猷关

·９２·二、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物理系（１９３７—１９４６）



心基础教育，担任台湾科学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委，指导编写了初高中理科教材及教师用书。

吴大猷在１９３４—１９４６年期间对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建设和我国物理人才的培养做出重大的贡献。
马仕俊、郭永怀、马大猷、虞福春、黄昆、杨振宁、朱光亚、李政道等国际知名物理学家都是他的学生。吴

大猷１９７８年５月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退休。此前他从１９６７年起每年回台湾工作５个月，１９６７年到
１９７３年任国家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自美国大学退休后全时回台讲学、授课和从事教育、科研领导工
作，１９７９年１２月任科学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编写中学教材，１９８３年１１月出任中央研究院院
长，着力推动台湾的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

　　１１．张文裕（１９１０—１９９２）

福建惠安人，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１９３１），留校作助教兼研究生，１９３３年后获理学硕士。１９３３—
１９３４年留校任教。１９３５年留英，获剑桥大学博士（１９３８），回国后１９３８—１９３９年任四川大学物理系教
授，１９３９—１９４３年应南开大学之聘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任教授。１９４３年再次出国，先后任普林斯顿
大学物理系研究员（１９４３—１９４６）、帕尔末（Ｐａｌｍｅｒ）实验室研究教授（１９４６—１９５０）、普渡大学物理系教
授（１９５０—１９５６），１９５６年回国，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和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宇宙线研究室主
任（１９５６—１９６１）。１９６１—１９６４年任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中国组组长，并领导该所综合组。１９６４
年回国后任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１９６４—１９７３），，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１９７３—１９９２）、所
长（１９７３—１９８４）。１９５７年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张文裕在放射性同位素、宇宙线大气簇射和奇异原子研究以及多丝火花器的发明等方面均做出开

创性的贡献，是国际知名的高能物理学家，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与萧健共同领导建造了

云南落雪山宇宙线实验站世界上最大的云室，这个云室取得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他对高能物理研究

做出了重要贡献。

　　１２．王竹溪（１９１１—１９８３）

名治淇，字竹溪，以字行。湖北公安人。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１９３３）后，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
１９３５年留英，获剑桥大学博士（１９３８）。１９３８年应清华大学之聘到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任教（１９３８—
１９４６），后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１９４６—１９５２）、系主任（１９４９—１９５０，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北京大学副校长
（１９６２—１９６６；１９７８—１９８３）、物理系教授、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１９５２—１９６６；１９７８—１９８３），曾兼任中国
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二部六室主任。他长期担任教育部理科物理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兼理论物理组组

长、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１９５５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
王竹溪在剑桥师从Ｒ．Ｈ．Ｆｏｗｌｅｒ研究统计物理。回国继续进行热力学、统计物理研究，发表学术

论文３０余篇，撰写的全国通用的《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导论》等优秀教材，前者获全国优秀教材特别
奖，与郭敦仁合著的《特殊函数概论》不仅是优秀教材，而且是一本科学家案头有用的参考书，其英文版

已由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出版。

王竹溪知识渊博，文理兼通，以治学严谨、功底深厚著称，培养了一批物理学家，杨振宁是其中之一。

在教学、科研之外，他还长期担任《物理学报》主编和《中国科学》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卷》主

编、科学出版社《现代物理丛书》主编。他最后审定的《英汉物理学词汇》共有词汇近２２０００条，均经他
逐一推敲。他为我国物理名词的统一和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王竹溪在西南联合大学教课时就开始研

究汉语字典的编纂问题，发明“新部首检字法”，他编成的《新部首大字典》，收５１１００余字，字义解释录
入《说文》的释文，附有相应的篆字和甲骨文，是一部录字最多的、难得的字典，这本字典是他利用业余

时间独立完成的，历时３０余年。

　　１３．马仕俊（１９１３—１９６２）

四川会理人，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１９３５），留校作研究生。１９３７年留英，获剑桥大学博士（１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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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１年应北京大学之聘到西南联合大学任教。１９４６年再次出国，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
（１９４６—１９４７）、爱尔兰高等研究院（１９４７—１９４９）、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１９４９—１９５１）、加拿大国家
研究院（１９５１—１９５３）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１９５２—１９６２）从事研究和教学。

马仕俊主要从事介子理论和量子场论研究，发表学术论文３８篇。他发现了海森堡Ｓ矩阵的著名的
多余零点，首先指出费米处理量子电动力学方法的一个困难。马仕俊是国际知名的理论物理学家。

（五）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生和研究生中的佼佼者

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人才辈出，在此读过本科或研究院的学生中有许多人成为我国教育、科研、国

杨振宁（左一）和李政道（左二）在诺贝尔奖发奖典礼上

（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０日）

防部门和工业部门中的学术带头人，有的成为国

际知名学者。其中有：１９５７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西南联大物

理系学士、硕士）和李政道（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在西
南联大物理系学习）；２００２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获得者、著名固体物理学家黄昆（西南联大物

理系硕士、助教）；“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郭永怀（北大研究生，在西南联大半工半读一

年）、陈芳允（１９３８年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助
教）；邓稼先（１９４５年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和朱
光亚（１９４５年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１９４５—１９５６
年任西南联大物理系半时助教）。西南联大物理

系本科或研究生毕业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

委员（院士）的有：胡宁、陈芳允、张恩虬、李整武、应崇福、黄昆、戴传曾、李荫远、萧健、徐叙誽、邓稼先、

朱光亚等１２人；１９４４—１９４６年在西南联大物理系肄业，后复员回清华完成学业的黄祖洽和李德平也被
选为学部委员。１９４１年毕业的高鼎三则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光亚当选为工程院院士且担任首届
院长。这些院士的简介见本书所载“院士名录：北京大学物理系校友中的院士简介”。

黄　昆 郭永怀 陈芳允 邓稼先 朱光亚

　　西南联大物理系这一段历史是北大物理系历史中光彩夺目的一章，在中国物理教育史上也熠熠生
辉。教授们的深厚学术造诣、严谨和创新的治学精神，对教育科学事业强烈的敬业精神，面对极端艰苦

的生活条件毫不退缩、坚韧不拔的精神深深地吸引和影响了青年一代，以高质量的教学和优良的学风培

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物理学家。这些精神值得大家学习、继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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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生人数统计

１．本科各年份录取一年级新生人数统计

年　份 １９３７ １９３８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０ １９４１ １９４２ １９４３ １９４４ １９４５ 合　计

人数 ５ ２７ ７６ ２７ １４ １７ ２４ ３２ ３３ ２５５
借读生 ４ ２ ３ １ １０

　　２．本科各年份毕业生人数统计

原三校学生保留原校学籍，毕业时发原校文凭，故分开统计。

年　份 １９３８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０ １９４１ １９４２ １９４３ １９４４ １９４５ １９４６ 合　计

北大 ５ ６ ７ ３ １ ２ ２４
清华 １６ ５ ８ ３ １ １ １ １ ３６
南开 １ １ ２
联大 ４ ９ ２０ １４ １０ １１ ６８
合　计 ２１ １２ １６ １０ １１ ２３ １４ １１ １２ １３０

　　注：抗战时期全国高校实行统一招生，在全国非沦陷区设立若干考点，统一录取。由于战时交通阻隔或家庭经济困
难等原因，很多被录取者并未报到入学，此处所列为录取人数。此外，在西南联大一年级不算正式入系，到一年级学习结

束后，各系按一定标准接受进入二年级的学生，如：入物理系者微积分和普通物理成绩均需达到６５分，否则要重读或转
系。西南联大转系者极多，不少人由于入学后才真正明确兴趣所在和哪个系更适合自己的情况，因而转系。还有相当数

量的学生因经济困难或学习困难而辍学，所以毕业生人数远少于该班入学时的人数，而且毕业生中有相当大的部分还是

由其他学校或其他系转来的，这和后来大学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３．研究生入学人数统计

年　份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１ １９４２ １９４３ １９４４ 合　计

清华 １ ４ ３ １ ９
北大 １ １ １ ３
合　计 １ ４ ４ ２ １ １２

　　注：研究生分属北京大学研究院和清华大学研究院，分开统计。他们统一上课，都是西南联大研究院的学生。

４．毕业研究生人数统计

年　份 １９４２ １９４３ １９４４ １９４５ １９４６ 合　计

清华 １ １ ２ １ １ ６
北大 １ １
合　计 １ １ ３ １ １ ７

（沈克琦执笔）

·２３· 第一部分　北京大学物理系九十年



三、复员后的北京大学物理系（１９４６—１９５２）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杜　甫

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和９日，两朵蘑菇云相继从广岛、长崎升起后，１０日日本外务省发出乞降照会，１５
日日本天皇宣诏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笳吹弦诵在山城八年的西南联大，而今神京已复，亦当返还

燕碣了。经一年紧张的复员准备，１９４６年７月３１日 西南联大宣告正式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定于
１０月１０日在平、津同时开学。

１９４５学年度，在北平，为安置敌伪时期留下的和当年招收的大学生，设置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
（简称“临大”），下分理、文、法、农、工、医、师范、艺术八个班。一年期满经教育部发给证书后，转入北京

大学或其他院校各系科相当年级就读。１９４６学年度临大分发到北大的学生１５６２人，而从西南联大分
发到北大并报到的学生为５６４人。该学年度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联合招生，北大招新生４５５人。

同学们在理学院荷花池

后排左起为于敏、赵凯华、陈藻苹，前排左起戈革、让庆澜

这个时期的北大理学院座落在景山东街马神

庙（现称沙滩后街）一个美丽的校园里。这里原是

前清的四公主府，朱扉碧瓦，殿堂几进。最令人留

恋的莫过于大讲堂前秀美的荷花池了。盘形的草

地环绕着娇小的莲池，周边植有苍松翠柏，丁香海

棠。莲池中央汉白玉石柱上的日晷，指针永远指

向天枢，古朴的篆刻罗列于石柱的四方，铭文曰：

仰以观于天文，

俯以察于地理；

远取诸物，

近取诸身。

当年多少青年学子，课余在此小憩时，从中领略到

探索宇宙奥秘的哲理和科学价值观呀！

再看荷花池背后的大讲堂。它本是王府内殿

堂式的建筑，内部改装成可容１００多人的阶梯教室，其西侧讲台上有硕大的讲桌，桌上水电煤气供应俱全，
可做各样的物理表演实验。这里是一年级学生上普通物理课的地方。力热电光，每讲一重要原理，必有表

演实验来验证。按当年的标准，室内的设施是相当现代化的。然而仰视天花板，却雕梁画栋依旧，金碧辉

煌。无怪乎当年（１９３７）物理大师玻尔（ＮｉｅｌｓＢｏｈｒ）在此演讲时，将它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讲堂。
这个时期的课程设置与战前和西南联大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与１９５２年以后的差别就很大了。

全校为理学院、工学院及医预科一年级学生开设一年的微积分、普通物理和普通化学，以及普通物理实

验和普通化学实验课程（５０年代初期因学生人数剧增，理学院、工学院、医预科的普通物理分班上课了，
但要求差不多）。物理系对准备进入本系二年级的学生要求微积分和普通物理课考７０分以上。在那
个时代一年级以后转系、转院是比较自由的。物理系二年级的主要课程有力学、电磁学和电磁学实验，

还有数学课高等微积分和微分方程；三年级的主要课程有热学、光学和光学实验；四年级的主要课程有

无线电、近代物理和无线电实验、近代物理实验。为研究生课程的开设不固定，计有理论物理、电动力



学、量子力学、光谱学、原子构造、原子核物理等，高年级学生可以选修。与１９５２年以后相比，那时候课
程的门目少得多，深度也低得多，但学生自学的余地和空间要宽广得多。教师授课多无固定的课本，系

图书馆对学生是开架的，学得主动的学生阅读的范围远不止教师推荐的参考书，真正达到的水平虽因人

而异，但普遍说来，那个时代北大毕业出来的学生参加工作之后干多种行当，表现出来的独立工作能力

和创造精神并不逊色。

１９４６年北京大学理学院平面图

一年级普通物理实验室在大讲堂的西北，这里装有３０个大型实验台，每一实验台可以安置一套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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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套实验仪器。学生两人一组，这实验室可安排近百人做实验。当时较为复杂和精密的仪器，大都要从

国外购买，价格昂贵，同样仪器能有一两套已非易事，而北大的普通物理实验室却有五个整套，数量之

多，为国内许多大学所不及。这五套仪器中，两套是战前原有的，其余三套是复员后由本系教师和技工

自己精心设计制造的。物理系为高年级每门实验课都设有单独的实验室，复员后一开始都有专门的教

师负责：丁渝负责电磁学实验室，沈克琦负责光学实验室，苟清泉负责近代物理实验室，郭沂曾负责无

线电实验室。在他们的努力下，从复员后的第一年起就开出了足够数量和符合水平的教学实验。北大

物理系的工厂规模虽小，却有良好的车床、精密的刻度机和技术高超的工人，为装备教学和科研实验室

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文起师傅用相对比较简易的机器制作出精度与德国进口货相媲美的迈克耳孙干涉

仪，一时传为佳话。

物理系图书室在一幢美丽的彩饰小楼的一层，这里浓荫密布，幽静异常。室内四壁陈列书籍，中置

大书桌四张，书籍期刊对本系师生全部开架。这里的藏书是经过四五十年积累起来的，沦陷期间不但未

减，还增加了近２００册的日文书。复员后又增添了新书约２５０册。除书籍外，英美德法等国的重要物理
期刊，也尽在收罗之中。除了欧洲一部分杂志因战争阻隔而暂时告缺外，其余均已补齐，为科学研究提

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物理系图书馆４６级学生与老师合影
左起第四、五、六、七人依次为郭沂曾、沈克琦、邓稼先、孙念台老师

１９５１年北大物理系教职员工合影
后排左起为张宗燧、王文起、虞福春、胡宁、徐叙誽等

对于战后北大物理系的发展，饶毓泰先生（理学

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早在抗战末期已命吴大猷教授

拟就计划。１９４６年胡适任北大校长后，即以该计划向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申请，获得

贷款十万美元，准备购买仪器设备和延聘在外的物理

学者，开展当时物理学的最前沿方向———核物理的研

究工作。胡校长和饶先生将此事委托当时在美的吴

大猷和吴健雄办理，后因国内时局剧变而中辍，贷款

亦还给了中基会。列在１９４７年饶先生准备为北大物
理系延聘在国外的教授名单上，除了原来北大的吴大

猷、马仕俊教授外，还有胡宁、张宗燧、钱三强、何泽

慧、张文裕、吴健雄，以后又增加了虞福春、黄昆、朱光

亚。由此可看出当时饶先生发展北大物理系的良苦

用心。在上述名单中，张宗燧１９４８年归国应聘，朱光
亚和胡宁１９５０年到任，虞福春于１９５１年初返校，黄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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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１９５１年底到任。其余的人未归国，或归国后去了其他单位。所以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间北大物理系的教
授，除饶先生外，只有郑华炽（兼北大教务长）、赵广增、马大猷（兼北大工学院院长），和副教授江安才

了。１９５０—１９５２期间电机系吴存亚副教授在物理系讲授无线电课。有关这时期北大物理系教授的一
些个人介绍，将放在文末。

北大物理系的研究室是１９３３年饶先生掌系以后，经多年苦心经营策划，才慢慢装备起来的，战前已
具规模。研究范围主要在光谱学方面，主要仪器有两台大型分光摄谱仪和一个最珍贵的精密凹面金属

光栅。这光栅是战前由吴大猷自美国买回，曲率半径２８英尺，每英寸３００００条刻线。１９４６年复员后它
在基本上恒温、恒湿和防震的环境中被重新安装和调试出来。此外实验室中还要有许多其他设备，如真

４９级毕业合影
前排左起第二人为邓锡铭

空系统和放电管，都是赵广增和江安才两位先生

带领助教和研究生们自己制作的。经过一年多的

努力，物理系的研究室又能做些基本研究工作了。

北大物理系这个时期的研究工作，除光谱学外，还

有马大猷先生的建筑声学和张宗燧先生相对论性

场论方面的工作。

北大物理系这一时期教师和学生都不多，但

不乏佼佼者。且不说教授中已达很高学术水平甚

至蜚声国外的饶毓泰、马大猷、张宗燧、胡宁、黄昆

等５０年代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外，年
青教师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有邓稼先、徐叙誽，

中科院、工程院双院士有朱光亚，学生后来成为中

科院院士的有于敏、刘光鼎、邓锡铭，成为工程院

院士的有赵伊君，其中邓稼先、于敏、朱光亚获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于 敏

于敏是我国突破氢弹原理的元勋，于１９４６年由临大电机系转入北大
物理系，１９４９年毕业。大学时期，于敏成绩超群，品学兼优，老师和同学
无不刮目相看。有一次全年级考近世代数（他的选修课程），就连数学系

成绩最好的一个学生也只得６０分，惟独于敏得了１００分。在学习讨论
中，他常常见地独到，语惊四座。老师公认他是“北大多年未见过的好学

生”。在物理学中，他尤爱量子场论，并以此作为他攻读研究生的专业方

向，先后师从张宗燧、胡宁和彭桓武先生。于敏的青少年时代，经历了军

阀混战和抗日战争两个历史时期，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生活在沦陷

区天津、北平的他，目睹日本侵略军的烧淫掳掠，痛感民族屈辱之悲愤，立

志要学好科学，报效祖国。他自幼爱读稗官野史和古典文学作品，仰慕诸

葛亮、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民族英雄和伟人，诵杜甫、苏东坡、辛弃疾等

沉郁豪放的诗句朗朗上口。这样培养起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襟

怀，成了他日后把一生奉献给祖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坚实的思想基础。对于敏为我国氢弹做出的贡献，有

词调寄《小桃红》，赞曰：

擎天火云映赤城，氢雷掌上鸣，壮我国威气如虹，崎岖径，穷微探理驭核能，科海耆英，国之干城，巍

巍华夏情。

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时北大物理系一大批教师和毕业生转向石油地质领域，成为新中国地球物理勘探
的开创者，功不可没。话要从１９５１年暑假说起，应燃料工业部石油总部的邀请，谭承泽老师率三年级刘
光鼎、蔡陛健、卫国英、翟玉林等七位同学奔赴陕北延长县参加地球物理实习。一路上师生受到老一辈

石油地质专家和石油地质工作者的鼓励，激发了他们的兴趣和了解到祖国的需要，他们并带动了其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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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下决心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的地球物理勘探事业。实习回来后学校请了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翁文波教

授给地质系和物理系的同学讲地球物理勘探，地质系王鸿祯教授邀请物理系四年级的同学刘光鼎担任

助教。刘光鼎后来成为中科院地学部的院士，至今年逾古稀，仍奔波于塞北江南，倡导着我国石油天然

气的海相突破和二次创业。

本文跨越解放前后两个时期，解放后的特点是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学校里第一个运动就是知识分

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估计是，解放前的教育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社会过来

的知识分子从世界观到方法论，都是资产阶级的，需要彻底改造。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一些简单化的做法

伤及一些人，北大物理系里受到伤害最大的有郑华炽、张宗燧两位先生。对一般人，他们在科研路线、教

育方针等方面持不同意见的发言权从此被剥夺了。

最后，对这时期来北大物理系任教的教授生平作些介绍。

　　１．赵广增（１９０２—１９８７）

字虚谷，河北安国人，１９０２年４月２３日生。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１９３０）。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１９３６年赴美留学，１９３９年获密歇根大学博士。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留校研究高能电子与原子核的相互作用。
１９４０年任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１９４６—１９８７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代理系主任，
１９５３年起任物理系光学教研室主任。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为北京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１９５８年起
更名为物理所）合聘教授，在此期间曾在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普通物理。１９８７年２月９日因病逝世。

赵广增是实验物理学家，研究方向涉及电子跟原子、分子及原子核的碰撞、气体导电光谱学、原子和

分子高分辨率光谱、晶体激子光谱等方面。他在客观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实验研究，自己吹制

玻璃的真空系统，常从讲堂上一下来就穿上白大褂进研究实验室工作，敬业精神令人钦佩。１９４９年后
他认为国家建设需要光谱分析人才，就招收光谱分析研究生。同时他注意跟上科学的发展，国际上激子

光谱刚起步时他就从事Ｃｕ２Ｏ激子光谱的研究，成为我国这方面最早的学者之一。
赵广增讲授过物理系大部分基础课，还教过研究院课程和专门化课程量子力学、原子光谱、分子光

谱、应用光谱学等。他编写的《二原子分子光谱》和《多原子分子光谱》讲义是我国这方面最早的教材。

赵广增辛勤耕耘５０余年，为培养我国物理学人才，特别是光学、光谱学人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２．虞福春（１９１４—２００３）

福建福州人，１９１４年１２月９日生。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１９３６）。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任中央研究院物
理研究所练习助理研究员。１９３９—１９４６年先后任西南联大物理系助教、研究助教、讲师。１９４６年留美，
获俄亥俄大学博士学位（１９４９）。１９４９—１９５１年为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博士后研究人员。１９５１年２月回
国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前曾代理北大物理系主任。１９５３—１９５５年任普通物理教研
室主任。１９５５年夏和胡济民教授一起创办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该室后改称原子能系（１９５８）、技术物
理系（１９６０），担任室（系）副主任职务。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任物理系主任，１９８３—１９８６年任北京大学重离子
物理所首任所长。１９８４—１９９０年任国家教委理科物理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２日病逝。

虞福春在物理学理论和实验方面均造诣颇深。在西南联大时期曾从事原子碰撞截面计算和介子场

理论的研究。在斯坦福大学期间，在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布洛赫（Ｂｌｏｃｈ）的支持下，和普洛克特合作，发现
并确定了核磁共振谱线的化学位移效应，为核磁共振谱学奠定了基础；还发现了核磁共振谱线自旋耦合

分裂。这两项发现是所有核磁共振应用的基础，创造了物质结构分析的最有权威的方法，被载入２０世
纪世界科学发展史册。虞福春曾精确测量了２０多个稳定核素的磁矩，提出多探头方法以扩展频率范
围，Ｖａｒｉａｎ公司据此制造了第一台核磁共振谱仪。虞福春测定１７Ｏ磁矩的精确值并得出１７Ｏ的自旋为５／
２的结果，从实验上肯定了由壳层模型预言原子核中存在自旋与轨道耦合的结论。虞福春测得的１７Ｏ磁
矩值，经过３０年，与国际公布值仅有０．３％的偏差。

虞福春回国后全身心投入教育、科学事业，与黄昆一起奠定了北京大学普通物理教学的传统，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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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技术物理系的创建、包括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和大型科研项目的开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开设普

通物理、原子物理、电动力学、核物理实验方法、核物理导论、实验数据处理、Ｆｏｒｔｒａｎ语言、计算方法、离
子与固体相互作用等各类课程，还讲授可编程计算器使用、加速器射频电子学、高频测量技术等各种专

题。虞福春善于把握科学前沿，又能从实际出发，与胡济民、陈佳洱等人一起确立了重离子物理研究方

向和研制螺旋波导型重离子直线加速器的规划。此后他争取支持与经费，亲自解决加速器一些关键技

术，为培养干部做一系列专题报告，开展离子注入模拟计算研究以及开辟离子与固体相互作用的新研究

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虞福春为人正直，敢说真话，勤奋工作，严谨治学，以渊博的学识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熏陶一代又一代

的青年学子，堪为后辈的楷模。

　　３．马大猷（１９１５—　）

广东潮阳人，１９１５年３月１日生。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１９３６），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在中央研究院从事
研究工作。１９３７年赴美，入洛杉矶加州大学。１９３８年转入哈佛大学，学习成绩优异，仅用两年时间获得
博士学位（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回到正在遭日本侵略军蹂躏的祖国，在西南联大任电机系副教授。１９４６—
１９５１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电机系教授，工学院院长。１９５２—１９５５年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兼教务长。
１９５５年受聘为技术科学部委员，后转数理学部，任数理学部副主任，并调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１９５６年参加筹备电子学研究所，１９５８年任电子研究所副所长兼声学研究室主任，兼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教授、无线电系副主任。１９６４年任中国科学院声学所研究员、副所长兼第 ９研究室主任。
１９７８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主任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马大猷曾任中国物理学会声
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声学学会理事长。在国

际上，马大猷被选为美国噪声工程协会通信会员（１９８３）、国际纯粹物理与应用物理联合会声学委员会
委员、国际噪声控制工程协会董事。

马大猷早年（研究生时时期）的工作是房间声学中简正波理论，他所提出的简洁的简正波计算公式

和房间混响的新分析方法已成为当代建筑声学发展的新里程碑，并得到广泛的应用。在西南联大时期

他进行了“国语中的语音分配”的研究，这是最早的汉语统计分析工作。马大猷设计了我国第一个声学

实验室（包括消声室、混响室和隔声室）于 １９５９年建成，其中卦限消声室是他的创造性设计。１９５９年他
成功地领导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音质设计。此外，他在吸声结构、喷注噪声及其理论和应用、环境科学、

非线性声学等多方面提出重要理论。

　　４．张宗燧（１９１５—１９６９）

浙江杭州人，１９１５年６月１日生。清华大学物理系学士（１９３４），英国剑桥大学博士（１９３８）。１９３８
年秋赴丹麦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１９３９年春到瑞士苏黎士高等工业大学工作。１９３６—１９４５年
任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１９４５年冬—１９４７年以英国文化协会高级研究员身份在英国剑桥大学从
事研究和教学。１９４７年秋—１９４８年秋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费城卡内基理工学院研究和
任教。１９４８—１９５２年任北大物理系教授，１９５２—１９５６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１９５６—１９６９年任中国科
学院数学所研究员、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１９５７年增聘为数理化学部委员。１９６２—１９６５年兼任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数学物理专业教授。１９６９年６月３０日于“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不幸逝世。

张宗燧的科研工作主要在统计物理和量子场论两个方面。早在１９３６—１９３８年在剑桥大学学习期
间就在合作现象固溶体的统计物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张宗燧还是我国较早从事量子场论的科学家之

一，他于１９３８年开始研究量子场论，在量子场论的形式体系的建立，特别是在高阶微商、高自旋粒子的
场论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许多工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卓有创见。张宗燧以指导后学为己任，他培

养的研究生后来都成为相关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有的已成为院士。

·８３· 第一部分　北京大学物理系九十年



　　５．胡　宁（１９１６—１９９７）

江苏宿迁人，１９１６年２月１１日生。西南联大（清华）物理系毕业（１９３８），１９３８—１９４１年在西南联
大物理系任助教。１９４３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１９４５—１９５０年先后到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美国康乃尔大学原子核研究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渥太华加拿大

国家研究院等地，在理论物理学的许多方面进行研究。１９５０—１９９７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１９８３年
兼任新设立的北京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１９５５年受聘为数理化学部委员 （院士）。从１９５２年起，
陆续兼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和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１９５２—１９５９年间，胡宁赴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并担任该所学术委员和理论研究组组长。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６日在北京病逝。

胡宁对理论物理的早期研究有在核力介子理论和广义相对论中引力辐射阻尼方面。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胡宁在泡利学派里对引入介子处理核力问题的理论尝试发表的文章，是早期核力介子理论的经典文

献。普遍认为，胡宁１９４７年在广义相对论中辐射阻尼所做的工作具有开创性的贡献，７０年代末正是通
过双星运动阻尼效应的观察，得到了引力波存在的第一个证据。胡宁回国后的理论物理研究在以下几

个方面：对散射矩阵解析性质的研究，在相对论量子场论方面的研究，在基本粒子理论方面的研究等。

他对于把现代物理学理论方法在国内的传授，对于在国内建立起一些主要理论物理研究机构，培养出一

代又一代的理论物理学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学生中出了好几位院士和知名学者。

　　６．黄昆（１９１９—　）

浙江嘉兴人，１９１９年９月２日生于北京。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１９４１）。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任西南联合
大学物理系助教。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研究院理学硕士（１９４４）。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任昆明凤凰山天文
台助理研究员。１９４５年赴英留学，１９４８年初获布里斯托尔大学哲学博士。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利物浦大学
理论物理系ＩＣＩ博士后研究员。１９５１年底回国，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１９５１—１９７７），固体物理教研
室主任（１９５４—１９５６），半导体物理教研室主任（１９５６—１９６６）、物理系副系主任（１９６０—１９６６）、五校联合
半导体专门化主任。１９７７—１９８３年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１９８３年起任名誉所长。１９５５年
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１９８０年被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国外院士；１９８５年被选为第三世界
科学院院士。１９８７—１９９１年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

黄昆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师从Ｎ．Ｆ．莫特（Ｍｏｔｔ，１９７７年诺贝尔奖得主），发表“稀固溶体的Ｘ光漫散
射”论文，预言“黄散射”的存在。在利物浦大学期间建立了离子晶体长波光学振动的唯象方程———“黄

方程”，提出了声子极化激元的概念，并与李爱扶（ＡｖｒｉｌＲｈｙｓ）共同建立了固体中多声子跃迁理论，创建
了这一分子学科领域。１９５２年李爱扶来华与黄昆结婚。
１９４７—１９５２年与Ｍ．玻恩（Ｂｏｒｎ）教授合著《晶格动力学理论》，牛津出版社１９５４年出版。此书是

这一领域的奠基权威著作。

在北大物理系任教期间，与虞福春教授一起为建立北大普通物理教学的传统做出了贡献；创建半导

体物理专门化，开设“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课，其影响及于全国。１９５６年黄昆参与《１９５６—１９６７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订，并参与制定有关发展半导体技术的紧急措施，建议举办五校联

合半导体物理专门化，以加速人才的培养。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黄昆任联合半导体专门化的主任。１９６２年与
谢希德联合提出加强中国固体能谱基础研究的建议，从１９６３年起筹建北京大学能谱研究室。黄昆为北
京大学物理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北大指导的研究生被选为院士的有甘子钊、秦国

刚和夏建白。

１９７７年由邓小平提名调入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任所长，１９８３年后任名誉所长。他为全国半导
体物理研究学术水准的提高和半导体所科研的发展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黄昆重新研究多声子无辐射跃迁理论，澄清了国际上３０年来围绕无辐射跃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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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混乱，为静态耦合计算提供了理论根据。１９８５年起又从事半导体超晶格理论的研究，在电子态
的声子模等领域有所建树。１９８８年与朱邦芬合作建立关于半导体超晶格声子模式的“黄朱模型”，推动
了相关领域的发展。

黄昆获得国内外多项奖励，其中有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１９９５）和２００１年颁发的第二届中华
人民共和国最高科学技术奖。

　　７．朱光亚（１９２４—　）

湖北武汉人，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２５日生。西南联大物理系学士（１９４５），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１９５０）。
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任北京大学副教授、教授。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年任北京大学物理教研室教授兼副主任。１９８０
年当选为数理学部委员，１９９４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研究
员。曾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早期主要从事

核物理、原子能技术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６０年代以来，负责并组织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究、设
计、制造与试验工作，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军备控制问题研究等

工作，为中国核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１９９９年９月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赵凯华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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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物理系（１９５２—１９６６）

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１９５９年物理系分为物理学系、无线电电子学系和地球物理学系，至１９６６年６月
发生“文化大革命”，物理系一直处于发展和变革之中。下面即分阶段进行叙述。

（一）１９５２年的院系调整

１．经过
１９４９年２月２８日北京市军管会代表钱俊瑞等接管北大，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北京大学”的任务，

随后在校务委员会领导下进行部分课程的改革。在１９５１年马寅初就任北大校长的大会上，教育部副部
长钱俊瑞提出”北大应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适当调整院系”。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３０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批准“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此方案按苏联模式将高校分为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工业大学和单科性

学院三类。自此理、工分家，对理科和工科高等教育的发展均产生了长远的不利影响，至今后果仍难以

挽回。

根据此方案，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和燕京大学的文、理、法方面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

成为苏联模式的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方面各系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成为多

科性的高等工业大学，校名不变。燕京大学校名撤消。新北京大学迁入燕京大学校园，扩大校园范围，

并新建房舍４８４５４ｍ２。

１９５２—１９６０年物理系所在处———物理北楼，物理南楼位于其后

１９５２年８月２２日“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筹备委员会”公布人事调整方案。原北大、清
华、燕京三校文、理、法科教师及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少数调入北大的教师共７９０人，３８０人分到北
京大学任教；其余４１０人中，大多数随所属系、科调整到清华大学和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北京政法学



院、中央财经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少数分到北京师范大学和其他院校。就物理系教授、副教授而言，

除留在北大的以外，北大教授郑华炽和张宗燧到北师大；北大教授朱光亚、清华教授余瑞璜和燕大副教

授高墀恩到新组建的东北人民大学（后改名为吉林大学）早一年调去东北工学院的清华教授霍秉权也

调入东北人民大学；清华教授孟昭英留在清华大学；北大副教授薛琴访率一批讲师、助教和应届毕业生

到北京地质学院创建地球物理勘探系；燕京大学副教授孙德兖到新成立的北京矿业学院。

北大、燕大的图书、仪器绝大部分到新北大，清华的图书、仪器则多数留在清华。

９月１６日新北大师生员工开始迁入燕园，１０月４日在东操场举行开学典礼，１０月２０日老生开始上
课，１２月８日新生开始上课。

　　２．并入北大前的燕京大学物理系

并入新北大物理系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当时在我国名列前茅，在前面介绍西南联大物理系时已经对

她的历史有所交代，不再赘述。清华大学气象学系成立于１９４６年，此前为清华大学地学系气象组，这次
调整中并入新北大物理系。至于燕京大学物理系，她也是我国办学成绩卓著的一个系。燕大是教会学

校，物理专业学生的培养始于１９２５年，此后每年招收学生不多，但在培养物理学硕士方面十分突出。我
国学位法１９３５年才正式公布。燕京大学因为是教会学校，不受教育部限制，她培养的硕士得到外国人
的承认。１９２９年即有魏培修、吴敬寰二人获得物理学硕士学位。此后，到１９４１年燕大被日军封门为
止，先后有褚圣麟、陶士珍、孟昭英、张文裕、黄启显、王明贞、陈尚义、周朋三、徐献瑜、冯秉铨、李文江、毕

德显、吴国璋、袁家骝、陈仁烈、徐允贵、许宗岳、高墀恩、王承书、杜连耀、王润生、程利昌、莫文泉、郑观

森、谢民生、葛庭燧、曾泽培、马振玉、程京、冯树功、武金铎等３１人获硕士学位，其中许多人对我国物理
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原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褚圣麟教授在合并后出任新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对褚圣麟的情况简介如

下：

褚圣麟（１９０５—２００３）浙江杭州人。之江大学物理系理学士（１９２７），燕京大学物理系硕士（１９３１）。
１９３１—１９３３年任岭南大学物理系讲师。１９３３年赴美留学，１９３５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１９３５—１９３８年
任岭南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代理系主任。１９３９年２—７月任昆明同济大学兼职教授。１９３９—１９４１年任
燕京大学副教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封，褚圣麟转至北平辅仁大学任副教授，同时兼任中

国大学教授，直至日本投降，燕大复校。１９４５—１９５２年任燕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理工学院院长，
１９５１年５月任副教务长。１９５２年起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

褚圣麟在燕大作研究生时研究充气 Ｘ射线管的特性，在美时用质谱计分析高频火花产生的正离
子。回国后研究过大气电学、宇宙射线、形变晶体的 Ｘ射线谱等，是我国最早开展宇宙线研究者之一。
在战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褚圣麟仍想方设法坚持开展实验研究。

褚圣麟讲授过多门物理系的基础课。他讲课条理清楚，深入浅出，语言生动，深受学生欢迎。在多

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他于１９６４年和１９６５年完成了《原子核物理学导论》和《原子物理学》两本教材，
分别于１９６５年和１９７９年出版，并分别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三等奖和一等奖。文革中褚圣麟转入磁学
教研组，讲授磁学课程，并和他人合作编写《铁磁学》教材，由他统稿。

褚圣麟长期主持物理系工作，直至１９８２年（“文革”时期除外），对北大物理系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他一贯热心学会工作和科普工作，长期担任北京市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科

普工作委员会主委。他主编的《物理学基础知识丛书》共出版１９册。１９９０年中国科协和中国物理学会
均给他颁发荣誉证书，表彰他对我国科学技术普及事业做出的贡献。

　　３．新北大物理系的师资阵容和职工队伍

这次三校物理系合并，使新北大物理系师资阵容大为增强，又一次登上全国之首（第一次为北大、

清华、南开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全系教师共５１人。其中，物理专业４３人，气象专业８人；
来自北大１８人，清华２６人，燕大７人；教授１１人，副教授１人，讲师１６人，助教２３人。教授有饶毓泰、
赵广增、虞福春、胡宁、黄昆（以上来自北大）；叶企孙、周培源、王竹溪（来自清华物理系）；李宪之、谢义

炳（以上来自清华气象系）；褚圣麟（燕大）。副教授为来自清华物理系的杨立铭。兼任教授３人（赵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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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彭桓武、叶笃正），与中国科学院合聘教授１人（洪朝生），兼任副教授１人（庄逢甘）。在１９５５年聘
任的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物理学、力学、天文学方面共２０人，新北大有６人（饶毓泰、叶企孙、
周培源、王竹溪、胡宁、黄昆），还有一位为北大兼职教授（彭桓武），可谓极一时之盛。

物理系教师除承担本系学生的教学外，还承担外系普通物理课以及北京医学院医预班的普通物理

课教学任务。

本系共有行政、技术人员１９人，设有器材室、图书室、示教室、金工车间，负责人大部分来自燕京大
学，他们分别是：李智仁（图书室），李克孝（器材室），吕志勤（金工车间），和董石如（示教室，来自北

大）。此外，气象方面设有天气预报接收室，由来自清华的仇永炎讲师负责。这批队伍比较精干，工作

效率较高。

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物理系教职工的名单见附录一第（五）部分。

　　４．学科设置与学生人数

物理系设物理学、气象学两个本科生专业和一个专修科，气象学专修科。本科学制４年，专修科学
制２年。气象专修科仅办一届。

全系学生共４９０人。其中，本科生４２９人：物理专业３５０人（一年级１９１人，二年级９１人，三年级
６８人），气象专业７９人（一年级５１人，二年级１８人，三年级１０人）；气象专修科一年级４９人。因１９４９
年入学学生应国家需要于１９５２年夏提前毕业，无正常的四年级学生。研究生１２人，一年级４人，二年
级６人，三年级２人。

（二）稳定发展的五年（１９５２—１９５７）

院系调整后组成的新北大物理系在比较稳定的环境中度过了迅速发展的五年时光。这一时期的主

要任务是，学习苏联，设置专门化和教研室，为实现五年制教学计划和迎接学生人数的急速增长进行课

程建设和实验室建设，为培养高质量的物理学和气象学教学人才和研究人才服务。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校党委提出：“学校过去是搞政治改革，今天要转入教育改革，为国家培养人才。党
的工作要面向教学，保证８１５０制的贯彻。”“８１５０”是针对过去政治运动大量侵占业务时间和休息时间
这一现象提出的，要求保证每天学习８小时，锻炼１小时，每周学习和开会不超过５０小时。这一规定保
证了学校工作和生活的正常进行。五年中，虽然１９５５年有一次肃反运动，对教学有一些冲击，但影响不
大。从１９５７年夏反右运动开始，学校又一次处于动荡之中。

五年中的主要工作及发展情况如下。

　　１．系领导

系主任由褚圣麟教授担任，另有校长委托谢义炳教授协助系主任管理气象专业有关事宜。孙佶、郑

乐民任系秘书。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谢义炳任物理系副系主任。１９５５年１０月沈克琦任系主任助理，让庆澜任行政秘书，
潘永祥任教学秘书。

１９５６年成立物理系党总支，１９５５—１９５７总支书记潘永祥，副书记梁静国；１９５７—１９５８总支书记张
群玉，副书记汪永铨；１９５９．１—１９５９夏代理总支书记沈克琦；１９５９夏—１９６６总支书记平秉权，副书记曹
芝圃。

　　２．教研室设置

按苏联大学组织体系，在系下面应设教学研究室（简称教研室）。但１９５２年时未设，自１９５３年起开始
建立教研室，当时物理系共设７个教研室，分别是：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虞福春，副主任沈克琦），理论
物理教研室（主任王竹溪），固体物理教研室（主任黄昆），光学教研室（主任赵广增），电子学教研室（主

任吴全德），气象学教研室（主任谢义炳）。另有一直属系主任领导的中级物理实验室（主任郑乐民）。

１９５５年秋固体物理教研室分为半导体物理教研室和金属物理及磁学教研室，黄昆任半导体物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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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室主任，叶企孙任金磁教研室主任，北京钢铁学院柯俊教授兼任金磁教研室副主任。１９５６年秋电子
学教研室分为无线电物理教研室和电子物理教研室，前者由杜连耀任主任，后者由吴全德任主任；金属

物理和磁学分开，叶企孙任磁学教研室主任，柯俊兼任金属物理教研室主任，陈宏毅任副主任；增设地球

物理教研室，由地球物理所副所长傅承义教授兼任室主任，从南京大学物理系调来的王子昌教授任副主

任；新成立辐射物理教研室，主管三年级的原子物理（包括核物理）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褚圣麟

兼任主任。１９５８年，此教研室撤消，原子物理讲课划归理论物理教研室，实验课归入中级物理实验。其
他教研室设置不变，但普物教研室主任虞福春于１９５５年夏调任物理研究室副主任，沈克琦调任系主任
助理。汪永铨、丛树桐分别担任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和副主任。

　　３．专门化设置

１９５３年物理专业下分设理论物理、光学、固体物理、电子学等四个专门化。１９５１级学生开始学习专
门化的课程。１９５５年决定，自１９５３级学生开始，固体物理专门化分为半导体物理、金属物理、磁学等三
个专门化；电子学专门化分为无线电物理专门化和电子物理专门化，学制改为５年。１９５６年夏秋之间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傅承义先生等建议，为发展我国地球物理科学，在北京大学设立地球物理专

门化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此建议得到高等教育部的批准，我系即建立地球物理专门化。因为我系学

生在三年级下学期（１９５６年春）已分好专门化，且已开始部分专门化课程的学习，进入地球物理专门化
四年级学生的学生只能从外校调入。当时从武汉大学调来已学完三年级的物理系学生２０名，他们于
１９５８年毕业，成为我国第一届地球物理学本科生。至此，物理专业共设８个专门化，气象专业于１９５３
年设大气环流和实验气象学等２个专门化。１９５８年设气象观测及实验气象学、天气学及动力气象学和
大气物理３个专门化。实际上气象专业各专门化的课程相差很少，学生毕业分配时按专业分配。

　　４．五校联合半导体物理专门化

１９５６年８月完成的《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提出发展计算技术、无线电技术、核科
学，喷气技术、半导体和自动化等六项紧急措施。其中建议：在北京大学原有半导体物理专门化的基础

上建立北大、复旦、东北人大（吉林大学前身）、南京大学、厦门大学联合半导体物理专门化，集中五校有

关师生，加速培养国家急需的半导体科学技术人才。联合半导体物理专门化教研室正副主任分别由北

大的黄昆教授和复旦的谢希德教授担任。联合专门化历时两年，１９５８年结束。每届入学学生为五校已
读完三年级的学生，除北大为五年制外，其余四校均为四年制，在联合专门化学习一年后毕业，由所属学

校发给毕业证书。由于国家发展半导体的迫切需要，北大１９５４年入学学生也改为四年制，于１９５８年毕
业。１９５６年还从南开大学调来１４名学生，转为北大学生。联合专门化毕业生中很多人成为我国半导
体科学技术的骨干力量，在发展我国半导体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详情请参阅本书

“北京大学的半导体物理教研室和能谱研究室”一文。

　　５．本科生教学计划

下面只介绍物理专业的教学计划，气象专业的教学计划见本书“大气科学系的历史与演变”。

物理专业教学计划是仿照苏联教学计划的模式制订的。当时见到两种计划：莫斯科大学的５．５年
制计划和苏联一般大学的５年制计划。考虑到我国急需人才，领导决定我国采用４年制，遂参照这两个
计划制定了１９５２年入学新生使用的４年制教学计划。

新教学计划与过去的教学相比较，有以下几点不同：

（１）数理课程内容的广度和深度都大为增加，包括了部分研究生课程的内容；
（２）全体学生学习的课程都作了硬性规定，没有灵活余地；
（３）课内学时增加，学生课外自学时间减少（原来每学期选习１８—２０学分，课内学时２０—２４不等，

现在周学时为２６—３２）。
以上变化使得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加以招生人数大为增加，学生程度参差不齐，部分基础较差的学

生学习压力更为严重。为此领导上提出了加强辅导的要求。但“过度的辅导”违反学习规律，实际上不

能解决问题。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实际情况与计划有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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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执行学习苏联的方针，同时为解决原计划要求高与学生负担过重的矛盾，高教部于

１９５４年１月决定，北大物理专业从１９５３年入学新生开始试行五年制，随即着手制订五年制教学计划。
从一年级开始即实行新四年制计划的仅有１９５２年入学这一届。实际上，这一届也未能完全按计划进
行。

现将四年制和五年制的教学计划分述如下。

（１）四年制的教学计划
１９５２年新制定的四年制教学计划中，课程安排基本上采用苏联体系，与过去的课程体系差别甚大。

计划中初次使用的专业、专门化、学年论文、习题课等名称都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新计划中增加了生

产实习这一教学环节，为时４周，在三年级下学期进行。假期由原来的寒假４周、暑假９周改为寒假２
周、暑假９周。课程设置的变化如下。

① 物理学理论课程体系原为一年的普通物理和两年的中级物理课程（力学、热学、电学、光学各一
年，气体分子运动论一学期）两个循环，再加无线电、近代物理等反映２０世纪物理学的课程各一学年和
选修课，包括选修研究生课程。现改为两年半的普通物理和系统的理论物理课程（理论力学、热力学及

统计物理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各一学年，包括部分原研究生课程的内容），再加电子学及无线电工程

基础（一学期）和专门化课程，全部列为必修。增设物理学史课，当时也列为全系必修。

② 数学类课程原为必修微积分一年、微分方程一学期、高等微积分一年，现改为必修两学年的高等
数学（包括解析几何、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和一年的数学物理方法（包括复变函数和数理方程），内容大

为加深。

③ 实验课程体系也有很大改变。原必修普通物理实验、电学实验、光学实验、无线电实验、近代物
理实验各一年。现为必修普通物理实验两年（周学时４），中级物理实验一年（周学时６），外加专门化实
验。

④ 非数理类课程变化更大。化学课由必修普通化学一年改为必修一学期；取消大一国文和第二外
国语；大一英文（一学年）改为俄文（两学年）；原定必修中国通史一年和必须选一门社会科学课程（经济

学概论、政治学概论、社会学概论任选其一）改为必修四门政治理论课，每门课均为一学年。新教学计

划中增列制图学和工艺力学，前者曾开设过几次，后因为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将此课删除；后者则一直未

能开设，后亦从计划中删除。新教学计划的培养目标，除“物理学家”外，尚有“中学物理教师”，因而计

划中列有“教育学”、“物理教学法”二门课程。但在１９５４年７月高等教育部颁发的四年制教学计划的
培养目标中已删去中学物理教师，这两门课程随之取消。我系在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学年的第二学期曾安排三
年级学生修习“教育学”，由哲学系心理专业教授讲授。

⑤ 增加了习题课（课堂讨论）和学年论文两个教学环节。由于增加了习题课，理论课程的周学时数
大量增加，每周课内总学时数也比改革前增加很多。

⑥ 取消了学分制，取消了选修课，全部课程都是必修课。
配合教学计划的制订，制订了各门基础课程的教学大纲，都是参照苏联的大纲拟定的。

１９５２年时没有四年级学生，学生都在学习基础课程，尚未进入专门化训练，我们对专门化训练的内
容也不大了解，因而虽然计划中列有“专门化课程”和“专门化实验”，但没有确定具体开设哪些课程，以

后才逐步确定。

１９５２年入学学生实际执行的教学计划（四年制）如下：
Ｉ．各学年周数分配

学年度 上课 考试 生产实习 毕业论文 假期 总周数

Ｉ ３５ ６ １１ ５２

ＩＩ ３５ ６ １１ ５２

ＩＩＩ ３３ ６ ４ ９ ５２

ＩＶ ２９ ５ ９ ２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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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教学进度计划

课　　程
学　时　数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备　　注

合

计

讲

授

实

验

习题课、

课堂讨论

上

１８周
下

１７周
上

１８周
下

１７周
上

１８周
下

１５周
上

１８周
下

１１周

新民主主义论 １０５　７０ 　３５ ３ ３

马列主义基础 １４０ １０５ ３５ ４ ４

政治经济学 １４７ １１２ ３５ ４ ５

辨证唯物论及历史

唯物论
１１６ ８８ ２８ ４ ４

俄文 ２２７ ２２７ ３ ４ ３ ３

体育 １４０ １４０ ２ ２ ２ ２

物理学史 ２２ ２２ ２

普通化学 ７２ ３６ ３６ ４

高等数学 ５９７ ３５１ ２４６ １０ ９ ９ ６

数学物理方法 １５０ １００ ５０ ５ ４

普通物理 ４９２ ３４２ １５０ ６ ６ ６ ６ ４

普通物理实验 ２８０ ２８０ ４ ４ ４ ４

中级物理实验 ２１６ ２１６ ７ ６
当时称为专

门实验

理论力学 １４０ １０５ ３５ ４ ４

热力学及统计物理 １３２ １００ ３２ ４ ４

电动力学 １１４ ９０ ２４ ４ ３

量子力学 １０５ ８７ １８ ４ ３

无线电基础 ４５ ４５ ３

专门化课程 ２０７ ２０７ ６ ９
当时称为专

题及讨论会

专门化实验 ２６８ ２６８ １０ ８
当时称为特

殊实验

总　计 ３７１５１８６０ ８００ １０５５ ３２ ２８ ２８ ２９ ２８ ２６ ２７ ２６

　　说明：原计划规定第二学年下学期和第三学年下学期都要求完成学年论文一篇，实际执行中只要求完成一篇，在上
课期间完成。第四学年下学期要求完成毕业论文一篇，用９周时间。专门化课程及专门化实验内容由各专门化教研室
根据课程建设情况确定，教学计划内未作规定，实际完成的学时数，各专门化不尽相同，与计划中规定的学时数也不一定

相同。

（２）五年制的教学计划
１９５４年７月制订的物理专业五年制教学计划如下：
Ｉ．各学年周数分配

学年度 上课 考试 生产实习 毕业论文 假期 总周数 备　　注
Ｉ ３５ ６ １１ ５２
ＩＩ ３５ ６ １１ ５２
ＩＩＩ ３５ ６ １１ ５２ 第６学期有学年论文
ＩＶ ３１ ６ ６ １１ ５４ 第８学期有学年论文
Ｖ １６ ３ ２１ ２ ４２ 毕业后的暑假不算在内

合　计 １５２ ２７ ６ ２１ ４６ ２５２

　　第８学期的生产实习挤占暑假两周，本学年度时间增为５４周，第９学期推迟两周开学，上课时间变为１６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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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Ｉ．教学进度计划

课　　程
学　时　数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合

计

讲

授

实

验

习题课、

课堂讨论

上

１８周
下

１７周
上

１８周
下

１７周
上

１８周
下

１７周
上

１８周
下

１３周
上

１６周
下

２１周
中国革命史 １０５　７０ ３５ ３ ３
马列主义基础 １４０ ９５ ４５ ４ ４
政治经济学 １４０ ９５ ４５ ４ ４
辩证唯物论及历史

唯物论
１０６ ７０ ３６ ３ ４

俄文 ２８０ ２８０ ４ ４ ４ ４
体育 １４０ １４０ ２ ２ ２ ２
普通化学 ７２ ３６ ３６ ４
初级机械画 ５１ ５１ ３
高等数学 ５９７ ３５１ ２４６ １０ ９ ９ ６
数学物理方法 ２８２ １８０ １０２ ６ ６ ４
普通物理 ４７４ ３２０ １５４ ５ ６ ６ ６ ４
普通物理实验 ２８０ ２８０ ４ ４ ４ ４
中级物理实验 ２１０ ２１０ ６ ６
电工学及无线电学

基础
６８ ６８ ４

无线电实验 ５４ ５４ ３
理论力学 １４０ １０２ ３８ ４ ４
热力学及统计物理 １４０ １０２ ３８ ４ ４
电动力学 １４０ １０２ ３８ ４ ４
量子力学 １２４ １００ ２４ ４ ４
物理学史 ６４ ６４ ４
专门化课程 ３６４ ３６４ ２ ４ １０ ８
专门化实验 ３１４ ３１４ ６ ６ ８
时数合计 ４２８５２１１９ ９４５ １２２１ ３２ ３１ ２９ ３０ ２８ ３０ ２８ ２４ ２０

　　说明：
１．当时制订的计划中有工艺力学（二上，周学时３）和实验技术（二年级上、下，周学时１），实际未执行，故表中未列。
２．原计划中高等数学的周学时为（１０、１０、８、８），由于取消了工艺力学和实验技术，调整为表中的（１０、９、９、６）；理论

力学周学时则由（３、６）调整为（４、４）。
３．数学物理方法在执行中未按此计划跨３个学期，而为一学年课，所以总学时数减少很多。
４．普通物理包括力学、分子物理学、电学、光学和原子物理（含原子核物理），后来的计划第五学期的普通物理课列

为“原子物理”，普通物理改为４个学期。
５．无线电实验后并入中级物理实验，中级物理实验学时数不变。
６．“专门化课程”和“专门化实验”两项，当时的名称分别为“专题及讨论会”和“专门实验”。
７．１９５３、１９５４和１９５５年入学学生的学制都是五年。实际教学过程与教学计划规定有不少出入。课程结构的框架

基本不变，每门课程的学时数则有些出入。学年论文在实际执行中不是两次而是一次，生产实习和毕业论文的时间也与

计划数有出入。１９５８年后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教学秩序更不正常。
８．自１９５５年开始，每年均抽调少量读完三年级的学生至物理研究室（技术物理系）攻读核物理专业，四年毕业。自

１９５８年开始核物理专业直接从社会招收一年级新生。
９．１９５４年入学的少部分学生因国家需要提前一年于１９５８年毕业。

６．课程与教材建设

经过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五年的辛勤工作，教学计划规定的基础课程（包括实验课程）均如期开

出，不少课程属国内首次开设。在高教部的安排下我们接收很多兄弟院校派来的进修教师，进修结束后

他们回到本校，即成为该门课程的骨干教师。

结合教学的需要，物理系教师在此时期编著或翻译出版了下列教材，它们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

采用。

·７４·四、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物理系（１９５２—１９６６）



① 王竹溪：《热力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
② 王竹溪：《统计物理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
③ 〔苏联〕福里斯·季莫列娃：《普通物理学》，梁宝洪译，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二分册，商务印

书馆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年；
④ 〔苏联〕伊·耶·塔姆：《电学原理》２册，钱尚武、赵祖森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３年版；（赵祖森为

人民大学教授）

⑤ 〔苏联〕Ｈ．蒲赫戈尔茨：《理论力学基本教程》，钱尚武、钱敏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３年版。（钱敏
为北大数学力学系教师）

专门化课程的建设任务更为艰巨，基本上是从无到有，到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学年为止，已开设过专门化的
课程共４５门，其中理论物理方面１０门（专门化数学、量子场论、高等量子力学、量子统计物理、固体理
论、原子核理论、基本粒子理论、群论、广义相对论、计算数学）；光学方面５门（高等光学、原子光谱、分
子光谱、气体导电、光学专门化实验）；固体物理方面１３门（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半导体器件、半导体
材料、半导体专门化实验、金属学、Ｘ射线学、晶体的强度与范性、铁磁学、电磁测量、铁氧体、金属物理专
门化实验、磁学专门化实验）；无线电电子学方面１２门（脉冲电路、振动理论、微波原理及技术、晶体管
电路、天线与电波传播、真空技术、电子光学、电子发射、超高频电子学、电子光学器件、无线电物理专门

化实验、电子物理专门化实验）；地球物理方面６门（普通地球物理、重力学、地震学、地磁学、应用地球
物理、地球物理专门化实验）。

　　７．研究生培养

１９５２年后研究生培养工作有所改变。原来北大的研究生，要求学完规定的课程，取得足够的学分，
通过论文答辩，即可毕业。１９５２年后改为，除修完规定课程外，还要通过学科考试，由指导教师指定某
一学科领域的几本书籍，自学后进行口试，通过后即进行毕业论文工作，通过答辩后毕业，学制为３年。
１９５６年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高教部于７月份提出招收副博士研究生暂行办法，规定学习４年，授予副
博士学位。从１９５５年入学研究生开始改为四年制，招生办法自１９５６年开始改为，本科毕业分配时一部
分学生被指定报考研究生，准备一段时间后参加考试，然后学校择优录取。我系共录取副博士研究生９
名，他们于１９５７年２月入学，１９６１年２月毕业，授予副博士学位一事则因政治运动冲击而成为泡影。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期间物理系共招收研究生５０名，毕业３１名。

　　８．聘请苏联专家

在这五年中，物理系聘请到校工作１—２年的苏联专家有６位，他们除授课外还指导科学研究或培
养研究生。他们对系和教研室工作也经常提出建议，与系和教研室相处十分融洽。学校设有专家工作

室，十分认真地检查专家建议执行情况。系里抽调青年教师或高年级学生突击俄文，担任业务翻译，学

校另配备了学习俄语的教师宋玉升、颜品忠、陈悦等人任生活翻译。

（１）В．А．柯诺瓦洛夫　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副系主任，教学法专家。１９５３年到哈尔滨工业大学
任专家，有６位中国教师参加他主持的研究班。１９５４年秋高教部认为他到综合性大学更能发挥作用，
因而将他调到北大，９月到校。柯诺瓦洛夫在普通物理教研室工作一年，就有关讲课、习题课、实验课的
问题作系统讲演，最后由北大将讲稿《高等学校物理教学法》付印。研究班６名学员随他转到北大。开
始时由尹道乐担任翻译，不久即由王义遒和宋玉升接任。柯诺瓦洛夫的到来加深了我们对苏联教学的

了解，并促进了我们对教学方法的研究。

（２）Л．И．华西列夫　他是新西伯利亚大学副教授，金属物理专家。当时北大原拟聘请一位半导
体专家，但向苏方提出的要求是“固体物理”专家。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１６日到京时才知道他的专业不是半导
体物理。随即决定原定的研究生６名改学金属物理，并立即组织教师配合专家工作，建设实验室，开展
研究工作，由尹道乐和侯伯元任翻译，边工作边学习。华西列夫在固体物理教研室工作一年，１９５５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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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金属物理及磁学教研室工作一年，１９５６年１１月离开北大。科学院的钱临照先生和北京钢院的柯
俊先生配合专家进行工作，他们都是我系金属物理学科的奠基人，随同专家学习的尹道乐、陈宏毅、吴自

勤、梁静国成为我系金属物理方面最早的骨干。

（３）О．И．谢曼　他是爱沙尼亚塔尔多大学副教授，电子光学专家，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２１日到校，先后
在电子学教研室和电子物理教研室工作，两年期满离校，朱宜和徐承和任翻译。他培养研究生６名和青
年教师多名，是北大电子光学学科的奠基人。１９５５年１月从苏联进口的ЭМ３型电子显微镜安装完毕，
促进了我校这方面的教学和科学研究。西门纪业、徐承和、朱宜等成为我校电子光学方面的骨干。

（４）Т．И．阿基莫维奇　她是敖德萨水文气象学院副教授，动力气象学专家。１９５５年２月６日到
校，在天气学教研室工作两年，主持“动力气象”讨论班，校内外３０多位气象学工作者参加，指导研究生
２人（庄荫模、赵柏林）。王绍武和张玉玲随班学习并任翻译。

（５）А．В．桑杜洛娃　她是基辅大学副教授，半导体材料专家。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到校，在半导体物理
教研室工作两年，讲授“半导体工艺”课，并指导利用放射性同位素进行半导体内杂质扩散的研究，为我

系开展此项工作奠定了基础，虞丽生和李淑娴任翻译。

（６）日瓦金　高尔基大学无线电物理系教授，振动专家。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３日到校，在无线电物理教
研室讲授“振动理论”课，一年后离校。徐孟侠担任翻译。

除以上长期专家外，在此期间到物理系短期讲学的苏联专家还有波谱学专家Ф．И．斯克利波夫，等
离子体理论专家А．А．符拉索夫。

　　９．科学研究工作

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由于课程教学、实验室建设和教材建设任务很重，教师们主要精力用于教学，
但他们仍坚持不懈地进行科研，培养研究生。苏联专家到校后，开展了一些新的科学研究方向。１９５６
年杜连耀教授留学归来，开展了声学研究，波谱学家、原北大教师丁渝回国，在北大物理系兼职，开展原

子束的研究。

１９５６年３月１４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５月４日《人民日报》发表“向科学进军的正确道
路”的社论，１０月《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被批准。物理系叶企孙、周培源、黄昆、王竹溪等
参加了规划的制订工作，我系开始根据科学规划考虑安排科研工作。

　　１０．留学生的派遣

从１９４９年起，派遣学生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的工作中止。１９５１年我国开始大量派遣留学生
到苏联和东欧国家留学或工作。在１９５１—１９６６年期间，物理系师生出国留学或工作的有：

（１）１９５１年徐叙誽（助教）到苏联学习发光学，１９５５年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到中国科学院工作。
他是我国发光学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２）胡宁教授和研究生黄念宁、王到苏联杜布纳联合会核子研究所工作，胡宁任该所学术委员和
理论物理实验室小组负责人。

（３）周光召（讲师）于１９５６—１９６０年去杜布纳联合会核子研究所从事基本粒子理论研究，取得很
好的研究成果，回系后不久即被借调参加国防科研，做出重要贡献。

（４）教师中赴苏留学的有：赵凯华于１９５４—１９５８年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物理学史和等离子体理论，
副博士；陈玉于１９５５—１９６０年在莫斯科大学学习Ｘ射线学；王义遒于１９５７—１９６１年在列宁格勒大学学
习波谱学，副博士；戴道生于１９５７—１９６１年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磁学，副博士。虞丽生和叶良修于１９５９
年分别到基辅大学和列宁格勒电工学院学习半导体物理，均获副博士学位，１９６３年回国。他们学成后
均回北大工作。

（５）１９５６年毕业生王敏容、林彰达、汪克林、蒋清梅、曾庆存、黄美元、邓根云被派往苏联和民主德
国等国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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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房舍

物理系主要使用原燕大的物理楼，上下两层面积约２０００ｍ２。因不敷使用，没有窗户的顶层（约８００
ｍ２）也被改造成实验室，勉强使用。金工车间位于民主楼东北，为面积约２００ｍ２的平房；气象专业位于
南阁（原名甘德阁），有上下两层和地下室、阁楼，建筑面积共约８００ｍ２。

由于学生人数激增，物理系用房虽一再扩展，仍感不敷需要。１９５４年夏化学系迁入东南门内新址，
原化学楼改归物理系，命名为物理南楼，原物理楼更名为物理北楼，物理系用房面积增加近２０００ｍ２。
１９５６年外文楼一层东半部的４００ｍ２划归物理系，无线电物理教研室迁入该处。１９５６年秋增设地球物
理专门化后，在物理南楼南边新建临时性平房四栋，其中两栋为地球物理实验室，一栋为吹玻璃室等用

房，一栋为气象专业绘图室，共约４００ｍ２。为了充分发挥房屋的潜力，我们将大屋顶下的空间改造成为
实验室。在大屋顶下增添一层天花板即形成一个三楼，只有通风口，没有窗户，完全靠人工照明，总面积

约８００ｍ２。在这个三楼实验室中安排了半导体物理专门化实验、中级物理实验和光学教研室的教学实
验和科研实验，成为物理系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３日，缅甸总理吴努在周恩来总理陪
同下访问北大，吴努讲演后参观物理系，从物理北楼东半部一楼电子物理实验室开始到二楼、三楼，再由

西端下楼参观二楼的原子物理实验室和一楼的金属物理实验室。在从二楼去三楼途中，沈克琦向周总

理说明将三楼改成实验室的缘由，周总理当即向吴努说：“他对我讲这些，是要我给他们盖房子。”这确

实说中了我们的心意，周总理的体察下情和思维机敏令人叹服。

新物理楼的建造　１９５６年３月，北大着手进行１２年规划。按酝酿的规划，在东部建理科中心，在
现成府路两侧建理科各系的大楼，主楼正对成府路。新物理楼和新化学楼就在现在的位置，与主楼成鼎

足之势。从中关村往北至清华西门的道路在经过北大范围时转入开槽式半地下通道，地面上东西相通，

为校内通道。另在中关园东侧与科学院之间开辟一新道，连接四环和蓝旗营，在北大、清华之间通向清

华西门，北大东门设在蓝旗营。西校门区域改为文科中心。物理大楼是这建筑群中最早建设的一个。

１９５６年开始设计，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开工，１９５９年底竣工，１９６０年迁入，建筑面积为１９５００ｍ２，设计造价为８９
元／ｍ２。

物理大楼建设过程中几经周折。首先是大楼归谁使用问题。原来是针对物理系的需要设计的，

１９５８年底物理系分为三个系，物理大楼就为三个系共同使用，图书室变成物理系图书室和地球物理系
图书室两部分。由于学校房屋紧张，校领导一度要求让出一部分房屋给数学系使用，为此施工中改变了

部分房屋的设计，后来又决定数学系不进大楼，但木已成舟，无法再改了。在施工的两年中适逢三年困

难时期，因此建筑标准一再降低，如现制水磨石地面改成预制水磨石地面或水泥地面；四楼图书馆外封

闭走廊改为挑梁露天走道，并减小宽度，撤去原设计支持走廊直达地面的圆柱；通风管道改用新研制的

纸制管道，实际上无法使用；电线由铜线改为铝线等等。１９６０年迁入时一部分房屋又改作大跃进时发
展起来的工厂用房。

（三）动荡的八年（１９５８—１９６６）

从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开始，学校处于几乎不断的动荡之中。一些政治运动导致教学秩序混乱，接着
进行调整和补救，随后又是冲击，然后又调整。在调整时期总结经验教训，教学秩序有所恢复，取得一些

成效，但过“左”的思想未能真正得到纠正，直至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虽然如此，广大教师有极
强的敬业精神，在可能条件下勤勤恳恳搞教学与科研，努力为培养学生和开展科研做贡献，取得了相应

的成果，使物理系在一些方面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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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物理系一分为三

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物理系学生人数不断激增，１９５８年秋学生总数高达１８００人。１９５６年全国１２年科技
规划制定后，一些新兴学科亟待发展，迫切需要人才，因此物理系中的一些学科需要加速发展，原来物理

系的建制已不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为此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学校决定，物理系分为三个系：物理学系、无线
电电子学系和地球物理学系。普通物理、中级物理实验、理论物理、光学、半导体物理、金属物理、磁学等

７个教研室及相应的专门化划入新的物理系，褚圣麟任系主任。沈克琦任副系主任；气象专业和地球物
理专门化及有关的教研室组成地球物理学系，苏士文任系主任，谢义炳任副系主任；无线电物理、电子物

理两个专门化及有关教研室组成无线电电子学系，汪永铨任系主任。分系后无线电电子学系和地球物

理学系迅速扩大，建立新专业或新专门化，学生人数也大为增加，科研工作迅速开展。分系后无线电系

和地球物理学系的普通物理及实验、中级物理实验、理论物理课基本上仍由物理系担任，三系无线电电

子学课由无线电电子学系担任。此外，一度拟并入物理系的物理研究室改为原子能系，不久又改称技术

物理系，培养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人才，由胡济民、虞福春分任正副系主任。此次调整后，物理系本科生

人数为７００余人，研究生１２人。

　　２．物理系专业、专门化的调整

由于学校规模的迅速扩大，为充实教学力量，学校决定从各系三、四年级学生中抽调２５０人左右，培
养一个时期后担任讲课任务，称为“预备师资”。物理系被抽调的有５０余人。

在１９５９年反右倾运动造成的严重左倾思想的影响下，领导急于求成，１９６０年初提出“高速度发展
尖端科学，力争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为了给国家培养物理学各分支学科的人才，物理系准

备增设低温物理、热物理、固体电子学、电介质物理、高压物理、晶体物理、等离子体物理和高分子物理等

８个新专门化。不久，考虑到高分子物理与化学系高分子化学关系密切，应由化学系考虑而取消，其他
专门化均指定一些教师、预备师资与高年级学生进行筹建。这是大跃进形势下头脑发热的表现。后来

认为等离子体物理可与相关学科合在一起，不必另设。晶体物理则开展一些晶体生长的研究工作，后来

认为无另设专门化的必要而作罢。其余５个新专门化的建设都积极进行，开设了一些专门化课程，开展
了科研，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毫无基础的条件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参与者解放思

想、开拓进取、艰苦努力的结果。１９６１年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紧缩科研战线，对各项工作进行调整。
物理系重新审视了建设新专门化问题，根据国家需要、学科性质和我系的条件决定，保留低温物理和热

物理两个专门化，其余三个专门化停止建设，师生均回原属的教研室及专门化工作或学习。低温物理和

热物理两个专门化则决定在办完两届后暂不招收新学生，安排教师集中时间进修提高，为再次接受学生

做准备。这两届学生分别于１９６２年和１９６３年毕业。遗憾的是，后来政治运动又起，进修提高之事未能
实现。有关１９６０年建新专门化之事的详情请参见本书所载阎守胜、包科达、孙长德、刘宏勋、杨振宇等
撰写的文章。

１９５８年，学校曾有将物理专业分为理论物理、光学、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等四个专业的意见，并于
１１月１８日上报，但实际上未执行，一直保持物理专业。１９６２年高教部召开的理科教学工作会议上明确
规定，物理学方面的专业设置，应以宽为主，宽窄并存，即一般设物理学专业，个别学校可设立少数较窄

的专业，如核物理专业、声学专业等。北大物理系一直保持物理学专业，在技术物理系设核物理专业，直

至１９６６年“文化革命”爆发。

　　３．学制和教学计划的变化

１９５４年制订的五年制教学计划，虽在执行过程中不断进行修订，整个计划的结构没有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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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９月党中央提出新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提
出“把北京大学从落后的、脱离生产的单一的教学阵地变成为先进的教学、科学研究与生产劳动的联合

基地”，后简称为“三结合基地”。教学计划因此发生重大变化，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列入计划，称为

三结合教学计划，学制由五年延长到六年。１９６４年毛泽东“春节指示”传达后，缩短学制、减少课程，学
生除参加生产劳动外还要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军事训练，教学计划又一次发生重大变革，学制改为

五年。因为教学过程周期长，而计划变化太快，没有一个是完全按计划执行的。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制订

计划时的指导思想和计划内容的主要变化。

（１）１９５８年７月制订的五年制教学计划
在１９５８年上半年的双反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社会上和学校里都有这样一种观点，出那么多“右

派”是最大的浪费，必须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劳动锻炼，同时认为课堂教学时间太多。因此在

１９５８年７月制订的物理专业教学计划中，政治理论课由４９１学时增至６４０学时，参加劳动锻炼及社会调
查时间高达３４周，增加“整风”６周，数理课程学时数大为减少，由３２５１学时减为２４５４学时。这一计划
完全没有执行，因１９５８年下半年搞大跃进，教学秩序完全打乱。１９５９年上半年忙于补课，补授上一学
期缺失的课程，同时进行“整顿教学秩序”工作，另订教学计划。

（２）１９５９年的五年半制１９６０年的六年制
由于要增加生产劳动，周学时必须减少以减轻学生负担过重问题，同时、市委领导提出学校教育以

课堂教学为主，上课时间又不能过少，为了保证毕业生质量，因此学校决定将学制由五年改为五年半。

削减过多的数理课程的学时有所恢复。过分膨胀的政治理论课学时有所减少。但计划中规定的劳动时

间仍高达每学年两个月，并要求学生科研时间占总学时的１０％—１５％，这依然违反教育规律。五年半
的计划也未能执行，因为１９６０年又改为六年制了。所以物理系没有五年半制的毕业生。

在１９５８年双反运动中有人提出，普通物理和理论物理两个循环，重复很多，是浪费，不符合“多快好
省”的原则。为此我们研究了普物的力学、热学、电学与理论力学、热力学统计物理、电动力学打通的问

题，并制订了打通后的力学、热学、电学的教学大纲。打通的力学曾经试行。试行的结果是：节省不了

多少时间；学生学习过程是忽高忽低，一部分内容从普物水平学到理论力学水平后，学到另一部分时又

从普物水平开始。这不符合学生的学习规律。经过研究后认为普通物理和理论物理两个循环的安排是

合理的，有点重复也是学习过程中必要的重复。在普物阶段，对学生的高等数学要求不高，学生对物理

原理和概念的理解侧重于其物理实质，到理论物理阶段则侧重于更概括和深入的理解，必须借助高等数

学的运用，这是对原有认识的深化与提高。如果在低年级就进入理论物理，学生的侧重点将在于他感到

困难的数学而不利于他对物理本质的思考。根据这一认识，就未再试行下去。

１９６０年２月１０日学校从既保证高质量又解决学生负担过重问题的考虑出发，向教育部申请实行
六年制，报告是这样写的：“根据我们的计算，五年制的专业，在每年加两个月的生产劳动以后，虽然缩

短了考期和假期，但上课学习的时间５年内仍比过去少十多周，另外政治和外语课的学时还必须比过去
增多，因此这些专业业务学习的时间比１９５６年的教学计划少一学期多。五年半制的专业，则只勉强与
１９５６年的教学计划相当，当我们制订与修订三结合教学计划时已感到时间太紧不好安排。最近我们在
增设新的尖端专业、专门化，并联系考虑各专业的培养目标时，更感到有延长学制的必要。我校是一所

重点综合大学，担负着提高的任务，它培养出来的学生必须具有深厚、广博的基础知识和良好的专门训

练，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并能独立地创造性地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解决自己专业方面的某些理

论问题与实际问题。为了保证 我校毕业生能够达到上述规格，符合国家对干部质量越来越高的要求，

我们考虑：学生学习基础课的时间应增加到四年左右，以进一步加强他们的基础训练。与此同时，专门

化和毕业论文、学年论文等科学研究的训练也需适当加强。根据几年来的经验，这需要两年左右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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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据此，我拟将理科各专业的学制，除地质地理系的经济地理专业外，均改为六年。”

物理专业的六年制计划既保证了基础课的时间，又保证了较高水平的专门组（原“专门化”改称专

门组）训练，专门组课程比较系统，还有一学期的毕业论文，实际上接近研究生毕业的水平。当时认为

国内一些工业部门、科研机构和高校都属新建，急需一些具有开拓创新能力，并能独立承担任务的人才，

因而我们就把这种人才作为培养目标。为此，六年制计划中增添了第二外国语。经过对国际物理学文

献调查分析，发现６５％是英文文献，约２５％是俄文文献，俄文文献中相当部分还是从英文文献翻译过来
的。因此决定加强英语教学。不少学生中学学俄语，第一外语仍为俄语，要求达到能阅读文献的水平。

第二外国语为英语，学习二年。计划中的一外由两年延为三年，目的在于不中断，直至四年级阅读外文

文献的阶段。体育总学时不变，但学习时间延至三年，以加强体育锻炼。考虑到原子核物理日益重要，

将它从原子物理学分出来单独设课。普通化学的安排一直是为难的事。因为学时少，在低年级讲授，内

容与中学相差无几，学生不感兴趣。往深处讲，不免增加物理化学方面的内容，与后来要学的原子物理、

热力学课重复。后改为在高年级讲授，学生已学过热力学、统计物理和原子物理，结合物理系研究的需

要讲授有关的化学原理，并做一些化学实验，受到学生的欢迎。担任物理系化学课教学任务的老师为此

花费了不少心血。

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０年入学学生都实行六年制。现将１９６３年５月制订的物理专业 六年制教学计划列
在下面。因政治运动冲击，实际上均未能真正按计划进行教学。

Ⅰ．各学年周学时分配

学年度 上课 考试 生产实习 学年论文 毕业论文 生产劳动 机动 假期 总周数

Ⅰ ３３　 ５ ４ １ ９ ５２

Ⅱ ３１ ５ ６ １ ９ ５２

Ⅲ ３２ ５ ５ １ ９ ５２

Ⅳ ３２ ５ ５ １ ９ ５２

Ⅴ ２６① ５ ４ ３① ４ １ ９ ５２

Ⅵ １０．５② ２ ３② ２３．５② ２ １ ９ ５１

合　计 １６４．５ ２７ ４ ６ ２３．５ ２６ ６ ５４ ３１１

　　① 五年级上课２９周，在第１０学期上课期间内有相当于３周的时间用于学年论文，故实际用于课堂教学的时间相当
于２６周。

② 六年级上课１６．５周，在第１１学期上课期间内有相当于６周时间用于做论文：学年论文３周和毕业论文３周，故
实际用于课堂教学的时间相当于１０．５周，另有２０．５周全时做毕业论文工作，故共有２３．５周的时间用于毕业论文工作。

Ⅱ．教学进度计划

学　时　数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第六学年

课程名称
合

计

讲

授

实

验

习题课、

课堂讨论

上

１６
周

下

１７
周

上

１８
周

下

１３
周

上

１６
周

下

１６
周

上

１６
周

下

１６
周

上

１６
周

下

１３
周

上

１６．５
周

下

２０．５
周

思想 政 治 教 育

报告
１８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中共党史 ６６ ６６ ２ ２

马列主义概论 １６０ ３ ２ ３ ２

体育 １２９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第一外国语 ２８８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第二外国语 １８３ ３ ３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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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数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第六学年

课程名称
合

计

讲

授

实

验

习题课、

课堂讨论

上

１６
周

下

１７
周

上

１８
周

下

１３
周

上

１６
周

下

１６
周

上

１６
周

下

１６
周

上

１６
周

下

１３
周

上

１６．５
周

下

２０．５
周

高等数学 ４２９ ２８１ １４８ ８ ８ ７ ３

数学物理方法 １２８ １００ ２８ ４ ４

普通物理学 ３５１ ２７５ ７６ ５ ５ ６ ６

普通物理实验 ３１８ ２８０ ４ ４ ６ ６

原子物理学 ４８ ４８ ３

原子核物理学 ４８ ４８ ３

无线电基础 １７６ ９６ ８０ ６ ５

理论力学 １１６ ８８ ２８ ４ ４

热力学统计物理 １１２ ８８ ２４ ４ ３

电动力学 １１２ ８８ ２４ ３ ４

量子力学 １１２ ８８ ２４ ４ ３

中级物理实验 １６０ １６０ ６ ４

固体物理学 ９６ ９６ ３ ３

化学 ８０ ３２ ４８ ５

专门组课

（参阅下表）

４２０—４７６
（参阅下表）

８—
９

８—
１７

７—
１２

总学时 ３７１２—３７６８ ２５ ２５ ２４ ２４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１—
２２

１２—
２１

８—
１３

１

　　Ⅲ．专门组课程

专门组

名称
课程名称

学时数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第六学年

合计 讲授 实验
上

１６周
下

１６周
上

１６周
下

１３周
上

１６．５周
下

２１．５周

理论物理

总学时数

４２０

高等量子力学 ５０ ５０
４（１０周）
５（２周）

特殊函数 ４８ ４８ ３
量子统计物理 ３９ ３９ ３
原子核物理 ６５ ６５ ５
基本粒子物理 ７２ ７２ ５（４周） ４
数理方法补充 ３２ ３２ ２
固体理论 ６６ ６６ ４
群论 ４８ ４８ ３

光学

总学时数

４４０

实验光谱学 ４８ ４８ ３
原子光谱 ４８ ４８ ３
双原子分子光谱 ５２ ５２ ４
多原子分子光谱 ４８ ４８ ３
光的电磁理论 ６４ ６４ ４
气体导电 ５２ ５２ ４
光学专门组实验 １２８ １２８ ３ ５

·４５· 第一部分　北京大学物理系九十年



（续表）

专门组

名称
课程名称

学时数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第六学年

合计 讲授 实验
上

１６周
下

１６周
上

１６周
下

１３周
上

１６．５周
下

２１．５周

磁学

总学时数

４６０

铁磁学 １１６ １１６ ４ ４

电磁测量 ６４ ６４ ５

金属及Ｘ射线学 ５２ ５２ ４

铁氧体物理 ４８ ４８ ３

金属及合金磁性 ３２ ３２ ２

磁学专门组实验Ｉ ６４ ６４ ４

磁学专门组实验ＩＩ ５２ ５２ ４

磁学专题 ３２ ３２ ２

金属物理

总学时数

４７６

金属学 ６４ ６４ ４

金属学及Ｘ射线学 ７４ ７４ ３ ２

金属范性形变强度 ７８ ７８ ６

金属物理 ８０ ８０ ５

金属物理专门组实验 １４８ １４８ ２ ４ ４

金属物理专题 ３２ ３２ ２

半导体物理

总学时数

４６８

半导体物理 ８０ ８０ ５

半导体材料 ６４ ６４ ４

半导体器件Ｉ ７８ ７８ ６

半导体器件ＩＩ ３２ ３２ ２

半导体理论 ６４ ６４ ４

半导体物理专门组实验 １５０ １５０ ５ ５

　　Ⅳ．加修课

课程名称 学　期 学　时

半导体物理专题 １１ ３２

计算数学 ８或１０ ４８或５０

广义相对论 １１ ３２或４８

　　注：原计划加修课上有机械制图基础和自然辩证法等两门，实际上从未执行。

（３）１９６４年的制定的五年制教育方案草稿
１９６４年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严厉地批评了教育工作，提出“学制要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

半”，“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要完全改变”。会上还列举孔夫子、

李时珍、富兰克林、瓦特、高尔基等自学成才的例子说明学校课程太多了。会后教育部虽未真的将课程

砍掉一半，但要体会指示的精神进行改革，因此教学计划必须做较大的修改。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９日高等教育部又转发《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并指出：“这次谈话，是极为重
要的，对于培养革命接班人，推动高等学校师生自觉地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促进教育革命，都具有十

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所有高等学校，都应当认真加以讨论和贯彻。”《谈话纪要》记载的是７月５日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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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与其侄毛远新的谈话，主要论点有：“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①，去工

厂搞五反②”，“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

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在此形势下，教学计划的重大修订势在必行。另外，根据我校毕业生分配的实际情况看，对六年制

和系统的专门组训练确有加以改变的必要。因为学生毕业分配越来越不能对“专门组”的口，把所有本

科生培养到近乎研究生毕业水平也不符合实际，应该将本科学习和研究生学习分为两个阶段，中间进行

一次筛选。因此将本科学制改为五年，专门组课程不求系统，但保留了这类课程，其目的在于使学生不

仅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且能了解物理学发展面临的问题，并为进行毕业论文工作提供必要的某一分支

学科的知识，使学生能得到较好的科学研究的训练，以利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这样的学生毕业后

可以进入研究生学习或直接进入物理学任意分支学科工作，结合工作再深入学习。

根据以上的考虑和毛泽东的指示，我系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制订了物理专业五年制教育方案。
此教育方案分培养目标，政治思想教育、生产劳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集中军事训练的安排，教学

安排，体育与民兵训练及教学进度计划表五个部分。与过去的计划相比较有以下几点不同：

① 强调了阶级斗争，方案中安排８周军训，８周农村生产劳动，２４周参加农村或城市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８周工厂生产劳动，４周工农业生产劳动，１周入学教育，２周毕业鉴定。合计５５周，占全部学习时
间（假期除外）２２９周的２４％。

② 批评了理论物理课程内容安排上的“求全”思想，强调只讲授面向全专业共同需要的基本内容，
删去非基本的、难度过高、学生很难掌握的内容，较多地减少了学时。

③ 改组了实验课程体系，取消了中级物理实验，将其中属于全专业共同需要的实验技术分别并入
普通物理实验和无线电基础实验，后者学时剧增；属于个别专门组所需的内容则改属专门组实验。

④ 周学时减少，课堂教学最高为１９．５学时，计划中还规定了每门课程课外的学时数，以便控制课
外作业，这是按中等程度学生的能力估计的。此方案的具体课程安排见下表。

现将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制订的物理专业教育方案教学计划进度表列在下面。
Ⅰ．各学年周数分配

分类 合计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总周数 ２６０ ５２ ５２ ５２ ５２ ５２

上课 １３０ １８ １４ １９ １４ １９ ０ １９ ９ １８ ０

考试、论文答辩 １６ ２ １．５ ２ １．５ ２ ０ ２ １ ２ ２

生产劳动 ２０ ８ ８ ４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２４ ２４

集中军训 ８ ８

生产实习 ６ ６

毕业论文 １６② １６

入学教育毕业鉴定 ３ １ ２

放假 ３１ ６ ６ ６ ６ ７

机动 ６ １．５ １．５ １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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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四清指１９６３年在农村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五反指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



　　Ⅱ．教学进度计划

学　时　数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课程名称
合

计

讲

授

实

验

实

习

上

１８周
下

１４周
上

１９周
下

１４周
上

１９周
下

２４周
上

１９周
下

９周
上

１８周
下

１６周
形势与任务 １４６ １４６ １（２）①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中共党史
８０
　

８０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政治经济学
８２
　

８２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哲学 ７９ ７９

体育与民兵训

练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外国语 ２５２ ２５２ ３（５） ３（５） ３（５） ３（５） ３（６）
高等数学 ２６０ ２６０ ４（７） ４（７） ４（７） ４（８）
普通物理学 ２６１ ２６１ ４（７） ４（７） ４（７） ３（５）
普通物理实验 ３３６ ３３６ ４（４） ４（４） ４（４） ４（４） ４（４）
数学物理方法 ５７ ５７ ３（６）
无线电基础 １９０ ８０ １１０ ４（５）
理论力学 ５６ ５６ ４（８）
热力学及统计

物理
６０ ６０

固体物理 ５２ ５２
电动力学 ５４ ５４
量子力学 ５８ ５８

专门化课程 ２７９ １３９ １４０

选修课

农
村
或
城
市
社
会
主
义
教
育
运
动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３（３）
　

２５
（２５）

１（１） １（１）

６（５）

４（８） ４（８）

４（９） ４（９）

５（８）
　

１３
（２０）
３（５）

毕
业
论
文
工
作

总学时
２４６８
　

１７７０
　

５８６
　

１１２
　

１９．５
（２８．５）

１９．５
（４８．５）

１９．５
（２８．５）

１９．５
（２８．５）

１９
（２９）

１９
（２９）

１７．５
（３０．５）

１７
（２７）

１（４２）
　

　　① 括弧中为用于课程学习的课外自学时数。
② 第１０学期１６周全时进行论文工作。第９学期尚有部分时间进行毕业论文的准备工作，未计算在内。

　　４．＂反右＂及＂大跃进＂时期（１９５８—１９６０）

１９５７年春全国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党中央号召大家助党整风，强
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广大群众响应号召积极参与，形成

了大鸣大放的群众运动，座谈会、大字报、小字报和报纸刊载的新闻消息及文章，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和主

张。但从６月８日起突然转入“反右”，以言论罪，将大批建言者定为“右派分子”。划定右派的“根据”
是６月８日前后的言论和６月１７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
的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于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７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
话，原来讲话中并没有这六条标准，这些标准是大鸣大放后的６月１７日发表时加进去的。１９５７年暑
假，１９５７届毕业生离校时有一些学生因言获罪，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当时未戴“右派分子”
帽子。他们一律分配工作，但带着“劳动察看”一年或二年的处分。在物理系，这样的学生有１６人，名
单附后。暑假后继续反右，被批判者范围扩大，１９５８年，全系被定为“右派分子”的有１３９人，其中教师８
人，研究生２人，本科生１２９人。北大物理系的学生中被划为“右派”的人数，居全校各系之首，也居全
国物理系之首。这１３１名学生中，有１１人免于处分，其余分别受到“留校察看”、“保留学籍、劳动察看”
和“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的处分，有１人被逮捕并开除学籍。被迫离校的学生中，少部分在摘去“右派

·７５·四、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物理系（１９５２—１９６６）



分子”帽子后回校复学，完成学业。１９７８年冬中央颁发５５号文件，要求复查右派工作。北大党委据此
对北大右派（包括“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案进行了复查，原物理系“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右派

分子”都属错划，全部予以“改正”。对于他们的学籍问题，教育部１９８４年６月２０日发出（８４）教学字
０３１号文《关于对“文革”前部分大学生落实政策补发毕业证书的通知》，规定“因思想政治原因错误处
理，现已复查改正的学生，…均按本人原同届补发毕业证书。在此之前已发过肄业证书的，可换发毕业

证书”。在２００８年修订本书时，凡留校学习至毕业者和回校复学至毕业者均按毕业时间列入毕业生名
单；凡中断学习后未能复学者均根据政策规定按离校时同届学生毕业年份列入毕业生名单；后发现尚有

错讹之处，２００９年本再修订版又进行纠正。若与过去毕业生名单不符，应以此版为准。
反右运动对全国的知识分子起了钳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巨大作用，对北大物理系学生的伤害

尤大。一大批品质优秀并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青年师生受到了重大打击，许多人因此坎坷一生。其中

有的人在逆境中奋起，仍为我国的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反右运动”不仅对一些优秀人才个人是埋

没了才能的问题，对于国家也是不小的损失。

附：
一、１９５７年毕业生中被错戴“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学生名单（１６人）

气象专业（四年制）：

　　　朱庆圻 　李难生　胡伯威　曹钢锋　罗孝逞　樊启祥
物理专业半导体物理专门化（１９５６年由南开大学调入五校联合半导体物理专门化的学生，北大学籍。）：
　　　何华昕　戴凯成 　丁绍渊　金怀诚　彭敏修　汪宝铎女　赵敏光　邓贵介
东北人民大学（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四年制）：

　　　陆肇漪　 赵志圣
二、１９５８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名单（按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学年所在年级分列）：
　（１）气象专业

四年级（四年制）　萧有馥　毛贤敏　陈道轩　马鹤年　陆费铭勇　潘家威　褚宗祥　吴佶宁
　　　　　陆一强　阎育华

三年级（五年制）　徐吉庆　章正一　阎秉耀　张维桓　 林　和　郭定一
二年级（六年制）　翟　

!

　博绳武　白润珍　阎瑞昌　赵成尧　汤永祺　黄思孝　黄茂兰
一年级　　　　　徐鸿年

　（２）物理专业
五年级（五年制）　周光镐　 叶承榴　严仲强　王存心　徐祖年　章豫梅　杨学鹏　稽光大

　　　　　黄焕栋　朱百成　岑超南　谭天荣　林从修　陈光宇　张戴铭
四年级（五年制）　黄惟承　朱培豫　方蓟祥　曹　澧　梁忠赵　肇恒标　盛名铭　黄冠涛

　　　　　沈迪克　陈成钧　李雪琴　燕?符　王一鹏　王克岩　叶培松 　陈德贵　邓鲁阳
　　　　　何廷枢　王又芈　刘显声　张承孚　陈子雄　张云鹗　王克晖　刘奇弟　林耀坤　敖瑞伯
　　　　　钟金魁　曹图南　赵作正　周国生　龙伟丽（休学）

半导体物理专门化四年级（这班半导体专门化学生原为五年制，因国家需要提前一年毕业）。

　　　洪侣端 　宋林松　陈士杰　谢　英
三年级（五年制）　王书瑶　高南岗　章世　张友荣　林国策　朱志英　唐自舜
二年级（六年制）　陈国维　闻　鸥　寿能伟　倪友群　王绍渝　欧阳洵　孙学章　张文彬

　　　　　朱孝信　裘小松　何乃文　李振国　葛楚鑫　高　鹏　任华巽 　吴　邮　吴继一
　　　　　顾　云　贺绍甲　陈维杭　李港龄　邱维常　贾保成　顾根涛　钱汝明　章　鹏
　　　　　张效政　曾则鸣　罗公群　孙贤义　沈志庸　葛延恕　胡恩棠　高湘华　郑成中
　　　　　顾慰君　王宁人　 李钦祖　孙　润

一年级（六年制）　宋后定　郁增基
　（３）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四年级（四年制，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在北大学习一年，学藉属原校）：

复旦大学　李远境
南京大学　金纪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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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　蔡怡和　李德钧　高 辉
　（４）研究生二年级：

　　　何建鄂　吴思慧
三、有关错划右派学生的毕业情况补充

１９５８年底物理系分为三系，本书毕业生名录中仅列分系后的物理系及大气科学系历届毕业生名单
（分别见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１９５９年以前在物理系学习、１９５９年及１９５９年以后在地球物理系、无线
电电子学系的原物理系地球物理专门化、无线电物理专门化、电子物理专门化的学生被错划右派者的毕

业情况没有反映，现补充于下。姓名后括号内为随班毕业年份或原班毕业年份（按政策未复学者应补

发同年毕业证书）或复学后毕业年份。

　（１）地球物理　刘奇弟（１９５９）王克晖（１９５４）高南岗（１９６０）林国策（１９６３）林耀坤（１９６０）
　　　　　　　　李钦祖（１９６２）高　鹏（１９６２）朱百成（１９６３）
　（２）无线电物理　赵作正（１９５９）曹图南（１９５９）钟金魁（１９５９）王克岩（１９５９）何廷枢（１９５９）
　　　　　　　　邓鲁阳（１９５９）陈德贵（１９５９）叶培松（１９５９）何乃文（１９６２）裘小松（１９６２）
　　　　　　　　顾慰君（１９６４）郁增基（１９６３）
　（３）电子物理　周国生（１９５９）刘显声（１９５９）张云鹗（１９５９）张承孚（１９５９）陈子雄（１９５９）
　　　　　　　　王又芈（１９５９）葛楚鑫（１９６２）任华巽（１９６２）李振国（１９６２）
四、教师中被错划为“右派份子”的有：

　　　　蔡一坤 梁炎武 郑明贤 王世宁 吴仲英 倪皖荪 李淑娴女 赵鸿儒

全是助教，１９７８年全部改正。

１９５８年３月全校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群众运动，提出“深入整改、全面大
跃进”的口号。４月份进行红专大辩论，把政治与业务、教学与科研、理论与实践等关系上的不同思想与
做法都上升到教育思想、学术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提出拔白旗、插红旗的口号，造成思想上的极大

混乱。党委于６月提出《北京大学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跃进规划纲要（草案）》，９月党代会上通过，提出：“不
断促进教学、科研、生产大跃进，苦战三年，把北京大学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共产主义大学”。在

左倾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教学秩序被严重破坏，１９５９年上半年进行了调整整顿。
１９５９年下半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又起，批判了一批在人民公社、大跃进等问题上实事求是的师生，否
定了上半年的调整工作。１９６０年又掀起更大的群众运动，科研大跃进，学生上讲台，学生编教材，进行
学术思想批判。

１９６１年１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提倡恢复实事求是、调查
研究的作风。中共中央华北局、北京市委大学部和教育部派调查组到北大总结三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

以物理系、中文系为重点。调查组的结论在全校传达，纠正了许多被搅乱了的思想。下面就这几年的运

动和曲折变化的过程作一简要介绍。

（１）大办工厂
１９５８年６月全校掀起大办工厂的高潮，自６月１１日至７月１日物理系办了１５个工厂，有半导体工

厂、铁氧体工厂、无线电工厂、金工厂、木工厂、炼铁厂，等等。实际上多数工厂徒有虚名，属浮夸之列。

但师生们的热情可嘉，确实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经调整，１９５８年底物理系分为三系，属于物理系工
厂合并为物理工厂，厂长由曹芝圃兼任，技术副厂由长王阳元（教师）担任。１９５９年人员扩充，两次接收
复员军人，并对下属分厂进行调整，仅保留铁氧体、半导体和金工三个车间。１９６０年物理工厂规模曾一
度达３００余人，主要来自复员军人，另有北京理工厂转来干部、工人３０人，复员军人张海潮、理工厂干部
杨旭和学校干部李佩英、孙长德、杨学明曾任副厂长。１９６０年１０月开始，因国家经济困难，中央决定精
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绝大多数复员军人被动员回乡，部分由城镇参军者也被调往其他单位，开始时只

是缩小规模。１９６２年５月学校决定，物理工厂改名为半导体车间，取消铁氧体车间，金工车间在精简后
转成为全系教学、科研服务的机构，没有生产任务。半导体车间留下少数技术骨干（技术员３人，工人
１２人）。８月又决定将半导体车间并入半导体物理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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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工厂曾生产钡铁氧体、热敏电阻、光敏电阻等产品，供应社会需要，１９６０年总产值达３００余万
元。配合工厂的发展，半导体物理教研室曾研制成功锗晶体管，并将它用于半导体收音机加以检验和演

示。因当时锗单晶材料供应有困难和生产工艺条件不具备，未能投入生产。

（２）“科研跃进”和“技术革命”运动
１９５８年１月和３月，毛泽东批判周恩来等的反冒进，认为是政治方向的错误。当时提出“不断革

命”的思想，要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和整风反右取得基本胜利的基础上来一个技术革命，并强调“破

除迷信，解放思想”。５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
路线，并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提出实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指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

育卫生事业）。这是一系列群众运动的社会背景。

１９５８年６月大办工厂；７月２６日开展科学研究的群众运动，号召全校苦战４０天向国庆节献礼，９月
２０日科研运动结束。在此期间，高年级学生在校内开展科学研究和研制新产品等工作，低年级组成“野
战兵团“到北京市工厂中参加技术革新运动。在科研运动中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半导体材料和器

件研究、铁氧体和合金磁性材料的研究等从无到有，打下了一点基础。但有不少浮夸之处，如说炼出了

铁水、钢水等。９月２９日全校“科学研究跃进大丰收大会”上的统计数字，全校完成９１３９项，国内首创
１３００项，并说不少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这些明显属于浮夸。“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开展科学研究有
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与“拔白旗、插红旗”这种政治口号相结合，就出现极大偏差。那时，学生上讲台，

科研大搞群众运动，把有丰富学术造诣的教授撇在一边，显然都是错误的。

（３）１９５９年上半年的调整
针对１９５８年教学秩序完全打乱和思想上的混乱，１９５９年２月份起即进行总结调整。在３月份全校

教学工作会议上提出：“三结合应以教学为主；教师应起主导作用；学生科研主要结合学年论文和毕业

论文；学生生产劳动时间的安排应适当（每年２个月），基础课以系统讲授为主，保证给予学生系统的全
面的科学知识；贯彻‘双百’方针，不能把文学艺术及科学同政治等同起来”。在此基础上制订五年半制

教学计划。这半年教学秩序回归正常，补授因运动缺失的课程。１９５９年３月教育部指定北京大学等１６
校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并提出，重点高校着重提高质量，非经中央同意，不得扩大规模，要认真培养研

究生，适当担负高校教师进修任务。５月４日至９日全校举行科学讨论会，物理系提供关于原子核结构
理论方面的论文。８月全校制订师资培养计划。１０月９日高等院校科研跃进展览在清华大学开幕，我
系锗单晶拉制成功和研制成晶体三极管等成果参展。

（４）１９５９年的“反右倾运动”
１９５９年９月开始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一些家在农

村的学生暑假回家，返校时反映了人民公社的一些问题，因此受到了批判。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整顿教学秩
序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做法也受到批判，一些党员干部被指责为党的同路人。这为１９６０年又一次大跃进
和教学秩序更大的混乱准备了思想基础。所幸本学期的教学工作则仍能比较正常地进行，未受到重大

影响。

（５）１９６０年的“大跃进”和“学术批判”
大跃进期间除大办作为三结合基地组成部分之一的工厂外，北大在昌平建设理科新校址的计划于

１９６０年１月９日获周恩来批准，全校基建计划为３５万 ｍ２，定为重点工程。１月１６—１９日党委扩大会
议，检查“右倾思想、右倾情绪”，开展相互批评。２月４日下午开幕的北大先进单位、先进人物代表大会
上校领导提出的１９６０年主要任务中有“加强基础理论的同时，高速度发展尖端科学，力争尽快赶上世界
先进水平。”“编制北大今后三年和八年的全面规划”等。大跃进的气氛极浓。２月决定将理科的学制改
为六年制。４月４日起理科一、二年级学生和部分高年级学生共２３００多人利用教学计划中规定的劳动
时间到校内外工厂及十三陵公社边劳动边参加普及超声波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５月４日北京
大学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展览会在图书馆开幕。５月１２日又宣布，理科师生职员分批轮流到校外工厂参
加一个月的双革运动，并说，这作为正式的教学工作进行。留校坚持上课的人员，也要求开展技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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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思想革命、文化教育革命、技术革命结合起来”。在此期间，学校提出超声化、半导体化、电子化、原

子能化的口号，物理系侧重超声化和半导体化。至此教学秩序完全破坏。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口

号的掩护下有些高层领导提倡胡搞，反对科学。如陈伯达、康生之流曾说：“猴子在打字机上跳跳蹦蹦

也可能打出一篇好文章来。”有的课程，学生上讲台讲课，教授只是从旁协助。

１９６０年３月下旬上级领导提出，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应深入到学术领域，掀起了学术批判的高
潮。作为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的一部分，物理系和技术物理系于５月１０日举行联合科学讨论会，
错误地批判了热力学和量子力学的教学。对这两门课程的一些正确的论点和做法做出片面的理解，胡

乱上纲，加以批判。例如，把这样的论述斥为历史唯心主义：“热学这一门科学起源于人类对于热与冷

现象的本质的追求。由于在有史以前人类已经发明了火，我们可以想象到，追求热与冷现象的本质的企

图可能是人类最初对自然界法则的追求之一。”又如，物理系热力学教材中没有讲工程热力学被批评为

“理论脱离实际”。那时期胡批现象盛行，有的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的批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有的

批牛顿。当时批判的理论根据是：“牛顿是资产阶级，他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带上资产阶级烙印”，在学术

领域中也要“灭资兴无”，所以要批判。所幸的是几乎全体教师都有独立判断能力，没有盲从。批判之

风只是一场过眼烟云似的歪风。但是教学改革方面在这股风的影响下也走过一些弯路，如片面地理解

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认为科学来源于生产，因此讲授物理学原理都要讲它的生产来源；又认为科学应为

生产服务，因而讲完原理后一定要讲应用在何处。这样一改，讲物理原理时“穿靴戴帽”，牵强附会，不

仅浪费时间，且使学生对科学与生产的关系陷入片面的理解。原来物理学中许多概念和原理存在着系

统的逻辑联系，这反映了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因而过去的讲授中强调了这种逻辑关系。在这次批判中

却认为那是从概念到概念，脱离实际。

科学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人类对自然界事物本质的追求，生产的水平和需求对科学的发展起一定的

制约和促进的作用，但并不是凡科学皆来源于生产，也并非科学的目的都是为生产服务的，而且２０世纪
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独立于生产并具有领导技术重大突破的巨大作用，越来越被世人所公认。那时的

“学术批判”，除了有政治上的原因外，我国传统上那种对科学的功利主义态度，亦不无影响。

在这次“学术批判”中否定科学家在科学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科学原理和定律原来冠以科学家名

字者一律取消其名字；否定教师的主导作用，提出由“学生写教材”，荒谬地说学生虽然还没有学过，但

他们没有框框，可以编得更好。结果当然只能是一场闹剧，不可能有什么成果。

大跃进中在科研方面也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计划，如曾有与清华合作放卫星、做原子弹的想法，后

因太脱离实际而未落实。虽然，在此时期中指导思想存在严重问题，在此时期各教研室师生们在实验室

建设和科学研究中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做了很多努力，取得一些成果，对物理系科研工作的开展起了一

定的作用，具体情况，请参阅各教研室所写的历史介绍。

１９６０年冬，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恶果日益突现。就学校来说，大批师生患浮肿病，无法
正常生活。学校采取紧急措施缩短战线，减少劳动和各种活动，大跃进的错误措施受到遏制。

　　５．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三年（１９６１—１９６３）

１９６１年１月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同时要求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
风。在此精神指导下，面对物资供应困难、浮肿普遍的严峻局面，１月中旬学校决定调整教学计划，以教
学为主，减少劳动，同时控制学习、教学、科研和劳动的总量（不超过４８小时），劳逸结合。科研工作缩
短战线，要求“冲天干劲和求实精神结合”。从此开始了 扎扎实实的贯彻八字方针的工作，学校工作逐

渐恢复正常，稳步前进。

（１）联合调查组到物理系蹲点
从２月８日开始中共中央华北局文教办公室、北京市委大学部和教育部高教一司组成调查组到北

大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教育革命中的经验和问题。他们听汇报，开座谈会，对中文系和物理系进行重点

调查。到物理系的调查组以北京市委大学部吴子牧部长为首，重点听取普通物理教研室的汇报，还听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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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术批判和磁学教研室的汇报，边谈边议，澄清了一系列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划清是非界限，对我系拨

乱反正起着指导性作用。在基础课教学问题上澄清的认识问题如下：

① 学校教育的任务与特点
学校教育的任务是把人类几千年积累的经验中的精华在较短的时间内教给年轻一代。学校教育的

特点是以传授间接经验为主，以教学为主，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课堂教学（包括实验教学）是主要教学

形式。教学法要采取启发式，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抛纲式教学（分抛纲—自学—讨论—解

答等四个环节）不妥，还应以教师系统讲授为主。

② 对“理论联系实际”的认识
“实际”应该包括自然现象、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三个方面，自然现象是十分广阔的客观实际，科学

实验是科学发展中的核心，生产实践是科学发展的社会背景和科学应用的场所。片面地强调生产实践，

因在教学中生产技术讲得少就斥之为理论脱离实际，或用生产技术知识挤掉基本原理讲授时间，都是不

对的。

③ 基础课的性质与任务
普通物理课的任务是用２００—３００学时阐明物理学范围内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们认识客观

规律的过程，还要阐明基本规律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的应用价值。大跃进时代提出“三结合”的基础课

教学，提出“以任务带教学”的口号，强调在基础课学习阶段也要参加生产劳动和参加科研实践，都与基

础课的性质不符，实际上都会削弱基础课教学，而不是提高基础课的教学质量。在汇报中提到，参加技

术革命后，有的学生反映：有些学到的知识没有用，要用的没有学，有些学过的不会用，这样学下去不

行，必须改革。调查组认为对这个问题要进行分析，根据基础课的性质与任务进行判断。“没有用”是

你还没有用到；“没有学”的可能是一些技术知识，不该在基础课中讲授；“不会用”是还没有学好，或者

要求学生自己根据具体工作需要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自学。这些都不能说是基础课教学内容的

问题。

④ 关于教材改革问题
１９６０年１２月开始发动学生编写普通物理教材，总的原则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理论联系实际，反映

现代科学成就”等，方式是大搞群众运动等。结果，写出的教材质量很差，所谓主席思想挂帅，就是在每

一章都加上哲学用语，穿靴戴帽，搞得十分臃肿。讲原理时怕受到“从概念到概念，从公式到公式”的批

判，常常避免严格的逻辑结构。后来认识到这不是正确的改革方向，应另觅途径，提出“从生产总任务

出发来组织普物的教学内容”，在交流电这一章进行试点。总结出来的总任务是“讯息和能量的控制和

传输”，以此为核心组织教学内容，取得较好的结果。经与调查组讨论后认为这也不是教改的方向，因

为：（ｉ）基本规律的内容涉及的范围比它的生产应用大得多，无法由一个“生产总任务”来带动它；（ｉｉ）
有的基本规律很重要，暂时还看不到什么重要的应用；（ｉｉｉ）有的则应用范围很大，无法归纳出一个能包
括所有应用的“生产总任务”。交流电有其特殊性，很多内容是人类利用电磁运动基本规律创造出来，

所以与生产能很好地结合起来。调查组认为老师们在这次改革中做了很好的工作。但其他部分就可能

做不到。根本问题在于过分强调与生产实践的联系，而忽视了科学本身内在规律和基础课的性质与任

务。至于反映现代科学成就和有利于学生的理解与掌握则都是教材改革努力的方向之一。教材改革应

在教师多年教学经验的积累，博览群书，吸收学生反馈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不应操之过急，只要持之以

恒，终当有成。

⑤ 其他问题
调查组还对实验课改革，教学法工作，外专业普通物理课“结合专业”问题，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以

教学为主的问题，师资培养的问题，学术批判问题等发表了一系列的意见，对我系贯彻八字方针的工作

颇有裨益。

（２）教学工作的调整
① 缩减招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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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招收新生人数从１９６０年的１８３０人减少到１９６１年的１３３８人。物理系的招生人数也从１９６０
年的２１５人缩减到１９６１年的１５７人。

② 补课
因大跃进时期停课搞运动，各年级学生整门课程缺修或部分课程内容缺修的现象十分严重，决定系

统地进行补课以保证学生毕业时达到合乎教学计划所要求的规格。补课时先补普物、理论物理、无线

电、基础实验，再补专门组课，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当时基础课的补课任务极重，如有一个学期的数理

方法课的学习人数高达８００余人。教师不够，只能请数学力学系和技术物理系的老师前来协助。经过
一年半的努力，教学计划的要求基本上得以实现。由于北大是六年制，虽然过去耽误了一段时间，还有

弥补的可能。另一方面大跃进时的实践活动对于已进入三年级的学生有锻炼和培养的作用，因而１９６２
年第一届六年制学生毕业时质量较高，后来在教学、科研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３）部分学生改为五年制
１９５８年以物理专业的名义招收新生约７００人，入学后物理系和技术物理系各得一半学生。因招生

人数太多，录取标准大大降低，入学后又遇大跃进运动的干扰，因而该年级学生的学习遇到很大困难。

在调整过程中他们通过艰苦的努力大多数基本上达到要求，但少数学生困难极大，难以完成六年制计

划，学校决定这些学生改为五年制，舍弃第二外语和专门化训练，集中精力补好基础课，为以后进一步学

习打好一定的基础。物理系共有１８人改为五年制，系里为他们每个人都安排了学习计划。
（４）科研的调整与发展
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过程中明确了以下几点：

① 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应以教学为主。
② 高校的科研是全国科研队伍的一个方面军，科研是高校应承担的重要任务，要有计划地实事求

是地开展科研工作。

③ 综合性大学科学研究必须以基础研究 （包括理论和实验）为重点，学校明确规定，像物理系这样
的系，基础理论研究项目不得少于４０％，同时要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

④ 大跃进时期的一些新材料、新器件的研究要缩短战线，对某些项目进行深入 研究，对工艺的机
理进行探讨，如用放射性同位素研究扩散过程等。

⑤ 学生的科学研究训练结合学年论文、毕业论文进行。
⑥ 科学研究不宜大搞群众运动。１９６０年理论物理教研室曾以在原子核理论中大搞群众运动的经

验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实际上许多学生只是参加具体计算工作，谈不上集体搞科研，上纲到群众运动

更为不妥。

经过大跃进和调整，物理系的科研工作既继承了１９５８年以前的工作，又开辟了不少新方向，包括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等方面。１９６２年国家科委制定了《１９６３—１９７２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物理系参加制订的有叶企孙、黄昆、王竹溪、周培源等人，规划中的许多项目物理系均为承担单位。根据

规划的要求，为加强基础研究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国家科委和教育部于１９６３年决定在物理系建立理
论物理研究室和固体能谱研究室，分别由王竹溪和黄昆任主任，并给予一定的专职科研编制。

（５）教材建设工作获得丰富的成果
１９６１年初中央召开教材建设工作会议，要求采取紧急措施，力争在当年秋季开学前解决主要基础

课教材的有无问题。我系教师总结过去教学经验，在１９６１—１９６６期间出版了下列教材：
① 北京大学普通物理教研室编《普通物理学·力学部分》，丛树桐、李椿、钱尚武执笔，黄昆审稿

（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６１年７月）
② 北京大学普通物理教研室编《普通物理学·分子物理学和热力学部分》，李椿、丛树桐、钱尚武执

笔，黄昆审稿（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６１年７月）。
③ 曹昌祺，《电动力学》（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６１年７月）
这三本教材和王竹溪所编的《热力学》（１９５５年）、《统计物理学导论》（１９５６年）都是当时向全国推

·３６·四、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物理系（１９５２—１９６６）



荐的基础课教材。

④ 夏蓉（杨立铭和于敏的笔名），《原子核理论讲义》（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６１年６月）
⑤ 胡宁，《电动力学》（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６３）
⑥ 胡宁，《场的量子理论》（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４）
⑦ 王竹溪，《热力学简程》（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６４）
⑧ 褚圣麟，《原子核物理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６５）
⑨ 王竹溪，郭敦仁，《特殊函数概论》（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５）
⑩ 郭敦仁，《数学物理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６５）
瑏瑡 王竹溪，《统计物理学简明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６６）
王竹溪先生的两本简明教程是应当时精简课程的要求而编写的。

瑏瑢 黄昆，《固体物理学》（这本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于１９６６年已排好版，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
未付印，１９７９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按原版出版）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系列调整工作是在文教战线全国范围进行调整的背景下开展的。１９６１年
７月中央批发《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科学１４条）。１９６１年９月１５日
中央批发《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暂行工作条例》（简称高教６０条）。１９６２年４月中央批发《关于当前文
学艺术工作者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文艺１０条，后改为文艺８条）。１９６１年还起草中学五十条和小学
四十条。这些条例力图澄清一些思想上的混乱，把工作归入有序的制度之中。１９６２年１、２月间中共中
央扩大全会会议上全面检查了过去工作中失误，并决定对过去被错误处分者进行甄别平反。１９６２年２、
３月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属
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陈毅特别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加冕（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这些条例和会议对推动各项工作走上正轨和发展起

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好景不长，１９６２年１０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又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
讲，天天讲，为后来进一步的左倾路线埋下了祸根。

（６）再次动荡不定的１９６４—１９６６年
毛泽东春节指示和《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传达后制订的五年制教学计划，规定从１９６４年入

学学生开始实施。但实际上从１９６４年上半年开始教学计划就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教学秩序再次陷入
混乱。１９６４年上半年物理系二、三、四年级学生及研究生用４周时间参加农村四清。１９６４年暑假后北
大成为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单位，工作队进驻北大，认为北大阶级斗争情况严重，执行了

修正主义路线，培养学生和干部使用中有严重的阶级路线问题，对党员干部进行了批判斗争。１９６５年
３、４月间中央书记处纠正了工作队的错误做法。暑假后物理系四、五年级全体学生及部分教师赴四川
省眉山县参加农村四清，六年级全体学生及部分教师在北京市昌平县参加农村四清，１０月底三年级学
生及部分教师又赴北京市延庆县参加农村四清，他们都到１９６６年６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才返回学校。
这一年只有一、二年级学生在校学习。这段时期基本上处于动荡不安之中，除上课班级的教学基本正常

外，其余工作都不能正常进行。

（沈克琦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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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浩劫（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前文已述及，１９５８—１９６６年是动荡的八年，其中有些小的起伏。在１９６１—１９６３年三年左右时间
里，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教训，教育工作短期内步向正轨。１９６４年以后政治风云再度迭起，１９６６年
开始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十年的浩劫。在此期间北大物理系也遭到空

前的摧残和破坏。

自从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称赞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以后，全
国陷入一片混乱。北大“庙小妖风大，池深王八多”，首当其冲，全校“停课闹革命”，许多党员干部被打

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知名学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游街、罚跪、挂黑牌、带高帽、

甚至拳打脚踢等种种人身侮辱和摧残，校内机构几乎全部瘫痪。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校内两派分裂发展到武
斗。１９６８年８月，“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此后北大的一切全归“宣传队”领
导。

宣传队制止了武斗，旋即搞“清理阶级队伍”。和全校情况相仿，在此过程中物理系的教师至少一

半以上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特别要提到的是，为北大物理系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饶毓泰老先

生生性耿直、刚烈，不堪人格侮辱，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６日投环自尽。同日，青年教师廖莹也在宿舍操刀自
刎了。在“文化革命”期间遭到迫害而坐牢的物理系教师则有叶企孙和胡国璋两位先生。叶企孙先生

曾经是清华大学第一任物理系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对培养我国的物理人才做过特殊贡献。他积极支

持冀中地区游击队的抗日活动，却因此而蒙上了不白之冤。出狱后仍长期受到管制，最后在失去行动能

力而身边又无人照料的情况下，于１９７７年含冤病逝。胡国璋先生工作勤恳，恪守“旧道德”标准而不
“服罪”，１９７１年在大会上宣布为“反革命”押解入狱，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平反。
１９６９年夏以后，全校教职员工大部分到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农场劳动一年到二年，物理系的教

师先后去鲤鱼洲的有百余人和一部分家属。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２日物理系教师邹洪新和化学系教师林鸿范
与其他５人在到鄱阳湖对岸为连队购买蔬菜的归途中遇风浪翻船，二人溺水而亡，被授予烈士称号。除
了鲤鱼洲外，物理系教师参加劳动的地点还有北京大兴农场，以及在校内参加挖防空洞、打扫厕所、盖房

子、烧锅炉等劳动。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１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做了批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

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几年以

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就是说，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但选拔学生时取消对他们学力和文化水

平的考核，着重他们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和实践经验，培养的目标是技术人员，科学人才在这里是没有

份的。这条《七·二一指示》是“文革”期间办学的绝对纲领，直至１９７７年做恢复高考的决定时，仍是一
个费一番周折才得逾越的障碍。

按照《七·二一指示》，１９７０年北大、清华实行从工、农、兵中招生的试点。北大招收首届工农兵学
员１３９２人，其中物理系８２人（光学专业４２人，磁学专业４０人）。当时规定，工农兵学员进校的任务不
仅是上大学，还要管理大学、改造大学。其实，自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后，本校的干部和教师对学

校的决策和管理已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发言权，现在又多了一层可能来自学生的批判。

工农兵学员前后共召了６届（７０、７２、７３、７４、７５、７６届）。物理系７２届只招收理论物理和低温物理
两个专业的学生，以后各届按光学、磁学、理论物理和低温物理四个专业招生 （７４届低温物理没有招
生，７６届加了物理师资班）。每届每专业约招收４０人左右。学制最初订为三年，后来各专业陆续改为



三年半至四年。为了达到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目的，教学环节都采取了新的形式：

（１）学生的文化水平从高中到初中，甚至小学的都有，差别悬殊。进校后统一念大学课程，困难极
大。因此要求教员从具体生产讲起，“以典型产品带教学”。

（２）大力推进“厂校挂钩，开门办学”，所以课堂教学安排较少，把学生拉到校外工厂车间、田间地
头和工人、农民一起劳动，结合生产讲授，“干什么，讲什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并请工人、农民讲课。

在校内则大办工厂，强调以任务带教学，甚至提出“厂办专业”的方案。

（３）认为学校中原有的教学管理制度（包括考试等学习成绩管理制度）是打击工农兵的制度，统统
废除。新制度明确规定“大批判领先”，“学员自己管理自己”。

教育有其客观规律，不是任何主观臆想所能取代的。上述种种完全违背了教育的规律，对教育，特

别是大学教育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文革”期间教学效果是有目共睹的，决不像当时报刊电台所鼓吹

的那样，“史无前例的高质量”，“路线斗争的硕果”。然而从几届工农兵学员中毕竟还是出了少数人才，

他们有的日后考取了研究生，获得了博士学位，有的在高校或研究所当上教授、研究员。现在分析起来，

这里有师生两方面的原因。那时几乎所有教师都把教学看作自己的天职，学校停了几年课，他们渴望上

课，为培养人才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与学员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全力以赴，委曲求全，尽自己所能

地排除干扰、克服困难，在教学中使不同文化起点的学生多一些收获。从学生方面看，他们多数都非常

珍惜上大学的机会，尊重师长（并在政治运动中私下里保护师长），刻苦学习。特别是那些后来在学术

上成才的学员，原来多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具有足够高的文化背景。加之以政治气候是有起伏的，比

较正规的基本原理的课堂教学还是间歇式的进行了不少。“文化革命”从反面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

（１）学校教育的任务是把人类几千年积累的知识精华在较短的时间内传给下一代，其特点是以传
授间接经验为主，教师起主导作用，课堂（包括实验室）教学是主要形式。教学法要有启发性，要调动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２）大学课程（特别是基础课）主要是为学生打好基础，讲授内容应以基本知识、基本原理为主，实
验课中还要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能力和基本技能。这些培养对学生今后终身起作用，不能

“立竿见影”。

（３）古往今来自学成才的人总是有的，不过那是极个别的特例，不能成为普遍规律。特别是现代科
学技术的发展，完全没有接受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正规教育而在科技领域内自学成才已几乎不可能了。

对于高级人才，还要取得博士学位。

本时期的党总支，在工宣队之后任书记的是王岳（１９７３—１９７７），副书记是张为合。

（赵凯华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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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平稳发展时期（１９７７—２００１）

自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以来的２０多年，是１９４９年以来容许教育平稳发展的最长时期。除了１９８９年
学潮外，政治气候基本上是风平浪静的。北大物理系在此期间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首先是１９７７年８月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否定了“两个估计”（指“１９４９—１９６６这
１７年教育战线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教育和知识分子
撤除了紧箍咒，并作出了恢复高考的决策。虽然此后遇到了很大阻力（主要是《七·二一指示》），终于

在该年１０月异乎寻常时刻决定恢复１９６６年被明令取消了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当年全国有５７０万青
年报考，获得了被剥夺１０年的公平竞争机会。这项决定在中国教育史上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使高等教
育冲开了长期的禁锢，走上正常培养人才的道路。当年北大录取学生１１４５名，物理系１３１人，１９７８年２
月入学。这届学生的文化素质之高、自学能力之强，是许多教师始料所不及的。

“文革”期间校系领导机构称为“革命委员会”，主任一般是“工人宣传队”成员。１９７２年８月 褚圣
麟、沈克琦、张为合被任命为革委会副主任。物理系正式恢复“系主任”名称是在１９７９年１月，褚圣麟
为物理系主任，沈克琦、张为合、梁静国任副主任。沈克琦于１９７８年７月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１９８０年
１月免去物理系副主任兼职。１９７９年３月增补赵凯华、李佩英为物理系副主任。１９８２年２月虞福春任
物理系主任，梁静国、赵凯华、李佩英继续留任副系主任。１９８３年１１月赵凯华任物理系主任，梁静国、
张为合不再担任副系主任。赵凯华任系主任到１９９０年２月，在此期间任副系主任的先后有戴远东、杨
新华、李佩英、陆果、王祖铨（代）。１９９１年２月甘子钊任物理系主任到２００１年５月物理学院成立，在此
期间任副系主任的先后有戴远东、陆果、王祖铨、张瑞明、周文生、王世光、冯庆荣、张酣、王稼军（代）。

２００１年５月成立物理学院，除原物理系外，原技术物理系的核物理专业、地球物理系的气象专业和大气
物理专业、天文系归入物理学院。叶沿林任院长，刘玉鑫、郭华、冯庆荣、谭本馗任副院长。这个时期党

总支（１９８８年改为物理系党委）任书记的有侯正勇（１９７８—１９８２．１）、张为合（１９８２．１—１９９７．１）、周岳明
（１９９７．１—２００１），任副书记的先后有刘宏勋、侯学忠、刘尊孝、杨玉梅、郭建栋。

从１９７７年到２００１年物理系的发展变化是连贯的，我们就不再在时间上分段，下面按教学和科学研
究两个主要方面来叙述。

（一）教　　学

１．学制和教学计划

恢复高考后的学生入校，促进了学制和专业的调整。前文已述及，早在１９６４年毛泽东发表春节座
谈会指示后物理系领导已考虑到，毕业生分配越来越不能对“专门化”的口，把所有本科生不加筛选地

一律培养到近乎研究生水平，也不符合实际。当时设想将本科学制从六年改为五年，专门化课程不求系

统，但保留这类课程，并做毕业论文，使学生不仅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而且得到一定的科学研究训练。

当时为了削减学时，计划把理论物理课的学时大加缩减，只讲授全物理专业共同需要的基本内容，把非

基本的、难度过高的内容删去。当时这些想法因“文化大革命”而未实行，但都是可取的。由于学生不

再搞那么多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学制完全可以缩短到四年。１９７９年经校务委员会通过，物理系
只设物理学一个专业，下设６个选修组（① 理论物理，② 激光物理，③ 半导体物理，④ 金属物理，⑤ 低
温物理，⑥ 磁学），学制四年。１９８１年以后由学年学时制改为学分管理制，给学生一定的选课自由度。
现将１９８１年第一次以学分规范了的课程列于下表。这个教学计划要求总学分１４５，其中必修１１５分。



在这里，过去的专门化课程变成了非限制性选修课，后来要求选这类课程的总学时进一步减少，而且每

个学生不一定局限于一个选修方向，甚至可以选其他系（如数学系、化学系、生物系，甚至经济系）的一

部分课程来取代。毕业论文也不限于在本系或本校内找导师，不少学生找了科学院研究所的研究员作

导师。以后２０多年教学计划只作了些局部的调整，如减少了一些高等数学课时，增加了一些计算机方
面的课程和训练，但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里，学校相继出台了一些新的措施，如允许提前毕

业、准许转系、转专业，允许修读辅修专业等，都为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供了较宽松的环境。

课　程 学分 课　程 学　分

全校必修课３２学分（从略）

系
必
修
课
⊕
学
分

高等数学 １９
力学 ５
热学 ３
电磁学 ５
光学 ４
原子物理学 ４
普通物理实验 ６
复变函数 ２
数理方程 ３
理论力学 ４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４
电动力学 ４
量子力学 ４
电子学基础 ４
电子学实验 ６
近代物理实验 ６
固体物理 ４

限制性选修课

选１２学分

人文科学 ≥２
毕业论文 １０
科研训练 ５

任选其一

指定的选修课 １０

非限制性选修课

选１８学分

低温固体物理 ２
低温物理实验 ３
半导体物理 ４
半导体物理实验 ３
高等量子力学 ４
激光物理 ４
铁磁学理论 ３
金属物理 ３

　　２．回炉班

１９６６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后，学校停课了四年，当时在校的各年级学生都没有把课程学完，低年级
的学生差得更多。在１９６８到１９７０年间他们就这样毕业了，多数被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农场去劳动。当
年考入北大的，在同龄人中学习都是佼佼者，没想到个人前途就这样被断送了，国家也损失了一批人才。

１９７７年北大校方给教育部打了个报告，为流落在外的这批学生办班补课。经国家计委和教育部批准，
１９７８年３月公布了招生简章，其中写道：“为了迅速培养一批高等学校基础课师资，以适应高等教育事
业的发展的需要。北京大学举办一期二年制进修班，招收一九六三、六四、六五年入学的北大毕业生

‘回炉’进修、提高。”这一回炉班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入学，１９８０年７月结业。全校共招了４５６人，物理系原定
招５０—６０人，实际上招了８８人，另因有考取研究生而中途退出２４人。进回炉班的学生年龄在３１—３６
岁之间，其中大部分人在中学教书或基层工作，不到１０人在大专院校。

回炉班主要补三年级以上的课程，为他们开课的多是有经验的教师：数理方法（吴崇试），理论力学

（蔡伯濂），电动力学（陈鹤琴），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包科达），量子力学（段三复，李守中），电子电路（唐

晓阳），近代物理实验（吴思诚、吕斯骅等）。回炉班学生结业后许多去了高校，发挥了自己的专长，成为

当地的骨干。

“文革”期间留在本系的毕业生没有系统地参加回炉班听课，因为１９７２—１９７３年间在他们的要求
下，系里已抽调了教师为他们补过课。

　　３．课程设置与教学改革

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以来，学习苏联、参考英美，系里派出最强大的教师阵容开设基础课。普通物理课

·８６· 第一部分　北京大学物理系九十年



由黄昆、虞福春、褚圣麟等教授开路，后继之以赵凯华、丛树桐、李椿、钱尚武等中年教师；理论物理课由

王竹溪、胡宁、郭敦仁带头，继之以周光召、曹昌祺、曾谨言等中年教师；实验课则由黄永宝、郑乐民、汪永

铨等草创，形成一套着重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技能训练，具有北大特色的教学风格。“文革”以后

任课的骨干力量大部分是五六十年代新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北大物理系的教学传

统。由于“文革”后北大物理系教学秩序的整顿起步较早，在１９８０年代初期，在教材建设和实验室的恢
复和发展方面都在国内起了带头作用，许多兄弟院校的教师到北大来吸取经验，北大也同时了解了不少

全国的情况，并从中获得了启发和教益。

这个时期普通物理课内容和深度和“文革”前差不多，四大力学课（理论力学、电动力学、热力学和

统计物理、量子力学）则由“文革”前每门课一学年改为一学期，周学时４。从课程设置的大结构看，在整
个时期内普通物理讲课和理论物理课没有重大的变化，实验课则在９０年代中做了较大的调整。首先，
打破了原来普通物理实验力、热、电、光分别排课的格局，根据循序渐进的认识规律，把实验分成四个循

环进行。然后把实验课的内容分解为基本实验、选做实验、综合设计实验三个层次。基本实验的作用是

对学生进行基本实验的三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基本技能）训练，要求每一个学生必做，而选做实验

着重实验技能的训练。在实验内容方面，适当删除部分陈旧的题目，对力、热、电、光实验室进行了一定

的现代化改造，利用计算机控制实验、采集与处理数据等，利用传感器将非电学量变成电学量进行测量，

还把电视显微技术引入实验，以提高普通物理实验的水平和学生运用计算机的能力。近代物理实验室

不断将系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实验，推出了一批与现代科学技术密切相关、或有利于训练学生能力

的题目，如近代物理实验室用基地及配套资金排出了物理类近代物理实验。从１９９６年开始，排出了四
个近代物理实验：“ＯＭＡ测氢原子光谱”、“核磁共振”、“微波布拉格衍射”、“验证狭义相对论动量—动
能的关系”，并将它们纳入理科非物理类普通物理实验课程内容，充分体现了“非物理类专业以反映现

代科技发展内容为主”的改革思路。为贯彻“因材施教”原则，进一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普物实验室增

加了自行选择和设计实验题目。“综合物理实验选修课”的选题要求有一定先进性、研究性、综合性、应

用性，题目由教师或学生提出，一般情况下，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用一学期完成选题。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物理系教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面向２１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中，取得
了一批在全国高校中很有影响的教学研究成果。赵凯华率先在物理系和地球物理系９２、９３级试验力学
课程改革。其主要特点是：以现代观点重新审视各经典物理基本概念的提法，并据此以新的角度重新

组织教材的体系和考虑对原有内容的增删取舍；用开窗口的办法在普通物理课程中适当地引导学生向

当代物理学前沿看一看，开阔他们的眼界，加深学生对本课程的理解；此外，在课程中注意采用物理学家

进行探索性的科学研究时常常使用的定性半定量方法分析处理问题，培养学生的物理直觉和洞察能力。

课程的开设收到良好的效果并吸引许多兄弟院校的教师前来听课。由赵凯华与中山大学罗蔚茵编写的

《新概念物理教程·力学》是第一本 “面向２１世纪课程教材”。教材面世以后，在全国各地组织过多次
讲习班和师资培训，在全国普通物理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中，有很大的影响。对多数非物理专业

的学生而言，普通物理就是他们在大学期间能学到的全部物理课程。近代物理特别是作为近代物理重

要支柱之一的量子力学几乎没有涉及，然而近代化学已深入到微观领域，近代生物学已发展到分子水

平，因此原来的普通物理课程内容不能适应这些学科发展的需要。陆果在北大理科试验班、数学系进行

了多年的教学试验，编写了《基础物理学》，把量子力学和统计物理一些基本内容包括进去。该教材正

式出版以后，曾多次开办师资培训班，在全国起了较大的辐射作用。

由国家教委牵头，高教社组织开发的《计算机辅助大学物理系列软件》得到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

目前，全国高校中已有一百多所高校购买了并使用此软件，还不断有学校来信、来电话要购买该软件。

“普通物理部分”于１９９５年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１９９７年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１９９８年“数理方程部分”获冶金部一等奖，“理论力学部分”获国家教委优秀教学软件一等奖。

·９６·六、平稳发展时期（１９７７—２００１）



　　４．教材、教学成果与仪器奖和教师著作

获部委以上奖励的优秀教材有：

１９８８年
第

一

届

教

材

奖

全

国

特等奖 热力学 王竹溪

优

秀

奖

电磁学 赵凯华、陈熙谋

数学物理方法 郭敦仁

量子力学 曾谨言

光学（上、下） 赵凯华、钟锡华

教

委

一等奖 原子物理学 褚圣麟

二等奖
物理演示实验 北京大学物理系、南京大学物理系，陈熙谋主编

普通物理实验 林抒、龚镇雄主编

１９９２年
第

二

届

教

材

奖

全

国

特等奖 固体物理学 黄昆、韩汝琦

优

秀

奖

近代物理实验 吴思诚、王祖铨等

广义相对论引论 俞允强

群论 韩其智、孙洪洲

理论力学基础教程 胡慧玲、林纯镇、吴惟敏

教

委

二等奖 粒子物理概要 秦旦华、高崇寿

三等奖 原子核物理导论 褚圣麟

１９９５年
第

三

届

教

材

奖

教

委

一

等

奖

计算机辅助大学物理系列软件普

通物理部分
陈熙谋、秦克诚、王稼军、胡望雨、周岳明

群论及其在粒子物理学中的应用 高崇寿等

定性与半定量物理学 赵凯华

二

等

奖

粒子物理与核物理讲座 高崇寿、曾谨言

量子力学导论 曾谨言

狭义相对论 蔡伯濂

电磁学实验 张洁天等

　　获得国家级奖励的优秀教学成果有

１９８９年第一届全国
优秀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普通物理实验教学成果 谢慧瑗、龚镇雄、陈怀琳

优秀奖 量子力学教学成果 曾谨言

１９９３年第二届全国
优秀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近代物理实验教学成果
吴思诚、王祖铨、吕斯骅、赵汝

光、黄飞虎

１９９７年国家级
优秀教学成果奖

一

等

奖

《新概念力学》面向２１世纪教学内容
和课程体系改革

赵凯华、罗蔚茵、舒幼生

计算机辅助大学物理系列软件（普通

物理部分）

陈熙谋、秦克诚、王稼军、胡望

雨、周岳明

二
等
奖

基础物理课程的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 陆果

群论及其在粒子物理学中的应用 高崇寿等

　　自制仪器获奖的有
１９８６年高校物理教学仪器优秀成果

一　等　奖
光泵磁共振实验装置 赵汝光等

振动喇曼谱仪 张树霖等

　　北大物理系的教师在这２０多年里出版的著作有１６０多种。除了上述获部委以上奖的，再列举一
些：

李椿、章立源、钱尚武：《热学》，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
钟锡华：《光波衍射与变换光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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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慧瑗、梁秀慧、朱世嘉、严隽珏：《普通物理实验指导·电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龚镇雄、刘雪林：《普通物理实验指导·力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陈怀琳、邵义全：《普通物理实验指导·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赵凯华、罗蔚茵：《新概念物理教程·力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赵凯华、罗蔚茵：《新概念物理教程·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赵凯华、罗蔚茵：《新概念物理教程·量子物理》，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赵凯华、陈熙谋：《新概念物理教程·电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钟锡华、周岳明：《大学物理通用教程·力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刘玉鑫：《大学物理通用教程·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陈秉乾、王稼军：《大学物理通用教程·电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陈熙谋：《大学物理通用教程·光学，近代物理》，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周岳明、张瑞明：《大学物理通用教程·习题指导》，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陈秉乾、舒幼生、胡望雨：《电磁学专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北京大学物理系《量子统计物理学》编写组：《量子统计物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曾谨言、孙洪洲：《原子核结构理论》，上海科达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曹昌祺：《量子规范场》，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杨泽森：《高等量子力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程檀生、钟毓澍：《低能及中高能原子核物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吴崇试：《数学物理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俞允强：《电动力学简明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热大爆炸宇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物理宇宙学讲义》，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孙洪洲、韩其智：《李代数李超代数及其在物理中的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戴道生、钱昆明：《铁磁学（上）》，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钟文定：《铁磁学（中）》，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廖绍彬：《铁磁学（下）》，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周文生：《磁性测量原理》，电子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戴道生、韩汝琦主编：《非晶态物理》，电子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章立源、毕金献：《超导电性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阎守胜、陆果：《低温物理实验原理与方法》，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章立源、张金龙、崔广霁：《超导物理》，电子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阎守胜、甘子钊：《介观物理》，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韩汝珊：《高温超导物理》，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阎守胜：《固体物理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王国文：《原子与分子光谱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邹英华、孙?亨：《激光物理》，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虞丽生：《半导体异质结物理》，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张树霖：《近场光学显微镜及其应用》，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包科达：《热物理学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陈秉乾、舒幼生、胡望雨：《电磁学专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黄植文、黄显玲等：《激光物理实验》，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吕斯骅、段家?主编：《基础物理实验》，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１７·六、平稳发展时期（１９７７—２００１）



　　５．研究生和派送留学生

从１９４９年建国到“文革”，虽然有研究生，但学位制度被取消了。１９８０年２月１２日人民代表大会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１９８１年２月国务院制定了“学
位授予单位”的审定原则和办法。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一批被批准的硕士点有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固

体物理）、光学三个，博士点有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两个（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３日）；第四批又被批准博士点
一个———光学（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５日）。

“文革”后的研究生是１９７８年开始招收的，当时只招收硕士生，１９８１年开始招收博士生。硕士生、
博士生学习年限各三年。硕士生培养方案中规定：在做学位论文前应修满３０学分（固体、光学）或３３
学分（理论）的课程，参加满１６０学时教学工作量的教学实习。课程设置如下表。

固　体　物　理 光　学 理 论 物 理

必

修

课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３）　
第一外国语（不记学分）

群论（３）　　 　　　　
高等量子力学（４）　 　

固体理论（５） 光学理论（４）
量子场论（４）
量子统计物理（３）

限

制

性

选

修

课

半导体光学性质 薄膜理论 激光原理 粒子物理

半导体电子态 低温物理 光谱学 规范场论

半导体中杂质与缺陷 超导电子学 光学原理 原子核理论

界面物理 超导材料 非线性光学 核结构专题

电子显微学 晶体光谱 量子光学 核反应专题

非晶态物理 固体能谱理论 激光光谱学 凝聚态理论

Ｘ射线形貌术与衍射动力学
半导体激光瞬态物理 光信息处理 凝聚态理论专题

半导体异质结物理 半导体激光物理 统计物理专题

铁磁学理论 光谱学 介质光波导物理 等离子体动力学

磁性材料理论 表面物理 统计光学 等离子体物理

磁测量超导理论与格林函数方

法

表面结构分析 量子光学理论

真空物理与工艺 广义相对论

衍射理论与结构分析 粒子物理基础

超导微观理论 粒子理论专题

非
限
制
选
修
课

第二外国语

统计物理中的一些专题
第二类超导体物理 激光专题 数学物理专题

磁共振理论 激光实验 群论专题

半导体器件物理 固体理论

微弱信号测量

超导隧道效应
固体物理专业的有关选修课

　
　

　
　

　　博士生也有少量修课的学分要求。
这个时期培养研究生的规模是空前的，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全系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研究生的质量

也在提高。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迈向９０年代，不少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逐步成为一支重要的科研力
量。但也存在中途流失和高质量生源不足的问题。这固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时代带来的特点，也有

政策上的原因。９０年代采取的一系列新措施，如取消侨属出国在缴纳培养费上的优惠，对博士生和优
秀硕士生减免培养费，本（科）硕（士）四二（年）连读，在一年级硕士生中选拔一批直攻博士，以及招收

五年制硕（士）博（士）连读学生等，都对研究生产生了稳定情绪和鼓励先进的良性效果。研究生保送、

特别是校际推荐的制度，对北大获得高质量的研究生生源，起了很好的保证作用。自从１９９９年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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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优秀博士论文评选活动以来，北大物理系连续几年都有博士

年　份 获奖博士生 导　师

１９９９ 盖　峥 杨威生

２０００ 杨金波 杨应昌

２００１ 朱世琳 杨泽森

２００２
孙庆丰 林宗涵

袁　烽 赵光达

生获奖（见右表）。

在招收前几届研究生的同时，教育部都给了一些公费

派出留学的名额。物理系在那几年内派出了十几名研究生

出国留学：１９７９年徐淦（英）、刘竞青（法）、金能韫（英）、
凌任之（英）、何豫生（英）、周晋芙（比）、杨百瑞（比），

１９８０年邓质方（美）、刘真泉（澳）、任燕如（加），１９８２年阎
新中（日）、孙刚（日）、沈铁汉（英）、王世光（丹）、张维岩（比）、李世伟（法）。后来 ＣＵＳＰＥＡ项目启动，
以及自费出国留学的研究生多了，公费派出国留学的就很少了。

ＣＵＳＰＥＡ是ＣｈｉｎａＵ．Ｓ．Ｐｈｙｓｉｃｓ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的缩写，是美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
李政道教授于１９７９年倡议的，为中国培养人才，举办联合统一考试，推荐成绩优秀的本科毕业考生到美
国５３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费用由所在大学承担。ＣＵＳＰＥＡ项目１９８０年正式启动至１９８８年最后一
期，前后举办了９期，共推荐学生８９７人，再加上１９７９年两次试点性考试选取１８人，共计９１５人，其中
选自北京大学的２０２人。ＣＵＳＰＥＡ项目是中美两国物理教育界之间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合作与交流活
动，双方都从中受益不少。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所院是中方负责本项目的单位。

（二）科 学 研 究

１．大批教师出国进修

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前，北大的物理学研究只集中在某些方面，与教授有关。５０年代“学习苏联”，将科
学研究的面逐步铺开了。那时我国向苏联东欧大量派遣留学生，苏联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

才。苏联专家来华指导，对我们某些专门化的创立，从人才的培养到实验室的建设，都起了重要作用。

这个时期我们的学术交流只限于苏联和东欧。６０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我们的科学与教育与外界几乎完
全隔绝。“文革”结束后国门打开了，这是１９４９年以来首次向全世界开放。

闭关锁国虽然激励了我们的“自力更生”精神，从无到有地做一些基本建设工作，但是除了个别闪

光点外，我们的科学技术与国际水平之间的差距，在总体上只会越拉越大。“文革”结束后，教师们痛切

地感到我们落伍了，急迫地希望走出国门，到外面去看看、进修和学习。从１９７８年起到８０年代中后期，
北大物理系的教师通过各种渠道（政府公派、民间交往等）大量出国访问，从事科学研究。据粗略统计，

这个时期北大物理系出国进修一年以上的占教师总数的４５％，加上短期（两三个月）访问的，可能有一
半左右。这一行动大大推动了科学研究的进程，使物理系迅速赶上国际科学发展的步伐，开展了不少学

科前沿的工作，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科研成果。

　　２．研究机构的设立和仪器设备的更新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方针和科教兴国政策的实施，北大物理系的科学研究工作
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１９８４年教育部决定成立北京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和固体物理研究所，分别由胡宁和甘子钊任所
长，１９９６年赵光达接任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经过几年的酝酿和评议，１９９３年经国家计委和教委批准
正式成立“人工微结构和介观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届室主任甘子钊（１９９３—２０００），第二届室主
任龚旗煌（２０００—　）。
８０年代初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支持（约２００万美元）购置到一批先进的科研仪器。９０年代初设立

重点实验室时国家拨给７００万元建设费，再次购置了一批先进的科研仪器和设备。

·３７·六、平稳发展时期（１９７７—２００１）



“人工微结构和介观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先后承担过７８项国家科研项目，其中有国家高技术重
点计划（８６３计划）５项，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９７３计划）７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５项。该
实验室在探针物理、飞秒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超导结和超导量子干涉器、纳米材料和纳米尺度的微结

构、小尺度光学和光纤器件、半导体发光物理、近场光学、亚０．１微米固体电路相关问题、螺旋波的实验
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一些较好的成果。近年来该实验室还开展了有关生命物质的物理研究。

１９９２年６月１日在为祝贺周培源教授九十寿辰的国际流体力学与理论物理科学讨论会上
第一排左起：王淦昌、朱光亚、杨振宁、周培源、吴大猷、李政道

第二排左起：彭桓武、胡宁、庄逢甘等

　　３．较大科研成果

现将北大物理系近十几年来所做较大科研成果列举几项，分述如下：

高温超导体的研究：原低温物理教研室从７０年代就开始了超导电性的研究，８０年代初，以尹道乐、

１９８７年６月杨威生教授陪ＳＴＭ的

发明人，诺贝尔奖得主 Ｈ．Ｒｏｈｒｅｒ

游北京樱桃沟

李传义教授为首的超导材料组除重点研究铌钛和铌三锡等传统超导

材料外，还开展了高温超导材料探索。１９８６年秋由Ｂｅｄｎｏｒｚ和Ｍüｌｌｅｒ
发现的ＬａＢａＣｕＯ氧化物超导电性进一步得到磁测量的证实以后不
久，１９８６年底该组便投入到氧化物高温超导体的研究，并于１９８７年３
月４日，比朱经武、赵忠贤晚一周制备出转变温度 Ｔｃ达 ９１Ｋ的
ＹＢａＣｕＯ超导体。同时，在物理系学术委员会主任甘子钊的积极组
织下，物理系除低温教研室多位教授外，金属物理教研室、磁学教研

室以及化学系的多位教授也投入到高温超导研究的热潮中。９０年
代甘子钊院士被任命为我国关于高温超导重点基础研究计划和高

新技术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在高温超导研究的各个方面开

展了许多研究工作，包括氧化物材料的工艺合成、结构和材料物理

的研究，高温超导体磁通动力学、输运性质和超导物理的研究，高温

超导机理及理论研究，高温超导薄膜的外延生长及性质的研究，高

温超导约瑟夫森结、高温超导量子干涉器件及其应用等。研究工作

取得了一批有意义的成果，获得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各一

次。北京大学成为我国高温超导研究的主要骨干单位之一。

稀土永磁合金研究：从７０年代开始杨应昌教授就对稀土 
过渡金属合金的结构和磁性作了系统研究，７０年代末便合成了稀
土富铁的ＴｈＦｅ１２新相（简称１∶１２相），成为稀土合金中的一个重要系列。１９９０年又发现其氧化物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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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与 Ｎｂ２Ｆｅ１２Ｂ相媲美的内禀磁性。为发展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稀土永磁材料系列开辟了途
径。目前掺氮的１∶１２相永磁材料正由实验室转入生产的中型试验。

秦国刚教授从７０年代以来一直从事半导体中杂质、缺陷和深能级的研究，在单晶硅中氢行为和
氢有关缺陷研究方面取得很好的成果。１９９０年多孔硅在室温下的光致发光现象被发现后，秦国刚教授
很快投入到硅基发光的国际研究热潮中，一方面实现了从近红外到近紫外范围强的硅基光致发光，研制

出十来种创新的硅基电致发光结构，另一方面对多孔硅发光机理还提出了量子限制发光中心模型，受
到国内外学术界广泛注意和赞同。

杨威生教授８０年代以来一直从事表面物理研究。他以低能电子衍射（ＬＥＥＤ）、扫描隧道显微镜
（ＳＴＭ）及电子能量损失谱（ＥＥＬＳ）为手段，对四族半导体硅和锗的表面、界面的形貌、结构、缺陷及原子
动态过程等进行了十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在进行基础物理研究的同时，他特别注意研究方法本身的

研究，为此设计与制造了多套具有不同功能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超高真空 ＳＴＭ系统。杨威生教授的
研究工作十分系统、深入，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所著论文被引用８００多次，曾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
等奖和二等奖。

９０年代后期物理系涌现了一批较年青的学术带头人。具有代表性的是几位获得杰出青年基金并被

１９９８年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教授
参观龚旗煌的实验室

聘为“长江教授”称号的学者。① 龚旗煌教授从事
的研究领域是光学，重点在非线性光学、激光与物

质相互作用和光子学材料等方面。在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和北大“２１１工程”支持下，他建立了超快和超
强光物理实验室和光子学实验室。他是一位勤奋多

产的学者，十年来发表论文近百篇，并获得多项奖

励。② 俞大鹏教授原来从事电子显微学研究，现任
北京大学电镜中心主任。９０年代又开始从事纳米材
料制备和结构的研究，在功能准一维纳米硅的结构

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国际前沿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

同行的重视，相关论文被引用７００多次，应邀为 Ｊ．
Ａ．Ｐ．和 Ａｄｖ．Ｍａｔｅｒｉａｌ写了两篇综述性论文。③ 欧
阳颀教授的方向是反应扩散系统斑图自组织与失

稳的实验研究，包括了实验非线性科学中四个前沿中的两个，即斑图动力学与时空混沌。自１９９８年９月
建立北京大学非线性动力学实验室以来，在螺旋波失稳及缺陷混沌产生、螺旋波的基本动力学行为、螺

旋波端点的实时跟踪、复杂图灵斑图自组织形成机制的新理论及其实验验证、开发第二代基因芯片的基

础研究等方面，欧阳颀教授领导的小组做出了有国际影响的突出科研成果。④ 马伯强教授在强子物理
与中高能核物理理论研究中取得了突出成果，他首次提出用ＭｅｌｏｓｈＷｉｎｇｎｅｒ转动效应来解释质子的自
旋；深化了核子海中夸克与反夸克不对称性的研究；揭示了质子中子间同位旋破坏对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求和规
则破坏的作用。他还参与并促进了德国ＨＥＲＭＥＳ对五夸克重子Θ（１５４０）的数据分析，对这一重要的实
验发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５７·六、平稳发展时期（１９７７—２００１）



　　４．科研成果获奖情况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奖

１９８２ 二等 胡宁（排名２／４） 层子模型

１９８７ 三等
杨立铭，杨泽森，齐辉，卢大海，

周治宁，刘庸
相互作用玻色子模型的微观理论研究

１９８９ 二等 宋行长（排名４／７） 量子场论大范围的研究

１９９１ 二等 杨应昌及其研究组 新型稀土铁金属间化合物研究

１９９７ 三等
孙洪洲，韩其智，刘玉鑫，王稼

军，龙桂鲁
李代数李超代数表示及在原子核结构中的应用

国

家

教

委

科

技

进

步

奖

１９８５
一等 杨立铭等 关于原子核集体运动形态以及核内新自由度的研究

二等 胡宁等 强子结构和强作用动力学

１９８６ 二等
甘子钊等 强光与原子、分子及相干光与半导体相互作用理论

崔广霁，孟小凡等 超导器件的物理工艺

１９８７ 一等 秦国刚等 单晶硅中氢的行为和与氢有关的缺陷

１９８８
一等 甘子钊、尹道乐等 高临界温度氧化物超导体的研究

二等
孙?亨 光学瞬间相干效应及其应用的研究

杨应昌等 稀土过渡族金属间化合物的结构与磁性
１９８９ 二等 董振基 宽带激光偏振旋器等五种新型光学器件

１９９０
一等 杨应昌等 新型稀土铁金属间化合物研究
三等 宋增福等 新型固体材料的能谱研究

１９９２

甲一 杨应昌等 氮（碳）间隙原子效应磁性材料研究

甲二
曾谨言等 高自旋与超形变核态的研究

戴道生等 非晶态轻稀土过渡金属薄膜的磁性
甲三 陈辰嘉等 新型半导体的磁光光谱和磁性的研究

１９９４
甲二

钱尚武等 量子力学基础与费曼路径积分

陈辰嘉等 新型半导体的光谱特性

甘子钊等 高温超导外延薄膜及人工弱连接约瑟夫森结

顾镇南，冯孙齐等 Ｃ６０的分离、分析、超导电性和非线性光学研究

甲三
田测产等 非线性光学效应ＶＵＶ／ＸＵＶ相干辐射
秦国刚等 单晶硅与砷化镓和非晶硅中氢的研究

１９９６
基础一 杨威生等

表面与界面原子结构的 ＬＥＥＤ（低能电子衍射）及
ＥＥＬＳ（电子能量损失谱）

基础二
杨威生等 高温超导材料正常态特电势及１／ｆ噪声的研究
张树霖等 半导体超晶格声子的拉曼光谱学研究

１９９８ 基础二
张树霖等 多孔硅的光谱学研究

杨威生等 扫描隧道显微镜在纳米科技中的应用

１９９９ 一等 孟杰 奇特原子核及新集体转动研究

２００１ 二等 龚旗煌等 混合型聚合物光折变材料制备、表征及应用研究

国
家
发
明
奖

１９８３
三等 郭元恒 高压强电离真空规

四等 张合义，张远鹏，汪太辅，王楚 激光电光调制测量光学双折射光程差的新方法及设备

１９９０ 三等 赵绥堂 ＤＱＪ１型激光测距森林罗盘

　　除上表列出者外，杨威生、方胜、盖峥的《多功能超高真空ＳＴＭ系统的研制和应用》获１９９６—１９９７
年胡刚复奖，赵光达、李重生的《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研究》获１９９７年周培源奖，秦国刚的《氧化多孔硅
和纳米锗镶嵌氧化硅发光》获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叶企孙奖。

（赵凯华、戴远东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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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成立（２００１—　）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科教事业的发展，人才培养的模式和格局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师资队伍建设和科学研究也面临国内外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竞争。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从９０年代
中期开始，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框架下提出了校内实行

三级建制、两级管理的设想，后来又推行了主干基础课统一聘任和岗位聘任等重大措施。物理学科的几

个系也逐步进行了整合，为体制调整打下了基础。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８日，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正式成立。学校
任命的学院领导班子为：院长叶沿林，副院长冯庆荣、谭本馗、郭华、刘玉鑫；院党委书记郭建栋，副书

记陈金象、张华伟。甘子钊院士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赵柏林院士担任学位委员会主任。２００２年５月，学
校任命董晓华担任院党委副书记，张华伟不再担任院党委副书记。２００３年６月，学校任命陈晓林担任副
院长，郭华不再担任副院长。

物理学院由原物理系全部、原地球物理系的大气科学专业、原技术物理系的核物理专业及辅助机

构、原天文学系全部、原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全部，以及一些交叉研究机构合并组成，教职员工共约３２０人
（其中教授８７人）。学院基本上按照博士点和教学机构设立了１０个三级实体单位：

普通物理教学中心（主任舒幼生，副主任王稼军）

基础物理实验教学中心（主任段家?，副主任荀坤）

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赵光达，副所长马伯强、刘川）

凝聚态物理与材料物理研究所（所长张酣，副所长高政祥、王福仁）

现代光学研究所（所长龚旗煌，副所长王若鹏）

大气科学系（主任李万彪，副主任朱锦红）

技术物理系（主任许甫荣，副主任刘松秋）

天文学系（主任陈建生，副主任罗绍光）

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所长郭之虞，副所长刘克新、王宇钢）

电子显微镜专业实验室（主任俞大鹏，副主任尤力平）

学院院部设立了办公室系统以及图书、器材、金工厂、计算中心等公共服务机构。



合并后的物理学院，拥有１３名中科院院士，他们是：
李政道（数理学部·理论物理）　　　　　 陈佳洱（数理学部·核物理）
甘子钊（数理学部·凝聚态物理） 赵柏林（地学部·大气物理）

杨应昌（数理学部·凝聚态物理） 赵光达（数理学部·理论物理）

秦国刚（技术科学部·凝聚态物理） 苏肇冰（数理学部·理论物理）

陈建生（数理学部·天文学） 徐至展（数理学部·光学）

叶恒强（数理学部·凝聚态物理） 周又元（数理学部·天文学）

张焕乔（数理学部·核物理）

学院各学科相关的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有（按授予时间先后）：

吴健雄、杨振宁、李政道、阿卜杜斯·萨拉姆、吴大猷、有马朗人、朱棣文、丁肇中、柯亨·达基诺

有６名长江特聘教授和国家杰出青年，他们是：
欧阳颀、龚旗煌、刘晓为、孟杰、马伯强、俞大鹏

学院有２个国家重点实验室、１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１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人工微结构和介观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暴雨监测与预测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离子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医学物理和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有物理学和大气科学２．５个国家基础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
有８个国家级重点学科：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光学、天体物理、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大气物

理学与大气环境、气象学、核技术及应用。

为扩大学术交流，学院各学科还设有若干虚体研究中心，主要的有：中国科学院 — 北京大学联合

北京天体物理中心，宽禁带半导体研究中心，应用磁学中心，北京大学—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国家实验室

联合青年核物理中心，核科学与核技术网上合作研究中心，北京射频超导研究中心等。

物理学院下设物理学、大气科学、天文学三个本科一级学科专业，每年招收本科生约２１０人。学院有
８个博士点和４个博士后流动站，每年招收硕士和博士生共约１８０人，博士后约２０人。

２００２年，本科按照一级学科招生，２００３年，改为按照学院招生。按照学校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签
订的协议，自２００２年起，北大物理学院每年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招收定向本科生３０名。经过多年酝酿
和广泛讨论，自２００３级入学起，本科教学计划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实行导师和教学计划指导下的完全学
分制，着眼于培养具有良好物理基础并适宜在多种领域工作的杰出人才。在保证高质量的前提下，课程

按照模块化滚动式的方式开设。学生从入学开始，就可以有多种不同的选择。第一次向学生发放了完整

的课程手册，为学生选课提供充分的信息。

２００１年，经过１０年的建设，物理学基础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通过验收正式挂牌，并且历次被评
为优秀基地。２００３年，学院有８门课程（数学物理方法（Ａ、Ｂ）、量子力学、电磁学（Ａ）、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学、光学（Ａ）、核物理与粒子物理导论、普通物理实验、近代物理实验）被评为学校优秀主干基础课。力
学、光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普通物理实验、核物理实验、大气物理、大气探测８门课再次立项为教育
部创名牌课程，数量居全国各物理单位首位，其中光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普通物理实验、大气物理被

评为优秀名牌课程，优秀名牌课数量也居全国首位。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学院进行了一次学科规划，形成了“北京大学物理学院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发展规划”。
２００２年初按照学校的部署完成了“９８５”计划第一期的总结验收。２００３年春，启动了“十五”“２１１”工程，
学院的若干重点发展方向得到支持。学院教师承担了大量科研项目，其中：主持“９７３”项目２项，主持
“９７３”一级课题１０项，主持“８６３”项目１０项，主持其他重大重点项目２６项。经过国家重点学科和重点实
验室评审和学术队伍规划等，基本形成了主要的研究方向，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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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物理学科：重味物理、高能对撞机物理、强子物理、相对论重离子碰撞、宇宙学、场论与弦理论、

格点场论、介观量子输运与强关联、超导理论、原子核理论、量子信息、计算物理等。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学科：放射性核束物理理论与实验、高能物理实验、核天体物理、中高能核

物理、中子与裂变物理、辐射物理、量子信息、计算物理等。

天文学：观测宇宙学、宇宙结构形成理论、粒子天体物理、高能天体物理、相对论天体物理、气体星

云物理、恒星元素丰度和银河系化学演化、天文技术与方法等。

凝聚态物理与材料物理学科：纳米半导体材料和器件、纳米结构与低维物理、宽禁带半导体物理与

器件、磁性物理与材料、超导物理、高温超导材料与器件、表面物理与介观物理、凝聚态理论与计算模拟、

非线性物理与生物物理、极端条件下的材料物理等。

现代光学学科：超快光科学与强场光物理、近场光学、光功能材料与非线性光学、光信息科学、光谱

学、光学理论、生物过程中光物理、原子分子物理等。

大气学科与气象学科：大气辐射和遥感、云物理和大气化学、大气边界层和大气湍流、大气环境和

探测、气候动力学、气候变化诊断与模拟、中尺度气象及其科学视算、大气动力学、海气相互作用、暴雨机

理、非线性动力学等。

核技术及其应用：射频超导加速器物理与技术、射频四极场加速器物理技术、加速器质谱技术及其

应用、静电加速器技术、离子束与生物体系相互作用、离子束材料学、快电子学、医学物理与医学影像学

等。

物理学院拥有一批国际高水平的大型设备。比如电子显微镜专业实验室的高分辨型透射电镜、场

发射扫描电镜；重离子物理研究所的加速器质谱计和静电加速器；技术物理系的串列静电加速器；光学

所的飞秒激光装置；凝聚态所的ＭＯＣＶＤ、ＰＰＭＳ、ＭＰＭＳ；大气科学系的卫星数据接收装置，天文系的观
测台等等。

物理学院对外交流活跃，主办了“北京亚原子物理国际暑期学校报道”，“中德高功率质子加速器物

理与技术学术研讨会”，“第三届泛太平洋地区高能自旋物理会议”，“中德宇宙学与星系形成研讨会”

等。２００２年５月，纪念ＣＵＳＰＥＡ２０周年研讨会在北大召开，李政道先生和一百多位ＣＵＳＰＥＡ学者参加了
会议，李岚清副总理和国家教育部、科技部、人事部、统战部、中科院等主要领导出席开幕式。来自海内外

的百位ＣＵＳＰＥＡ学者围绕“物理学和现代科学”、“高技术与工程”、“金融、经济与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展开讨论。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５日，为庆祝北大物理学科９０周年，李政道先生座谈会和五位物理大师塑像揭幕仪式
在物理大楼举行。在许智宏校长主持的座谈会上，来自物理学院的１５０多名学生代表与李先生面对面地
交流，探讨自己关心的成才和学术发展等各种问题。参加塑像揭幕仪式的有李政道先生、马大猷先生、朱

光亚先生、黄昆先生、彭桓武先生、许智宏校长、沈克琦先生、赵凯华先生、杨应昌先生、秦国刚先生、高崇

寿先生等。五位物理大师的亲属代表以及铜像捐赠人代表及物理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代表也参加了揭幕

式。

此次树立塑像的五位物理大师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南开大学物理系创始人，１９３３年
至１９５２年曾经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系主任近２０年，在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北大物理系任教４５的饶毓
泰先生；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清华大学物理系创始人、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大物理系执

教５２年的叶企孙先生；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理论物理学家、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大物理
系、力学系执教６４年、北大老校长周培源先生；理论物理学家、１９３４—１９４８年任北大物理系和西南联大
物理系教授，１９９２年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称号、著述甚丰、桃李满天下的吴大猷先生；理论物理学
家、曾在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北大物理系执教４５年、曾任北大副校长的王竹溪先生。为此次铜像揭幕
式，李政道先生连夜准备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在仪式上深情回顾了自己当年与几位先生的师生之情。李

·９７·七、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成立（２００１—　）



先生还在当天早上亲笔作画“物理大树已成林，１９１３—２００３”并在揭幕式上展示，表达他对北大和中国
物理学发展的祝贺以及希望物理学枝繁叶茂的勉励之情。

在庆祝北大物理学科９０周年之际，物理学院全体师生员工在上级领导和各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
下，团结协作，正在为建设世界一流的物理学科而不懈努力。

（叶沿林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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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教研室和专门化

（一）普通物理教研室（讲课部分）（１９５２—２００１．５．１８）

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在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相关系科基础上组建而成的北京大学成为一
所包括文理系科的综合性大学。在物理系，根据新的培养目标的要求，延长学制（由四年改为五年、六

年，１９７６年后又恢复为四年），设置专门化，调整课程（分为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门化课三部分），充实
内容，更换教材，并成立了承担各阶段教学和科研任务的教研室。

北京大学物理系普通物理教研室于１９５２年成立，下设普通物理讲课组（包括演示实验室）、普通物
理实验室、中级（近代）物理实验室，分别承担全校理科各系普通物理、普通物理实验、中级（近代）物理

实验课程的教学任务。１９８７年普通物理教研室一分为三：普通物理教研室，普通物理实验室，近代物理
实验室，后又分别改称为基础物理教学中心和基础物理实验教学中心。以物理系的普通物理课程为例，

与１９５２年前的大学物理课程相比较，学时从两学期约８学分增为５学期约１８学分，教材以Ｄｕｆｆ、Ｓｅａｒｓ的
书改为福里斯的书以至于自编教材，充实了内容，提高了要求。同时，非物理类的普通物理课程在１９５２
年后也有了重要变化。

从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６６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普通物理教研室（讲课部分）在黄昆、褚圣麟、虞福春以及赵
凯华、丛树桐、李椿、钱尚武等教授的带领下，继承发扬了我国物理教学的优良传统，学习苏联、参考英

美，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逐步达到了对普物课程性质、目的的正确认识，确立了适用于不同系科的普

物课程的内容和体系，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讲授风格，同时在青年教师培养、教材编写、演示实验室建设等

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成绩巨大，影响深远。

从１９７６年到２００１年，大批毕业于五六十年代的教师成为中坚骨干，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国内外交
往日益增多，北大的普物教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正确地阐述、恰当地评价成熟的物理内容，并有

效地消除各种疑难困惑外，尤其着眼于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课程内容、体系的现代化，并伴随着前沿

的进展，不断地充实、提高、更新基本概念、规律、理论的阐述，调整主次，有所弃取。同时，适当介绍关键

突破的历史过程，使学生得以领略前辈大师的研究方法、物理思想、科学精神，培养科学思维能力和创新

意识。

多年的工作使我们认识到，普通物理课程是物理系整个大学阶段最基本的导论性入门课程，其目的

是使学生对物理学的内容和方法、工作语言、概念和物理图像、历史和前沿，从整体上有全面的了解。经

过长期的加工提炼和教学实践，逐步确定了普物课程的教学内容和体系，逐步形成了具有北大特色的讲

授风格：立论严谨，物理图像清晰，深入浅出，溯源通今。所有这些，得到了国内外同行专家以及毕业生

的一致肯定和赞誉。

（陈秉乾执笔）

附录一　教 材 建 设

丛树桐，李椿，钱尚武，普通物理学（力学部分），人教社，１９６１
李椿，从树桐，钱尚武，普通物理学（分子物理与热力学部分），人教社，１９６１
褚圣麟，原子物理学，人教社，１９７９



褚圣麟，原子核物理导论，高教社，１９８７
赵凯华，陈熙谋，电磁学，第一版，高教社，１９７８，第二版，高教社，１９８６（１９８８获高校教材国家优秀

奖）

赵凯华，钟锡华，光学，北大出版社，１９８４（１９８８获高校教材国家优秀奖）
赵凯华，定性与半定量物理学，高教社，１９９１（１９９５获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赵凯华，罗蔚茵，新概念物理教程，力学，高教社，１９９５
赵凯华，罗蔚茵，新概念物理教程，热学，高教社，１９９８
赵凯华，罗蔚茵，新概念物理教程，量子物理，高教社，２００１
赵凯华，陈熙谋，新概念物理教程，电磁学，高教社，２００３
李椿，章立源，钱尚武，热学，人教社，１９７９
陆果，基础物理学，高教社，１９９７
陆果，基础物理学教程，高教社，１９９８
吴伟文，包科达，励子伟，宋建平，胡望雨，李衡芝，普通物理学（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与近代物

理），北大出版社，１９８８—１９９０
钟锡华，周岳明，刘玉鑫，陈秉乾，王稼军，陈熙谋，张瑞明，大学物理通用教程（力学，热学，电磁学，

光学与近代物理，习题指导），北大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００３
陈熙谋等，物理演示实验，高教社，１９８３（１９９８获高校教材二等奖）
陈熙谋等，计算机辅助大学物理教学系列软件（普物部分），（１９９７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张之翔主编，北京大学普通物理教学研究论文集（１）（２），北大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９９２
陈熙谋，胡望雨，舒幼生，陈秉乾，物理教学的理论思考（论文集），北京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
张之翔，光的偏振，高教社，１９８５
张之翔，电磁学教学扎记，高教社，１９８８
张之翔，人类是如何认识电的，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
张之翔，电磁学千题解，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李淑娴等，物理学习题集（１）（２），人教社，１９８０
方励之，李淑娴，力学概论，安徽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６
蔡伯濂，大学物理力学教学研究，北大出版社，１９８２
蔡伯濂，力学，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
蔡伯濂，狭义相对论，高教社，１９９１（获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
陈熙谋，陈秉乾，电磁学定律与电磁场理论的建立与发展，高教社，１９９１
陈熙谋，陈秉乾，胡望雨，常用物理概念精析，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包科达，热物理学基础，高教社，２００１
陈秉乾，金仲辉，光学，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陈秉乾，舒幼生，胡望雨，电磁学专题研究，高教社，２００１
舒幼生，胡望雨，陈秉乾，物理学难题集萃（增订本），高教社，１９９９
舒幼生，胡望雨，陈秉乾，中学物理竞赛指导，北大出版社，１９９５
舒幼生，奥林匹克物理（１）（２）（３），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９９４，１９９６
钟锡华，光波衍射与变换光学，高教社，１９８５

附录二　教 师 名 录

（注：只列入担任普物教学及示教室工作者）

褚圣麟 虞福春 黄　昆 郭敦仁 沈克琦 范绪馪 唐子健 丛树桐

张之翔 潘永祥 李文河 钱尚武 李　椿 赵凯华 章立源 徐　行

·２８· 第一部分　北京大学物理系九十年



陈显杰 楚珏辉 何雪华 方　澄 方瑞宜 尤广建 蔡伯濂 陈熙谋

李淑娴 包科达 胡望雨 谭国英 励子伟 陈秉乾 吴伟文 吕晋育

陶如玉 虞宝珠 钟锡华 吕云先 金仲辉 陆　果 黄　盳 宋建平

黄裕民 张为合 刘秀华 李衡芝 邹洪新 谢麟振 舒幼生 宋蜀渝

严隽珏 张可法 周岳明 张瑞明 王稼军 郭士德 陈凯旋 赵正姬

田建玲 刘玉鑫 王若鹏 罗　强
教辅人员名录

于文顺 王银弟 马　楹 程秋立 路秀英

附录三　负　责　人

（注：１９５２—１９６６普物教研室包括普物讲课、普物实验，１９７８年原中级物理实验更名为近代物理实
验，归入普物教研室。１９８７—２００１普物教研室只包括普物讲课。实验部分分出成独立机构。又，加  者
为普物教研室主任，其余为副主任或实验室主任。）

１９５２—１９５５，虞福春，沈克琦，丛树桐，汪永铨，郑乐民

１９５５—１９５７，汪永铨，丛树桐，李　椿，马靓廉，郑乐民
１９５７—１９６６，丛树桐，李　椿，赵凯华，李棠仪，谢慧瑗，钱竹年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黄裕民（教研室负责人）
１９７６—１９７８，沈克琦（兼），蔡伯濂（第一副主任），李　椿，吴思诚，谢慧瑗，陈怀琳，林　抒，钟锡

华

１９７８—１９８２，蔡伯濂，李　椿，吴思诚，谢慧瑗，陈怀琳，林　抒，钟锡华
１９８２—１９８５，陈秉乾，谢慧瑗，吴思诚，林　抒，吕斯骅，钟锡华
１９８６，吴思诚，谢慧瑗，林　抒，吕斯骅，钟锡华
１９８７—１９９６，陈秉乾，包科达

１９９６—２００１，舒幼生，王稼军

（二）普通物理实验教学和普通物理实验教研室

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成立北京大学物理系普通物理教研室，普通物理实验室属于该教研室的一部
分。１９８７年普通物理教研室一分为三：普通物理教研室，普通物理实验室，近代物理实验室，１９９９年又分
别改称为基础物理教学中心和基础物理实验教学中心。从１９５２年至今任普通物理实验室（或普通物理
实验教研室）主任或副主任依次为：汪永铨 （１９５２—１９５４），马靓廉 （１９５４—１９５５），李棠仪
（１９５５—１９５８），谢慧瑗、何圣静（１９５９—１９６６），吴思诚、谢慧瑗（１９７６—１９７８），林抒、陈怀琳
（１９７８—１９８２），谢慧瑗、林抒、陈怀琳、梁秀慧（１９８２—１９８６），谢慧瑗（１９８７），朱世嘉（１９８８—１９９５，期间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刘雪林任副主任），段家?（１９９７以后）。

　　１．１９５２—１９５５年

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学习苏联教学经验。当时属于普通物理教研室中的普通物理实验组全体教师，
集中全力学习苏联教学计划、实验大纲和教材，初步认识了实验教学工作中的几个问题：明确了物理实

验课程的总目的、普物实验课程的目的和地位；普物实验的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搞好教学工作的条件。

（１）物理实验课程的总目的、普物实验课程的目的和地位
实验课程在苏联大学物理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安排了从普物实验逐步深入到

专门物理实验，最后进入到专门化实验，它是与理论课程并行的一系列实验课程。实验课程总的目的是

“介绍给学生用实验的方法研究物理学”。因此，实验课程有它的独立性，但在选择实验题目时（尤其是

在选择低年级学生的普物实验题目时），要尽量配合普通物理课堂讲授的内容与进度。而普物实验是

整个实验课程的基础部分，它的目的是为完成整个教学计划中的实验训练打下基础，是为学生以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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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实验，专门化实验和毕业后将要进行的独立实验工作作必要的准备。因此普物实验课程的目的：

① 教给学生必要而且充分的实验基础知识。即掌握各种基本仪器的使用，熟悉一些重要的基本物
理量的测量方法，正确地整理和处理数据。这一目的的完成，主要依靠选题和确定每个实验的内容，

并在教学过程中随时贯彻。

② 初步培养学生实验的独立工作能力。学校里教给学生的知识不过是为他们将来能在工作中不
断地学习打下基础。因此教师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更应该在教这些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独立工

作能力———教给学生如何做实验。把从单个实验中逐步深入地总结和抽象出做实验的共同原则和方

法教给学生，并教给他们学习这种总结和抽象工作的方法，这样才能使学生成为具有会做其他实验本

领的人。在普物实验中可以学到的是：如何着手一个实验的进行、如何避免实验发生错误、如何设法减

小实验误差。这些内容贯穿在每个实验过程中。

（２）普物实验的教学过程及教学方法
① 我们把每一个实验分为准备、操作、总结和巩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包括学生预习、教师面对仪

器对学生讲解及提出问题讨论。操作阶段学生分组进行实验，教师巡回指导。总结和巩固阶段，学生写实

验报告，三天后交教师批改，下次实验时发还学生并指出普遍存在的问题。

② 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教学方法：培养独立工作能力的教学思想，应该贯穿和表现在每个及
全部实验的教学过程中。在研究了学生的实际水平后，我们认为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教学过程分为

三个阶段：开始时“把着手教”，这段时期，我们把讲义写得非常详细，讲授非常全面，有时甚至表演如

何操作，给学生熟练的基本训练。第二阶段结合每个具体实验的讲解，贯穿着总结和抽象出共同的实验

原则与测量方法，并介绍实验的设计思想。最后阶段是进行简单的独立实验阶段，我们选择一些比较简

单的实验，让学生独立去做，讲义上只写简单的原理，提出要求所得的结果，让学生自己安排实验的步

骤、数据的处理等，并将在实验室中进行讲授改为课堂讨论。

（３）搞好教学工作的条件，取得初步成绩
在１９５２—１９５５年这段时间参加实验教学工作的教员全是毕业一、二年的助教和刚毕业的大学生。

他们不仅要熟悉实验教学内容，编写实验讲义，每周要负担１３节课的教学工作，批改约１１０份报告，还要
设计添置和安排实验仪器。起初决定进行的１９个实验中，１１个实验完全没有设备，７个实验的旧有仪器
套数只有一半（６套）。在实验室主任汪永铨的领导下，靠发挥集体力量，经常交流教学经验和对课程内
容的体会，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使得大家教学质量逐渐提高，至１９５５年普通物理实验已有５０个左右，每
个实验仪器有２—６套。实验讲义有厚厚两大本———普通物理实验力学和热学、电磁学和光学。

　　２．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

从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６年以及后面的普物实验，上述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一直发挥作用。１９５５年和１９５６年
来普物实验教学的刚毕业大学生占绝大多数，首先是学习和继承，在教学实践中又不断补充和发展。提

出普物实验课也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倡独立思考，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课堂上

注意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提出必须让学生系统地学习物理实验的

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提高他们的实验素养，培养他们严谨的科学作风和态度，严密的科学实

验方法。在这期间（特别是１９６０年以后）教师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严格要求学生，为此普物实验的教师
和实验技术人员共同努力创造条件，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１）扩充实验仪器套数：由于学生在中学实验训练很少，为了创造更好的实验条件，使教学意图
能得到更好的贯彻，同时实验室面积大增提供了条件（１９６０年普物实验室由物理南楼搬到物理大楼南
楼，实验室面积由不到１０００平方米增至１６００多平方米），我们把二人一套实验仪器尽量改为一人一套，
把一个教师一次课（１５—２０个学生）带３—５个实验改为１—２个实验，这样除选做实验外，每个实验仪器
扩充为８—１６套。为更好地配合理论课的进度，把实验题目大循环（８个）改为小循环（４个）。到１９６６年
普物实验（包括必做、选做实验）已有１００个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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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学生必做的每个实验建立教案：教师必须充分备课，在此基础上教学组成员集体讨论教案，再
分别指定教师或自报执笔写出，教案中写明这个实验的目的要求、原理、内容、实验方法、测量结果、数据

处理、误差分析、问题解答、学生的难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等。

（３）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分摊测量每个实验的每套仪器的数据，并提出要求学生实验数据的允许
范围，有的实验还把数据制作成表格，供实验结束时教师检查学生实验结果和改实验报告用，没有达到

要求的学生必须重做。学生做完实验后三天交实验报告，教师认真批改每一份报告，在下一次课上发还

给学生，并进行讲评，指出问题。

（４）改进实验仪器，改进实验测量方法，设计更具有培养、训练意义的实验设备。如碰撞实验、用金
属丝的伸长测定杨氏模量、改琴弦式为用电阻箱自组惠斯通电桥等，改进后可做的实验内容也增加了。

又如软磁材料磁滞回线的测定，原来课上只能测部分回线，由于改进了测量电路，学生在课上能测完整

的磁滞回线了。

（５）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对每个实验确定不同水平的学生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教学方法。对
实验基础差的学生单独分组辅导，帮助他们尽快赶上。对实验特别有兴趣的学生创造实验条件，让他们

的实验能力进一步提高和发挥。

　　３．１９７８—１９９７年

自１９７８年至今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第一个发展阶段可以从１９７８年接受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学生
入学算起到１９９７年。

实际上早在１９７２年工农兵学员大量入学，由于教学的需要，一些普物实验教员陆续回到实验室，并
有一些新毕业的教师加入。他们深感国际上科技迅猛发展的形势，认为恢复、提高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

势在必行。为了迎头赶上，教员们认真调研国内外有关资料，参观有关工厂，并试制教学仪器，试排实验。

因此在１９７８年，不仅恢复了“文革”前的绝大多数实验，而且排了一些反映新的物理思想（如光学空间
滤波）、应用当时新技术（如气轨、光电技术、激光等）的实验，以崭新的面目迎接新学生。

这一时期，主要是８０年代初，学校和物理系都给予普通物理教研室极大的支持。一方面经费较充
裕。另一方面调入和调回一批有经验的教师和较年轻的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使课程和实验室的建设有

可能实现。

（１）为了使物理实验课有利于学生掌握物理学原理，提高学生实验工作能力，对原有的课程内容和
大纲作较大的修改。在全面审视原有教学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国内外交流，我们逐步认识到必须使实验反

映更多的物理思想（包括一些新概念）；必须在可能的条件下应用新技术。为此，做了下列工作：

① 新排了一批有助于学生理解物理概念和过程的新实验。例如全息照相，声波的衍射，研究电子束
在电磁场中的运动，描述热力学过程的实验，非惯性实验参照系模拟分子碰撞等。

② 引入新的技术、手段以提高实验的精确度。例如气轨和光电技术的运用使力学量的测量更直观，
更定量。利用运算放大器排出弱电流放大的实验。用高灵敏温度计进行热力学过程的研究。激光的应用

更使学生能详细观察非定域干涉条纹，定量测量衍射图的光强分布。同时，淘汰了一批过时的仪器、仪

表。在使用自动化仪表时，我们也注意到不能由于自动化而使学生实验只是简单地按电钮，不利于学生

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的训练。

③ 对一批传统的实验赋予新的更深入的内容。如惠斯通电桥，增加了电表灵敏度、内阻以及非平衡
桥的测量等。刚体实验增加了定量检验转动定理、平行轴定理等。光学衍射实验增添了远场近场衍射的

区别和转换等。

经过这些变化，形成了既有别于“文革”前的，又非简单抄袭国外资料，具有自己特色的教学大纲。

（２）在保持对学生的基本训练严格要求的优良传统基础上注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我
教研室对实验的准备、课堂教学、数据检查和实验报告等各环节对学生、教员和实验技术人员有一套严

格的行之有效的要求，这是必要的。但为了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我们还开出很多选做实验、开放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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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时或暑期开放实验室，鼓励学生自己独立解决问题。在考试和课堂上，也要求学生分析实验中出现

的各种复杂现象，再通过所学的理论思索和实验手段解决问题。这样的教学方法引起学生学习实验的极

大兴趣，学生甚至深夜不肯离开实验室。实际上，这种生动的学习方法也提高了对教员的要求，起到师生

互教互学的作用。

（３）积极进行教材建设，深入开展教学研究。由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８０年经过力热、电磁、光学各实验教学
组的教师们编写的实验讲义并对其多次修改、定稿，已较成熟，在此基础上１９８１年由林抒、龚镇雄主编
出版了《普通物理实验》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普物实验教材，对全国高校实验教学起了一定的作用。在

此之后普物实验的教师们结合实验建设的发展，每３至５年，都有自己不断修改和编写的教材，在９０年
代初陆续出版。教师们还结合自己对实验教学的深入钻研，集体编写并出版了全套三本的《普物实验指

导书》重点阐述每个实验的教学要求、原理、仪器、内容、设计思想、多种测量方法的分析、实验数据和现

象、问题讨论、教学方法、疑难问题解答，还选编了我们历年所用的思考题、选作题和考试题，得到师生的

好评。此外还出版了一些专著和参考书，在全国学术刊物上发表教学研究论文７５篇。在国际、国内学术
会议发表论文３４篇。很多教师在承担教学任务的同时，还参与科研工作、仪器研制，取得了好成绩，反过
来，又促进了实验仪器的改进。

（４）改进和研制教学仪器，进行实验室建设。在１９７５年我们就克服多重困难，研制国内第一批高精
密度迈克耳孙干涉仪，影响很大。其后改进研制的仪器共有五六十种，其中多种项目曾获全国性或省市

奖。

（５）普物实验教研室的教师及实验技术人员队伍：长期以来形成了一支踏实严谨、努力钻研、蓄意
创新、为教育事业献身的教师队伍，还有一支认真负责、勤勤恳恳、技术精湛的实验技术人员队伍，这是

取得以上成绩的基础。

（６）发挥师资和实验室优势，积极为社会作贡献。教研室曾多次举办了各类型、各种层次的普物实
验教师培训班，接纳兄弟院校教师来教研室进修和去外校讲学，协助多所新建院校筹建普物实验室等。

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９５年实验室被国家教委指定为我国参加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的集训基地。这个教练队多
次荣获北京大学先进集体称号。在这十年中，每年参加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的学生都获得了团体第一

名，参赛的五名选手实验部分多次全获金奖，为国家争得了荣誉。还有两名教师被国家教委、中国科协等

单位授予“全国优秀青少年科技辅导员”称号。培训选手的过程又促进了我们研究如何更有效、快速地

提高本科学生的实验能力，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充实教学内容。

由于以上工作，在此期间普物实验教研室、普物实验室多次获得学校、北京市和国家教委的奖励：

北京市高校系统１９８６年教书育人、服务育人先进集体；
１９８６年北京市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先进集体；
１９８６年由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高校实验室系统先进集体》；
１９８９年获国家教委颁发的《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特等奖》，当时专家组鉴定评语为：
该教研室在发展和深化教学内容上做了大量工作，新排实验６０个（２９个属国内首先排出），其中不

少实验反映了新的概念或引入了新技术。有些实验构思新颖，富有创造性，具有较高水平，很多传统的实

验题目也得到了发展和充实。经过努力，使课程内容既能反映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有利于学生基础

训练的加强。与此相应，在教材建设和仪器设计等方面都取得不少成果，成绩突出。

该课程每年承担本校学生４万余人次（１６万余人时）的实验教学任务。尽管任务十分繁重，教学质
量始终保持高水平，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上有创新发展，受到学生的欢迎。专家组认为，即使与欧美和苏

联各著名大学相应课程比较，该课程的教学质量也是名列前茅的。

北京大学普通物理实验课对北大物理系及其他理科专业学生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该课程

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特别在普通物理实验室的建设，发展和建立我国自己的物理实验教学体系上起了很

好的带头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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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９９７年至今

１９９０年以后普物实验教研室有经验的一批老教员陆续退休，到１９９７年，实验教学队伍中，原来的
专职教员只剩下４个（其中教授１人，副教授３人），上课教员大部分来自物理系各个科研组。实验教辅
人员７人（其中高级实验师２人，实验师５人）。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在系领导的支持下，原普物实验教研室与
近代物理实验教研室合并组建了基础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实验教学中心将物理系承担的普物、近代物

理基础实验课以及几个专业基础实验课统一管理，为教学体系和课程内容的改革，为几门实验课程之

间的重组和融合奠定了基础。此时，实验教学中心编制的普物实验教员人数有５人，实验教辅人员７人。
经过上述调整，普物实验室面积达１６００平方米。每年接纳全校各理科系学生来上实验课达３．４２余万
人次。

（１）随着时代发展更新观念
提高素质、打好基础是普通物理实验课的根本任务。随着科技的发展，“基础”的内涵是随着时代发

展的，我们应从培养现代科学技术人材的高度来重新审视“基础”的含义。一些老的基本知识、方法和

技能可能已经过时，一些原来属于近代物理实验的内容已成为普通物理实验，……。随着传感器在实

验中的广泛应用，单纯的力、热、电、光实验需要改变为力、热、电、光、计（计算机）的综合实验，力、

热、电、光、计之间的融合，普物实验与近代物理实验课程间的重组与融合势在必行。

（２）改革教学内容
在全面审视原有普通物理实验课实验题目和内容的基础上，精选基本内容，淘汰一批与中学重

复、在现代科研和生产中已过时的内容、方法和设备，补充了一些在物理学科中有代表性、有应用价

值的先进的实验内容、方法和手段，还增加了从科研成果转化来的实验。我们在力、热实验中增加了

低温、真空、材料热导等实验；在电磁学实验中加强“示波”测量，逐步使用读出示波器和存储示波器，

还引进了虚拟仪器；在光学实验中用平台部分地取代导轨，增加定量测量内容，实验中增加传感器和

计算机采集、控制及处理数据的内容等。

我们率先在全国对理科非物理类专业的物理实验进行了成功的改革。过去在理科非物理类专业实

验的选题方面普遍存在一个大缺陷是除普通物理实验外，没有或很少有近代物理实验。在科学技术飞速

发展的时代，化学、生物、地质等学科的研究已深入到分子、原子尺度，量子力学、相对论等近代物理知识

和实验技术，如现代光谱技术、核探测技术、核磁共振成像技术、Ｘ射线技术等已成为这些学科的迫切要
求，因而，也对物理实验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验课程内容设置必须增加相应的深入浅出的内容。面对理科

非物理类十来个系、专业约１０００多名学生的物理实验课，实验中心明确、系统和有步骤地改革了课程内
容的设置，增加了几个近代物理实验如：用光学多道分析器研究氢原子光谱，核磁共振，用 β粒子验证
狭义相对论动量动能关系，微波的布拉格衍射，弗兰克赫兹实验，高温超导，全息照相，虚拟仪器，真
空镀膜，Ｘ射线成像与衍射，核磁共振成像。在普物水平上的近代物理实验内容使学生容易接受。近物实
验题目在整个基础实验中占到了１／３的比例，彻底改变了过去非物理类基础物理实验的面貌。在实验选
题上坚持的原则是：① 要有重要的近代物理内容和现代实验技术。② 要在化学、生物等领域有重要的
应用价值。③ 要选择在科学和技术上先进的实验装置。④ 要引进计算机技术。对非物理类物理实验课
的改革经验已经在全国各类相关的研讨会上多次做过介绍，并得到高教司和兄弟院校的高度评价。教

学大纲也已交流到很多兄弟院校并作为他们的参考。

（３）改革课程体系
打破了原普通物理实验课分块进行的格式（即力热、电、光部分独立排课），统一按训练的层次，循

序渐进分阶段安排，每个阶段选择力、热、电、光各一定数量的实验分几个阶段进行实验循环，对每个阶

段的训练都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如第一阶段６个实验为入门实验阶段，由教师辅导和学生自己依照讲
义去完成实验。通过这一阶段后，学生将在一个大致相同的起点上前进。第二阶段为基本训练阶段，选

９—１２个题目，从这个阶段开始，实验进入正规的“三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训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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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段选９个题目深入提高。第四阶段为设计实验，由同学根据教学要求自己设计原理方法，测量安排
及数据处理等。几年的教学实践说明这种做法是可运行、可操作和有成效的。

理科学生在一年的基础实验必修课（普物实验）完成后，还可以自由选择全校通选课“综合物理实

验”，它是在普物和近物两个层次上的实验课。这门课是专为对物理实验有浓厚兴趣，实验动手能力强，

学有余力的学生开设的。在教师指导下，以课题形式进行，用一个学期独立完成。课题具有设计性、综合

性和研究性。题目多数从教学、科研和生产中提出，大多是将传感器、微机应用于物理实验。选修课使学

生在进行课题的过程中主动地学习新知识，独立地进行设计和研究，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使学

生的创造才能得以充分发挥。课程开设五年来有１６０多名学生参加，完成课题近６０个，其中有的题目已
被纳入普通物理实验课的基本实验或设计实验。这门课的开设既培养了人才，又为全校理科学生做的基

本实验提供了来源。

（４）教材建设
在课程改革的基础上，以及对上述成果进行了整理和总结后，对原《基础物理实验》讲义进行了较

大修改和补充，《基础物理实验》教材在北大“九五”教材规划立项的支持下于２００２年３月由北京大学
出版社出版，供学生使用。这本教材也已被列入“十五”国家级教材立项，在进一步修改和补充后，将于

２００５年由高教社出版。
（５）教学研究
在实验中心的直接领导下以课程组为单位，经常开展教学研讨活动，并将新实验落实到组和人，

“中心”为这些同志创造条件，采取各种形式保证试验的进行。成熟一个就为学生开出一个。两年来开出

了十几个水平较高的新实验，如：闪光法测定不良导体的热导率实验和高温超导实验等，并在全国性的

核心教学刊物上发表论文若干篇。另外，实验中心研制的与新实验相关的仪器在“世行贷款”项目的支

持下已在全国２８所高校广泛使用并获得好评。
（６）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两年来在实验室硬件改善的条件下，逐步改革教学方法，注意启发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创造性。在

实验课中，教员经常和同学进行讨论，启发他们学习着去发现和考虑实验中出现的问题等。实验中心还

抓了教学网络的建设，学生不仅可以从网上下载教学资料，还可进行实验选课，与教员交流等。还抓紧了

实验教学的ＣＡＩ软件建设，２００２年末，９个普物实验的ＣＡＩ教学软件已提供学生做实验预习和课上讨论
问题用。

（７）加强教师队伍和实验技术人员队伍的建设
面对２００１年后又一批老教师退休的形势，在学院领导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在有关政策的支持下，

学院安排了一批工作责任心和业务水平都比较优秀的新教员和研究生助教来带实验课。“普物实验”

课程组加强了教学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定出了规章制度，并在新老教员间进行了传帮带。经过试验，教学

效果不错。这些新教员和研究生助教中的多数同志还愿意继续来参与实验课教学。从“普物实验”课程

组本身来说，还不断要求每一位教员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对年轻教员还要求做到教学与科研水平的共

同提高。

实验技术队伍是实验课正常运作和教学改革的保证，通过聘任上岗，他们的任务更明确了，为教学

服务的思想认识提高了，团队精神增强了，教师普遍反映良好。中心还采用定期举办讲座、参加短训班和

在职提高学历（如专升本）等措施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

在此期间实验中心全面进行教学改革的成果得到各级主管部门和兄弟院校的肯定，并获得了荣誉：

２００１年９月和１２月分别获北京大学和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包括普通物理实验课）；
２００２年１月获教育部教学成果二等奖（包括普通物理实验课）；
２００２年普通物理实验课被评为教育部高教司“国家理科基地优秀创名牌课程”和北京大学优秀主

干基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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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参加过普物实验室建设和上过普物实验课的教师及实验技术人员

教　师
汪永铨（５２—５６年） 马靓廉（５２—８０年去世） 李棠仪（５３—５８年）
曹孟贤（５３—５８年） 张之翔（５３—６２年） 唐子健（５３—５８年）
欧贤守（５３—５８年） 廖　莹（５３—５５年） 李　普（５５—５８年）
何雪华（５５—６３年） 李文河（５５—８９年退休） 杨建华（５５—６５年）
黄欣荣（５５—６３年） 李克敦（５６—５８年） 申世璋（５６—９２年退休）
王士融（５６—６４年） 刘宝诚（５６—５８年） 何圣静（５６—７０年，７８—８６年）
吴时敏（５６—５８年） 丁仁志（５６—５８年） 邵义全（５６—９３年退休）
林　抒（５６年—９１年） 郭元恒（５６—９０年退休，９１年去世） 郝争春（５６—９３年退休）
赵鸿儒（５６—５８年） 姜　浩（５６—６３年） 陈育林（５６—６０年）
陈显杰（５６—７０年） 潘国宏（５６—７０年） 谢慧瑗（５６—９２年）
郑明贤（５６—５９年） 周求实（５５—５９年） 周适元（５６—５９年）
李新章（５７—７０年） 俞朴安（５８—６０年） 梁秀慧（５９—９４年退休，９５年去世）
谭国英（５９—７０年，７９—９６年退休） 龚镇雄（６０—９５年退休） 王继声（６０—７０年）
王勤堂（６１—７０年） 李嘉璋（６１—７１年） 李勇生（６１—７４年）
郭长志（６１—７０年） 吕斯骅（６２—７７年） 赵汝光（６２—７０年）
宋立尔（６２—９３年） 张毓英（６２—９８年退休） 陶如玉（６２—７７年）
虞宝珠（６２—８８年） 吴世琪（６２—７０年） 丁　敏（６３—７０年）
唐晓阳（６３—７０年） 桂裕铮（６３—７０年） 梁振亚（６３—７０年）
谢麟振（６３—７０年） 王祖铨（６４—７７年） 樊学韶（６４—６７年去世）
邹洪新（６５—６９年去世） 张可法（７２—８５年） 史守旭（７２—７６年）
张洁天（７２年至今） 冯庆荣（７２—８５年） 吴思诚（７１—７７年）
杨威生（７１—７７年） 让庆澜（７３—９２年退休） 李淑娴（７３—７５年）
陈怀琳（７３—９１年退休） 王秀琳（７４—８４年） 陈振江（７４—７８年）
张玉祥（７４—８２年） 华莉珍（７５—９０年退休） 郭仕德（７６—８３年）
张丽红（７６—７９年） 范淑兰（７８—７９年） 刘雪林（７８—９６年退休）
张　虹（７８—９５年退休） 朱世嘉（７８—９７年退休） 陈美章（７８—８８年）
王偕文（７８—８２年） 舒幼生（７８—８４年） 李映雪（７８—８４年）
段家?（７８年至今） 严隽珏（７８—８８年） 周月梅（７８—８５年）
蔡一坤（７９—９６年退休） 高文学（７８—８２年） 吴仲英（８１—９４年退休）
王　胜（９３年至今） 廉宗隅（９８年至今） 刘　进（９８年至今）
陈凯旋（９９年至今）
实验技术人员

赵　奇（５２—５８年） 于文顺（５２—７０年） 韩来新（５３—５６年）
兰肇荣（５３—９４年退休） 曾代秀（５３—６９年） 张俊芳（５６—５８年）
李南敏（５６—５８年） 王　庸（５６—５８年） 夏业敏（５６—７０年）
王津生（５８—６０年） 张奎年（６０—９８年退休） 王志光（６１—６９年）
吕　静（６１—６９年） 马　楹（６１—２００１年退休） 宋炳麟（６１年至今）
刘庄武（６１—８０年） 林万桔（６１—８０年） 吴玉兰（６１—７５年）
李　和（６１—６３） 张志清（６１—６３年） 岳秀清（６１—６４年）
王银弟（７１—８０年） 臧林华（７３—至今） 张丽红（８４—９５年）
李晓玲（７８—８５年） 刘至文（７８—８８年） 张秉筠（７８—８４年）
张建恒（７８—９０年） 赵志圣（７９—９４年退休） 袁　霞（７９—９１年）
汪　滨（８２年至今） 黄　刚（８２—９０年） 孙翠娥（９１年至今）
郑　纹（９４年至今）

（谢慧瑗、陈怀琳、段家?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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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级物理及近代物理教研室

　　１．中级物理实验教研室（１９５３—１９６６）

该课程在１９５３—１９５６称专门物理实验，１９５６—１９６６称中级物理实验，“文革”后称近代物理实验，
教研室的名称也有相应的变化。

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全面学习苏联教学经验。苏联国立大学物理系，以培养物理研究人才为目标。
他们十分重视实验教学，在五年中，物理实验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二年级的普通物理实验，三四年级的

专门物理实验和无线电实验，四五年级的专门化实验。专门物理实验是承前启后的。在低年级，由于初学

物理，普物实验还带有与普通物理课程相互配合的性质。到了专门物理实验，就已完全独立。它的主要任

务，“在于培养学生在使用物理研究实验室中所应用的充分精密和复杂仪器方面的实验技能，使学生惯

于利用专门参考文献，以便他们以后能够着手从事于毕业论文和科学研究工作。”简言之，是“介绍给学

生用实验方法研究物理学。”

要建立这样一门高要求的、完全独立的实验课程，我们完全没有经验，于是便从学习苏联教材入手。

当时有Г．В．斯皮瓦克主编的《专门物理实验》一书，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材。该书共分八篇，篇名为：振动
物理学、光学、电子和离子物理学、分子物理学和热物理学、Ｘ射线物理学和Ｘ射线结构分析、铁磁学、低
温物理学和照相过程。每篇之前有或长或短（最长的中译本上达４０页）的绪论，介绍有关的物理和技术
问题。共列有７６个实验，学生可以根据兴趣和进入某一专门化的愿望，在教师指导下选做。

面对如此多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莫斯科大学科研兴趣和水平的实验，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大量

复制。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体会苏联教学计划和课程大纲的基本精神，根据我们的人力（教师状况）和物

力（指现有仪器设备和系内加工能力）条件，力争在短期内准备出十几个实验，以应教学改革的急需。因

此在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年期间成立了专门物理实验教学组，先后分别由郑乐民和陈宏毅担任实验室主任，准
备实验的人员有多个教研室的教师、他们大都是年轻的讲师，有较多的实验室工作经验和一定的专门科

学知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前后分别开出了十几个实验，这些实验题目有：耦合摆、均匀弦、汤姆孙振荡

器、勒谢尔线（以上属振动物理），象限静电计与游离电流的测量、云雾室、盖革计数器、乳胶技术 钍系
α蜕变的记录和α粒子射程的量度（以上属原子物理），雅满干涉仪、迈克耳孙干涉仪、光谱分析（以上属
光学），高真空技术、用探针方法研究气体放电（以上属电子物理），劳埃相、德拜相（属 Ｘ射线技术），还
有照相技术等。

这期间为５１级、５２级、５３级的学生开设了这门课程，在三年级上、下学期，每两周做一个实验，每个
实验课上和课下分别用６—７学时，事先学生需认真阅读讲义，实验前教师要进行查询，没有准备不得做
实验，课上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和独立从事实验工作，总起来讲专门物理实验课程的建立上走出了第

一步，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这期间参加准备实验和上课的老师有：郑乐民、陈宏毅、郭汝嵩、楼格、杨葭荪、许孝慰、梁宝洪等。

关于１９５６年后的中级物理实验，由于物理系自１９５３级改为五年制，为加强对学生的物理实验方法
及技能的训练，在原来专门物理实验课的基础上增加了学时，扩充了内容，排出了一批新实验，如闸流管

特性的研究，热传导、铂电阻与温度的关系，氢原子光谱，晶体管的特性，霍尔效应，涡流与磁滞回线，低

频内耗与高频内耗，超声波测水中的声速，等等。成立了独立集中的中级物理实验室，由水永安任主任，

从５６届毕业生中留下了８人任该课助教，原专门物理实验课的老师留在了所属专门化教研室，在初期兼
任中级物理实验课的指导，有些还参加了部分教学工作。学生用一年的时间（三上和四下）做１４—１６个
实验，每两周做一个实验，课上６学时，课下６—８学时进行预习、数据处理及写实验报告等。课程的任务
与原专门物理实验课相同，即使学生学会阅读参考文献，学会如何用实验方法研究物理现象与规律，学

会在今后工作和科学研究中所需的物理实验方法和技术，为他们以后的毕业论文和科学研究打下基础。

·０９· 第一部分　北京大学物理系九十年



在１９５６年秋季到１９５８年春季，对５４级和５５级的学生进行了二年基本正常的实验教学。由于１９５８年开
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１９５８年下学期学校基本处于“停课闹革命”状态，部分师生下厂、下乡开
门办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部分师生留校进行教学改革，参加科学研究和编写教材。此时的中级物

理实验室处于解体状态，有的老师下乡劳动，有三位老师调离北大，其余的老师调到别的教研室。到

１９６０年上半年由于教学改革的需要又重新组建了新的中级物理实验教学组，由吴思诚负责，筹备恢复
中级物理实验课。经过２—３年的努力，重排并改进了部分前期的中级物理实验，又排出了一批新实验，
如耦合回路、β粒子的吸收、符合电路、钠原子光谱、扫描与同步、触发扫描电路、金属逸出功的测量等。
重新编写了讲义。开出了近二十个实验，满足了５６级学生补课和５７—６１级学生的教学需要。学生在学习
了普通物理实验和无线电实验之后，在四、五年级学习一年的中级物理实验课，每个实验室上６—８学
时，课下８学时，学生每两周做一个，共做１４个，课程的任务与前同。

中级物理实验课教学成员有：

１９５６—１９５８，教师有水永安、黄飞虎、何文望、袁景贤、吴仲英、林仁明、袁成杰、钱竹年、黄植文。协助
指导教学的教师有郑乐民、陈宏毅、王世宁、侯伯元、刘文湖、许孝慰等。实验技术人员有：宋依民、周光

洪、秦克诚、陈逸轩（只工作了短暂几个月）。

１９６０—１９６６教师有水永安（１９６３年调南京大学），钱竹年（组长），黄飞虎，袁成杰，杨威生，梁秀慧
（１９６１年调普通物理实验组），吕晋育，吴思诚，励子伟（１９６１年调入，１９６３年调普通物理讲课组），赵汝
光（１９６２年调入），金仲辉（１９６３年调入），唐健正（１９６３年调入），崔殿祥（１９６４年调入）。实验技术人员
有周光洪，秦克诚（１９６４年调宇宙线实验组），蔡翠玉，赵鸿，刘淑春。

（郑乐民、黄植文、吴思诚执笔）

　　２．近代物理实验（１９７８—现在）

文革结束，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招生后，为了给高年级（三下，四上）学生开设相当于原来中级物理实验
的课程，成立了以普通物理教研室副主任吴思诚为首的教学小组，负责该课程和实验室的恢复和重建工

作。考虑到几十年来物理科学的飞速发展，原来的中级物理实验大纲已不适合教学的需要，为了反映物

理科学重要领域的发展和实验技术的进步，根据我国物理科学专业设置特点和本课程在教学中的地位

和作用，新成立的教学小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参考国外著名大学同类课程的选题并吸收原物理系和

技术物理系的科学研究成果，对原有的课程进行全面革新，除保留少量原来题目外，大部分是新的题目。

题目的选取主要考虑以下几点：（１）近代物理学发展史上的著名实验。对学生学会如何用实验手段研
究物理现象和规律以及了解实验物理在物理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很有帮助。（２）对近代物理学发展
的一些重要领域，在内容上能反映该领域基本的物理现象和规律，在实验方法与技术上有代表性的实

验。（３）近代实验物理研究中经常要碰到的一些实验技术。同时把该课程更名为近代物理实验，实验室
更名为近代物理实验室。

在实验室建设和课程建设过程中，除了隶属于原普通物理教研室的基本成员参加外，还吸收原物理

系磁学、光学、金属、低温、半导体、能谱各教研室及技术物理系有关实验室的教员和实验员参加。在学校

和物理系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二三年建设，先后开设了包括原子物理、原子核物理、光学、真空技术、微

波、低温物理、半导体物理和相对论等领域的基本实验和选作实验近五十个。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又根据

物理学的进步和发展，对实验题目不断更新。在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１９８６年出版了由吴思诚、王祖
铨主编的我国第一本《近代物理实验》教材，参加该书编写工作和课程建设的有四十多人。该书第一版

在１９９２年第二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评选中获“全国优秀奖”，１９９５年出版的该书第二版在
１９９８年获得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教材）二等奖。以吴思诚、王祖铨、吕斯骅、赵汝光、黄飞虎为代表的
“全面革新，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近代物理实验课程》”项目的建设在１９９３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优秀教学成果评选中获“国家级一等奖”。１９９８年近代物理实验课程被学校确定为主干基础课程之一，
吕斯骅、吴思诚先后担任课程主持人，１９９９年近代物理实验课程被学校评为优秀主干基础课程。１９９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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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在理科非物理类的物理实验课中增加了近物的内容。在实验选题上我们的原则是：① 要有重要的近
代物理内容和现代实验技术。② 要在化学、生物等领域有重要的应用价值。③ 要选择在科学和技术上
先进的实验装置。④ 要引进计算机技术。目前己开出的近物实验有：用光学多道分析器研究氢原子光
谱、稳态核磁共振、用β粒子验证狭义相对论动量动能关系、微波的布拉格衍射、弗兰克赫兹实验、高
温超导、全息摄影、真空镀膜等，使近物实验题目在整个基础实验中能占到１／３，彻底改变了非物理类基
础物理实验的面貌，形成一个完善的物理实验体系。

近代物理实验室的基本成员先后有吴思诚、黄飞虎、郭元恒、杨威生、赵汝光、陶如玉、王祖铨、史凤

起、王偕文、吕斯骅、周增均、荀坤、季航、林万桔、路秀英、刘庄武、方胜、贾春燕等人。其中王祖铨、郭元

恒、赵汝光、吕斯骅先后担任近代物理实验室主任。近代物理实验教研室单独成立后，吕斯骅担任教研室

主任。此外，参加近代物理实验课程建设和实验室建设，以及先后担任过该课程教学工作的还有陈怀琳、

梁秀慧、舒幼生、冯庆荣、盖峥、林福亨、秦克诚、黄植文、焦鹏飞、黄显玲、张合义、汪太辅、董振基、赵绥

堂、杜为民、朱生传、邢
!

、葛森林、高巧君、张树霖、朱印康、刘彩霞、刘丽玲、石自光、华道宏、周赫田、邢

启江、阎守胜、陆果、熊光成、高利民、李传义、崔广霁、周雅琴、戴闻、张朝晖、林绪伦、李大军、武兰青、陈

开茅、傅春寅、傅济时、金泗轩、夏宗璜、张如菊、赖初喜、谢淑贤、何玉明、姚淑
"

等人。

体制改革：１９７８—１９８７年初，近代物理实验室隶属于普通物理教研室；１９８７年初原普通物理教研室
改组为承担理论课程的普通物理教研室和承担实验课程的物理实验教研室，近代物理实验室隶属于物

理实验教研室；１９８７年底普通物理实验室和近代物理实验室分别单独成立普通物理实验教研室和近代
物理实验教研室；１９９９年１０月普通物理实验教研室和近代物理实验教研室合并为基础物理实验教学中
心，近代物理实验室隶属于基础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王祖铨执笔）

（四）理论物理教研室

理论物理教研室于１９５３年建立，由原来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王竹溪教授担任教研室主任，教研室
中的教授有周培源（数学力学系教授，在物理系兼课）、胡宁、彭桓武（兼职）、杨立铭，讲师有郭敦仁、吴

林襄、孙佶等。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６０年理论物理教研室人员不断增加，褚圣麟教授于１９５８年转入理论物理
教研室，他所授原子物理、原子核物理课也归理论物理教研室管理，新增加的讲师有周光召、胡慧玲、章

立源、吴杭生、曹昌祺、高崇寿。孙佶调出，到物理研究室工作，吴林襄调出，到数学力学系工作。１９６０年
增加高崇寿担任教研室副主任，１９６３年再增加郭敦仁担任教研室副主任。
１９５２年起实施新的教学计划，这个物理学专业的教学计划虽不断修改，但理论物理的框架基本不

变，一直执行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时为止。在此期间，理论物理教研室开设的基础理论课有：理论力
学、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数理物理方法；原子物理学、原子核物理学课程自１９５８
年开始也并入理论物理教研室。开设的理论物理专门化课程有：理论物理专门化数学、高等量子力学、

量子场论、量子统计物理学、原子核理论、群论、广义相对论等。

这些课程中首先要开设的是系统的基础理论课“四大力学”，即理论力学、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电

动力学、量子力学，以及数理物理方法。这５门课程除理论力学和热力学外，其余课程的内容大部分过去
属研究生课程内容，作为本科生学习的内容，制订教学大纲就成为首要任务，然后按大纲讲授。当时规定

每门课是每周授课４学时，２学期讲完，这个规定一直执行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为止。“文化大
革命”后根据精简课程的需要，陆续减少了学时。

“文化大革命”后物理学专业的教学计划中仍然有这５门基础理论课，但是课程内容比以前精练，
每门课的学时不同了。四大力学每门课是每周授课４学时，１学期讲完。数理物理方法是每周授课３学
时，２学期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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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力学首先由数学力学系叶开沅、陈耀松、吴林襄等讲授，内容与过去二年级力学课基本相同，更

加理论化系统化。理论力学课程包括运动学、动力学、分析力学、连续介体力学等部分。以后由理论物理

教研室教师讲授，讲过此课程的有胡慧玲、高崇寿、秦旦华、俞允强、林纯镇、吴惟敏、张承福、陈晓林、张

大新等。胡慧玲、林纯镇、吴惟敏合作撰写了理论力学的教材《理论力学基础教程》，该书１９９２年被评为
国家级优秀教材奖。

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首先由王竹溪教授开设，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课程包括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

两部分。王竹溪教授多年研究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学术造诣很深，４０年代初期在西南联合大学时就讲
授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课程，有丰富的教学积累，他把教学讲稿整理编著撰写成《热力学》和《统计物理

学导论》两本教材，这两本书是中国在该方面的首次自编著作，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在发展物理学教育、

培养物理人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热力学》一书１９８８年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材物理学领域惟一的特
别奖。

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以后由吴杭生、章立源、林宗涵、黄紁、仇韵清、夏蒙棼、张承福、李先卉、陈晓

林、刘川、马中水等讲授。

作为本科生课程的电动力学首先由胡宁和周光召讲授，电动力学课程包括微观电动力学、宏观电动

力学和狭义相对论三部分。胡宁教授多年研究场论和粒子物理，有很高的学术造诣，有丰富的教学积累，

他把教学讲稿整理编著撰写成《电动力学》教材出版，曾是全国统一教材。

电动力学以后由曹昌祺、彭宏安、朱家珍、陈鹤琴、高崇寿、秦旦华、俞允强、吴惟敏、张承福、丁浩刚、

钱裕昆、陈晓林、郑汉青、刘川等讲授。在多年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的基础上，曹昌祺撰写了《电动力

学》，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一直是全国通用教材。后来俞允强又撰写了新的电动力学教材《电动力学简

明教程》。

本科生学习的量子力学是由胡宁、杨立铭教授首先开设的。５７年胡济民、王竹溪、谢希德讲过一遍，
以后长期讲授此课程的是曾谨言、孙洪洲。高崇寿、韩汝珊、郭敦仁、齐辉、程檀生、赵光达、林纯镇、卢大

海、熊传胜、陈晓林、邓卫真等也曾讲过此课。郭敦仁根据精简内容的要求，曾编著撰写成《量子力学初

步》。曾谨言在多年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量子力学》教材，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在

１９８８年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又缩编撰写了《量子力学导论》教材，该书１９９５年被评为国家教委优
秀教材二等奖。

数理物理方法开始时由彭桓武教授讲授，后来较长时间由郭敦仁讲授，并培养了一批青年教师。数

理物理方法课程包括复变函数论和数学物理方程两部分。郭敦仁对数理物理方法的内容和教学问题，深

入钻研，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撰写成《数学物理方法》教材，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在发展物理学教

育、培养物理人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本书１９８８年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材奖。数理物理方法以后由王
正清、王耕国、韩其智、高崇寿、成?、钟毓澍、吴崇试、周志宁、马伯强、邓卫真等讲授。后来吴崇试编写了

另一本新的《数学物理方法》。

在数理物理方法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的基础上，王竹溪教授和郭敦仁先生合作编著了学术专著

《特殊函数概论》，是理论物理工作者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的参考书，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曾出版此

书的英文版。

物理专业的基础课原子物理学和原子核物理学由褚圣麟教授首先开设。褚圣麟教授有丰富的基础

课教学经验，他撰写了《原子物理学》和《原子核物理导论》两本教材，在培养物理人才方面起了重要作

用。《原子物理学》１９８８年被评为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原子核物理导论》１９９２年被评为国家教委
优秀教材二等奖。

原子物理学和原子核物理学此后由许祖华、梁家昌等讲授。“文化大革命”后原子核物理学由钟毓

澍、程檀生、卢大海等讲授。在多年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的基础上，程檀生、钟毓澍撰写了原子核物理学

课程的教材《低能及中高能原子核物理学》。

１９５６年起，理论物理教研室陆续开设一系列的理论物理专门化课程。量子统计物理学由吴杭生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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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原子核理论由杨立铭教授讲授，理论物理专门化数学开始时由数学力学系钱敏讲授，以后由高崇寿

讲授。１９５７年理论物理专门化的专门化课程广义相对论由数学力学系周培源教授讲授，量子场论由中
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朱洪元讲授，后由胡宁教授讲授。朱洪元撰写了《量

子场论》。胡宁教授撰写了《场的量子理论》。群论由孙洪洲讲授。高等量子力学由杨泽森讲授。

理论物理教研室的教师１９６６年以前在下列领域和方向组织科学研究组，开展科学研究：热力学和
统计物理学理论、基本粒子理论和量子场论、原子核结构理论、宇宙线物理等。

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理论方面，在王竹溪教授领导下，先后开展统计物理的基本理论、非平衡态统

计物理理论、有辐射系统的热力学等方面的研究。

基本粒子理论和量子场论方面，在胡宁、周光召的领导下，先后开展基本粒子相互作用的基本理论

和量子场论理论的研究工作。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１年，先后派出教师胡宁、周光召和研究生黄念宁、王佩到苏
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作为中国组的成员去开展基本粒子和量子场论基本理论的前沿研究工作，取

得重要的成果。１９５９年以后基本粒子理论组主要研究方向为：基本粒子的弱相互作用理论、强相互作用
动力学的解析理论、Ｒｅｇｇｅ极点理论、基本粒子的对称性和分类、强相互作用动力学和强子结构理论。
１９６５年３月，北京大学基本粒子理论组集中对粒子物理理论的国际前沿进展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

当时基本粒子的对称性理论在几年内有迅速的发展，在粒子物理理论的研究方向上是国际上探索的主

流。分析总结归纳出：在短短的３年中，强子的对称性理论从ＳＵ（３）理论发展到ＳＵ（６）理论，又发展到
Ｓ珟Ｕ（１２）理论。每一个进展都解决一批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同时又显现出一些没有能解决的问题。需要
探索研究强子的这些对称性的物理机理和来源。１９６５年９月由北京大学基本粒子理论组和中国科学院
原子能研究所、数学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共４０人组成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其中１２位是北京大学的教
师和研究生。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从１９６５年９月开始集中进行粒子物理理论的集体合作探索研究，在第
一天的全体会议上，首先由朱洪元教授就近代物理学的重大发展作系统的分析报告，然后由北京大学基

本粒子理论组的青年学者就粒子物理理论研究几个方面的国际进展分别作综述报告，系统报告关于强

子对称性理论的发展并作总结分析，包括强子对称性理论在研究强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弱相互作

用过程的进展，接着展开热烈的讨论。在开始的两个星期中，连续开了６次全体的集中报告讨论会，以后
四个单位在各自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开各自的学术研讨会，然后每个星期至少开一次北京基本粒子理论

组的全体报告研讨会，交流协调研究工作的进展。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经过多次分组讨论和全体一起讨

论，取得共同的认识，确定了层子模型的研究方向和计划。经过４个月的集体合作探索研究、紧张工作，
提出和建立了相对论性强相互作用粒子的结构理论———层子模型。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完成系统的关

于层子模型的学术论文５０篇，分别于１９６６年在《原子能》和《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３本专刊
上发表，并集中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召开的国际性的北京物理讨论会上系统报告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通过创
建层子模型的研究，不仅取得了系统的研究成果，而且培养了一大批从事粒子物理理论研究的人才。北

京基本粒子理论组的许多成员，那时还只是青年教师、学者、研究生，后来成长为粒子物理理论研究的学

术领导人。层子模型研究的成果是粒子理论领域重要的国际前沿进展，１９８２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原子核结构理论方面，在杨立铭的领导下，先后开展关于原子核结构的集体模型理论、原子核结构

的综合模型理论的研究。

宇宙线物理方面，在褚圣麟的领导下，开展利用核乳胶进行高能宇宙线观测的宇宙线物理的实验研

究。

理论物理教研室的教师招收下列专业方向的研究生：统计物理理论、物理学史、基本粒子理论和量

子场论、原子核理论、宇宙线物理等。１９６６年以前培养的研究生２８人，其中周光召、吴杭生、杨国桢、徐至
展等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１９７２年起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后共招收了５届理论物理班学生，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教学不能正
常进行。

１９７７年起，全面恢复了教学、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工作。从１９７７年到２００３年先后增加了２２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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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这些教师中有的是物理系中其他教研室中转过来的，有的是从其他学校转来的，有的是在北京大学

学习获得理论物理专业硕士或博士学位后到教研室工作的，有的是在国内外其他学校和研究所获得博

士学位经过博士后工作后到教研室工作的，其中一些教师是在国外留学后直接回国工作的。这些教师中

有博士学位的１７人，有硕士学位的４人。１９８４年经教育部决定在理论物理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北京大
学理论物理研究所。２００１年物理学院成立，理论物理教研室的建制取消，理论物理教研室的全部工作由
理论物理研究所承担。１９７７年到２００３年理论物理教研室和理论物理研究所的领导人为：
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４年，主任　王竹溪　副主任　胡慧玲、林宗涵
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９６年，所长　胡宁
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６年，主任　高崇寿　副主任　秦旦华、林纯镇
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８７年，主任　秦旦华　副主任　林纯镇
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６年，主任　高崇寿　副主任　林纯镇
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１年，主任兼所长　赵光达　副主任兼副所长　林纯镇、钟毓澍
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３年，所长　赵光达　副所长　马伯强、刘川
在教学方面，系统开设了物理专业本科生的基础理论课：理论力学、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电动力

学、量子力学、数理物理方法、经典物理；基础课：原子物理学、原子核物理学、理论物理概论；面向全校

各系科本科生的通选课：今日物理、物理宇宙学基础。１９８１年起，系统开设了理论物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必修基础课：高等量子力学、量子场论、量子统计物理学、群论；硕士研究生限制性选修课和选修课：粒

子物理学、广义相对论、李群和李代数、量子规范理论、粒子理论专题、量子场论专题、微分几何与拓扑、

物理宇宙学、辐射和光场的量子理论、原子核理论、等离子体理论、计算模拟方法、计算物理等。

这些物理专业的系统的基础理论课和基础课都是在过去开设的课程改革发展的基础上开设的。

经典物理的内容是集中了理论力学、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电动力学的主要内容有机地组织成的课

程，每周授课４学时，２学期讲完。这门课程是由张承福、陈晓林建立和开设的。
理论物理概论的内容是集中了四大力学的主要内容有机地组织成的课程，每周授课４学时，２学期

讲完。这门课程是由马伯强建立和开设的。

面向全校各系科的通选课都是由理论物理教研室的教师在教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和开设的。

今日物理的内容是集中讲解了２０世纪物理学的蓬勃发展，对作为自然科学和现代高新技术的基础
的物理学的内容、发展全貌及其进展进行概括性的、清楚的介绍。包括探讨微观物质结构和运动的基本

规律方面、探讨宏观物质结构和运动的基本规律方面、探讨宇观物质结构和运动的基本规律方面的主要

进展。这门课每周授课４学时，１学期讲完。这门课程是由高崇寿建立和开设的。
物理宇宙学基础的内容是集中讲解了在广义相对论基础上宇宙学的发展。主要介绍宇宙物理现象

的基本事实、膨胀宇宙的理论模型、大爆炸理论的基本证据；背景辐射和原初核合成问题、甚早期宇宙演

化问题；重子数产生和暴胀理论、宇宙结构的形成问题。这门课每周授课３学时，１学期讲完。这门课程是
由俞允强建立和开设的。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北京大学设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点和硕士点。这个博士点和硕士点的
工作由理论物理教研室主持。

１９８１年后理论物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中的高等量子力学、量子场论、量子统计物理学、群论、广
义相对论、原子核理论是在６０年代开设的专门化课的基础上发展充实成的。新开设的课程中，粒子物理
学由高崇寿建立和开设；量子规范理论由曹昌祺、彭宏安、闻家如、李重生建立和开设；粒子理论专题和

量子场论专题由高崇寿、彭宏安、赵光达、赵志泳、郑汉青、张大新、李重生讲授；微分几何与拓扑由赵志

泳建立和开设；物理宇宙学由俞允强建立和开设；辐射和光场的量子理论由曹昌祺建立和开设；等离子

体理论由赵凯华等讲授；计算模拟方法和计算物理由朱允伦建立和开设。

在教学实践、教学研究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出一系列研究生教材、参考书和学术专著如下。

赵凯华，《定性与半定量物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被评为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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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泽森，《高等量子力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邹国兴，《量子场论导引》，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０。
章立源、林宗涵、包科达，《量子统计物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韩其智、孙洪洲，《群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９９２年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材奖。
孙洪洲、韩其智，《李代数李超代数及在物理中的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俞允强，《广义相对论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９９２年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材奖。
俞允强，《热大爆炸宇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俞允强，《物理宇宙学讲义》，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秦旦华、高崇寿，《粒子物理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被评为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

奖。

高崇寿、曾谨言，《粒子物理与核物理讲座》，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被评为国家教委优秀教
材二等奖。

高崇寿，《群论及其在粒子物理学中的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被评为国家教委优秀
教材一等奖；１９９７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１９９８年被评为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曹昌祺，《量子规范场论》，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
高崇寿，《粒子世界探秘》，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被评为教育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曾谨言、孙洪洲，《原子核结构理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７。
从１９８１年到２００３年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名单有：王竹溪、胡宁、杨立铭、高崇寿、杨泽森、

苏肇冰、曹昌祺、曾谨言、宋行长、赵光达、林宗涵、俞允强、彭宏安、吴崇试、李重生、马伯强、熊传胜、卢大

海、刘玉鑫、刘川、郑汉青、朱世琳、马中水等。在粒子物理理论、高能物理、现代规范场论、数学物理、重离

子物理理论、计算物理、中高能核物理理论、原子核结构理论、凝聚态物理理论、相对论天体物理和宇宙

学、量子光学理论、非线性物理理论等方面培养了大批理论物理专业的博士和硕士。１９７７年北京大学理
论物理博士点被确定为第一批全国理论物理重点学科，２００１年再次被确定为全国理论物理重点学科。
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９０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教授（１９８８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和高崇寿指导、
联合培养了１名理论物理博士研究生。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８年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李政道（１９５７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获得者）和高崇寿指导、联合培养了５名理论物理博士研究生。

理论物理教研室的教师１９７２年以后在下列十个领域和方向组织和开展科学研究。
粒子理论和高能相互作用的唯象理论方面：北京大学深入开展与实验紧密结合的唯象理论研究，

在粒子的对称性理论、量子色动力学和强作用动力学、强子结构理论、多夸克态、胶球、混杂子的唯象分

析和动力理论、新粒子和奇特粒子理论、重夸克态的强作用和弱作用理论分析、ＣＰ不守恒问题、格点规
范理论、相互作用的规范理论、电弱相互作用统一理论、大统一理论、亚夸克理论、重味物理和超高能物

理、ＴｅＶ物理、超对称标准模型、高能碰撞和多粒子产生理论、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理论等粒子理论探索
的前沿重要方向上都开展了研究。

量子规范场理论和共形场论方面：根据近二十年来场论理论发展的新动向，在规范场的基本理论、

超对称理论、超对称标准模型、超对称大统一理论、超引力理论、非线性场论、反常理论、规范场的大范围

性质、超弦理论、共形场论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索。

中高能核物理理论方面：对原子核的集体运动和原子核内新自由度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探讨。探

讨相互作用玻色子模型的微观理论、原子核中夸克和胶子自由度的理论、高能核核碰撞及核物质的新
状态、核反应机理的理论研究及截面计算、处在极端状态的核的性质、中高能重离子碰撞与有限温核物

质的性质、强作用物质系统的统计理论及输运理论。

原子核结构理论方面：对原子核的集体运动和原子核内新自由度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探讨。探讨

相互作用玻色子模型的微观理论、原子核中的超对称性、原子核的表面振荡、对关联、高自旋态和回转机

制，研究原子核中夸克和胶子自由度的理论、原子核低激发态的统一微观理论、原子核集体运动的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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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核反应机理的理论研究及截面计算、核内平均场、关联、集团效应及各类运动模式。

广义相对论和相对论天体物理方面：在天体演化论和宇宙演化论这两个重要方向上都开展探索研

究。研究引力波和引力辐射、致密星结构理论、引力塌缩和恒星演化终局问题、黑洞理论、星系的形成、宇

宙学。

凝聚态理论和统计物理方面：着重在它的新兴分支 ——— 无序磁系统的统计理论和高分子聚合物

的统计理论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无序磁系统的元激发谱、表面与界面的特殊性质、物态变化等方面。

这些研究中充分利用了场论中发展起来的重正化群理论。研究的课题涉及强关联电子系统、二维电子气

体、低维系统的相变、无序系统的统计理论、无序磁系统的表面和界面。

非线性动力系统理论方面：非线性动力系统理论是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新兴交叉学科，涉及物理学、

力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天文学、气象学、生物学等学科，着重研究神经网络、元胞自动机的理论。

等离子体理论方面：等离子体理论既是一项基本理论研究，又是一项和重大尖端技术———可控制

热核反应的实现紧密联系的应用研究，既具有科学意义又有实际应用价值。着重从基本理论上进行探

索，研究的是以我国正在进行的实验装置为背景抽出的理论问题、机理问题，着重于等离子体微观动力

理论的研究，包括在微观不稳定性、湍流、反常输运、动力学问题的求解方法、波与等离子体相互作用和

波驱动电流问题、动力学随机性等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

量子光学理论方面：量子光学是研究光的相干及统计特性以及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量子特性的学

科。目前着重研究的课题包括光的挤压态、双光子过程、超辐射、超荧光以及其他瞬态相干过程。

超对称性和李超代数方面：对李群和李代数、李超代数及其表示理论，粒子物理中的超对称性理论

以及原子核结构中的超对称性理论展开研究。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出现了运用计算机实现符号运算

的方向，也开展了这个方向的李代数和李超代数表示理论的研究。

理论物理教研室的教师参与进行的研究获得的奖励有：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２项、国家自然科学
三等奖２项、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１项、、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２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三等奖１
项、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１项。

理论物理教研室的教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先后有王竹溪、胡宁、彭桓武、周光召、朱洪元、苏

肇冰、杨立铭、吴杭生、赵光达等。１９５２年以来，北京大学理论物理专门化毕业生或理论物理专业研究生
毕业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周光召、冼鼎昌、甘子钊、苏肇冰、吴杭生、徐至展、霍裕平、张宗烨、陈难

先、杨国桢、雷啸林、夏建白、周又元、赵光达；并有三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苏肇冰、冼鼎昌、陈创天，以

及许多在我国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学者。

（高崇寿执笔）

（五）光学教研室

１．教研室概况

北大物理系在光谱学研究方面有比较深厚的基础。１９５３年光学教研室成立，由赵广增教授任教研
室主任，水永安任秘书。１９５６年丁渝回国兼任北大教授，指导光学教研室中的几位教师（主要有郑乐民
和王义遒）、研究生和大学本科生研究波谱学，不久，成立了波谱学研究组。１９５９年，物理系分系，该组归
入无线电电子学系，成立了波谱及量子电子学教研室，后来得到很大的发展。从１９６２年起，我国在各方
面都有大的进展。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国家更加重视科学研究。于１９６４年我系成立了固体能谱研究室，
研究室由半导体教研室和光学教研室部分教员和技术人员组成。光学教研室参加能谱工作的有赵广增

（光学教研室主任）和张丽珠（副主任）等。从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时间虽然短暂，但取得了大的研究

成果。“文革”期间，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张丽珠副主任的领导下，把一百多万元（当时这是一笔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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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款项）的器材（包括能谱组的）封存起来并定期检查和维护，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从１９６８年底到１９７１
年底，大部分教员和技术人员下放到江西农场，教研室工作由孙?亨负责。１９７１年末，下放人员都回来
了，教研室的范围扩大了，除原有的教员和技术人员外，有部分普物教研室的教师和部分原半导体能谱

组的教师参加了光学教研室，由刘宏勋和陈辰嘉领导。１９７８年，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了全国科
技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这种形势，原光学教研室分成了光学教研室和能谱研究室，光学教研室先

后由杨葭荪、孙?亨和邹英华任主任（见附表），夏宗炬任实验室主任，近二十年来，得到很大发展。

１９５３—２００３年教研室历任负责人

时　间 教研室主任

１９５３—１９６０ 赵广增

１９６０—１９６６ 赵广增　张丽珠（副）
１９７８—１９８０ 孙?亨

１９８０—１９８４ 杨葭荪

１９８４—１９９０ 孙?亨

１９９０—２００１ 邹英华

２００１— 龚旗煌

　　２．教学

从１９５３年下半年开始，教研室开设的专门化课程有：光的电磁理论，由饶毓泰主讲，高等光学，由杨
葭荪讲授（接饶先生的课），实验光谱学，由张合义主讲授，原子光谱学，由宋增福讲授，分子光谱学（双

原子和多原子），先由赵广增主讲，后由王国文讲授；以上这些课程都有讲义作为教材。１９５９年，李赞良
讲授过气体导电光谱学（教学内容是根据饶先生编写的讲义（这本手稿现在还保留在教研室），还加强

了光谱测量内容）。１９５７年下半年，北京理工大学钱振鹏教授来我校讲授过原子光谱分析课（４８学时）。
教研室十分重视实验课，先后有杨葭荪、宋增福、孙?亨等参与实验课的建设和教学。专门化的典型实验

有：Ｎａ原子光谱、ＣＯ分子光谱、Ｈｇ原子４０４．７［ＫＧ－７］ｎｍ线的塞曼效应、矿物的定性分析和用三标
准法分析钢中的杂质等。１９７７年（恢复了高考）以后，教研室开设课程有：激光物理和非线性光学，高等
光学（杨葭荪主讲，一直到１９９２年），现代光学（接杨葭荪），固体光谱和光学理论（内容包括光传播的经
典理论、光场的量子性、光场的统计特性、光波的辐射理论和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量子光学和激光专

题。值得一提的是叶学敏在讲激光原理课时得过树人奖，有关课程设置见下表。

１９７８—２００３年课程设置

名　称 学　时 主讲教员

激光物理 ６０ 孙?亨、邹英华、叶学敏、蒋红兵 １９７９—
非线性光学 ６０ 孙?亨、邹英华、龚旗煌 １９７９—
高等光学 ６０ 杨葭荪 １９５５—１９９１
现代光学 ６０ 林祥芝、龚旗煌 １９９２—
固体光谱 ４８ 杜为民 １９９７—
量子光学 ４８ 黄湘友、古英 １９８５—
激光专题 ４８ 孙?亨、龚旗煌、刘春玲 １９８５—
光学理论 ６４ 王若鹏 ２０００—

　　３．教学实验

从１９５３年开始，教研室就重视专门化实验课。１９７８年，黄植文负责专门化实验，对原有的实验进行
调整，取消部分实验，对有的实验加以改进提高。例如对ＨｅＮｅ激光的模式分析实验加以改进，改用新的
近代仪器进行测量，水平有明显的提高。同时，结合近代高科技的发展，新排了十余个高水平的实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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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ＨｅＮｅ多谱线激光器、声光调制锁模激光器、调Ｑ脉冲ＹＡＧ激光器，等等。黄显玲一直参与了这项工
作，为此做出了贡献（以后还有几位教师参加）。相当多的专家来实验室参观，都异口同声地加以赞扬。

由于在教学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学校授予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１年度教学优秀奖。她们还写了一本具有特色的
《激光实验》。有关教研室所著书列于下表。

１９７８—２００３年所出版的著作

书　名 作　者 出版年份和出版社

激光物理 孙?亨　邹英华 １９９１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原子光谱与分子光谱导论 王国文 １９８５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激光实验 黄植文　黄显玲 １９９６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激光与光电子技术 王国文　王兰萍　许祖华 １９９４年，上海科技出版社

　　在实验室建设和管理方面，主要由夏宗炬负责，是教研室的实验室主任。他在激光光谱和非线性光
学方面做过不少研究工作，在实验室的管理方面做出过大的贡献，特别是在大型固体激光器的管理、维

护和使用等方面有特长，是国内有名的专家，不少外单位请他指导过工作。他曾获得过四项学校奖，即，

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实验室工作三等奖、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度教学优秀奖、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工作优秀奖、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被评为实验室工作先进个人。

　　４．科研

光学教研室有一个重视实验、重视科学研究的传统。赵广增教授在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央大学任教，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还做研究，真空系统需用的水用竹筒从山上引下来，而自从抗战胜利到北平解放这

段艰难的岁月中，赵先生仍然在进行研究。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６６年，赵先生共培养了约１０名研究生，早期的
研究课题是Ｈｇ原子和分子（氢化汞分子）的研究工作。后来，重点进行了半导体材料激子光谱的研究。
赵先生所进行的气体导电的研究成果，为用光谱方法分析惰性气体（Ｈｅ、Ａｒ……）中的杂质（Ｏ２，Ｎ２）奠
定了基础。在１９６１年，教研室办了一个学习班，培养了一批在产业部门从事气体分析的技术人员，取得
了很大的效果，这项工作是在张合义领导下进行的。“文革”后，在原有的基础上，建立了生产 ＨｅＮｅ激
光器的基地，一直发展到现在（详见后面的专题）。从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开始，饶先生指导研究生李赞良把大
型光栅进行重建和精确调试，达到了很高的分辨率。用摄谱法拍摄了２３０—８００ｎｍ的Ｆｅ原子光谱线、Ｈｇ
原子光谱线（某几条）的超精细结构和ＣＮ分子光带的转动结构。“文革”前，张合义进行过气体光谱分
析（Ａｒ、Ｈｅ气体中杂质的分析）和三价稀土离子在单晶体中的光谱研究，在《物理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过
三篇论文。能谱研究组从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６５年来，组内曾进行过砷化镓和锗在低温加压条件下红外光谱的
研究。在当时，这项工作是前沿课题。１９６５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术会议上由张丽珠和刘弘度宣读了
两篇论文，得到了很好的评价，论文收集在当时出版的论文集上。

１９５９年秋，李赞良和李志超等与技术物理系胡济民教授等合作进行受控核聚变的研究，先后建成
了ＺＰｉｎｃｈ强电流脉冲放电装置（储能电容Ｃ＝２００μＦ、电压为３ｋＶ，石英管内径５ｃｍ）以及铜导线爆炸
装置（Ｃ＝８０μＦ，电压２．４ｋＶ，导线长度１２ｍｍ，直径≈０．２ｍｍ），还建立了一台转镜扫描时间展开测
量装置。该研究小组共完成学术论文三篇。

分系前，波谱科研小组也做了不少研究工作，１９５７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副教授斯克利泡夫（Ф．И．
Скрилов）来系里讲授核磁共振课（短期）。１９５８年，研制微波量子放大器取得很好的结果，在我国首次
观察到受激发射现象。分系后，各方面的工作得到高速的发展。

“文革”期间，曾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例如，承担过北京市科委的一个科研项目（大气污染

的测量和光声光谱的研究），由王国文负责。

１９７８年以后，教研室的研究工作迅速发展，培养了一批硕士、博士及博士后，建立了高水平的近代
光学实验室，现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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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７９—１９８８年，张合义，汪太辅、李新章等研究过ＫＤＰ的光学性质，这是一项很有应用价值的工
作，获得过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而后又为北大方正激光排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光学方面的工作。

（２）１９７８—２００３年，真空紫外波段、高阶非线性光学、凝聚态物质的非线性光学和飞秒超快光谱等
方面的研究，取得过高水平的研究成果。１９９７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非线性光学效应产生
ＶＵＸ／ＶＵＶＸ相干辐射）。这项研究的负责人为孙?亨和邹英华。另外，邹英华与其合作者获国家教委科
技进步二等奖（Ｃ６０的分离超导电性和非线性光学研究）。

（３）１９７８—１９９６年，分子激光光电流效应和光谱、隧穿电子激光双共振谱、高温超导光电性质、激
光相干控制分子离解通道等的研究。主要参加者为王国文和王兰萍。

（４）１９８４—２００３年，薄膜光学（窄带干涉滤光片）的研制也取得了成果，所研制的２５４ｎｍ滤光片由
于高透过和深截止而在国内是最高水平的，广泛用于公安和其他产业部门。主要负责人是叶学敏。

（５）１９９６—２００３年，王若鹏负责研究半导体激光和微腔激光的理论。
（６）１９９６—２００３年，杜为民研究高分子材料和半导体材料的能谱（荧光和拉曼谱）。
（７）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朱星在教研室研究衍射光学。
（８）教研室现在改为现代光学研究室，在龚旗煌的领导下，已完成和正在进行的项目有：国家９７３

基础研究项目“飞秒超快超强激光前沿研究”、国家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光电功能材料”重点项目“若干

光子学器件的飞秒多光子微制备及机理研究”、国家基金项目“快速响应光折变材料制备及应用研究”

和“强光场作用下物质性质变化超快动力学过程研究”、国家基金重大研究项目“近场超强激光前沿研

究”、国家攀登特别资助项目“群速超快速研究”。

（９）近年来的实验室建设。在龚旗煌的领导下，实验室建设有长足的发展，一个现代化的光学实验
室正在建成，主要方面有：

在学校“２１１工程”建设中，对光学学科投入４００多万元。在“９８５”一期建设中对光学投入４００多万
元建设经费。此外，在“人工微结构和介观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更新建设过程中，也有２００多万元用于
光学设备的建设，近几年来，经过有效的投入和规划，光学学科点已购置了近千万元的实验设备，建成校

先进的实验室，已配备了三套飞秒（１０－１５秒）激光振荡系统和两套高功率放大系统，近场扫描显微镜，
原子力显微镜，多套常规激光系统及相关检测和测量设备。有了这些设备，使得北京大学光学学科的研

究工作和学科水平得以巨大的提高，主要在飞秒超快光谱技术及应用、飞秒微制备、新型光功能材料和

局域光谱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作为一个重要标志，北大光学学科于２００２年在全国重点学科评
比中成为了重点学科。同时，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

　　５．与国外的协作项目

本教研室光纤通讯研究小组在刘弘度的领导下曾参与全国的一条光纤通信系统的建立，获北京市

科委科技进步一等奖。本组研制的“光纤布拉格反射滤波器”于１９９６年获得国家财政部、国家计委和国
家科委联合授予的“八·五科技攻关重大科技成果奖”。本组所进行的紫外光直写光纤光栅技术在全国

处于领先地位。项目于１９９７年通过由国家教委组织的专家鉴定，认为已达国际水平。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
本组着手研究光纤激光器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美国休斯研究所为此与本组合作，并声称得益于本组的

理论研究，他们已研制出世界上噪声最低的光纤激光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组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一直致力于在磁光基础上的光学器件研究。１９９８年，刘弘度在美国加州硅谷创建了一家光电子器件公
司（Ｐｒｉｍａｎｅｘ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该公司的技术人员均为我院的教师。该公司在本组磁光技术研究的基础上，
在磁技术的平台上发展了一系列产品，正在开展光纤极化及下一代的光开关课题的研究，已经在理论设

计和实验研究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普通光纤的一阶非线性系数已达０．３ｐｍ／Ｖ，这项研究使得全光纤
的光开关成为可能。目前本组已做出基于Ｍ２干涉原理的开关原型器件，此项工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和应用前景。在进行一些基础项目研究的同时，也正在着手准备进行将已经完全成熟的技术投入产业化

的生产。本组近期的主要研究的是以光通讯系统中（以城域网络为主）的元件及模块，主要包括磁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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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ＭＯＳｗｉｔｃｈ），电调谐可变电衰减器（ＦＶＯＡ）以及全新功能产品，包括可变光开关（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ｗｉｔｃｈ），可控光环行器（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ｏｒ）等一系列先进的光电子新产品，这些产品全部为光通讯网络中的
重要元件，而且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量。北大和Ｐｒｉｍａｎｅｘ创新的磁光（ＭＯ）平台已成功展现在１×２磁
光开关上。参加本组工作的还有林祥芝、徐万劲、崔晓明等。

　　６．人才培养

在本科毕业的学生中，特别要提到的是１９６２年的毕业生蒋筑英（已故），他原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
研究所工作，在工作中做出突出的贡献，是一位模范人物，曾受到过国家的嘉奖，他的先进事业已被摄制

成电视剧。

１９５４年前，赵先生指导过的研究生有李纯愚、黄择言和毛清献（１９５２—１９５４）。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６６年，
所指导的研究生有：郑志豪、曹建庭、宋增福、黄乐天、游江南、周士康、魏乐汉、陈佳驭和徐尧洲。１９５３
年，饶先生招收了一名研究生：李赞良。

文革以后，教研室招了一批研究生（硕士、博士和博士后）。这里要提一下陈晓波，他的工作很出色，

是国家的跨世纪人才，现在北师大应用光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工作，原是王国文和张合义的研究生。

上面已经提到的龚旗煌教授是一位突出的并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他曾获北大博士学位，导师是杨葭

荪和邹英华教授，现在他是长江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在他主持指导的有博士后二人（古英（已留

校），陈建新）、博士生和硕士三十余人。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他被日本理化学研究所聘为前沿科学研究员，任
中科院、北大联合超快科学和激光物理中心常务副主任，一直在非线性光学、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和光

子学材料等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共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百余篇。负责组织实施北大“２１１工程”新型功
能材料学科群的北大一流大学计划光学学科建设的任务，建立了超快和超强光物理实验室和光子学实

验室，任国家攀登计划（９７３）项目负责人，国家基金委“光电功能材料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负责人，
还承担国家其他科研项目。其次，他曾获得第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香港求是基金会杰出青年学者奖、中

国光学学会王大衍科技奖、中国博士后奖、国家教育部（教委）以及北京市科技奖等多项奖励。还获得

“全国优秀留学归国人员”、“做出突出贡献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北京五四奖章获得者和宝钢教育基

金优秀教师特等奖”以及“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称号。

　　７．ＨｅＮｅ激光器生产车间

原物理系工厂的激光车间隶属于光学教研室，技术上依靠教研室的支持。车间负责人赵绥堂有多年

激光器生产的经验，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很高。该车间已经试制了多种高科技的新产品，经济效益很好。

产品行销全国，出口德国、美国、韩国、希腊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下面分四个方面介绍。

（１）激光器产品
① 氦氖激光器及配套仪器
产品具有多品种、高质量、性价比高的特点，从而得到了广大用户的青睐。其中 ＨＮ１２００激光器在

１９８９年、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２年的国际招标中，一举中标，成为近代光分析及光信息处理等应用中的重要光
源，在国内外同类产品中有良好的信誉；ＪＧ２型激光功率计以其多波长、宽量程、高稳定、低噪声为特点，
成为车间的特色产品；ＨＮＫ型激光管以其高质量、技术独特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为用户所认可。

② 绿光多谱线激光器
绿光输出的多谱线氦氖激光器的研制成功是充分反映教研室车间技术水平先进的一例。８０年代，

以赵绥堂的论文（１．《ＨｅＮｅ激光中３．２９微米辐射场对５４３纳米的影响的研究》，２．《ＨｅＮｅ绿光激光线
最佳增益条件的研究》，３．《５４３纳米激光参数测量与分析》）为基础，教研室车间组织人员攻关，终于研
制成功了绿光激光器产品，使得中国成为继美、德之后第三个拥有这项技术的国家。

③ 紫外激光器
此产品是基于晶体在强光下的非线性光学效应的倍频原理，发挥氦氖激光器操作方便、性能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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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便宜的优点，利用腔内功率高的特点，在腔内放置倍频晶体，将常规的６３２．８纳米的激光倍频为连
续波段的紫外光，使输出波段扩展到了紫外区，成为一种新的连续波紫外激光光源。

（２）激光仪器
① 自动安平激光平面仪
教研室车间参加研制的这种产品是一种充分利用激光线性高、发散角小的特点，与建筑工程相结合

的仪器。是用于地面平整度及围墙水平平直的拖工与监测的专用仪器。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在完成毛主

席纪念堂的工程中，该仪器出色地协助建筑工程队高质量地完成了大理石地面的铺设和水泥支柱的等

高度监测工作。为此，该产品获得了１９７８年的全国科技大会奖。
② 激光测距森林罗盘仪
本产品是将激光技术引入林业常规测量中，具有激光指向、测距和斜距改水平距三种功能，开辟了

森林测量、勘探的新手段。同时也提高了大面积测量的准确度与效率。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在１９９０
年底该产品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及国家发明三等奖。

（３）激光医疗器械
ＪＺ型低强度氦氖激光血管内照射治疗仪，通过了国家医药管理局指定的“医用光学，激光、冷疗设

备质量检测中心”的严格检测和国家医药管理局主持的专家评审委员会的评审，取得了国家医药管理

局签发的注册证。

低强度氦氖激光（波长６３２．８ｎｍ）血管内照射治疗仪经大量的临床观察表明：对脑梗塞、顽固性失
眠、老年性痴呆、肌无力、神经疼、急性心肌梗塞、冠心病、高血脂症、支气管哮喘、尿毒症、突发性耳聋等

多种疾病疗效明显。

该产品在中日友好医院、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北京铁路总医院、北京朝阳医院、北京丰台干休

所等医院的临床观察表明疗效显著，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病例。中日医院收住的一位外伤患者，经ＣＴ检查
确认严重脑外伤，住院三个半月没有讲过一句话，后来经我们仪器照射治疗仅一个疗程（７次）已能讲
话，恢复记忆。令大夫、患者感到十分惊奇。

（４）国际市场
由于物理系的技术实力雄厚，科技水平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教研室车间的产品得以进入国

际市场。

１９８９年ＨＮ１２００氦氖激光器为国际中标产品。
１９９０年代初，车间就完成了氦氖激光器的技术出口任务。当时车间在赵绥堂的带领下研制了国内

首项“输出绿光多谱线氦氖激光器”，此项成果表现出氦氖激光技术水平先进，为氦氖激光技术出口创

立了良好的基础。氦氖激光技术出口伊朗ＡＥＯＩ激光技术中心，为其设计专用设备，提出指标并设计图
纸，编写技术资料并安装、调试设备和进行人员培训。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激光技术向国外输出，整个项目

为国家创汇５０多万美元。
１９９６年研制的“激光图像扫描系统”再次出口伊朗，为国家创汇。
１９９５年“氦氖激光血管内照射治疗仪”通过了国家医疗监测机关测试，产品出口韩国。
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２年“ＨＮ１２００和ＨＮ２５０氦氖激光器”又在世界银行对中国教育的贷款项目国际招标

中，一举中标。

（宋增福执笔）

（六）半导体物理教研室和固体能谱教研室

１．１９６６年前的半导体物理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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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是我国最早培养半导体物理人才的单位。１９５５年固体物理专门化毕业生（四年制）２０人中
有１０人侧重半导体物理方向，１９５６年半导体专门组毕业１１人（四年制）。１９５３年入学学生改为五年制，
按规定于１９５８年毕业，但６名学生自愿选择四年制，于１９５７年毕业。此外，１９５６年由南开大学转入五校
联合半导体专门化的１４人中有１１人于１９５７年毕业，３人于１９５７年转入北京大学五年极继续学习，于
１９５８年毕业，均发给北京大学毕业证书。１９５８年五年制半导体专门化毕业生有３３人；同年，因国家需要，
１９５４年入学的北大半导体物理专门化学生１７人全部提前一年于１９５７年毕业。

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物理专门化第一届毕业生（五年制）与黄昆、褚圣麟等老师合影（１９５８年）

１９５５年固体物理专业研究生３人毕业，他们是：曹昌祺，论文为“Ｃｕ２Ｏ整流器结构理论研究”，导师
是黄昆教授；郭长志，论文是“ＰｂＳ红外光电导管的研究”，导师是应用物理所的汤定元研究员；陈志全，
论文是有关ｐｎ结的实验研究，导师是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的王守武研究员。１９５６年半导体专门
化研究生郁元桓毕业，论文是“ＡｌＳｂ的制备和性质研究”，导师是应用物理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合聘的洪
朝生教授。１９５３年黄昆为研究生讲授“固体物理”课，在国内属首次开设。

在１９５４—１９５６年期间半导体物理方向学习的课程，除基础课外有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第一次由
黄昆、洪朝生、王守武、汤定元各讲一部分，第二次由黄昆、洪朝生合讲，为该课程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以及半导体物理实验。

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

从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开始，国家组织７５７位科学家和高级技术人员着手编制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
划，历时８个多月，于１９５６年８月完成《１９５６—１９８７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１０月经党中央、国
务院批准。在制订规划的过程中，为抓住重点，落实和加速这一规划的实施，提出了发展计算技术、无线

电技术、核科学、喷气技术、半导体和自动化六项紧急措施。这六项中核科学和喷气技术涉及国防机密，

一般公开提出的是“四项紧急措施”。在此紧急措施中，建议在北京大学创办为期两年（１９５６—１９５８）的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五校联合半导体物理专门化，

以加快我国半导体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从而促进我国半导体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根据紧急措施的要求，五校物理系部分教师组成联合半导体教研室，由北京大学黄昆教授任主任，

复旦大学谢希德任副主任。又将已分配到南开大学、兰州大学工作的北大半导体专门化毕业的研究生郭

长志、陈志全、曹昌祺调回北大，以加强师资力量。从１９５６年秋季开始，这些教师团结合作、齐心协力，边
教学，边科研，边学习提高，为创办我国第一个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两年后各自返

回原校工作。各校参加此项任务的教师、实验技术人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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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黄　昆 洪朝生 黄永宝 郭长志 陈志全 许殿彦 虞丽生

莫　党 李克诚 林绪伦女 李淑娴女 容祖秀女 邢妙香女 王秀成

复旦大学 谢希德女 方俊鑫 唐璞山 钱佑华 阮　刚 孙恒慧女 郑广垣

邱仁江 李元园女

南京大学 吴汝麟 熊子? 何宇亮 楚珏辉女 邵　达 严锡金

厦门大学 刘士毅 吴伯僖 陈金富 孙书农 黄淡来 刘士毅

东北人大 黄振邦 张月清女 刘文明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苏联专家Ａ．Ｂ．桑杜洛娃应邀到校，她为教师开设了半导体器件工艺课，并和他们一起
建立了利用放射性同位素研究杂质在半导体中扩散的实验室。

第一届固体物理专门化半导体方向毕业生

与黄昆教授合影 （１９５５年）

毕业年份 学　校 学制 毕业人数

１９５７ 北京大学 四年 １７
复旦大学 四年 ２８
南京大学 四年 １４
东北人大 四年 １２
厦门大学 四年 ２７

１９５８ 北京大学 四年 １７
北京大学 五年 ３３

复旦大学 四年 ３３
南京大学 四年 １９
东北人大 四年 ２０
厦门大学 四年 ２１

合　计 ２４１人

３３人中有１１人是原复旦、东北人大、南大、厦大的
学生，１９５６年到五校联合专门化，１９５７年转入北大
五年级，１９５８年毕业，发给北京大学毕业证书。

五校联合半导体物理专门化３０周年学术讨论会代表合影 （１９８６年）

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期间半导体专门化的课程建设大大前进了一步。开设的课程除全系必修的“固体物
理”外，有“半导体物理”（由黄昆、谢希德讲授）、“晶体管原理”（由陈志全首次开设）、“半导体材

料”（由莫党等首次开设）、“半导体器件”、“半导体物理实验”等。其中半导体物理实验扩增至２４个，是
在黄永宝、刘士毅等主持下建设的。特别要提出的是，半导体物理是半导体学科科学和技术的基础，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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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当时尚无适合的教材，黄昆和谢希德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合著《半导体物理学》，这不仅是一本教材，

也是一本专著。它系统地阐述了正在迅速发展的半导体物理学科中的基本现象和理论，是半导体专业人

员的基本参考书。黄昆教授以他深厚的学术造诣选定内容，撰写大部分章节，并对全书进行修改定稿，花

费了大量心血。其他各课程也都是新课，无章可循，均在黄昆和谢希德教授的领导下制订教学大纲，收集

资料，编写讲义。之后付诸出版的教材有《晶体管原理》、《半导体材料学》和《半导体实验》，在全国发挥

了影响。

五校联合专门化的教师除授课外还指导研究生和指导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研究生有黄昆指导的秦

国刚和谢希德指导的王迅、屈逢源。在两年中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毕业生人数列表如下（北京大学毕

业生列入附录二“学生名录”）。

附　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期间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北人大、厦门大学毕业生名单

复旦大学

１９５７年
李维六 马俊如 王公治 陆梓康 杨海清 华均正 郭玲芳女 刘　涛
贵国业 陈国兰女 陈苏卿女 袁诗鑫 汤钊谋 汪宗诚 方　政 李克刚

解志华 严隽达 何美娟女 何建民 李世昌 萧家怡 夏康芬 张淞荃

恽正中 余如官 金君实 李　铎
１９５８年
顾世惠 张传训 华庆恒 杨　兴 徐　瑗女 姚德成 朱华昌 黄正荣

凌燮亭 吴增烈 张光华 骆国良 吴?瑞 李宏德 徐文肇 杨礼和

马佐成 唐沦雅女 邹天骐 张惠庆 徐民健 潘启瑾 季昭南 黄景森

高景隆 颜福贤 杨景三 李远境

南京大学

１９５７年
郑有? 陈存礼 刘良骏 赵家盛 蒋　杰 叶式中 张秀澹女 程绍椿

王仁龙 黄宝珩女 倪受东 傅长济 张世镇 焦亮臣

１９５８年
王茂森 茅经怀 徐乃贤 程元生 温叶礼 徐守淞 王祥泉 甘炳煌

丁万祥 俞　珏女 王　軻 邱玉堂 张国英 郑康立 徐鸿达 吴小峰

王兴中 蔡田海 金纪玉

东北人大

１９５７年
邓希敏女 尹祥静女 吴汝衡 林南容 胡述南 钟国香 仲伟英 毛德心

陆肇漪 赵志圣 王泽仁 朱炳麟

１９５８年
刘式墉 潘贵成 王之兴 曹余禄 张鸿久 王泽文 方如山 李万仁

叶广仁 王德昌 朱和中 尹永龙 吴治一 许广锡 陶启
#

凌仲皀女

南孝一 刘长春女 李明龙 王培诺

厦门大学

１９５７年
林金庭 许居珩 沈耀文 王　树 吴玉行 傅金标 彭怀德 张韵琴女

马一琼女 周必忠 陈德义 方寿森 戴培英 庄惠环女 邓林培 尹可能

郑健生 郭养波 李集生 陈廷杰 嵇福权 林雨辟 梁金寿 徐国器

周建伟 陈振熊 吴浩然

１９５８年
江福来 李添臣 王长河 高　辉 李德钧 施裕水 游万箱 陈泽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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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景能 陈宗如 邱朝潜 庄婉如女 陈宗诚 吕文选 蒋江涵 陈意松

林邦泽 王铁汉 蔡怡和 林渐狮 许传枝

　　１９５８—１９６６年期间，１９５５年入学的学生仍为五年制，１９５６年后入学的学生改为六年制。１９５９年半导
体器件专家黄敞和夫人杨樱华博士留美归来，在半导体物理教研室任教。１９６０年留苏大学生薛士蓥、谭
长华先后毕业归来，也参加到我们的行列。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留下一批本校毕业生，使教研室师资力量大大
增强。教研室教师分别加入半导体材料、半导体扩散、半导体器件物理、半导体表面、半导体理论等科研

组，并参加编写教材、课程讲授和科学研究工作，在实验室建设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为学生系统开出：

“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半导体器件物理”、“半导体材料”、“半导体理论”、“半导体物理实验”等

课程和指导学生毕业论文。黄昆担任北京大学半导体物理教研室主任期间，还亲自参加制订“半导体物

理实验”、“半导体器件物理”、“半导体材料”等课程的教学大纲，审阅教材，主持试讲，保证了这些课程

的教学质量。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６年毕业的北京大学物理系六年制学生，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做毕业论文。每
年，黄昆都要落实选题和指导教师，带头参加所有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并且要求全体教师参加。这些措

施对培养学生和青年教师的独立工作能力，活跃他们的学术思想起到十分良好的作用。到１９６４年教研
室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队伍已发展壮大到４０多人，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批科研成果，一部分教
师已参加固体能谱研究室的筹建工作 （详见固体能谱研究室部分）。由于“文化大革命”，学校正常次序

完全被破坏，科研工作完全停顿，数十年来几代人辛苦创建的教学科研基础几乎被摧毁。“文化革命”中

半导体物理教研室教师大多数转至电子仪器厂工作或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后来一部分人员

调到新建立的计算机系微电子学专业，一部分人留在物理系激光教研室从事激光研究工作等，还有一部

分到北京大学汉中分校。

（陈辰嘉执笔）

　　２．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间的半导体物理教研室

１９７０年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在无线电系内创建了半导体元件车间，其技术人员多来自北京大学无线
电系和物理系原固体能谱研究室及半导体物理教研室。约两年后，北京大学汉中分校无线电系在半导体

元件车间的基础上创建与车间相独立的半导体材料与器件教研室，由鲁永令任主任，开始招收工农兵学

员，积极开展了半导体材料与器件的教学工作。科研方向为半导体微波器件。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后，
基础研究重新得到上级支持，１９７７年教研室经过充分调研，确定以半导体中杂质、缺陷和深能级作为科
学研究的主攻方向，开展了停顿已久的半导体物理基础研究。１９７８年中央领导决定汉中分校迁回北京，
以汉中分校半导体材料与器件教研室人员为主体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内建立半导体物理教研室，由秦国

刚担任主任。在北京大学校系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和在科学院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的前身）和自然科

学基金的资助下，通过全体教研室同志的努力，逐步建设了半导体教学、半导体光学、半导体深能级和电

子自旋共振等实验室。在教学方面，开设了“半导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实验”两门选修课，还承担了

部分近代物理实验的教学。部分教师每年还承担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的任务。１９８１年开始招收硕士生，
１９８７开始招收博士生。２００２年统计共培养博士生１０名，硕士生２７名。博士生金鹰（导师秦国刚、副导师
固体能谱教研室张树霖）和林军分别获叶企孙优秀博士论文一等和二等奖。半导体中杂质、缺陷和深能

级作为教研室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一直延续到１９９３年左右。同时开展的其他研究方向还有“半导体金
属界面物理”和“氢化非晶硅物理”等。１９８６年，秦国刚教授代表教研室研究集体在第１４届半导体中缺
陷国际会议上以“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ＤｅｆｅｃｔｓｉｎＳｉｎｇｌ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ｉ”为题作邀请报
告，这是我国学者首次在该国际会议作邀请报告。１９９７年秦国刚、杜永昌、张玉峰、孟祥提（清华大学）和
姚秀琛等的研究成果“单晶硅中氢行为和与氢有关的缺陷研究”课题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半导体

金属界面物理和氢化非晶硅物理研究也取得好的成绩。秦国刚在１９９２年举行的第２１届半导体物理国际会
议上以“Ｂｉａｓｅｄ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ｃｈｏｔｔｋｙＢａｒｒｉｅｒｓ”为题作邀请报告。

·６０１· 第一部分　北京大学物理系九十年



半导体物理教研室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从１９９１年开始转入硅基发光研究。于１９９３年在国际上首先
指出实际研究的多孔硅都是氧化多孔硅，它和另一大类硅基发光材料纳米硅镶嵌氧化硅有着共同的发

光机制，对此提出量子限制发光中心模型。近十年来，该物理模型不仅得到本教研室的许多实验工作
的强烈支持，还在国际上获得广泛注意、引用和赞同。该研究集体先后实现了从近红外到近紫外宽广范

围内强的硅基光致发光。他们发现带自然氧化硅的ｐ型硅在淀积金属薄膜后，正向（ｐ型硅上加正电压）
发光，并指出发光来自自然氧化硅中发光中心。在此基础上他们先后研制出从近红外到近紫外范围的十

来种创新的硅基电致发光结构。硅基光致发光和电致硅发光都获得了国际上迄今最短的波长（分别为

３４０ｎｍ和３６０ｎｍ）。１９９４年任尚元由原来任职的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回国任物理系教授，作为半导体
物理教研室的一员，大力开展了低维固体物理的理论研究。秦国刚作为研究集体的代表，其“氧化多孔

硅和纳米硅与纳米锗镶嵌氧化硅发光”研究成果获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度中国物理学会叶企孙物理奖。２００１
年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成立，仅留下张伯蕊、乔永平和秦国刚（多数已退休或“下海”）的半导体物理教研

室，吸收新鲜血液（戴伦、冉广照两位青年博士和博士后及研究生）演化为一个精悍的研究组，纳米半导

体材料和器件物理成为该研究组新的主导研究方向。与物理学院的大多数研究集体一样它精神焕发，迎

接着更为辉煌的春天到来。

（秦国刚执笔）

　　３．固体能谱教研室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国家重视基础研究工作，１９６２年在广州举行的国家科学研究规划会议上，黄昆、
谢希德等联名建议开展“固体能谱”研究工作，这项研究旨在进一步探索固体内部电子运动的规律，对

发展新材料和新器件具有指导意义。国家科委审核后，将它列为国家基础研究的重点项目（国重３２号项
目），并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共同承担。在黄昆的领导下，在学校领导周培源等大力支持

下，对“固体能谱”实验基地的建设、实验室重大先进设备的引进和建设以及组成专门研究机构和人员

配备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筹备。准备从半导体教研室和光学教研室抽调一批教师，加上从全国各地引进

的年青的专业配套人才，组成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人员队伍：成立固体能谱研究室。１９６６年１月，由复旦
大学谢希德任团长的中国固体物理代表团（团员包括北京大学陈辰嘉，复旦大学王迅和南开大学张光

寅）第一次走出国门参加英国的固体物理学术会议，宣读各自论文并参观访问英国有关大学和实验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正常次序完全被破坏，科研工作完全停顿，物理系的领导和许多教师遭

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数十年来几代人辛苦创建的教学科研基础几被摧毁。黄昆被戴上“资产阶级学

术权威”的帽子，他领导的固体能谱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被批判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典型。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后，国家科委恢复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北大物理系恢复固体能谱教研
室，先后由甘子钊、陈辰嘉任主任，刘继周任副主任。在窄禁带磁光光谱，拉曼散射，新型固体材料能谱等

方向重建实验室，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为迅速赶上国际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７０年代到８０
年代初期，大批教师出国进修留学，固体能谱教研室中王威礼、甘子钊、张树霖、章蓓、陈娓兮、虞丽生、陈

辰嘉、王舒民、王学忠、邢启江、周赫田等教师先后去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意大利等国作为访问学

者，学习国外先进科技经验，回国后充实了相关的课题组和实验室，指导研究生并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

作，在凝聚态物理前沿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果。

１９７９年刘弘度、虞丽生领导的半导体激光器科研组参加合作研究，提供半导体激光器和实现光纤
耦合，对北京市第一条８６—８９局无中继３．３公里光纤距离电话通讯的实现做出了贡献。该项目获北京市
科技成果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１９８５年王舒民等在长波长半导体激光器研制中成功地实现掩
埋条形半导体激光器室温连续激射，荣获邮电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１９７９年虞丽生的《光通讯中光耦合》由邮电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３年分别由郭长志校、译的美国贝尔实
验室的《异质结构激光器》的上、下册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９年郭长志的《半导体激光模式理论》
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０年虞丽生的《半导体异质结构物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０年张树霖的

·７０１·八、各教研室和专门化



《近场光学显微镜及其应用》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郭长志自１９８２年开始为物理系研究生和教师先后主讲：“半导体激光器件工艺理论”、“半导体激光模
式理论”、“半导体激光增益理论”、“半导体激光瞬态理论”、“群论与半导体能带结构理论”等课程。与此同

时自１９８３年开始郭长志还先后在武汉邮电科学院、石家庄第十三研究所、重庆第四十四所、科学院半导体
研究所等单位给研究人员讲授这些课程，为我国培养这方面专门人才做出了很大贡献。郭长志在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期间还应邀分别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电机工程
系为研究生和教师讲授“半导体激光器理论与设计”课程，并与美国同行合作于２０００年获美国专利一
项。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固体能谱教研室各科研方向为物理专业本科生科学研究工作实践和独立工作能

力的培养提供了良好场所，每年平均有物理专业的２０多名学生在教研室各科研组教师的指导下，进行
并完成毕业论文研究工作，如９１级接受２２名本科学生，占全系２７％，其中不少学生的优秀论文还发表
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博士生贾霖荣获全国性的叶企孙二等奖。特别从１９９１年物理专业被确定为国家
理科基础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第一批重点改革建设试点专业之一后，每年选拔少数有兴趣的学生

自愿在三年级就提前进实验室，在科研组参加科学研究工作，着重培养学习先进的实验科学技术，自己

动手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培养严谨的学风和初步的独立工作能力，学生普遍反映学到了书本上和教学实

验中学不到的知识，对他们毕业后进入社会独立工作方面特别有帮助。

固体能谱教研室教师结合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承担部分近代物理实验教学的建设任务，如单光子计

数、拉曼光散射、法拉第效应等。其中张树霖等的ＲＢＤＩＩ型激光拉曼光谱仪１９８６年荣获国家教委教学仪
器研制一等奖，１９８５年激光拉曼光谱仪样品架还荣获第一批专利（专利号：８５２００１０８．８）。

“固体物理”已成为物理专业本科学生必修的课程，黄昆原著、韩汝琦改编的《固体物理学》在全国

高等学校优秀教材评选中１９９０年荣获第二届国家级特等奖。
１９９３年陈辰嘉等结合讲授“原子物理”课程，主编《原子与原子核物理学手册》专著（北京出版社），

在１９９３年度荣获北方十省市优秀图书一等奖。
进入９０年代，固体能谱教研室教师、实验人员在凝聚态物理国际前沿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工

作，承担了国家攀登计划，８６３项目任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和重点以及面上各项任务，包括半导体
光电子器体与材料中的前沿物理问题、光与物质相互作用、低维半导体体系电子结构、声子行为和光谱

特性、量子效应微腔器件物理探索、半导体集成基础研究、介观物理固体理论的研究等，取得了一批丰硕

的科研成果．
半导体光电子学方向主要研究半导体光电子器件与相关材料中的前沿物理问题，包括多种微腔器

件，半导体量子阱器件及新型光电子材料，微结构和器件制备技术，激光和发光特性，能带结构，腔内光

与载流子相互作用，光学模式，超快弛豫过程等。当今，宽禁带半导体的研究，光纤物理及器件，光子晶体

的研究正大规模开展起来，其中氮化镓发光二极管已经投入生产，半导体光电子学正向前发展。

光与物质相互作用方向主要通过磁学、光学性质及磁光特性的研究着重研究探讨新型半导体材料

特别是稀磁半导体中一系列新的物理现象，探索新型固体材料和半导体超晶格人工微结构的光与物质

相互作用中的新物理效应。

低维半导体体系电子结构，声子行为和光谱特性的方向着重运用拉曼光谱，光致发光谱等手段研究

半导体低维量子体系如二维超晶格量子阱，一维量子线，零维量子点和纳米材料，器件（如多孔硅，纳米

硅）的新效应和规律。

固体理论介观物理着重介观物理系统量子干涉现象的研究和介观系统与外场的相互作用的研究。

以上各方向取得了一批丰硕的成果，主要有：

１９９１年：宋增福等“新型固体材料的能谱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
１９９３年：陈辰嘉等“新型半导体的磁光光谱和磁性”，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
１９９５年：陈辰嘉等“新型半导体的光谱特性”，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１９９７年：张树霖等“半导体超晶格声子的拉曼光谱学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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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张树霖等“多孔硅的光谱学研究”，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
２００２年：张树霖等“凝聚态物质的折射率，拉曼光谱学与物理性质研究”，获北京市自然科学一等

奖；

１９９２年：金鹰（研究生）在第２１届国际半导体学术会议荣获青年优秀论文奖（ＳｅＣｄＳｎＴｅ超晶格中
局域界面声子模）。

固体能谱教师郭长志，虞丽生，张树霖，陈辰嘉，章蓓，田光善等多次应邀赴欧美各国参加国际学术

会议，讲学，合作研究，进行学术交流，使我们的科研工作始终与国际前沿接轨。国际著名专家学者也多

次来我国访问，讲学和参观实验室。如８０年代初有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两次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巴丁
（Ｂａｒｄｅｅｎ）教授；１９８５年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主管人Ｂｅｒｔｔｏｃｃｈｉ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
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沈元壤教授；１９８７年有意大利国家物质结构和材料科学协会主席 Ａ．
Ｓｔｅｌｌａ教授，奥地利窄禁带半导体学家Ｇ．Ｂａｕｅｒ教授，世界半导体学会主席、日本的Ｋａｍｉｍｕｒａ教授，美国
光电子专家、美国国家基金会主席李天培教授；１９９７年有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超导和技术实验中
心主任ＭｉｌｅｓＫｌｅｉｎ教授等。

（陈辰嘉执笔）

（七）磁学教研室（１９５４—２００１）

北京大学物理系的磁学学科，自１９５４年固体物理教研室下成立磁学组开始，至２００１年物理学院成立，
磁学归并入凝聚态与材料研究所为止的４８年中共培养了主修磁学的３６届本科毕业生５５２人，硕士、博士研
究生５０余人，进修教师１０余人。磁学的课程由２—３门发展到７—１０门，磁学专门化实验由４—５个发展到
３０余个。科学研究由单纯的为建立专门化实验服务到结合我国特点开展学科前沿的基础和应用基础方面
的研究。目前在全国设有磁学和磁性材料（功能材料）相关学科的１５所高等院校中，北大磁学是建立最
早、培养磁学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最早的单位，许多院校的磁学和磁性材料的相关专业（专门化）都

是参照北大磁学组的做法建立起来的。１９８７年北大磁学编著的《铁磁学》上、中、下三册为许多单位采
用，已重印了４次。北大的磁学是磁学学科中先后具有两名中科院院士的惟一院校。近半个世纪来形成
了勇攀科学高峰、培养人才不断的高山流水风格。下面分六个方面简述北大磁学的情况。

　　１．历史演变

磁学组是１９５４年初成立固体物理教研室时建立的，教研室主任为黄昆，下设半导体、磁学两个组。
叶企孙先生负责磁学的建设和教学组织工作，他亲自讲授“固体概论”和“铁磁性专题”两门课程，拟定

实验室建设项目，并将教师的科学研究、学生的毕业论文和专门化实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胡国璋（讲

师）、廖莹（助教）的努力下，很快便使磁学专门化实验室初具规模（位于当时的物理南楼有实验室６０
ｍ２），另外请北京钢铁学院（即现今的北京科技大学）的柯俊教授讲授“金属物理”，于是在１９５５年７月
便有主修磁学的本科生５人、１９５６年７月有磁学研究生１人毕业，都是我国高等院校中最早的一批磁学
毕业生。

１９５８年磁学组和１９５４年末成立的金属组合并成金属物理及磁学教研室，主任为叶企孙先生，副主
任为柯俊教授。磁学组和金属物理组的教学计划不同，各自开设本学科的课程，但有些课程是共同的。科

研工作则分别进行。

１９５９年末成立磁学教研室，直至１９６６年“文革”前，教研室主任为叶企孙、副主任为钟文定，实验室
负责人依次为胡国璋、史隆培、周文生。

“文革”结束恢复教研室后，教研室主任依次为杨应昌（任期 １９７７—１９８４年）、周文生（任期
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钟文定（任期１９８８—１９９８年退休），实验室主任依次为周文生、陈海英。１９９９．１—２００１．５
磁学教研室仍存在，但主任空缺。４８年来在磁学工作过的教师有５３人，教辅人员和工人有３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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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课程建设（含实验室和大型仪器建设）

对主修磁学的本科生而言，铁磁学和磁学实验是专门化基础课。“铁磁学”的开设，经历了几年的摸

索。当时（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不但没有中文的参考书，外文的书籍也很少，偶尔有几本影印的。叶企孙先生
讲授“铁磁性专题”时主要依据的便是Ｂｅｃｋｅｒ＆Ｄｒｉｎｇ的《铁磁学》（１９３８德文版）和Ｂｏｚｏｒｔｈ的《铁磁
学》（１９５１英文版），后来（１９５６—１９５９年）中科院物理所的施汝为、潘孝硕、向仁生、李荫远、李国栋等诸
位先生相继对５６、５８、５９和６０届本科生讲过有关铁磁学和磁性材料内容的课程，但并未印发讲义。由于
没有统一的大纲，各位先生讲课内容相对独立，深度不同，出现诸多不足，希望得到改善。

１９５９年年底由钟文定草拟、廖莹等参予，叶企孙先生审定订出了“铁磁学”课程大纲，内容分三大部
分，① 磁性概论；② 技术磁化理论；③ 交变磁场下铁磁体的一些属性。１９６１年开始，讲课教师全由本教
研室成员担任，并印发相应的讲义，１９７６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编写的《铁磁学》。经试用和全面修
改，１９８７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的《铁磁学》上、中、下三册，该书被评为北大优秀教材，为海内外相关
专业采用，至今已重印了４次，据《磁性材料及器件》期刊统计（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铁磁学》中册是被该
刊作者引文最多的专著。

此外，磁学教研室对本科生开设的课程还有：固体物理、固体磁性、应用磁学基础、电磁测量及实

验、磁学专门化实验、金属磁性材料、铁氧体物理及材料、金相与Ｘ射线结晶学、应用微波基础及实验、磁
学专题讲座。对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磁性量子理论、非晶态磁性、薄膜磁性、稀土金属间化合物磁性。

以上课程除磁学专题讲座外，都有相应的讲义或教材，已出版的教材和参考书见下表。上述课程有些是

必修的，有些则视学制和科研方向不同而有所选择。

已出版的教材与参考书

书　名 著 译 者 出版社（年份）

铁磁学 北京大学物理系铁磁学编写组编 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６
铁磁学（上册） 戴道生、钱昆明著 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铁磁学（中册） 钟文定著 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铁磁学（下册） 廖绍彬著 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磁性测量原理 周文生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８
非晶态物理 戴道生、韩汝琦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９
新型薄膜材料 吴全德、吴锦雷主编，戴道生、王荫君、李伯臧等撰文 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铁磁学（上册） 苏联Ｃ．Ｂ．冯索夫斯基，Я．Ｃ．舒尔著，廖莹译 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５
高功率铁磁共振及铁氧

体微波放大器

李国栋、戴道生等编译，廖莹、史隆培、朱生传和周文生

等参译
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４

　　磁学实验室和实验课的建设要比讲授课程的建设困难得多，大体分三个阶段进行，即初创阶段、全
面发展阶段和调整提高阶段。初创阶段时（１９５２—１９５９年）由于没有成套合适的电磁测量仪器可以购
买，故实验室建设是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埋头苦干齐心合力，经过收集零散仪表、工厂加工和自制设备等

几个步骤，结合科研、毕业论文来进行的。例如用粉纹法观察磁畴结构，便从购置电炉制备硅钢片单晶，

收集玻璃器皿和搅拌器，试制Ｆｅ３Ｏ４混悬液，对样品作金相抛光开始，然后利用金相显微镜研究观察不
同晶粒和晶面的磁畴，直到完成任务为止，才算形成一个完整的专门实验。其他实验项目也是经过类似

的步骤完成的，因此，当时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毕业论文中，２／３的时间用于建立设备，１／３的时间才是
观测物理现象记录实验数据。在这一阶段中，胡国璋先生由廖莹先生配合，经过辛勤努力才建立了我国

第一个教学用的磁学实验室（约有７—８个电磁测量实验和５—６个专门化实验）。实验室建设的第二阶
段为全面发展阶段（１９６０—１９６６年），由于本科生学制由４年改为５年（５８—６０届）和６年（６２—６８届），
实验课的学时增加，原有的实验个数和分量已不能满足要求，所以需由教师排出新的实验，这一阶段的

工作条件虽比前段改善，但也很艰辛，经过几位教师的努力和全体的协作共排出了２０余个实验，内容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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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静态、交流、脉冲和微波磁性测试等各个方面（实验室面积２００ｍ２），在这一阶段中，青年教师周文生
的任务最重、工作量也最大。第三阶段为调整提高阶段（１９７７—２００１年），“文革”后恢复招生，学制回到
４年，实验课学时减少，加上科研工作的需要，实验室建设以调整提高为主。这时选择７—１０个有代表性
的实验项目作为实验课内容，同时先后从法国（１９８２年）和美国（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９７年）购置了一批先进
的，由计算机控制的大型磁测量设备，包括１．低温（１．５Ｋ）强恒定磁场（８万奥斯特）提拉法装置；
２．高低温（４．２—１０５０Ｋ）中等磁场（２万奥斯特）振动样品磁强计；３．高灵敏度（１０－８ ｅｍｕ）中等磁场
（２万奥斯特）变温（７７—６００Ｋ）的交变梯度磁强计。在保证测量精度、扩大测量范围、发挥大型仪器作
用，为本教研室和物理系取得许多重大成果（如后面介绍的磁学教研室的重大成果，以及其他教研室的

高温超导、半磁半导体、有机化合物磁性和低维量子效应等重大成果）以及为社会服务等方面，磁测量

组刘尊孝等做出了贡献。

磁学实验室建立的电磁测量和专门化实验项目见下表。

电磁测量和磁学专门化实验项目表

１．冲击电流计的工作常数和冲击特性 １９．巴克豪森跳跃传播速度的测量
２．交流电流计的校正 ２０．应变电阻法测量磁致伸缩系数
３．用Ａｎｄｅｒｓｏｎ桥测电感 ２１．弹性应力对磁化曲线的影响
４．用ＣａｒｅｙＦｏｓｔｅｒ桥测互感 ２２．热处理对碳钢特性及微观结构的影响
５．普通磁强计 ２３．顺磁及抗磁物质磁化率的测定（古依法）
６．无定向磁强计
７．用电桥测量音频下铁磁体的损耗和起始磁导率

２４．用无定向磁强计研究弱场中铁磁体的磁化率及弹性应
力和温度对它的影响

８．测量工业频率下的铁损和微增磁导率 ２５．交流电桥法测量软磁铁氧体的磁谱及损耗分离
９．冲击法测量软磁材料的磁化曲线及磁滞回线 ２６．导纳电桥测定甚高频率下铁氧体的复数磁导率
１０．冲击法测量永磁材料的退磁曲线 ２７．Ｑ表法测量射频下铁氧体的复数磁导率
１１．弱磁场下软磁材料直流磁性的测量 ２８．振动样品磁强计
１２．萨克斯密斯环秤 ２９．磁性探伤
１３．磁秤法测量饱和磁化强度和居里温度 ３０．开关时间和开关系数等脉冲磁特性的测量
１４．铁磁仪测量居里温度 ３１．用磁强计法测量磁矩和地磁场水平分量
１５．粉纹法观测磁畴 ３２．速调管工作特性和波导管工作状态
１６．磁光克尔效应法观察磁畴 ３３．铁磁共振
１７．转矩法测量铁镍合金薄膜的单轴各向异性常数 ３４．用微扰法测量微波介电常数和微波磁导率
１８．铁磁共振法测量单晶铁氧体磁晶各向异性常数

　　３．科学研究和生产基地

磁学组从成立之日起便开展科学研究，重点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兼顾材料的开发。创建初

期结合实验室建设选题，对ＦｅＮｉ合金丝中的巴克豪森跳跃传播速度、碳钢中残余奥氏体的磁性、硅钢
片中的磁畴结构等进行了研究。１９５８年后结合我国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选题，对铁氧体微波磁性及器
件，坡莫合金薄膜，新型永磁材料（ＭｎＢｉ，ＭｎＡｌ，ＦｅＣｒＣｏ）和磁电阻效应，铁晶须的生长等进行了研
究，其中对ＭｎＢｉ合金和铁磁共振的研究成果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根据国际前沿结合我国特点，对稀土过渡族金属间化合物的结构与磁性

（杨应昌、何文望、林勤、邢峰等），低温特异磁性及矫顽力理论（钟文定、刘尊孝等），磁光、磁记录薄膜磁

性（戴道生、潘国宏、童莉泰、王勤堂、方瑞宜、周增均等），稀土富铁化合物磁性（杨应昌、何文望、林勤、

邢峰等），强磁体的磁黏滞性（钟文定、刘尊孝、兰健等），量子磁化过程（钟文定、刘尊孝等），磁性多层膜

（戴道生、方瑞宜、彭初兵等），巨磁电阻和巨磁致伸缩（戴道生、方瑞宜、钟文定、王敬华等），高温超导磁

性（林勤等），自旋玻璃磁性（周文生等），自生复合磁性和磁宏观量子效应（钟文定、吴建华、刘尊孝

等），国内外磁带的磁性标准（潘国宏、王勤堂、孙允希、廉宗隅等），非晶态合金输运性质和磁性（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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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童莉泰、方瑞宜等），微波磁学（材料、器件和测量方法）研究（廖绍彬、郭敦仁、朱生传、尹光俊、刘进、

邢峰等），手征性介质（廖绍彬、尹光俊、刘进等）等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批成果和专利，其中获国家自

然科学二等奖一项，王丹萍科学奖一项，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二项，二等奖４项，国防科工委光华三等奖
一项，北大科技成果二等奖３项、三等奖６项，北大实验技术成果三等奖２项。同时获北大实验室工作先
进集体称号。据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年５年统计（参见：北大信息管理专业郑英姿硕士论文，１９９６），磁学教研室
成员在ＳＣＩ上被收录的论文有７６篇，被引用的论文有９２篇和２３０次，个人发表论文最多的为２６篇，发表
论文人群的人均篇数为１．９６篇，获得奖励的有２９人次，这表明磁学教研室的研究工作不但在上述诸方
面居全校教研室之首，而且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正如北京大学申请“２１１工程”报告上所载，近年来，磁
学教研室的科研获得出色的理论突破，在国际同行中反映很好。（引自同上郑英姿硕士论文）

在研究的具体内容方面需要特别提到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杨应昌科研组对稀土钴和钕铁硼的结

构与磁性作了系统研究，并于７０年代末便合成了稀土富铁的ＴｈＭｎ１２型新相（简称１∶１２相），成为稀土
合金中的一个重要系列。１９９０年又发现其氮化物具有可与Ｎｄ２Ｆｅ１４Ｂ媲美的内禀磁性，为发展具有我国
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稀土永磁材料系列开辟了途径，目前掺氮的１∶１２相正由实验室转入生产的中型试
验。戴道生科研组于８０年代比较系统地研究了ＲｘＴ１－ｘ（Ｒ＝Ｃｅ，Ｐｒ，Ｎｄ，Ｓｍ；Ｔ＝Ｆｅ，Ｃｏ，Ｎｉ）非晶薄
膜的磁性，发现低温下有两种磁结构共存现象，自旋波激发不满足布洛赫 Ｔ３／２律，这对深入认识基础磁
性和Ｎｄ在磁光盘以及快淬永磁中的作用都有指导意义。钟文定科研组对稀土过渡族永磁合金的反磁
化机制作了系统研究和总结，计算了１５种永磁合金的矫顽力，理论与实验符合较好。８０年代末在研究
Ｒ（Ｆｅ１－ｘＭｘ）２（Ｒ＝Ｔｂ，Ｄｙ，Ｍ ＝Ｂ，Ａｌ，Ｇａ）低温特异磁性的基础上，发现其中的一些化合物出现磁宏观
量子效应，这不仅在物质磁性及量子物理上有特殊的基础研究意义，而且与实际应用相关。［以上大部分内

容参考郭贻诚《物理学进展》Ｎ３（１９９１）］。林勤科研组对高温超导化合物的磁性进行了研究，探讨磁有序和
超导的关系，在国内最早观测到ＧｄＢａ２Ｃｕ３Ｏ７在 ～２Ｋ下的超导与反铁磁有序共存现象。

在产品试制和器件的研制方面，１９５８年大搞群众运动期间，金属物理及磁学教研室师生对铁氧体
材料和铁铝碳磁钢进行了试制。后来在“文革”期间（１９７０—１９７６年）建立了铁氧体的生产基地，小批量
生产了铁氧体软磁、矩磁和永磁的材料及器件，供校内外有关单位使用，其中记忆磁芯和罐形磁芯的生

产较多，锶铁氧体永磁的最大磁能积达到４．５ＭＧＯｅ，为当时国内最高水平。在１９７０年以后的几年中，因
任务需要而成立了微带铁氧体科研组，进行微带设计的理论计算和实验试制。此后，又研制成功了波导

移相器，为我国制造出波导相控阵雷达做出了贡献。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０１年廖绍彬和裴谐第等人先后进行了
高频高功率软磁铁氧体的研究开发，其起始磁导率在１００ｋＨｚ频率下最高可达１８０００，（大批量生产为
１００００以上），这一技术和深圳中核集团总公司合作成立了深圳市北大中核磁业有限公司开始生产。
１９９６年筹备成立不增加人员编制的应用磁学中心（１９９９年３月正式挂牌）以便结合研究和科技开发，在
此前后，校内小批量生产了高频、高功率软磁铁氧体和高磁导率（１０４）铁氧体。掺氮的稀土铁１∶１２相的
磁粉也已通过鉴定，目前正在进行生产的中试实验。

　　４．学生培养

１９４９年后，在全国设有磁学或磁性材料（功能材料）专业（专门化）的１５所高等院校中，北大物理系
的磁学是建立最早的院校，北大磁学教研室开设的本学科的课程和实验，基本上都辐射到全国各地。

对学生的培养，除执行教学计划外，还对毕业班在毕业前或毕业一年后召开茶话会，互相交流情况，

特别是参加工作后的适应情况，会上常由叶企孙先生即兴解答一些问题或提出建议或介绍我国古代科

学技术的伟大发明和成就。许多同学在多年以后常常怀念这种方式，并有一朝受业，终身受益的感受。此

外还派教师到接收１９６７和１９６８届磁学毕业生较多的单位进行补课，如钟文定便先后两次到四川宜宾的
磁性材料厂（８９９厂）讲授永磁材料基础理论和磁路设计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理论水平。

北大磁学本科生的学制经过了４年、５年、６年再回到４年的改变，４８年来共有３６届、５５２名本科生毕
业，历届磁学本科生的人数和学制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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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磁学本科生的学制和人数

学制 ４ ４ ５ ５ ５ ６ ６ ６ ６ ６ ６ ６
毕业年份 １９５５ １９５６ １９５８ １９５９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３ １９６４ １９６５ １９６６ １９６７ １９６８
人数 ５ ６ ７ ６ ６ １０ １５ ２４ ２０ ～２０ ２７ ～２５

附注

这两届学生未分

专门化，但选修

磁学

以后各届为磁学专门化学生。“文革”初１９６７届已上专门化磁学课，１９６８届分了专门化，后
补上了部分磁学专门化课。

学制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毕业年份 １９７４ １９７７ １９７８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２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人数 ２０ ２１ ３１ ３９ ４０ ５ ８ ６ １５ １５ ～１５ ２５

附注
１９７４—１９８０届 为 “文 革”期 间
１９７０—１９７６年入学的磁学班学员

１９８１届以后的学生为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后的本科生，他们未分专门化，
只是选修磁学课程和磁性方面的毕业论文

学制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毕业年份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１

人数 １３ ３２ ２１ ２２ ～１５ ２ ６ １０ ６ ８ ５ １
附注

　　１９６６年前磁学毕业的研究生５人，１９７７年至２００１年毕业的硕士４１人、博士１０人。
北大磁学毕业的学生中，到２００１年止有中科院院士１人（杨应昌１９５８届），工程院院士１人（高洁

１９６２届），副部长级１人（林泉１９６３届），许多人成为教授、研究员或厂长、所长、司局长、总工程师等技
术、管理骨干。

　　５．学术交流情况

磁学组一直十分重视学术交流，“文革”前叶企孙先生常约请专家来校做学术报告和讲课，同时也

派出青年教师到国内外学习。当时有国内较早制成铁氧体的铁道研究所的傅柏生来校讲了几次有关软

磁铁氧体的制备、特性及在铁道部门的应用，还有科学院物理所的丁渝讲有关顺磁共振的知识，科学院

物理所的管惟炎讲有关超导的知识。科学院物理所的施汝为、潘孝硕、李荫远、向仁生、李国栋等讲授铁

磁学和磁性材料方面的课程，北京钢铁学院的柯俊讲授金属物理课程。先后派戴道生到苏联莫斯科大学

学习微波铁氧体，派钟文定去兰州大学向苏联专家学习合金磁性，派杨应昌去法国格勒诺布尔磁学实验

室学习稀土过渡金属合金磁性。
“文革”后，改革开放，学术交流频繁，出国学习访问三个月以上的人较多，据不完全统计有周文生、

余梅、林勤、廖绍彬、周丽年、周增均、陈海英、杨应昌、程本培、万虹、王敬华等到美国，刘尊孝到法国，钟

文定、吴建华到联邦德国，何文望到奥地利，戴道生到奥地利和苏联，彭初兵到韩国。来校作学术报告的

国内外专家有巴巴拉（Ｂ．Ｂａｒｂａｒａ，法国）、维加也夫（Ａ．Ｂ．Ｂедяев，前苏联）、沃尔法斯（Ｅ．Ｐ．
Ｗｏｈｌｆａｒｔｈ，英国）、勒迈尔（Ｒ．Ｌｅｍａｉｒｅ，法国）、近角聪信（日本）、华莱士（Ｗ．Ｅ．Ｗａｌｌａｃｅ，美国）、周郁
（美籍）、罗惠临（美籍）、黄昭渊（台湾）、斯特纳特（Ｓｔｒｎａｔ，美国）、卢鲍尔斯基（Ｆ．Ｅ．Ｌｕｂｏｒｓｋｙ，美国）、
詹姆斯（Ｊａｍｅｓ，美国）。

此外还有祖勃佐夫（Зубцов，前苏联）来实验室合作科研一年。技术专家霍布亚（Ｈｏｂｉｅｒ，法国）来
实验室建立提拉法测量装置半年。

来校作学术报告的国内专家有：杨正（兰州大学）、王鼎盛（物理所）、罗阳（钢研院）等等。

来校讲授磁性量子理论课的有李伯臧（物理所）、赖武彦（物理所）等。

我教研室成员在国际磁学专业会议上作过特邀报告的有杨应昌、戴道生和钟文定。在国内应有关单

位邀请作学术报告的人次很多，难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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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回顾和展望

北大物理系磁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符合国家建设和科学发展的需要，因而取得了上述成绩。回顾

２０世纪的后５０年国际上磁性物理研究和材料应用的发展可以看到，磁性物理始终是凝聚态物理中长盛
不衰的研究领域，磁性材料应用范围之广，居于各种材料的前列，其产值超过千亿美元。我们教研室在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铁氧体物理和器件，以及锰铋合金磁性的研究，７０年代以来到目前的稀土合金磁
性（晶态和非晶态材料和薄膜）研究，微波磁学（材料、器件和测量方法）研究，磁记录和磁光存储物理

和器件研究，磁性稀土合金中的宏观量子效应研究，磁性金属多层膜的层间耦合和巨磁电阻的研究，隐

身材料研制，稀土铁１∶１２相磁粉的中试实验，超高性能的软磁铁氧体的研制和批量投产，都说明了磁学
组在成立以后，其科研方向和内容，以及材料的开发都处在国际科学发展的前沿领域之中。

在２０—２１世纪交替的年代，磁电子学和纳米材料的兴起，更加拓展了磁性物理和材料的研究领域。
科学界广泛认为它们是２１世纪两个最活跃的研究和开发领域。磁电子学最近又发展成为电子自旋学
（ｓｐｉｎｔｒｏｎｉｃｓ），其实验基础是电子自旋相关散射和巨磁电阻效应，以及半导体中自旋取向相关的载流子
输运等。在实际应用方面，从已有的结果看，可制成磁三极管放大器，逻辑电路，磁随机存储器（ＭＲＡＭ）
等新型电子器件。在物理上包含：（１）自旋相关（ｓｐｉｎ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２）自旋动力学（ｓｐｉ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自旋输运（ｓｐｉ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等方面的研究内容。纳米材料包含的内容非常广，而目前纳米磁性材料已
走在发展和创新的最前列。例如：现已批量生产的纳米晶体软磁材料，磁性液体和正在开发研制的磁性

量子点阵存储器等。

总之，现代磁学是凝聚态物理学科中物理内容最丰富，最具广泛应用的研究领域之一。（涉及近代

磁学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的有２３人，我国较著名的磁学科研机构有１７个，设立磁学学科的高等院校１５
所，相关大型企业１８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许多单位的磁学工作也得到很大的发展。目前，北大磁
学暂时出现后继乏人的局面，相信今后有更大的发展。

（钟文定执笔）

（八）金属物理教研室

１．教研室的成立与沿革

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为发展与提高固体物理学在半导体物理与磁学方面的教学与科学研究，由黄昆教
授担任固体物理专门化主任。１９５４年邀请苏联固体物理专家，由于邀请苏联专家的专业目录上只有“固体
物理”，后通过教育部邀请到的是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托木斯克大学副教授、

金属物理专家华西列夫。为此还邀请了北京钢铁学院的柯俊教授来我系兼职工作。华西列夫来我系工作两

年（１９５４．１１—１９５６．１１），由尹道乐、侯伯元担任翻译。安排１９５３年从复旦大学分配到北大作研究生的童
志深、张承侃；１９５４年从吉林大学分配到北大作研究生的吴自勤、李燮均、邢修三、张宏图随华西列夫专
家学习金属物理。同时来进修的教师有南京大学戈悦宽、中山大学李修宏、云南大学李德修。

１９５５年固体物理教研室分开成半导体物理与金属物理磁学两部分。由黄昆教授任半导体物理教研
室主任，叶企孙教授担任金磁教研室主任，柯俊教授担任金磁教研室副主任，陈宏毅任教研室秘书。

为国家建设需要自１９５８年金磁教研室的师生广泛开展了铁铝碳磁钢、铁氧体等新材料的研制工作
并逐步开展了耐高温金属陶瓷的研究工作。

１９５９年成立金属物理教研室。陈宏毅担任教研室主任。侯伯元支援内蒙古大学。１９６０年３月陈宏毅
调入二机部从事尖端科学研究工作。

１９６０年邀请到苏联列宁格勒化工学院陶瓷系技术科学博士阿甫古斯琴尼克教授来金属物理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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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行三个月的讲学，由尹道乐担任翻译。同时全国各有关研究耐高温金属陶瓷的单位派出研究人员或

进修教师旁听。阿甫古斯琴尼克专家的讲学促进了我国尖端技术的发展。

１９６１年后调整各方面工作，陈玉担任教研室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金属物理教研室被撤销，教师大部分转入低温物理教研室进行超导材料、超导磁

体和超导器件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１９７７年恢复了金属物理教研室，吴自勤任教研室主任。
１９８３年吴自勤由钱临照教授邀请调去中国科技大学任教。１９８４年梁静国担任教研室主任。随着改

革开放，科研方向和教材不断更新，并引进人才。１９９２年金属物理教研室更名为固体结构教研室。１９９３
年梁静国退休。王文采任教研室副主任。

随着教研室的作用逐渐淡化，２００１年与固体物理方面的其他教研室一起合并成立凝聚态研究所。

　　２．课程

１９５４年开始柯俊教授讲授金相学并指导金属物理实验。华西列夫专家讲授晶体物理与范性形变
课。化学系唐有祺教授讲授晶体学。请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钱临照、陈能宽等作学术报告。研

究生到物理所向钱临照领导的金属物理组学习小应变退火法制备铝单晶、Ｘ射线定向等实验技术。１９５５
年侯伯元讲授Ｘ射线学并负责Ｘ射线实验课。

以后还聘请了钱临照研究员来讲授范性形变与位错课；北京钢铁学院的萧纪美教授来讲授金属材

料学。

１９６１年后金属物理专门化在尹道乐等教师努力下，继承已有的教学成果，调整不适合培养目标的
内容，吸收国外先进科技成果与教材。课程大纲与教材基本定型。开设有金属学、金属物理、位错理论、

Ｘ射线学与金属物理专门化实验（包括热处理和金相显微分析，Ｘ射线结构分析和金属物理性质测试
等）及一些专题课。

１９７８年后为研究生与高年级学生开设固体结构、电子显微学、衍射物理、非晶态物理基础、材料物
理和一些专题课程。

　　３．设备

１９５５年按照教学与科学研究的需要，北大物理系的金工车间吕志勤等技师、技工克服了大量困难，
加急自制小型的能变速和变温的材料拉伸试验机、走动式测定形变铝单晶劳厄星芒的备件和低温 Ｘ射
线照相装置。实验室内也自制走动式生长铝单晶的电炉、测量内耗的扭摆等。及时进口了卧式金相显微

镜、Ｘ射线机与材料试验机。
１９５８年为开展耐高温金属陶瓷的研究工作添置了大功率高温碳管炉。
１９６１年为开展Ｘ射线谱研究固体电子结构的工作购置了苏制Ｘ射线衍射仪。
１９６４年金属教研室在校领导的统一协调下参加了校电子显微镜实验室的建设，以金属教研室一楼

实验室为主，安装了由日本引进的分辨率达到０．７ｎｍ的透射电子显微镜。
改革开放后为深入开展固体的结构分析研究工作陆续引进了可拆靶细聚焦Ｘ射线机与转靶Ｘ射线

机，配备了Ｘ射线衍射仪，Ｘ射线吸收精细结构谱仪与Ｘ射线双晶衍射仪，Ｘ射线衍射结构分析仪及衍射
卡片电子数据库等。在固体的形貌研究方面陆续引进了扫描电子显微镜，近场光学显微镜与扫描探针显

微镜。

　　４．科学研究

１９５４年华西列夫和钱临照等合作并指导研究生，开展变温度对铝单晶的范性形变的影响、形变速
度对金属形变曲线的影响、形变铝单晶的内耗、脆性断裂的统计理论和合金结构的有序无序相变等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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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在阿甫古斯琴尼克专家指导下进行了在碳化物（ＷＣ，ＴｉＣ和ＺｒＣ）和氧化物系高温金属陶瓷
的粉末烧结、抗高温氧化和高温冲刷以及抗热疲劳等方面的研究和探索。

１９６１年陈玉带领科研组开始开展Ｘ射线谱研究固体电子结构的工作。测定了过渡金属氧化物Ｘ射
线Ｋ吸收边的结构。
１９６１年后尹道乐等青年教师开展了对岩盐晶体晶界附近位错分布的研究和ＡｌＣｕ，ＡｌＭｇ合金时效

硬化的研究。吴自勤等青年教师开展了对ＡｌＺｎＭｇ合金塑性强度和加工硬化的研究。
１９７８年后开展的科学研究工作有：
（１）金属 ／半导体薄膜晶化的电子显微镜研究和Ｘ射线能谱微区成分定量分析研究。
（２）砷化镓和磷化铟激光器的异质结界面晶格结构的电子显微镜研究和Ｘ射线形貌研究。
（３）扩展Ｘ射线吸收谱精细结构和非晶半导体、非晶合金、氟化物玻璃等多种非晶态固体的短程序

结构的研究。

（４）参与“国家８６３高温超导攻关项目”，进行高温超导材料（Ｙ、Ｂｉ、Ｔｌ和Ｐｂ系）的合成及结构和
物理性质的研究，该项目获１９８９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５）金刚石表面金属化及强碳化物形成元素和硅衬底上生长金刚石薄膜物理机制的研究，这项工
作先后获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技术进步三等奖（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和机械工业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

（６）近场光学显微与近场光谱在半导体发光器件、生物大分子体系中的应用及近场光学理论工作、
扫描探针显微学在凝聚态物理中的应用和纳米晶体材料的结构与物性的研究。

（７）汞系超导材料及无污染汞系超导薄膜、纳米超导材料和ＭｇＢ２超导材料的研究。
（８）Ｃ６０、纳米碳管和半导体纳米线的合成及结构和物理性质的研究，该项目获１９９３年国家教委科

技进步二等奖。

　　５．毕业生

１９６６年前毕业研究生８名。
１９７８年后毕业研究生４６名。
１９５９年毕业本科生（五年制）１０名。
１９６０年毕业本科生（五年制）１９名。
１９６２年毕业本科生（六年制）４２名。
１９６３年毕业本科生（六年制）２５名。
１９６４年毕业本科生（六年制）２４名。
１９６５年毕业本科生（六年制）３０名。
１９６６年毕业本科生（六年制）３５名。

（梁静国执笔）

（九）无线电物理与电子物理教研室（１９５２—１９５８）

　　１．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方面教研室的成立与发展

（１）第一阶段（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年）：无线电电子学教学任务和电子学专门化的筹建工作。电子学教研
室主任为吴全德，成员有廖增祺、郭汝嵩、楼格等。由于４９级和５０级学生均缩短学制提前一年毕业，所以
５１年入学的学生（即１９５５届毕业生）才按四年制培养计划分专门化，１９５１和１９５２年入学的电子学专门
化学生分别于１９５５和１９５６年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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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第二阶段（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３年入学学生按五年制培养，电子学专门化分为电子物理和无
线电物理两个专门化，因而在１９５６年电子学教研室一分为二，成立无线电物理教研室和电子物理教研
室。这一方面适应教学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具备了相应的条件，主要是在师资力量方面得到很大的充实：

刚从美国归来的杜连耀教授被聘任为首任无线电物理教研室主任，吴全德则任电子物理教研室主任，除

原有成员外，又新增了由苏联专家培养的毕业研究生西门纪业等六人和１９５６届电子学专门化毕业生１０
人。这阶段随着实施五年制教学计划，专门化的教学内容不断扩充，同时积极开展了多方面的科研，奠定

了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初步基础。直到１９５８年底物理系一分为三，新设的无线电电子学系就是在这两
个教研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２．教学情况

（１）为全系开设无线电电子学方面的基础课程：物理系培养计划中有关这类基础课的名称在不同
年代不尽相同，大体上说，从院系调整前的“无线电原理”到院系调整后初期的“电子学及无线电学”，以

后又改称为“无线电基础”或“无线电工学基础”，并且随着学制的变化，课程的学时数也有所调整，但都

是面向全系的。首先为全系讲授的是吴全德开设的“电子学及无线电学”，以后由廖增祺等讲授“无线电

基础”、“无线电工学”等。

（２）在面向全系的中级物理实验课中，开设有关电子学方面的实验内容，最早由吴全德、廖增祺和
楼格等参与了实验的安排和指导。

（３）开设专门化课程及相应的专门化实验：随着教研室的建立和发展，专门化课程和实验也从无
到有，从少数几门发展到能比较全面地涵盖专门化学科的课程系列。例如，首届四年制计划中，仅开设有

电子物理（吴全德首讲）、电子管（楼格首讲）、微波概论（郭汝嵩首讲）及电子学测量（廖增祺首讲）等四

门专门化课；直到１９５８年以后执行的五年制计划中，已发展到无线电物理和电子物理两个专门化的课
程系列：

【无线电物理专门化】　　　　　　　【电子物理专门化】
　　脉冲电路基础 　　真空技术
　　振动理论 　　电子光学物理基础
　　微波原理及技术 　　电子发射
　　晶体管电路 　　电子光学器件
　　天线及无线电波传播 　　超高频电子学
　　专门化实验 　　气体放电

　　电子学技术
　　专门化实验

这些课程为１９５８年后新成立的无线电电子学系中相关专业的教学计划奠定了基础。
（４）指导１９５５届，１９５６届（均为四年制）以及１９５８届（首届五年制）学生的毕业论文。
（５）聘请苏联专家谢曼开设“电子光学理论基础”研究生课程，并指导电子物理专门化研究生六

名；由杜连耀教授指导无线电物理专门化研究生两名。

　　３．科研情况

在这期间开展了多方面的科研工作，主要有：

（１）电子光学理论研究：
在苏联专家谢曼指导下教研室成员及研究生开展了对电子光学系统的各种像差及成像质量的理论

计算，在当时的《物理学报》上发表论文若干篇。谢曼回苏联后主要由西门纪业继续从事电子光学的理

论研究，为日后无线电系的电子光学成为全国重点学科以及西门纪业本人成为我国著名的电子光学专

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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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电子发射及超高真空技术：
在教研室主任吴全德带领下，教研室成员和高年级学生应用超高真空技术研制成了场发射电子显

微镜，第一次成功地观察到了原子图像；同时又研制成了超高真空规管。这一阶段的研究为日后的阴极

电子学及真空技术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３）水声物理：
在杜连耀教授带领下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水声物理，并着手声纳中有关元件的研制。以

此为起点，逐步发展成以后无线电系的声学教研室，并使水声物理成为该教研室长期的主要科研方向。

（４）微波电子学：
１９５８年由徐承和、朱宜等开辟了“微波电子学”这一新的研究方向，开展了微波管和微波技术两个

方面的研制，这就是后来无线电系中新组建的两个教研室（代号为３３６１和３３６２）及其相应的两个专门
化的前身。

（５）由郭汝嵩、李肇遐等从无到有地开始微波技术基本设备的研制，为微波技术研究提供了实验条
件。

　　４．培养学生统计

（１）四年制本科共４７人（均为电子学专门化，其中１９５５届２５人、１９５６届２２人）。
（２）五年制本科生２１人（其中无线电物理专门化１４人、电子物理专门化７人，均为１９５８届）。
（３）三年制研究生８人（其中无线电物理２人、电子物理６人）。
（４）当时为物理系，后转入无线电系毕业者共计２５２人。
包括：１９５９届４８人（其中无线电物理２９人、电子物理１９人），
１９６０届６２人（其中无线电物理３８人、电子物理２４人），
１９６２届１４２人（其中无线电物理７７人、电子物理６５人）。

（蒋曼英执笔）

（十）地球物理教研室（１９５６—１９５８）

１９５６年应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的要求，经高教部批准，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设立地球物理专门
化和地球物理教研室，以培养地球物理方面专门人才。经学校与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商定由地球物理

所提供师资力量，聘请地球物理所研究员傅承义先生为地球物理教研室主任，教育部从南京大学物理系

调来王子昌先生任教研室副主任。物理系青年教师钟云霄、李普、刘宝诚由普物教研室调往地球物理教

研室先后任教研室秘书，钟云霄１９５７年调技术物理系工作，李普也于１９５８年调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
究所工作。１９５６年分配来两名物理专业毕业生赵鸿儒、吴时敏。同年物理系宋仲和、颜景容毕业留校分
别在系里和教研室做党务工作，１９５８年宋仲和去苏联学习地震学，颜景容调往大气物理教研室，吴时敏
也调往普物教研室后离开北大。

当时物理系５３级学生已经全部分到原有的专门化，经高教部特批从武汉大学物理系调入５３级学生
２０名，作为地球物理专门化四年级学生。

按照当时教学计划前三年的课程和物理专业其他专门化完全一样，专门化课程有普通地球物理学

（傅承义讲授），应用地球物理学（地球物理所曾融生讲授），重力学（王子昌讲授），地磁学（地球物理所

陈志强讲授），测震学（地球物理所李善邦讲授），地质学（由北大地质地理系教师承担），第二年又增加

了工程地震学（地球物理所谢毓寿讲授并有野外实习）。青年教师李普、刘宝诚、赵鸿儒负责实验室的创

建工作并分别担任地磁、地震、重力和应用地球物理实验课，开始时由于北大还没有物探方面仪器，第一

年的应用地球物理实验课是由赵鸿儒带学生到北京地质学院物探系的有关实验室去完成的，最后放射

性测井实验课是在北京石油学院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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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化建设初期条件比较艰苦，系里在物理南楼（即现在的化学南楼）给了一间办公室，在楼外新

建了几栋平房作为实验室，一切从零开始。刘宝诚任地球物理实验室主任，赵鸿儒任应用地理物理实验

室主任。物理南楼外边的平房没有暖气，冬季每天早上还要生火炉；也没有上下水道，用水要到楼内去

打。开始不但没有仪器，也没有桌椅和柜子，系里给配备了一些实验桌和凳子，还把其他教研室多余的办

公桌和柜子调来一些。起初也没有实验员协助工作，一切都靠两个实验室主任亲自采购工具、器材以及

跑兄弟院校和对口单位调拔仪器，先后由北京地质学院、地球物理所、石油部、冶金部调拔和购买了一些

地震仪、重力仪和一辆地震车。王子昌先生从南京大学调来两套进口地磁经纬仪和一台重力扭秤。在校

系领导和兄弟单位支持和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实验室初具规模，先后开出了四门实验课并编写

出相应的实验讲义。１９５８年我国第一批地球物理专业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
１９５８年是地球物专门化大发展的一年，这一年首先是从苏联留学回来２人方云飞、吴庆鹏。本专门

化第一届毕业生留校一人傅淑芳，又从技物系调来杜绪惠从事实验室工作。方云飞讲授地震勘探课，吴

庆鹏讲授重力学，傅淑芳辅导地震学并参加地震科研工作。由于各个专门化的发展，１９５８年秋物理系学
生曾达１８００人，经学校批准物理系分成三个系，地球物理系是由原来物理系的气象专业和地球物理专
门化合并而成，其后的发展详情请参看“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专刊。

另外原物理系５６级学生，１９６２年作为地球物理专门化第一届六年制毕业生中陈运泰１９９１年当选为中
科院院士，姚振兴１９９９年当选为院士，２００１年北京大学成立地球与空间学院时，陈运泰被聘为院长。

附录一　简　　历

傅承义（１９０９—２０００）
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祖籍福建闽候，生于北京。１９３３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攻

读研究生和从事教学工作，１９３８年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１９４０年前往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物理系攻读地
球物理勘探，翌年获物理学硕士学位。１９４２年转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地球物理学和地震学，１９４４年
获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就任该学院助教授。

傅承义１９４７年回国后，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１９４９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１９５３年兼任北京地质学院地球物理探矿教研室主任。１９５６年创建北京大学地球物理教研室，任
主任。１９６４年又创建中国科技大学地壳物理教研室，任主任，１９７７年兼任该校地球物理及空间科学系主
任，同时就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震源物理研究室主任、副所长、名誉所长等职。１９５７年被推选
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傅承义是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和中国地震学会创始人之一，先后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地球物理学报》主编、中国地震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石油物探学会名誉理事长等。

傅承义始终站在国际地球物理科学的前沿，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５０多篇论文，其中一部分
论著１９５６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曾融生（１９２４—　）
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生于福建福清。１９４６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理系。１９４７年到北京研究院

物理研究所工作，１９５０年到重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１９５６年兼任北大物理系地球物理专门
化教研室工作，１９５７年任副研究员，１９７８年任研究员。１９８０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曾融生对开拓我国的地球物理科学事业，尤其是开辟我国地球深部构造的研究做出重大贡献。他曾

担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等。他还当选为国际岩石层计划的岩石层构造和组成委员会委员、可控

源地震学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地幔软流层研究组成员、荷兰《地球动力学》杂志编委等。他先后发表了

４０多篇（部）很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和专著。
曾融生是我国地球深部构造研究工作的开创者，１９５７年，在松辽地区进行自吉林省公主岭到科尔

沁冀中左旗一带的地震勘探。１９５８年，在石油工业部的支持下，开始在柴达木盆地利用地震勘探仪探测
很深的基岩面，同时对地壳深部的构造进行研究。１９６１年 ～１９６４年在甘肃景泰地区利用矿山爆破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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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地壳内部的速度分布，利用记录图中的大角度地震反射波来研究地壳。１９６０年，利用地震面波频散研
究中国大陆不同构造单元的深部构造特征和不同地区的地壳厚度。

王子昌（１９１３—１９７８）
地球物理学家、教授，１９１３年１月２６日生，浙江省义乌县人。１９３４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１９３６年

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地球物理专业，１９３７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继续深造，学习地
球物理。１９３９年毕业于该研究所，获哲学博士学位。１９４０年回国后，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曾先后多次赴川、滇地区进行实地勘测，并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论文，为地球物理方法在地质探矿上的

进一步应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建国前后，先后历任湖南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的物理系

教授。１９５６年调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地球物理系教授。曾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常务理事，中国物理
学会南京分会理事，《地球物理学报》副主编。

在他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还进行了大量的古地磁研究，岩石磁性和地震预报等各项科研工作，特

别是对古地磁的研究，对这门边缘科学在我国的引进、确立和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

陈运泰（１９４０．８．１０—　）
地球物理学家。原籍广东潮阳，生于福建厦门。１９６２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１９６６年中国科

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从事地震波和震源理论的

研究，改进和应用了哈斯克尔矩阵法。提出了测定中、小地震震源参数和介质品质因数的实用方法；应用

与发展了静力学地震位错理论；在中国最早综合利用地震波、“零频”和重力资料求得中国一些大地震

的发震构造和破裂过程；提出了大地震震源过程中“质量迁移”、“震前蠕动”等新观点。定量地分析论证

了滑动弱化在地震不稳定性中所起的作用，震源区介质的流变性，地震自身的重复性及地震序列类型的

控制作用，介质与应力的不均匀性对地震断层的不稳定扩展与地震辐射的控制作用。获取了一批高质量

的近震源强地面运动的记录；在国际上最早用近震源地面加速度记录反演天然地震的矩张量并揭示了

中、小地震破裂过程的复杂性。１９９１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２００１年任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第一任院长。

附录二　在地球物理专门化工作过的同志

姓　名 生卒年月 本校工作期限 其　他

傅承义 １９０９．１０—２０００ １９５６—１９６０ 研究员、院士

王子昌 １９１３—１９７８ １９５６—１９７８ 教授

曾融生 １９２４—今 １９５６—１９５８ 副研究员、院士

陈志强 １９０４．６—１９８９．１１ １９５７—１９５８ 研究员

李善邦 １９０２．１０—１９８０．４ １９５７—１９５８ 研究员

谢毓寿 １９１７．５—今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 副研究员、研究员

钟云霄 １９３０—今 １９５５—１９９５ 助教、教授

李　普 １９２７．１１—２０００ １９５５—１９５８ 助教、研究员

刘宝诚 １９３２．１１—今 １９５５—１９９３ 助教、教授

赵鸿儒 １９３１．１０—今 １９５６—１９９６ 助教、教授级高工

杜绪惠 １９３６．１—今 １９５６—１９９６ 实验员、高级实验师

方云飞 １９３２—今 １９５８—１９６６ 助教、教授级高工

吴庆鹏 １９３４．５—今 １９５８—１９９８ 助教、教授

宋仲和 １９３２—今 １９５６—１９７４ 助教、研究员

傅淑芳 １９３４．１２—今 １９５８—１９９４ 助教、教授

（刘宝诚、赵鸿儒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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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低温物理教研室

　　１．历史演变

１９５６年有关超导电性机制的ＢＣＳ理论出来后，超导电性物理的研究在国际上得到很大的重视和发
展。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推动下，王竹溪先生和苏肇冰转向超导理论的研究。王竹溪先生对超导理论的发
展历史作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苏肇冰查阅了新的文献并开始了研究工作。１９５９年在１９５４及１９５５级理
论班中还成立了超导电性研究小组，成员有罗小兰，刘福绥，苏汝铿，张信威，李德明，赵玉芝，常铁强等，

提出了要狠狠地提高Ｔｃ（超导转变温度）的口号，同时也考虑建立获得更低温度的条件，以便将来开展
实验工作。当时系里只有一台从德国进口的小型空气液化器，只能得到约８０Ｋ的温度，无法进行超导电
性实验的研究。

自制氦液化器照片

右侧为液化器的杜瓦容器

１９５９年又从１９５６级理论班抽调了阎守胜，李宏成，沈
乃贗参加低温方面的工作。１９６０年５月，罗小兰，刘福绥和
阎守胜相继调出，成为教师，组成低温物理小组（简称低温

组），这是低温物理教研室的发端。李宏成和沈乃贗作为低

温组的学生仍留在理论班。１９６０年在物理大楼北边盖了３
间简易的低温平房（面积约１２０米２），低温组和校仪器厂合

作，按原子能所提供的苏联图纸制成ＢＯＣ３氢液化器，压缩
机用原空气液化器的，并请北京７１８厂师傅做了密封改装，
这是最早的低温车间。可惜经数次试运行，并未成功。最后

一次，由于阀门漏气，氢气中混入了空气，导致压缩机三级

盘管及水箱爆炸，所幸众多子弹大的铸铁块射入墙内，并未

伤及站在压缩机水箱前面的阎守胜。自制氢液化器的工作

也因压缩机需要修理而暂时停止。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１９５６级李
宏成，沈乃贗等的专业课程，除选修理论物理专业的量子统

计、固体理论等，以及旁听洪朝生先生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低温物理专业讲授的低温物理实验技术课程外，刚毕业的

刘福绥还为他们开设了超导电性物理课程，这是自己开设

的最早的低温物理课程。他们二人１９６２年初开始的毕业论
文工作是在中科院物理所管惟炎先生的小组完成的。罗小

兰和阎守胜同时在该组实习进修，为期约半年。

１９６２年秋，为加强液化器的建设，王继声（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从普通物理实验组调入。低温组主
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变化和工作：

（１）为方便实验工作的开展，以及准备低温物理组第二批学生１９５７级理论班戴远东、陆果、曹正
寅、朱龙德和杜金波１９６３年初将开始的毕业论文工作，罗小兰和阎守胜转入磁学教研室，在管惟炎先生
建议下，开展有抵消点铁氧体低温磁性的实验研究工作。刘福绥则回到理论物理教研室。

（２）拆除了简易低温平房。王继声和阎守胜负责和校基建处一起设计了新的正规的低温平房，包括
低温车间和实验室两部分，建筑面积约５００米２，１９６４年完工，用到２００３年。

（３）在７１８厂帮助下，１９６３年初，由王继声具体负责，在物理大楼南楼恢复了液化空气设备，除满足
本组毕业论文实验工作和本系需要外，还供化学系和生物系用。

（４）１９６４年从杭州制氧机械厂订购了氢液化器，并派王继声到中科院物理所实习，掌握氢液化技
术，特别是安全防爆措施。１９６３年戴远东毕业留在低温组，和王继声一起负责氢液化器的安装调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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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在１９６５年一次试车成功，得到了液体氢。
（５）对液化氢设备进行了改造，于１９６６年上半年成功地使气体氖液化。
１９６０—１９６６年，低温组一直由罗小兰和阎守胜负责，阎守胜主管具体工作。１９６４年初，罗小兰到上

海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准备到英国留学。由于系里觉得低温物理培养学生的条件尚不成熟，１９５８、１９５９
级没有安排低温物理方面的学生，阎守胜从磁学专业挑选学生，指导他们低温磁性方面的毕业论文工

作。随后因“文化革命”，各项工作停止。

１９７０年在恢复业务工作的大形势下，同时也在中科院物理所为开展研究工作来商谈借用北大低温
设备的触动下，学校决定恢复低温条件的建立和开展结合国家需要的研究工作。８月原金属物理教研室
部分成员在进行教改的调查讨论后，选择以“超导材料”为研究方向。系领导（工宣队）决定将他们与低

温组合并，加上以前陆续增加的教师、工人和实验员，低温组扩大了很多。负责人是罗小兰和戴远东。此

时氦液化器的建设已提到日程，具体由戴远东和王继声负责。当时经费短缺，且无提供氦液化器的单位

或厂家，只能自力更生。从物理所借来图纸，全组人员参加几百张图纸的描绘，同时对设计做了优化改

进。然后和校仪器厂合作，完成了加工装配，并改造了原有氢、氖液化器的管路和纯化器，１９７１年初一次
试车液化氦成功，产量超过每小时４升，达到了原设计的要求。液化氦的成功标志着北京大学的低温组
开始可以在液体氦温度（１—４Ｋ）及以上温度开展实验工作，成为名符其实的低温实验室，是北京大学
低温物理发展中的重要事件。

１９７１年夏，在江西鲤鱼洲干校劳动的教职工全部返校。除原低温组人员外，又增加了原金属物理教
研室、原理论物理教研室和原普通物理教研室的部分人员，低温组得到迅速的扩大。这时系里决定正式

成立低温物理教研室，罗小兰任教研室主任，戴远东为副主任，并于１９７２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为迎
接新生，和开展教学、科研及有关实验工作，成立了教学组、理论组、超导材料组、物性组、超导器件组和

工程组，教研室的各项工作逐步得到开展。

低温物理专业先后招收了四届工农兵学员：１９７２级（４０人），１９７３级（２０人），１９７５级（４０人）和
１９７６级（４０人）。最后一个年级于１９８０年７月毕业。这些学员被分配到一些国防科技部门，以及和低温、
超导有关的单位工作。目前，许多人都转到管理岗位，当了公务员。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正常招生，学校各项工作逐渐摆脱“文革”的影响，走上正轨。低温教研室一部分老
师回到原教研室或系，同时，１９７２级低温物理专业毕业时吴克、张解东、赵玉香等人留校，教研室成员逐
渐稳定，人数近４０人，仍是物理系较大的教研室。１９７９年初学校试行教研室主任选举，系里以低温物理
教研室为试点，结果罗小兰仍任教研室主任，副主任是尹道乐（主管科研）和章立源（主管教学）。１９８２
年教研室换届，由戴远东任主任，章立源和李传义任副主任（尹道乐到德国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核研究中心工作一
年）。１９８４年戴远东调系里任副主任职，尹道乐接任教研室主任职至２００１年，副主任为陆果（主管科研）
和章立源（主管教学）。其后不久，陆果到系里任职，副主任由王守证接替。

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５年，低温物理专业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得到很大的发展。在教学上，开始有正规的专
业课程，部分教师还为系里的大学生，研究生开设公共课程和理论课程，同时开始带大学生的毕业论文

和招收研究生。工程组在提高氦液化器产量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如更换纯化器，加大液化器中液体氦容

器的容量，订购新的压缩机等，把氦液化器的产量提高到约１０升／小时左右。在科研上，由于氦液化器产
量的提高和工作的稳定，基本上每周开一次车，做２０多个、最多达２７个实验。在生产液体氦那天，车间人
员早６点即来上班；各个小组也紧张调试仪器，准备实验；晚上低温平房灯火通明，直到凌晨。这一阶段，
科研成果颇丰，发表文章较多，是低温物理教研室的第一个兴盛的时期。

１９８６年末到１９８７年初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的发现所形成的世界性的“超导热”为低温物理教研室
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和活力，由于得到较好的研究经费支持，教研室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十分活跃，国

际交流频繁，成果累累，形成了低温物理教研室的第二次发展高潮时期。

大约从１９９６到１９９７年，高温超导研究进入比较困难的阶段，形成世界性的低潮。教研室除继续开
展超导材料和物理的研究外，在超导量子干涉器件（ＳＱＵＩＤ）的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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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量子输运，巨磁电阻材料物理等其他方面开展工作，得到很好的结果。这一时期，教研室的一些老教

师开始陆续退休，但又补充一些年轻人，如王福仁等。

１９７１年以来，工程组除在氦液化方面做了很多努工作外，刘徽浪等还在改善液体氮的供应上做了
很多努力。液氮机由原来只有一台每小时产４升的增加到４台，后又改为每小时产２０升的三台（均为杭
州制氧机厂产），液态氮的产量由每周生产５００升增加到２０００升，除满足系内需要外还供应系外。１９７３
年他们还开始研发各种低温容器：自增压液氮容器，供储存、运输、实验用的各种液体氦容器，储存生物

制品的液氮容器等，大部分批量生产销售。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间，他们受重离子所委托设计了１００升超导铌
腔恒温液氦装置以及相配套的低温系统，该项目１９９２年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２００１年他们在
北京和天津还成功地设计了两个包括１０到数十台４５０升广口液氮容器和相配套的液面计等的自动化程
度很高的脐带血液氮库。

在改善低温获得及实验条件方面，１９９８年从英国Ｏｘｆｏｒｄ公司引进插入式氦３恒温器，１９９９年３月调试
成功，得到无测量样品热负载下２５４ｍＫ的最低温度，第一次使低温物理实验室的工作温度延伸到１Ｋ以下
的ｍＫ温度范围。２００２年１０月从美国ＱｕａｎｔｕｍＤｅｓｉｇｎ公司引进的高灵敏度磁性质测量系统（ＭＰＭＳ）安装
调试成功，开始测试样品。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从该公司引进的ＰＰＭＳ设备，即物理性质测量系统到货，２００３年２月
开始安装调试。这两套设备从根本上改善了低温超导和低温物理研究的实验条件。

　　２．课程建设

１９７２年低温班工农兵学员入学，在当时的形势下，教学计划的原则是尽可能把基础课和专业课结合起
来，如热力学和低温工程结合，另外要开门办学，如部分普通物理的电学到海淀电器厂学，部分热力学和低

温工程到中关村气体厂学，部分无线电电子学到昌平北京大学电子仪器厂和在温泉的北京分析仪器厂学

等，教研室各位老师大都参加了相关讲义，如电磁学，量子物理学等，以及专业英语的编写工作。工农兵学

员还参加教研室的科研，为此也编写过专门的教材，如１９７３级参加核磁共振超导磁体的研制工作，章立
源编写了《超导磁体场分析》讲义，对这一问题做了较系统的讲述。１９７７年恢复正常招生后，各方面趋于
正常。教研室的课程建设主要分两方面：专业课程的建设，以及对公共课程建设的贡献。

专业课程主要有：

（１）超导电性物理课程。
很多老师讲授过这门课。从最早刘福绥刚毕业为戴远东等讲授，到１９７０年代吴杭生为年轻教师讲

课，以及集体为１９７２年招生的工农兵学员，和１９７２年秋在陕西宝鸡为９０２厂、９０５厂员工办的为期三周
的超导材料短训班编写讲义（吴杭生、吴自勤、包科达等），到最后正式成书。计有：

① 《超导电性》，科学出版社出版，分两册。第一册是《物理基础》，由管惟炎、李宏成（中科院物理
所）、蔡建华（南京大学）和吴杭生著，１９８１年出版。第二册是《第二类超导体和弱连接超导体》，由吴杭
生、管惟炎和李宏成著，１９７９年出版。这本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国内超导电性方面的经典教科书和参
考书，吴杭生在成书中起了重要作用。

② 《超导物理》，章立源、张金龙、崔广霁著，电子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７年。这是在他们以及教研室罗小
兰、王守证等讲授专业课程超导电性物理的基础上编写的。１９９５年改版，书名《超导物理学》，包括了高
温超导电性物理等新的内容。

③ 《高温超导物理》，韩汝珊著，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这本书概括了从１９８６年发现高温超导体
到１９９７年物理界主要的研究进展，是大学生和研究生超导物理课程的参考书，也是研究工作很好的参
考书。

④ 《超导物理学发展简史》，刘兵、章立源著，陕西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⑤ 《氧化物超导材料物性专题报告文集》，甘子钊、韩汝珊、张瑞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这是１９８７年在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高临界温度超导体短训班的文集，在教学上有一些参考价值。
（２）低温物理实验技术课程。为给１９７２年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开设这门课程，阎守胜编写了油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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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讲义。１９７７年应科学出版社约，由阎守胜和陆果合作分工撰写《低温物理实验的原理和方法》一书，
书中反映了国际上最先进和具体实用的实验技术。书稿由洪朝生先生审阅并推荐纳入科学出版社的

“物理实验丛书”，于１９８５年出版。这本书是国内低温物理实验技术方面的经典教科书和参考书，为多所
有低温物理专业的大学采用，曾获北京大学首届教材奖。高利明也教过这门课程。

（３）低温物理课程。由阎守胜开设，后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曹烈兆，中科院物理所陈兆甲合作成书。
《低温物理学》，曹烈兆、阎守胜、陈兆甲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４）超导电子学课程。由崔广霁、李嘉璋、孟小凡等讲授。除自编讲义外，孟小凡、崔广霁还翻译了
《约瑟夫森效应原理和应用》一书作为参考书，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

（５）薄膜物理课程。由王守证开设，大学生和研究生的选修课，自编了讲义。
低温物理教研室教师参与系里以及学校很多公共课程的开设，其中成书的有：

（１）《热学》，李椿、章立源、钱尚武编，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章立源常讲授普通物理热学课程。
１９８１年该书由内蒙古出版社出蒙文版。

（２）《固体物理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阎守胜编著，获得２００２年度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教
材二等奖。教研室任德铭也教过这门课程。阎守胜还为本系四年级学生开设现代固体物理课程，以此书

的后半部分为主要参考书。２００３年该书第二版出版。
（３）《量子统计物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该书为集体编写的研究生教材。包科达，章立源

参加了写作。

（４）《固体物理中的格林函数方法》，卫崇德、章立源、刘福绥著，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研究生
用教材。

（５）ａ．《基础物理学》，陆果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ｂ．《基础物理学教程》，陆果编著，高等
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ｃ．《基础物理学教学参考书》，陆果、陈凯旋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以上
三本书是在陆果讲授外系普通物理学课程基础上编写的。

（６）《介观物理》，阎守胜、甘子钊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这是在人工微结构和介观物理国
家重点实验室成立后，为使大家对介观物理有更好的了解，组织了一系列讲座后成书的。

低温物理教研室还负担了部分中级物理实验的建设和讲义编写工作。早期有固体材料低温比热和

热导率的测量，后期增加高温超导体转变温度的测量。周雅琴在课程建设和教学中做了很多工作。

　　３．学生培养

低温物理教研室三十多年来培养了很多人才，总计硕士毕业生百余名，博士毕业生近３０名，其中不
乏佼佼者。例如１９８６级研究生王恩哥，师从章立源教授，１９９０年获博士学位。１９９５年作为留学海外杰出
青年，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１９９５年任中科院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１９９９年任中科院物理所
所长。现在还担任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委员会委员、中国物理学会表面与界面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学

术刊物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编委等职。王恩哥和他的合作者在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论文１４０多
篇。１９９７年获中科院青年科学家一等奖，并获中科院“十大杰出青年”称号，１９９８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科学家”称号，２０００年获中科院盈科优秀青年学者奖。为表彰他在表面物理、非平衡态生长、以
及纳米科学与技术的实验和理论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特别是对他关于纳米钟的发现和表征工作，以及在

亚单层外延生长中所提出的预测原子岛形状的反应限制集聚模型的认可，海外华人物理学会在２００３年
授予他亚洲成就奖。

　　４．科学研究

大体可以分几个阶段来讲述。

（１）１９８０年以前
这一阶段的研究多集中在和应用密切相关的材料和器件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很好的理论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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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导材料组：最重要的工作是发展了一种低温扩散制作Ｎｂ３Ｓｎ带的方法。当时（１９７２年）由原北京
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内迁的９０２厂（现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前身）和９０５厂（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和研究
所）都按美国通用电气公司采用的铌带挂锡高温（≥９３０℃）走带扩散的方法建立了试制Ｎｂ３Ｓｎ长带的
装置。材料组发现这一方法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很难保证整条超导带有足够均匀的高临界电流，前景堪

忧，因而发展了一种把挂纯锡改为挂锡青铜，从而将扩散温度从 ≥９３０℃下降到 ～７５０℃，进行整体扩
散的低温扩散方法，得到了临界电流增大的很好的结果。在此基础上９０５厂的超导组在更大规模上开展
了实验，并获得成功。１９７５年春，材料组用９０５厂的低温扩散Ｎｂ３Ｓｎ长带成功地绕制了自场１０Ｔ的实验
磁体１。此后９０５厂进一步全面完成了中科院的供货要求，交售了数千米经过长带测试合格的超导带。后
来这一项目获１９７８年全国科学大会奖。洪朝生院士在１９８０年第八届国际低温工程大会（ＩＣＥ８）上关于
新中国低温工程进展的特邀报告中，介绍了这一成果。

超导隧道结组：进行了电压标准用Ｐｂ隧道结的研究，建立了相关的样品制作和相应的低温检测设
备，观察到微波感应台阶。

物性组：１９７０年代初期，和空军第二研究所合作，进行微型致冷机和冷参量放大器的研究工作。后
期主要和中科院沈阳金属所及四川乐山等离子物理研究所合作进行无磁不锈钢，和用锰铝代替较为稀

缺贵重的镍铬的不锈钢的研究，当时，北京大学低温物理实验室物性组是国内惟一能进行不锈钢低温磁

性、热导率等物理量测量的地方。

理论组：尹道乐、章立源和戴远东重新评审了 Ｗ．Ｌ．ＭｃＭｉｌｌａｎ关于电子 声子超导 Ｔｃ不能超过
３０Ｋ这个当时国际学界的主流论点，由对包含 ｄ带和 ｆ带金属都适用的 ＬＭＴＯ方法推导出一个替代
ＭｃＭｉｌｌａｎ经验公式的普遍解析公式。从这个公式可以证明，在电声子耦合机制下超导转变温度的本征
上限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掘２。刘福绥开展了有关Ｊｏｓｅｐｈｓｏｎ结微波感应效应的理论工作。韩汝珊开始从
事计算模拟研究，在国内较早开始了对凝聚态物质电子态性质的研究。

（２）１９８０—１９８６年
这一阶段很多教师相继到国外工作，做出一些好的工作。例如阎守胜在美国 Ｃｏｒｎａｌｌ大学参加了

ＤａｖｉｄＭ．Ｌｅｅ教授领导的小组有关３ＨｅＡ１相高磁场下相图测量的实验工作
３，刘福绥１９８０年在美国做访

问教授期间，曾和 Ｒｕｖａｌｄｓ教授合写过一篇有关 ＲＫＫＹ作用影响超导电性的论文４，其结果被称为

ＬｉｕＲｕｖａｌｄｓ曲线，其符合实验的程度，超过了包括Ａｂｒｉｋｏｓｏｖ等人在内提出的许多理论曲线。为此，这一
研究工作曾获首届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奖。同时，教研室的研究工作从应用逐渐转向更注重物理方面。

理论方面：

韩汝珊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赴美期间，着重研究第一性原理计算模拟。回国后在固体能带、小尺度体系物
理等多方面开展了工作。章立源、韩汝珊等在常压和高压下的计算表明稀土和类稀土元素电子ｆ分波对
增强超导电性有重要作用。１９８３年章立源还提出了具有负关联中心的夹层模型，讨论了它和超导电性
的关系。韩汝珊率先开展了不互溶稀土 过渡金属超晶格电子态的计算研究，并预言它们可形成超晶
格，结论已被实验证实５。

实验方面：

尹道乐、李传义小组提出的“含稀土与过渡元素新型高临界温度超导体的探索研究”的建议被列入国

家第六个五年计划（１９８３年开始）科研重点项目，支持力度１２０万元。经费的支持使实验条件得到改善，购
买了高真空、多蒸发源、精确控制的当时十分先进的镀膜机。李传义、王守证、蔡学榆、熊光成等在纳米量

级层厚的ＮｂＧｅ，ＮｂＳｉ超导半导体多层膜中观察到三维二维过渡现象，张金龙、熊光成等在平衡不互
溶的稀土过渡金属二元系中观察到原子半径失配度高达２０％的ＮｂＣｅ，ＮｂＬａ新型外延超晶格５。

１９８３年阎守胜的小组在一个晶态 ＦｅＭｎＡｌ合金上发现在很宽温度范围内有电阻率负温度系数反
常，后以ＦｅＭｎ合金为基，随Ａｌ含量的增加，观察到电阻率随温度的变化从正常行为逐渐过渡到Ｗ型及
Ｖ型的反常行为，通过比热、磁化率、热导率、热电势及穆斯堡尔谱等的测量，逐渐搞清了各温度段反常
行为的物理原因６，这一工作加深了人们对ＦｅＭｎＡｌ合金的认识。此外，还和磁学教研室童莉泰小组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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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开展了磁性非晶态合金热电势非线性行为的研究。研究工作发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如磁性非晶态合

金的热电势随温度可有近线性的变化，掺入Ｖ、Ｎｂ、Ｔａ表现出来的周期效应等７。

崔广霁，孟小凡等人在 ＰｂＰｂＩｎ，ＰｂＮｂ隧道结物理性质的研究方面取得许多有益的结果，开始了
ＤＣＳＱＵＩＤ的研究。

（３）１９８６年至今
１９８６年，Ｂｅｄｎｏｒｚ和Ｍüｌｌｅｒ宣布了关于ＬａＢａＣｕＯ超导体的研究成果，教研室材料组在原有工作基

础上立即独立开展了对ＹＢａＣｕＯ（ＹＢＣＯ）化合物的研究。于１９８７年３月４日，比朱经武晚两周，比赵忠
贤晚一周，和日本田中小组同时宣布，成功地制备出转变温度Ｔｃ达９１Ｋ的ＹＢＣＯ超导体

８。与此同时，教

研室全体紧张全力地投入到对高温超导体的研究中，于３月１２日在国内最早观察到高温超导体的磁悬
浮效应９。两个月后，材料组又用多层膜热处理法制备出Ｔｃ达８４Ｋ的ＹＢＣＯ薄膜

１０。１９８９年初，用偏轴磁
控溅射法制备出高质量的 ＹＢＣＯ外延薄膜１１。与此同时，超导结组也很快用这些薄膜制成微桥，观测到

了Ｊｏｓｅｐｈｓｏｎ效应１２。同时，在理论和实验方面开展了许多研究工作，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文章。在Ｂｉ系
和Ｈｇ系氧化物高温超导体出现后，也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工作。１９９２年Ｃ６０出现后，材料组亦很快
制成了Ｃ６０外延薄膜，掺杂后获得了超导性。从１９９０年开始，高温超导研究项目获得了８６３项目的资金
支持。在此期间，研究工作获得了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数次获得二等奖，并多次获得北京大学科

技奖。

１９８７年初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亲切接见中科院物理所、北京大学物理系等单位
参加高温超导电性研究的主要人员

下面就主要的研究工作简述如下：

在理论方面，１９８７年，章立源提出了巡游载流子和双极化子相互作用的双成分高温超导机制，１９８８
年又提出赝隙模型以解释其核自旋晶格弛豫现象。刘福绥提出了独具特色的高温超导理论，能统一和
定量地解释许多实验现象，发表论文多篇１３。韩汝珊首先完成了高温超导铜氧化物强关联参数第一性原

理的计算研究。尹道乐和韩汝珊等并对这一复杂系统从不同的角度做了分析和探讨。明确指出ＹＢＣＯ的
高Ｔｃ并不一定与ＢＣＳ电子声子机制相矛盾，因为氧负离子上的空穴参与导电可提高电子声子耦合强
度。２００１年新发现的Ｔｃ ～４０Ｋ的ＭｇＢ２和在铜氧化物中观察到强电子声子耦合的证据都与这一论点
符合。他们也是国际上最早用激子机制和多Ｈｕｂｂａｒｄ带模型来分析铜氧化物高Ｔｃ的原因并指出有多种
配对势共存可能性的研究组之一１４。最近，韩汝珊与郭卫合作建立了一个高温超导电性的新模型

———ＫＪ模型。与目前流行的理论模型不同，他们强调系统中的磁性动力学过程，是基于对实验事实的
整体分析而提出的，理论预言了时间反演对称破缺的发生。

针对高温超导体实用化中十分重要的高临界电流问题，尹道乐等对高温超导体的伏安特性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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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研究，并在国际上首先指出在对数标度的等温伏安特性曲线上有正负曲率共存的现象１５，这是原

有各理论模型都不能解释的。进一步的研究得到一个能成功解释这一现象并整合各种模型给出的非线

性伏安特性理论公式的第二类超导体的统一物质方程１６。在高温超导体反常霍尔效应和交流磁化率中

观察到的新标度关系可以从这个方程导出１７。

首次磁悬浮实验长条型ＹＢＣＯ
超导体在液体氮中悬浮于

永久磁体之上

在实验研究方面，与铜氧化物的研究并行，尹道乐的小组开展了纳米

层厚的金属（Ｍ）富勒烯（Ｆ）的超导电性及二维渗流系统伏安特性的研
究，观测并报道了ＭＦ二维系统伏安特性的临界行为并分析了它与 ＭＦ
界面作用之间的关系１８，还系统地观测了半连续金属薄膜生长中的电阻

弛豫现象，并分析了它与界面相互作用的关系１９。

阎守胜组和磁学教研室童莉泰组合作发展了在液体氮温度下用磁缀

饰方法在熔融织构生长的ＹＢＣＯ块材表面观察磁通线的方法，得到了掺
入的２１１相颗粒周围是磁通线的强钉扎中心的直接证据２０。同时还观察到

了各向异性的磁通线结构和三角排列的磁通线格子２１。

在热电势的实验研究方面，阎守胜的小组相当早地报道了氧含量对

ＹＢＣＯ热电势行为影响的实验结果２２。首次选用高质量单晶外延膜进行测

量，得到了较为接近样品本征行为的结果２３。首次对超薄ＹＢＣＯ层的ＹＢＣＯ／ＰｒＢＣＯ超晶格样品进行了测
量２４，结果有助于了解在ＹＢＣＯ热电势中ＣｕＯ链和ＣｕＯ２面分别的贡献。

高温超导材料正常态有反常高的１／ｆ噪声水平的物理原因，以及是否是材料的本征行为一直是人
们关心的物理问题。阎守胜的小组对ＹＢＣＯ层厚为两个单胞厚的超薄ＹＢＣＯ／ＰｒＢＣＯ超晶格样品进行了
测量，得到了远低于ＹＢＣＯ外延膜的噪声水平，意味着在ｃ轴方向载流子数少，涨落严重，也许是大块噪
声水平高的原因，同时维度对涨落程度有重要影响２５。他们还对尺寸逐渐减小的 ＹＢＣＯ微桥样品和
ＹＢＣＯ层厚度逐渐减小的ＰｒＢＣＯ／ＹＢＣＯ／ＰｒＢＣＯ三明治样品的１／ｆ噪声进行了系统的测量，发现当尺寸
减小到一定程度后，１／ｆ噪声的水平均随尺寸的进一步减小急剧下降，对于尺度为２微米左右的微桥样
品，噪声水平与普通金属相当，并不反常２６。这一工作被认为说明了高温超导材料正常态的１／ｆ噪声水平
也许并不像人们原来认为的那么高，是一个重要的结果。

ＳＱＵＩＤ组用自制的ＳＱＵＩＤ梯度计
做人体心磁图测量

阎守胜的小组还在量子输运和巨磁电阻材料物理方面开展了工作。针对１９９０年代初期国际上对样
品尺寸对近藤效应影响的关注，他们对掺微量铁的金铁超薄膜的弱定域化行为进行了研究２７。用改变样

品有序程度，但保持铁含量大体不变的方法，证明了传统的弱定域化理论在处理磁性杂质的作用方面碰

到困难，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并指出文献上已有征兆，但未引起足够重视。在巨磁电阻材料１／ｆ噪声的研
究方面，他们对低电阻峰值温度 ＰｒＳｒＭｎＯ样品，采用连续缓慢变化温度，实时记录涨落的方法，发现在
略低于电阻峰值温度处有温度宽度约５Ｋ的噪声隙存在２８。最近还对巨磁电阻材料在电阻峰值温度附近

有时观察到的热电势跳跃的物理原因做了很好的实

验探索，这些结果有助于对电阻峰值温度附近发生的

物理过程的了解。

熊光成小组在高质量 ＹＢＣＯ单晶外延膜，
ＹＢＣＯ／ＰｒＢＣＯ超晶格系统，以及锰氧化物电阻薄膜和
异质结外延生长材料的性能和物理方面做了许多很

好的工作２８。

大约在１９９７年左右，高温超导研究进入了世界性
的低潮。但超导量子干涉器件（ＳＱＵＩＤ）的应用研究却
有“热”的趋势。戴远东、王世光、王守证等领导的

ＳＱＵＩＤ组获得国家“８６３”项目的较多的资金支持，有
较快的发展。在２０００年初，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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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无磁屏蔽的条件下，用ＳＱＵＩＤ一阶梯度计测得了国内第一张心磁图。２０００年底，通过了国家教委组
织的成果鉴定，认为他们的ＳＱＵＩＤ磁强计的磁场灵敏度已达世界先进水平。

在其他方面，韩汝珊等１９９５年在几何相位方面做了很好的有关于中性原子在电磁场中诱发出量子
相位的理论工作３０，同时包含了实验上测量量子相位的可行的原理性设计。文章已被引用３０余次 ，除少
数讨论拉氏量的等价性外，多数是以这篇文章为基础，设计原子分子干涉仪，并初步获得了一些实验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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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Ｙ．Ｊ．Ｂｅｉｅｔａｌ．，Ｐｈｙｓ．Ｒｅｖ．Ｂ６１（２０００），１４９５．
２７．Ｇ．Ｈ．Ｌｉｅｔａｌ．，Ｐｈｙｓ．Ｒｅｖ．Ｂ５７（１９９８），２６８３．
２８．Ｊ．Ｗｅｉｅｔａｌ．，Ｊ．Ｐｈｙｓ．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Ｍａｔｔｅｒ１４（２００２），１１８２１．
２９．Ｇ．Ｃ．Ｘｉｏｎｇｅｔａｌ．，ＡＰＬ，６６（１９９５），１６８９；６７（１９９５），３０３１．
３０．Ｈ．Ｑ．ＬｉｎａｎｄＲ．Ｓ．Ｈａｎ，Ｐｈｙｓ．Ｒｅｖ．Ｌｅｔｔ．７５（１９９５），２０７１．

（阎守胜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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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电子学与计算机教研室（１９８３—１９９１）

　　１．成立教学组

１９７３年９月，根据无线电系与物理系的协议，物理系要自己承担本系学生的无线电课程，决定成立
电子学教学组。当时系领导认为，这不仅可适应教学的需要，系内有一批精通电子学的，对全系科研工作

的开展，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当时从普通物理教研室抽调唐健正、钱竹年、黄飞虎和韦爱祥组成筹备小

组，唐健正任小组长。

　　２．教学

电子学教学组的第一个任务是为低温专业７２级和理论物理专业师资班开电子线路课（包括实验
课）。自己编写适用于物理系需要的讲课教材和实验讲义，并创建电子学实验室。电子线路实验课则是

与实验室建设同时进行，由７２级低温班和理论教师进修班分别组装脉冲信号发生器和双路稳压电源，
作为实验教学仪器。

此后为本系历届学生开了电子线路理论课和实验课。还承担了北大分校及计算机系微电子专业的

课程。

　　３．科研与办厂

１９７４年学校开始办工厂，系里决定由电子组筹办电子车间。
在此期间从北京市纺织局接了织布机光电纬停器的研制任务。由钱竹年和黄飞虎设计了两个方案，

生产了２００台。
还接了计算机穿复校机的研制任务。

与物理系金工车间合作从北京市外贸局接了制塑料袋制袋机的任务。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陆续调入赵一广、赖初喜、王偕文、唐晓阳、王银弟、李爱扶、孙翠娥、麻建平、刘

明、庄滨、丁素梅和张建华。

在此期间激光教研室“ＨＧＣ１红外电子测距仪”研究成果通过了鉴定。电子工业部又下达“长征
ＤＣＨ１泊光测距仪”的研制任务。系里把测距仪研制组的成员林福亨、侯馥兴、刘志渊、李力调入电子
组，又从理论教研室调来秦克诚。我们与电子工业部的三个工厂组成联合研制组，１９７８年通过鉴定。

　　４．成立计算机组和“电子学与计算机教研室”

随着电子计算机应用的迅速发展，对物理系学生进行电子计算机教学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１９８３
年，用世界银行贷款购置了三台微型计算机，建立了计算机房，由秦克诚负责。同时秦克诚和徐纪扬负责

开设本系ＦＯＲＴＲＡＮ程序设计课程。为管理机房留下温凡平。１９８４年，ＩＢＭ公司赠送北大２４台ＩＢＭ５５５０
中文计算机，物理系分得８台，于是又成立另一计算机房，从普物调来刘至文管理机房。至此物理系学生
都在本系上机。当时的系主任虞福春先生认为，电子学和计算机对物理系非常重要，分别是实验和理论

不可少的重要工具，因此建立“电子与计算机教研室”，但没有报学校备案，是个黑户口。唐健正和林福

亨先后担教研室任主任。

１９８８年，香港安托公司向物理系赠送２０台Ｍａｃｉｎｔｏｓｈ微机，于是又建立了Ｍａｃｉｎｔｏｓｈ机房，并从半导
体教研室将武兰青调入。同时留下霍宏在机房工作。

１９８７年，林福亨和唐健正翻译的《电子学》（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物理学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
原拟用做物理系电子学教材。秦克诚编写的《ＦＯＲＴＲＡＮ程序设计》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此书曾用做
物理系教材。１９８９年秦克诚开了计算物理学选修课。１９９２年，秦克诚翻译的《计算物理学》由高等教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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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出版。

　　５．教研室的解散

由于教研室的任务除教学外，主要是服务性工作，提职称较难，留不住教员。原有工程技术人员，在

下海浪潮中不断离去，教学人员严重不足。而此时无线电系也愿意要教学工作量，只好把电子学课又还

给无线电系。１９９１年，系领导决定撤销电子学与计算机教研室。

（林福亨执笔）

（十三）培养过两届毕业生的热物理专门化（１９６０—１９６６）

（１）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在贯彻落实１９５６年制定的《１９５６至１９６７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
要》（１９５６年８月完成，同年１０月批准）过程中，北京大学物理系于１９６０年初开始筹建热物理专门化，发
展到１９６１年秋，形成了由４名专职教师组成的热物理专门组，他们是：

包科达　１９６０年２月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工学院物理力学系热物理专业，１９６０年５月分配到北京
大学物理系工作；

王守证　１９５６年入北京大学物理系。１９６０年留校工作；
庄逢源　１９５６年入北京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专门化，１９６０年留校工作；
吴伟文　１９６１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工程热物理专业，随即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工作。
（２）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始接受物理专业读完四年基础课程的本科生，进入热物理

专门化学习。专门化教育的时间是两年。直至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学年度第二学期，热物理专门组接受培养了
两届热物理专门化本科生（６年制），他们是：
１９６３届的叶中元、张志醒、安志刚、钱俭和１９６４届的刘寄星、王任达、顾宗权、石志德。毕业后，他们

大多数被分配到七机部的下属单位工作。

１９６１年上半年，作为进修教师的林撷仙，曾在专门组短期工作。
（３）在完成专门化的教学任务过程中，先后开设了以下专门化课程和实验：
专门化课程有：

热交换和物质交换理论基础（９２学时）（主讲：包科达，自编讲义）
燃烧物理学（９２学时）（主讲：吴伟文，自编讲义）
气体和液体的分子理论（９２学时）（主讲：庄逢源，自编讲义）
双原子分子光谱（４８学时）
专门化实验有：

用原子光谱法测定铜电弧的温度（２０学时）（王守证编排）
扩散火焰的实验观测（２０学时）（王守证编排）
圆球的放热及热交换和扩散的相似性观测（２０学时）（王守证编排）
用热线法测定气体的导热系数（２０学时）（在中级物理实验室做）
用温度波法测定金属的导温系数（２０学时）（在中级物理实验室做）
ＣＯ的转动光谱（２０学时）（在光学教研室做）
ＣＨ的转动光谱（测本生灯温度）（２０学时）（在光学教研室做）
氢氧爆炸极限（２０学时）（在化学系做）
（４）结合指导毕业论文，初步开展了一些科学研究，例如：多元系稀薄气体的输运理论和氮在高温

下的输运性质研究，火焰的结构及其性质研究，等离子喷枪性质的实验观测等。

（５）１９６４年秋至“文化革命”，第二届学生毕业后未再接收学生，原计划为教师们用一段时间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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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进修提高，以便在更高水平上培养学生，但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除开始时有少量时间用于总

结提高外，专门组教师主要是参加农村和校外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文化革命”爆发。“文化革命”

后，作为一个专门化，热物理未能在物理系得到恢复。

（包科达执笔）

（十四）试办高压物理专门化（１９６０—１９６２）

１９６０年上半年系领导决定开辟高压物理这一新方向。开始时选派一名青年教师、一名５６级金属班
学生和王言福等两名复转军人试验员来进行此项工作，并分给一间实验室。从此开始了白手起家从无到

有的建业过程。大家分头去查资料、找设备，把从系图书馆借来的一本俄文版《高压物理》分工翻译成中

文，再利用从仪器厂搞到的千斤顶，把石墨粉等实验材料压制成型以便拿到“高压”条件下施压，观察其

施压前后的物性变化。

后来又分来了三、四名５６级金属班同学，这批生力军来后，扩大了内查外调的范围，他们到物理所、
钢铁研究院、机械工业部等调研，在物理所调研时受到何寿安先生的热情指教，受益良多。另外，他们还

依据所掌握的资料，自行设计了一台几万大气压的油压高压机送校仪器厂加工，此后实验室便迎来了第

一台高压设备。

大约在１９６１年初，又有陈良辰等三名５７级金属班同学加盟，于是加大了制造设备的力度，从天津机
床厂买进一台万吨水压机。紧接着是制备产生更高压的配套设备及样品模具，可是找遍了各种钢材都是

不堪一压，溃不成型。幸好去钢研院求援时，他们把新研制成功的“钢帅”让我们做模具，但是新矛盾又

来了，用什么刀具加工“钢帅”呢？令校办仪器厂的孙师傅等人一筹莫展。

由于背靠金属物理专业，来“高压”的同学们基本上白天照常上金属课，下了课和晚上的时间全部

投入到“高压”建设上。同学们分成几个专题组，分头去图书馆查文献，然后轮流向全体报告，类似现在

的Ｓｅｍｉｎａｒ，这些报告稿就累积成后来的高压教材。我们还根据物质在高压处理后其某些特性与常态的
变化来建立测量实验，实验室内增添了许多仪器仪表，实验内容有显微硬度、电导率测定及Ｘ射线结构
分析等。

我们充分利用实验室现有的千斤顶、油压机及万吨水压机做一系列实验，做梦都想自己合成人造金

刚石。有时我们还带着已成型的小薄样品放在五道口的铁轨上让飞驰的火车冲压，可惜始终没有得到理

想的结果。

大概是１９６２年初，高压物理停办。原成员均回各自的金属班上课或做毕业论文，等待毕业分配。
１９９８年北大百年校庆，当年５６级金属班的“高压”元老们聚在一起，他们是陈洪荪（西北有色金属

研究院），王佑祥（科学院半导体所），阙青堂（浙江大学材料系），张颖智（铁道科研院金属及化学研究

所），孙长德（北京大学物理系）。

巧的是当年的同窗徐济安（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地球所研究员、兼美国诺顿公司高级科学家）回国

在物理系做学术报告，这位当年的“高压”门外汉竟取得了该领域的卓越成就，不免令人感叹：动身早

的人未必走得最远。

（孙长德执笔）

（十五）筹建电介质物理专门化（１９６０—１９６２）

１９５８年教育革命后，我们提前分专门化。我被分到半导体物理专业，并参加科研活动。我们在四公
寓搞过“硒光电池”，在物理北楼，参加“晶体管”研究。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我们到北京制版厂参观、学

习制版的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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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物理大楼落成，物理系搬进新大楼。记得１９６０年２月，系领导召集部分同学（预备师资），传
达上级的决定，决定筹建一批新的专业，我被分配去电介质物理。有吴白芦、朱以南、张碧梧、段蔚荷和我

五人（吴和我为预备师资），一年后又分配来一批复员转业军人。当时吴白芦同志正在成都电讯工程学

院进修。由我临时牵头。

当时确定的科研方向，为铁电体中的钛酸钡陶瓷。当时我们是一无所有，只几间实验室。为了了解钛

酸钡的生产情况，我们多次去７１８厂讨教。另外要建立基本设备，首先要解决烧结炉，现订货来不及，我
们就向老专业求援，借用数力系的压力机完成成型。烧结时间比较长，我们分工轮流值班，我们又自制了

简单的测试仪器，对研制出来的成产品进行测量。经两年的工作，初步建立起比较齐全的钛酸钡陶瓷生

产全部设备。产品的介电常数高达数千。制的钛酸钡压电体，放在油里，能振起的油柱高度１５—２０ｃｍ。
吴白芦同志进修回来后，开设电介质物理课，我只讲铁电体一章（学生是５７级）。１９６２年１月，系里

决定停办电介质物理专业。我由预备师资队伍，返回原班，７月随原班一起毕业。“电介质物理”存在的时
间为１９６０年２月—１９６２年２月。

（杨振宇执笔）

（十六）筹建固体电子学专门化（１９６０）

为了尽快赶上国际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培养更多的科学技术人才。于１９６０年初，物理系曾决定建
立包括：热物理、低温物理、电介质物理、固体电子学等六个新的专门化，并且抽调一部分预备师资和研

究生、高年级本科学生组成了筹备班子。我被指定负责筹建固体电子学。

固体电子学筹备人员最多，根据回忆有：朱生传、林福亨、李宗琦、宋大有、张培琨、裘颖刚等。其中

刘宏勋、林福亨、张国柄为预备师资，魏希文是一年级研究生，其余都是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入学的高年级学
生。当时这些年轻人情绪十分高涨，虽然对新的学科知之甚少，但发扬敢想敢干的精神，立即投入准备教

学资料，进行实验室的建设，开展理论与技术的研究等工作。决定在技术上从固体电路入手。经过几个月

的奋斗，首先在工艺技术上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在约十平方毫米的锗单晶片上制出了含有两个三极管和

一些电阻、电容的双稳态多谐波振荡器。并且实现了稳定的振荡。虽然它是个十分简单的电路，而且工艺

还是手工化，只是用了扩散和合金技术，还没具备现代广泛使用的光刻技术，可是，恐怕这是我们国家的

最早的固体电路。

为了扩大影响，争取得到国家支持，在黄昆教授指导下，由当时他的研究生甘子钊进行了大量的文

献调查，并写出了近万字的综合文献报告。报告指出：国际固体电子学的新发展必将在计算机技术、信

息技术等方面发生划时代的重大影响。１９６０年５月２０日在四川成都召开国防电子学会议。我带着甘子
钊写的报告参加了会议。向会议组织者的专家（其中包括石家庄十三所总工程师乌拉）汇报了我们的全

部工作。并展示了我们的成果：双稳多谐波振荡器实物。专家们以十分浓厚的兴趣观看了它。遗憾的是

他们认为：这是个重要方向，但是还比较遥远，不是现实能达到实用的。从而未被列入具体支持项目。

１９６０年前后正是我国历史上极大的经济困难时期，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大力压缩项目。学校也大
力整顿教学秩序。各项经费十分缺乏，于是大部分新建的各个专门化停建。建立固体电子学专门化的工

作也就告终。筹备人员，预备师资并入半导体物理教研室。研究生和本科生回班上课，参加毕业分配。现

在知道的，魏希文研究生毕业后分到辽宁师大。佘觉觉、沈光地等分配到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张培琨作

了研究生。

回顾这段历史，当时物理系筹建新学科专业是有远见的举措。实际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是固体电子学
迅猛发展的时期，在７０年代初，固体电路各种组件已在计算机上广泛应用。开辟了计算机的新时代。而
我国则大大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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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电子学的停办，不能不说是件憾事。但是从我国当时的经济，特别是科技人才上应当说尚不具

备条件。恐怕，这是不得不停办的根本原因。

（刘宏勋执笔）

·３３１·八、各教研室和专门化



九、忆 人 和 事

永远怀念吴大猷老师

黄　昆

今年（２０００年）３月４日，吴大猷老师不幸逝世。噩耗传来，我万分悲痛。近６０年来，吴大猷老师和我
之间的许多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

吴大猷老师倾注毕生精力，为发展科学和培养人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杨振宁、李政道和朱光亚等

有重大科学成就的物理学家，都曾在二次大战期间，在昆明西南联大受教于吴大猷先生，这已是科技界

广为人知的佳话了。

我于１９４１年在燕京大学毕业后，经葛庭燧先生推荐，幸运地被吴大猷先生接受为他的助教、研究
生。

我到达西南联大后听的第一门课就是吴先生讲的“古典动力学”。听课下来后，我感到十分激动，觉

得对物理学理论之精湛有了新的理解，对进一步学习物理进入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我当时的感受并不

是一时偶发的冲动，有一件事可以作为证明。１９９４年，吴大猷先生通过杨振宁先生赠给我一本书，它恰
好就是由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所复制的、我在１９４１年听课时吴先生的古典动力学讲稿。这本十分详细的
宝贵资料充分显示吴先生讲课的深厚功底和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在他赠给我的这本“古典动力学”讲

义的扉页上，吴先生亲笔写了下面的一段话：“此袋内乃１９４１年秋季在昆明西南联大所授古典动力学
课的讲学笔记……该课中约有廿人，有研究生黄昆，四年级学生杨振宁、张守廉、李荫远、黄授书等人，

对着这样一群学生讲古典物理中最完美的一部，是最愉快的一大事也。”这是吴先生在１９９３年写的话，
事隔整整半个世纪，他诲人不倦、乐于教书育人的欣喜心情仍溢于言表。

原子分子物理是产生量子力学理论的主要学科基础，反之，它又是借助于量子力学得以迅速深入发

展的主要学科领域。当时正是在这样一个量子力学大发展的时代中，吴大猷老师致力于原子分子物理学

的研究，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在以后的年代中，他又本着科学发展的创新精神，有意识地不断进入物理

学发展的新领域。他七十年的研究工作，覆盖了物理学十分广阔的多个学科分支，包括核结构、散射理

论、等离子体及气体输运、统计物理、天体物理、大气物理和相对论等领域。吴先生在他多年研究和教学

的基础上，先后写出全面概括物理学基础，包括古典动力学在内的七部系列理论教科书。从该书的序言

可以知道，吴先生是在研究比较了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几套理论教科书，针对培养中国物理人才的需要而

著书的。在这方面，在为我国物理学奠基的老一辈物理学家中，吴先生的成就和贡献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在１９４０年燕京大学就学期间自学了当时在国内看来是新兴和深奥的量子力学理论，达到了入门
的水平，这正好与我到西南联大随吴先生作研究相衔接。回顾起来，我当时能有吴大猷先生为导师是十

分幸运的。因为吴先生是当时国内主要进行原子、分子量子理论的科学家。一方面我在量子力学方面已

有一定的基础，正好能适应随吴先生进行学习和研究的需要，学习能比较主动。另一方面，在吴先生指导

下进一步更深入具体掌握量子力学理论，又为以后出国进行固体物理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我常
说，在西南联大我是受教于吴先生最多的学生．这不仅因为我是吴先生的研究生，而且还因为在做研究
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是和吴先生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当时为了躲避日军对昆明的狂轰滥炸，西南联

大的大部分教师分散住在昆明市郊区，吴先生和夫人住在名为岗头村的小村中一组小平房内，距学校约

１０华里。往返或步行或乘简易马车。一次，因惊马，吴先生从马车上跌下来，后脑受震，病卧达四星期。而
吴夫人长期患肺病又亟需吴先生照料。作为研究生，我住到岗头村是最合适的安排，这样吴先生可以避



免来往奔波之苦。

吴先生在１９９１年５月４日接受美国密歇根大学授予荣誉科
学博士学位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到：“１９３４年８月由美返国，任北
京大学教授。１９３７年日本侵入平津，我携带了Ｒａｎｄａｌｌ先生助我
向Ｒ．Ｗ．Ｗｏｏｄ教授购来的大Ｒｏｗｌａｎｄ光栅，和光谱仪的几个水
晶、玻璃棱镜、平行镜等，随北京大学先迁长沙而到昆明。但这些

零件不能构成一个研究室！”因此正是在吴先生的努力下，创建

了中国第一个原子、分子光谱实验室，这里所示的插图，取自在

为祝贺吴先生荣获美国密歇根大学荣誉博士的一次理论讨论会

上我所写的一篇论文。它形象地表示出当时岗头村光谱实验室

和吴先生住宅的简况。前面是一排五间的小屋，吴先生夫妇住在

图中右端的一间屋，我就住在左端的一间。后面是放着一台土制

光谱仪的实验室。由我住的小屋后门可以进入实验室，所以我的

住屋相当于保卫实验室的接待室，正是在这样的陋室中，吴先生

想方设法搭起一套土制的光谱设备，试图开展一些实验研究。正

如吴先生在《回忆》一书中所写：“在二十世纪，在任何实验室，

不会找到一个仅靠一个三棱镜，并且是用一个简陋木架做成的

光谱仪”。令人难以想象像的是在这样艰难时期，吴先生在国际

上首次写出《多原子分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一书，成为以后

多年在国际上采用的该领域的标准专著。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培养了我这样一名研究生。

图中还可以看到一头猪，也表明了当时艰苦的生活。为了稍微改善一下生活，吴先生曾喂养了两头

小猪。我住到岗头村时，已只剩下一头，长大成大猪，凶猛无比。每晚把它赶进小土屋，我都要经过一番奋

斗。

我有很多时间和吴先生住在一起，可以说是获得了一个研究生向导师学习最好的机会。尤其是，吴

先生对青年学生十分民主的作风，使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得以随时和吴先生进行全无拘束的讨

论。由于有这样的培养环境，我随后到英国留学没有感到任何困难。最近我在回顾自己一生的科学生涯

中发觉，我出国留学时，虽然名义上是硕士毕业去作博士生，实际上，经过吴先生的培养，我已达到博士

后研究人员的水平，完全能够独立自主地开展研究工作。

上面的插图还特别表示出，当时吴先生要我精读的书是ＣｏｎｄｏｎＳｈｏｒｔｌｙ的经典的原子光谱理论，以
此说明当时做吴先生的研究生对我一生研究事业的影响。我在密歇根宣读的论文题目是“轻重空穴混

合对半导体量子阱光学过程的效应”。它向吴先生汇报了我们近期的几项研究，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与

光谱学问题相联系。

吴大猷先生对学生十分关心，爱护备至，我个人更有切身体会。１９４４年我学习毕业，获得硕士学位。
恰好在这一年，当时政府明令不准学校再进新的教学人员，使我面临失业的前景。这时吴先生就主动地

与当时昆明天文台张钰哲台长商量，使我得以受聘为天文台的助理研究员，解决了我的困难。我继而留

学英国，于１９４７年完成博士论文后，我写信给吴先生提出回国后工作的问题。显然经吴先生的支持，我
当年就收到北大的教授聘书。

有一件事使我特别感动。１９７４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双方曾组织固体物理代表团互访。我随中方
代表团赴美经过纽约市时，吴大猷先生特地从Ｂｕｆｆａｌｏ城赶到纽约市，和杨振宁先生一起设宴招待了我。
这是１９４６年后我第一次有机会拜见吴大猷老师。师生相隔几近三十年后见面的令人激动的场面，至今
历历在目。１９９１年，密歇根大学授予吴大猷先生荣誉科学博士学位，我代表大陆物理学界前去祝贺。吴
先生在演讲和文章中多次提到这件事，“密校物理系与杨振宁、李政道安排在授学位的前一日（５月３
日）举办一个研讨会，称为ＴｈｅＴａＹｏｕＷｕ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邀请作物理学演讲者有杨振宁、黄昆、丁肇中、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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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武、李政道，并邀我讲在密校之回忆。黄昆系一卓越的固态物理学家，抗战期中由燕京大学毕业来昆明

西南联大为研究生，与杨振宁同在我的古典力学及量子力学课。此次远道由北京来参与典礼和研讨会，

其不忘五十年的情谊，使我心感。”这段话充满了师生情谊，难以忘却。

吴先生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在国际上有广泛的联系，在我国老一辈科学家中倍受尊重。１９４９年以
后多年间，由于海峡两岸之间隔阂，吴先生未能返回内地访问，我曾感到遗憾。十分高兴的是近年来这种

情况在迅速改变。８０年代初，经吴先生同意，大陆的“科学出版社”可以在内地出版吴先生的理论物理系
列论著。１９８３年，在新加坡召开的亚太物理学大会上，我把刚印出的第一册样本送到吴先生手中，他很
高兴。特别是在１９９２年，吴先生应中国科学院邀请回大陆访问，广泛地与众多新老物理学家接触见面，
大大地推进了两岸间物理学家的交流，对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做出了贡献。

据我所知，早在两三年前，吴先生已决定再次来大陆，撰写中国物理学史，并已经筹备来访前具体事

宜。很不幸，由于患病，先生的愿望终未能实现。

就在吴先生重病之前，我从访台归来的北大教师处获悉，吴先生近年一直坚持每周上一次大课，讲

课内容精深博大。先生毕生献身于发展科学，培养人才，真是做到了鞠躬尽瘁。吴先生的光辉业绩和献身

精神将永垂不朽。

吾 爱 吾 师

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俊兰①

有人用“石破天惊”形容这一历史时刻。

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０日，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两位相貌英俊的中国青年，在庄重的气氛中，在满
室鲜花的绽笑中，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奖章、证书……

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华侨，到英国利物浦的中餐馆老板，全世界的华人为之惊喜、振奋、骄傲 ———

还伴有丝丝酸楚。

一个有着近代屈辱历史、有着百年深重灾难的民族，需要这份光荣。

本文记述了与这份光荣相关的往事今情。

星 夜 回 京

１９７１年７月，灼人的暑气中，去国２６载的杨振宁先生返回故土。他提出要见自己的老师王竹溪先
生，而此时，这位１９３８年的剑桥大学博士、中国屈指可数的统计物理专家，正在江西鄱阳湖畔放牛呢。

鄱阳湖畔的鲤鱼洲，是依傍湖堤围填而成的洼地。１９６９年起，这里成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五七
干校”。柴木棒与芦苇扎壁，抹上黄泥，茅草为顶，便是初期校舍，后来又盖起砖房，以示“扎根农村志不

移”。

王竹溪先生所在的北大物理系被编为“二连”。

“那时不能喊先生”———同为“二连战士”、亦与杨振宁同时期求学于西南联大的沈克琦老师回忆干

校情景：“‘先生’是封资修一套，早被批倒了。不仅同事，就连学生都喊他‘老王’”。

老王时年６０岁，受到照顾，没有被安排扛木头、盖排灌站，而是去了有牛、猪、鸡的饲养班，番号：二
连二排六班。

可老王是个做事一丝不苟的人，每天打着赤脚踩着泥泞扬鞭放牛，专向水草肥美处。他不知道，水洼

里、草叶上，有一种肉眼不易发觉的“尾蚴”，正是血吸虫的童年时代。后来了解到，当地人谈起鲤鱼洲会

“愀然色变”，工宣队便带领大家背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也曾向“内湖”、水洼处“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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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１９７１年７月下旬的一天，正给老牛喂草的老王接军代表通知：“有任务，速回北京！”“当时是
不便多问什么的，也不能问”，———事后他向家人如此告白。匆匆收拾简单的行李，由一个年轻人跟随，

赶赴南昌，当即登上东去上海的火车，抵沪换乘１４次快车，星夜回京。
这一路，他如常寡言，心里却不能不盘算：“到底出什么事了？”

他是长于“计算”之人。少年时在家乡湖北公安县即有“才子”之名。１９２９年入清华大学后师从周培
源先生，周师评价：“能深入理解物理概念并具有数学计算的特殊才能。”其时他还与华罗庚、陈省身等

人组成学习小组研究数学。１９３８年与季羡林、乔冠华等结伴赴欧洲入剑桥大学投师统计物理创始人之
一的福勒，推荐人则是富勒的另一位弟子、与爱因斯坦、费米同为２０世纪大科学家的狄拉克。１９３８年获
博士学位后，他与钱钟书先生同船回国，当时欧洲战事未起生活优裕，而国内则生灵涂炭河山半壁，他将

世界物理学尖端、热门自然也深奥难懂的知识课题讲授给西南联大的学子们。从此，中国几代物理学人

因他受益。

而此时，返京行程中，他把出色的数学运算能力用来琢量自己的“问题”，他给自己下了结论：“我

的问题就这么大！”———平日里他性情沉稳、温和，了解的人才知那温和背后的硬度。

１９５８年教育界“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他积多年心血写成的学术专著《热力
学》成为批判的靶子，被戴上三顶帽子：“科学脱离生产、理论脱离实际、数学脱离物理”。困境中他对批

判者的态度是：“请你们先把我的书读懂，再来跟我讨论！”

１９６１年一次小的调整后，时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代表领导向王竹溪致歉，说明《热力学》受批判是
不应该的。１９６２年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书，王竹溪与翦伯赞等人同时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１９６６年，“文革”烈火自北大点燃，既是当权派又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王竹溪自然在“打

倒”之列，抄家、批斗、办学习班，直至下放鲤鱼洲，成为放牛翁。

这其中，有两个场景，被当时北大物理系的青年教师林纯镇清晰地刻录在良知的光盘上：

红卫兵批斗王先生时，说他态度不老实，王先生当即反驳道：“什么叫老实，老实是有标准的，从你

们的立场出发说我不老实，站在我的立场上我认为自己很老实。”

又一次批判会上，一位工宣队员发言质问：“工人、农民参加三大革命实践，他们可以盖房子，你们

搞的这些理论有什么用？到底有多少是有用的？”不料，这位“臭老九”竟不接受“再教育”，针锋相对，坦

坦而言：“你不要问这门理论哪些有用哪些没用，理论是基础，有它可以把房子盖得更高、更好，它是地

基，是支持盖房子的。”

“能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讲出那样的话，说明王先生对这些问题早已深思熟虑，而且他敢讲出来，

这是真正的科学家所具有的科学精神。”而今早已是物理学教授的林纯镇还认为，“王先生挺奇怪”：

“每次运动他都是对象，可他从来不怕，不会因此吃不下睡不着，他遇事非常镇定……”

提着简单的行李，穿过１９７１年的炎炎酷暑，王竹溪先生也许就是以这样一份镇定的心态，抵达北
京。

但是让这位有着优异数学才能的人掐破十指也猜度不出的“任务”是：接待一位天外来客、自己在

西南联大时的硕士研究生杨振宁教授。

那一天，不仅对他、对他一家老小都是一个喜出望外的好日子。

后来他们才得知，师生能够见面，是周恩来总理批准安排的，请杨振宁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回新中国

看一看，是周总理５０年代就抱有的希望，故此曾于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２年３次批准杨振宁的父亲、我国
近代数学奠基人之一的杨武之教授去日内瓦，与在该地讲学的儿子一家团聚。１９７１年４月，美国乒乓球
队成功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改善，杨振宁遂主动申请回国探亲访友，周总理接见并宴请了杨氏兄妹以及

他的岳父母杜聿明夫妇。

从此，“杨振宁重返故土，王竹溪十万火急回京”，便成为中国物理学界广为人知的一段佳话。

———直至２００２年的今天，即王竹溪先生病逝１９年后，王先生的家人也同意这样一种观点：若不是
这位诺奖“状元学生”的到访，使恩师得以从“五七”干校“提前毕业”，如果随“大部队”在林彪“九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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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后再回京，那么，“他活不到１９８３年”。

燕 园 重 逢

７月的燕园，骄阳当空，有蝉鸣鼓噪，也有绿波怡人。

左起：杨振宁、周培源、王竹溪

１９７１年７月在北大物理楼前合影

杨振宁在弟、妹的陪同下来到北大，迎接他的是周培

源、王竹溪、黄昆等一别多年的老师和好友。

北京大学现存档案显示，对杨振宁的此番到访，北大

是以“接待外宾”的规格。而实际上他比许多“内宾”，甚

至比一些北大人还要了解燕园。

从７岁到１５岁，他有８年时光在父亲供职的清华园度
过，成年后他“招供”：清华园的每一棵树几乎都爬过，每

一棵花草都研究过”。在孩子群中，他的头脑灵敏、点子

多，是清华园赫赫有名的“杨大头”，而能与他分享这一美

誉的，是俞平伯先生的公子“俞大头”。出清华西门，咫尺

之遥便是当时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北院墙，这有古木

奇石、一泓好水的燕园，是他和童伴常来玩耍的好地方，

湖上溜冰，体育馆看比赛，直到１９３７年全家于战乱中离开北平。
未名湖边草，应知故人来，虽然他乡音无改，鬓发未衰，但面对荡漾过他童声笑语的盈盈湖水，还是

感慨连连。

杨振宁参观了“教育革命”成果：校办制药厂、无线电工厂、物理系激光实验室等，不时向热情的接

待者提出问题：“教员、学员与工人是否对学习很热心？”“全日制大学是否都朝这个方向发展？”他以

“宇称不守恒”获诺贝尔奖，是研究“左右对称”的专家，但对“形左实右”这个名词表示“不懂”，听到解

释后，他认为“单这方面的词就需要一部词典”。

当杨振宁同自己的恩师合影时，鄱阳湖畔的阳光还顽强地留守在老师戴着一幅黑框眼镜的面庞上。

对他们师生二人的相见，北大的档案资料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走出图书馆时，王竹溪同志赠给杨两

本红色塑料皮的书：《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和《“九大”文件》，杨很高兴，并要求王在书上给他‘写’

几个字。”

“爸爸当时很谨慎”———就在２００２年的这个初冬，王竹溪先生的子女谈起此事，对杨先生还似有几
分抱憾，因为直到６０年代初，杨先生还有学术著作寄与其师，“可在１９７１年的时候，爸爸的学术著作还
都是‘大毒草’呢，那种形势下，只能如此了。”

———实际上，如果从时间差给予我们的“后”见之明来看，这个送“红宝书”的细节，是颇具历史况

味的：

１９７３年７月，当杨振宁第３次回大陆探亲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毛向他询问了光量子、粒
子等物理学前沿问题，与其说毛多年关注物理学，如１９６４年接见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时对他的称赞，
以及后来又同李政道教授的晤谈，毋宁说他更关注的是哲学，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与他哲学思想核心的

“动斗观”是否契合。谈话中，毛向杨振宁提到了他的哲学著作《矛盾论》……

在１９７３年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智慧如杨振宁先生当能记起，早在两年前，在北大燕园，竹溪师即
向自己提供了这本“必读书目”。

如果想从深层次读解当时中国、北大、清华发生的一切，可以说，这本书不啻为“一部词典”。

昂萨格情结

泰勒教授一歪一歪地走到杨振宁面前，他是匈牙利人，年轻时一只脚被汽车轧伤。在美国，他因发明

氢弹原理后来被誉为“氢弹之父”。此时他是芝加哥大学物理学教授，杨振宁听从另一位物理学家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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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准备做他的博士生。

这是１９４６年初的一天，考取了“庚款留美”的杨振宁，从昆明经印度到达美国不久，与泰勒初次见
面。“我们先散散步吧”，杨振宁跟在泰勒身旁。泰勒转过头来问：“氢原子基态的波函数是什么？”杨振

宁的回答几乎脱口而出，泰勒说：“你通过了。我接收你做我的研究生。”

多年后杨振宁分析此事：很多学得很好的人，不会回答这个问题，而在泰勒看来，能够回答这个问

题的人才是可造就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易如反掌的，因为我在国内已经念过量子力学了。”

———在战时的国内，在西南联大，教授过他量子力学的正是王竹溪先生。

直至今日，８０岁的杨振宁先生还保存着当年听王竹溪老师讲授量子力学的笔记：“它对我仍是有用
的参考资料。笔记本用的是没有漂白过的粗纸，很容易撕破，今天它经常会使我想起那些岁月里的艰苦

物质条件。”

那时的王竹溪先生，常常是一袭布长衫，一双旧皮鞋，尽管受聘联大物理教授时年仅２７岁，却因性
格沉稳而带几分老成。在学术风气极为浓厚、活跃的西南联大，在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饶毓

泰、吴大猷名师云集的物理系，这位剑桥新科博士，是以“相变研究”即“统计物理”的前沿课题讲座，吸

引了那些刻苦向学的青年。

在我们外行人的知识结构中，物质有固体、液体、气体三相，譬如冰、水、蒸气；物质有分子、原子等微

观结构。物理学家研究并计算他们的变化过程和规律，“相变”就是其中一种专门理论。

杨振宁便是听课者之一。

他被“相变”迷住了，虽然这其中有令他惊喜的原理，也有让他懵懵懂懂、繁复冗长的昂萨格数学计

算。几十年后，他还清晰地记得，沉静内向的王竹溪先生谈起昂萨格这位挪威科学家时，脸上的钦佩、兴

奋之情。

硕士论文，他选择了统计物理的相变问题，导师是王竹溪先生，“王先生把我引进了物理学的这一

领域，此后，它便一直是我感兴趣的一门学科”。

多年之后，他以功成之身回首：“我很幸运：因为初出茅庐，走进的领域是将来大有发展的。”

———近年，国内时有文章探讨杨振宁这位诺奖得主的成功之路。有人竟将其归结为“报考西南联

大，准考证８号”，也有人认为他起点高，“非名师而不从”。实际上，杨振宁先生的成长与成功，完全可以
成为教育学的“个案”。

１９２２年他出世时，父杨武之正在当时安徽省会怀宁即今日安庆教书，排“振”字辈，故名振宁。
他１０个月时，父亲考取官费留美，７年后获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返国，此时，儿子已随没有多少文化

的母亲识字三千，能滔滔背诵《龙文鞭影》。时任厦门大学教授的杨武之先生感觉到７岁儿子的观察力不
同常人：挑选的贝壳极小却很精致。

１２岁时，看了一本书《神秘的宇宙》，便童言无忌：“将来我也要拿诺贝尔奖。”
１２岁半，在清华园西院家门前留影，脸胖胖的，笑容憨憨的，除他父母，谁见都会以为是能吃好睡的

一种。其父却在照片背后留言：“振宁似有异禀”。

上中学时，数学尤为出色，人称“念书不费劲”。其父却反其道，从清华历史系请来丁则良先生，以两

个假期“家教”《孟子》，诺奖得主后来说：此举令他“一生受用”。

杨武之先生的大手笔，是在儿子振宁获博士学位后，邂逅昔日学生杜致礼遂结秦晋之好，１９５１年杨
振宁、杜致礼的儿子出生，杨振宁报喜到上海向老父索名，复旦教授杨武之挥毫落笔：光诺———光大诺

贝尔奖之意。

这不啻一个天大的祈愿，６年后被征之事实。
杨振宁的本科导师吴大猷教授，曾用两个字评价他和李政道先生：“天才”。

天才少年也有“坏事在案”，譬如清华园里表演“骑车带人冲坡”，将小他７岁的弟弟振平摔得头破
血流，回家被父母痛骂。有时又显得早熟，１９３４年父杨武之赴德国学术交流一年，每次都是他代母写信，
据说这家信写得头头是道，先是北平天气如何，继之家里情况如何，最后还要同父亲讨论一两个数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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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台头“吾夫”，落款“爱妻”。

他会下围棋，喜欢唱歌，但却以“唱歌很难听的那个”而闻名。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时，专门去学过交

际舞，得以在１９５７年的“诺贝尔之夜”与夫人舞姿翩翩。直至近年他买下一台摄像机，全家老小出游时，
任“导演”。他喜欢诗，能写优美的散文，他说他惊叹物理的美，欣赏数学的价值观，他认为科学研究不仅

是客观的理性的，更有科学家的爱憎好恶在内，而他对物理学的爱憎是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也就是在

西南联大时形成的。

譬如师从王竹溪先生，研究统计物理的相变问题。

他在这条路上“行行复行行”：初到美国的几年，身边人都不研究统计物理，直到１９４９年偶然听人
谈起昂萨格的计算模型被简化，尤如他乡遇故知，杨振宁重新投入旧战场。１９５１年与李政道合作，发明
“单位圆定理”，发表的两篇论文，竟引起了爱因斯坦的注意，爱因斯坦请他和李政道到办公室交谈。事

后别人问他跟爱因斯坦谈了什么，“我竟讲不清楚”。因为他很紧张，有平常人见到伟人的“局促不安”。

后来他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结识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昂萨格，得以亲自询问他当初的数学计算为何

如此复杂，这些复杂的计算曾让年轻的杨振宁付出时间、精力，产生过迷惑和沮丧。再后来，１９９９年３月
美国物理学会１００周年年会在亚特兰大举行，会议将地位崇高的“昂萨格奖”颁给杨振宁，以表彰：“他
在统计力学和量子流体理论方面有基本而且开创性的贡献”。

他第一次听到昂萨格的名字，是在中国的边陲小城昆明，出自年轻、沉稳的王竹溪教授之口。而今，

他把昂萨格奖杯揽在怀中。

就在今年———２００２年的香港，８０岁的杨振宁面对莘莘学子大声说出：“我觉得我这一生最重要的
事情是———”他没有提诺贝尔奖，没有说他的富兰克林奖、鲍尔奖以及昂萨格奖，他说：“我这一生中最

重要的事情是帮助中国人克服了己不如人的心理。”

情 丝 意 缕

王竹溪先生的病是体检时医生用眼睛“检”出来的，１９８１年１１月政协会议期间，医生见他两眼泛
黄，认定肝有问题，待到医院化验确诊：肝硬变。

王先生记起，从鲤鱼洲回来以后，曾到医院作过检查，转氨酶４００，可大夫说：“没什么”。
这正合他意，因为他有许多事要做。物理教学在逐步恢复，１９７８年他重新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又

任《物理学报》主编，领导《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卷的编纂，负责物理学名词的翻译与审定……而

最令他牵挂、投入时间也最多的，是一项“副业”：编纂《新部首大字典》。

在中国物理学家中，以文理兼通、以汉字造诣学养论，无人可及王竹溪先生。他以一人之力，自抗战

期间开始，倾四十年心血编纂的这部２５０万字的《新部首大字典》，涉及甲骨文、历史学、音韵学等多学科
知识素养，所以被人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遗憾的是，编纂完成，王先生却没能等到它出版发行那

一天。

王先生病情沉重，北大副校长沈克琦专程从协和医院请来肝病专家祝谌予，祝大夫叹息：这个病延

误了……

１９８３年１月３０日，王先生病逝于友谊医院。平日生活极为俭朴的他几个月前即留下遗嘱：丧事从
简，不惊动大家。但改变这一意愿的是他的老师周培源：“搞一个告别仪式”。王先生的子女说：“临时通

知很仓促，那天又特别冷，结果北大师生、科学界的好友６００多人去了八宝山”。告别仪式现场，８１岁的周
培源先生失声痛哭，后来他的悼念文章《一代相知哭良友》刊发于《人民日报》。

此时，正在香港讲学的杨振宁先生发来唁电：“竹溪师生平勤实诚正，是朋友和学生都十分敬佩的，

他造就了许多科技人才，我对统计物理的兴趣即是受了竹溪师的影响”。

李政道先生也发来唁电：“世界上失去了一位大科学家，中国失去了一位良师。”

几天后，北大副校长沈克琦接到杨振宁先生电报：即来京吊唁王先生，看望王师母。

那一天，在王先生家，杨振宁与王师母亲切交谈，给王师母以很大安慰。国务院赵紫阳总理在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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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杨振宁先生，评价其师：王竹溪教授从事物理教学、科研工作４０多年，培养了大批物理学家，为发
展我国科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
就在２００２年的深秋时节，为了本文的写作，王竹溪先生的儿子王世瑚，清理了父亲的遗物，将那些

蕴藉着父亲与杨振宁师生情谊的物品一件件摆到桌上来。

这些物品中，“年龄”最长者是一帧单人照，在实验室背景下身穿白大衫的杨振宁面容清瘦，好像全

部营养都给了两只眼睛，两只眼睛便显得很有力量。照片前面写着：“竹溪师存念 生振宁敬呈”，日期为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据说此时的杨振宁正着力于实验物理，以弥补国内学习时的缺憾。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动手
能力极差，以致竟有了广为人知的一句名言“哪里有爆炸，哪里就有杨振宁”。后来他听从老泰勒的意

见，专心致志于理论物理。

物品中最不起眼的是一个硬纸盒内的一团棉絮，纸盒已见斑驳旧色，盒面特意注明：“内系缩印专

门期刊”，这团棉花被用来依偎胶卷。半个多世纪过去，这团棉絮算得上棉花家族的老奶奶，因为它在

１９４８年的芝加哥见识过风华正茂的杨振宁。据说王家在“文革”抄家之后，又经历３次乔迁，这团轻贱之
物却始终被保存着，王先生平日寡言少语，很多东西在他心底。

最珍贵的当属那本英文薄册，绿色封面，不精美，没有压膜，普通得你想说它“粗服乱头”———却“不

掩大美”：那正是令世界震惊的诺奖论文《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问题》，它刊印于１９５６年。在通篇
英文之前，有这样几个汉字：“竹溪师指正 生振宁谨呈”。

王先生的儿子王世瑚最喜欢那把电动剃须刀：“这是６０年代初杨先生托人从欧洲经香港带来的，
当时国内的刮胡刀就是一个刀片，很简单的那种。这个剃须刀转动精巧，还有皮套，很新颖”，当年他还

是“嘴上无毛”的少年郎，而今已过天命之年，他说：“现在还能用”。

最有趣的是８０年代每个城市儿童都玩过的魔方，平常之物放在一个有机玻璃盒罩内，气质便高雅
起来。“配套”的信件写道：“记得昆明你有两副 Ｐｕｚｚｌｅｒ，现在托高崇寿带一个西方目前风行的 Ｐｕｚｚｌｅｒ
送给你，我的解答也附上。（我的解答不是很快的）。”然后是一张纸上写满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王世瑚

说这个魔方陪伴了父亲的病中日月，“每次住院都带上，他也写了数学求解，所以几下就能转好”。

最令我们平常人感动的是那一封信，托聂华桐教授带来，除“希望病情时有进步”，“至念”外，还附

有５００美元支票一张，港币现金２０００元，“请呈王师母哂纳”，他特意嘱咐王师母：“支票在中国银行可
以兑成人民币，还可得到侨汇券”。以今天中国人的眼光看，这两项款数不算什么，若还原到１９８２年的平
均工资水平与物价指数，不难掂量这份弟子心意。

王先生的儿媳盛淑兰补充：“杨先生还来信询问带药的事。后来托人捎来白蛋白，在当时很贵，直到

父亲去世，还有一支在冰箱里。”

王先生去世后，王师母还收到过“生振宁”的新年贺卡、问候信件。１９８５年《读书教学四十年》在香
港出版，他寄来请“王师母教正”，王先生的弟子们都知道，王师母没什么文化，是婚后王先生一个字一

个字地教她……

无论是《读书教学四十年》，还是１９９７年出版的《杨振宁文集》，开卷第一篇都是：“１９４２年我在昆
明西南联合大学……研究的是统计力学，导师是王竹溪教授。”王先生的一帧照片也同影响过杨振宁科

学人生的爱因斯坦、费米、狄拉克等人的照片一起，收入书中。在海峡两岸，在香港、澳门，在他走遍世界

各地的演讲、学术报告中，有多少人从他口中听到王竹溪的名字，难以数计。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与学生的“常提常讲”相反，在王竹溪先生的口中，很少提到杨振宁的名字。

北大物理学院章立源教授是王先生的老学生，他说从未听王先生主动提起过杨先生。王先生从不自夸，

也不以杨振宁炫耀于人，坚持做学问不求速成，始终严谨、沉实。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大约在１９７２年以
后，杨振宁先生到北大物理大楼介绍“宇称不守恒”，“当时我们都吓住了，不敢提问题，王先生坐在第一

排，聚精会神地听，认真地记……”

王正行教授１９６２年成为王竹溪先生的研究生，他记得那年春节和两个同学去给王先生拜年，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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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刚好收到杨振宁寄来的一本英文版《基本粒子发展简史》，“王先生很高兴，说中国和美国关系不好，

一般不敢联络，可他还是把书寄来了。”

林纯镇教授在“文革”期间同王竹溪先生有较多接触，他说起王先生的科学品质用了两个字：崇

敬。他记得王先生主动提起杨振宁是在一次意见分歧时：“当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水平比较低，有一个

欧拉动力学定理我不想讲了，一是这个定理讲起来有难度，二是讲完了他们也不会听懂。我准备放弃，跟

王先生商量，没想到他不同意。他说即使学生听不懂，但知道有这么个定理在那儿，将来他有能力有条件

时可以回过头再搞懂。他说西南联大时给杨振宁讲起一个数学模型，当时也没完全搞懂，可几年以后他

搞懂了，还向前发展了！”

———读者可以作证，那正是昂萨格数学模型。

这一对师生，先生不以弟子显，学生没齿不忘师恩，看似相悖，实际一脉相承，表现了中国文化特有

的谦逊，在这个文化的价值观念中，它是一种美德。

两封“谢师”信

３５岁的杨振宁是从广播中得知自己将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后桌上的电话便铃声不断。这本应该
是一个欢呼雀跃的时刻，他却坐下来，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大猷师：

值此十分兴奋，也是应深深自我反省的时刻，我要向您表示由衷的谢意，为了您在１９４２年春引导我
进入对称原理与群论这个领域。我以后的工作的大部分，包括关于宇称工作，都直接或间接与１５年前的
那个春天从您那里学到的观念有关。这是多年来我一直想告诉您的情意，今天或许是最好的时刻。

谨致敬意，并问候吴太太。

生振宁上

几乎就在同时，与杨振宁共同获奖、半个月后将满３１岁的李政道也表达了内心情意：
大猷师尊鉴：

刻接电讯，知杨振宁和我合得１９５７年物理学之诺贝尔奖金。
接讯后的感觉很多，而亦分歧，一方面当然觉得这是一种光荣；可是一方面深深感觉自己之学识有

限，希望对将来能继续努力。

现在的成就，大都是在昆明时您的教导，而假使在４６年没有能来美的机会，那更根本不可能会有这
几年的工作，此点我深深感觉，特此致意。祝好

生政道上

这一天是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３１日，两封信的同一收信人吴大猷先生，是他们两人先后于西南联大求学时
的恩师，此时出任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理论物理组主任。

吴大猷先生与两位诺奖得主之间的师生情谊，是科学界的一段佳话。吴大猷先生同时收到两位诺奖

弟子的“谢师”信，更是物理学界的一桩美谈，只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吴大猷的名字在祖国大陆远不

如他在海外那样广为人知。

杨振宁先生有过这样的回忆：“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

“１９４２年，为了在西南联合大学取得学士学位，我必须提交一篇毕业论文。我去找吴大猷教授做论文导
师，他拿出１９３６年那卷《现代物理评论》杂志上罗森塔耳和墨菲合写的一篇文章给我看。那是讨论群论
和分子光谱的评论性论文。这样，我就接触了群论在物理学中的应用。回首往事，我对吴先生的这次指引

深为感激，因为这对我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物理学工作者有深远的影响”，“以后４０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
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他是沿着吴大猷先生为其开启的对称原理大门，又随费米、泰勒等名师深造，与李政道一起将被视

为金科玉律、从未被怀疑过的宇称守恒定律推翻，从而迈入了诺贝尔奖的殿堂。

此前的宇称守恒定律认为，物质粒子的最深层结构是不分左右的，即左右对称。但在当时，美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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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左）、杨振宁１９４７年在芝加哥

速器粒子实验中的一些现象却令人疑惑，不能解释。这两个年轻人

感觉到了问题所在，便大胆设想：不接受宇称守恒的假设即左右不

对称，那些迷惑的现象就能解释了。他们的论文发表后，遭到一些权

威的反对，但很快，吴健雄领导的实验证明了他们的理论：弱相互作

用下———宇称不守恒。

于是，杨振宁以功成之身回首，感谢吴大猷先生当年的“引路之

恩”。

而在李政道，求学之路不如杨振宁那样一帆风顺，遭遇过磨难，

吴大猷先生于他，有“知遇之恩”，可以说，吴先生是改写了他命运的

人。

若从更放大些的历史背景看，１９４５年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之
后，如果不是当时的蒋介石政府也想在中国造一颗原子弹，他们师

生二人都可能是另一种人生。

英才还须慧眼识

年轻时的李政道胖乎乎、笑眯眯，为人随和、热情，用时下词令：阳光男孩。

他出生上海，祖籍苏州，祖上曾参与创办东吴大学，其父金陵大学毕业后从事化工行业。李政道自幼

嗜书，上海沦陷后，为求学奔浙江、走江西，又从重庆到昆明，一路上与逃难的流民为伍，丢过衣物，遭遇

过车祸，摔伤过筋骨，千辛万苦来到西南联大———据说李政道先生此生最痛恶战争，几年前尚与美国国

务卿奥尔布赖特交流过对战争的苦难记忆。

当１８岁的胖男孩李政道凭藉着友人的一封介绍信找到吴大猷教授时，吴教授正处于国难与家“愁”
的双重压力下：夫人阮冠世卧病多年，物价飞涨已用不起女佣，每天他要生火煮饭，服侍病人，还要教书

上课。最困苦时他摆过地摊变卖衣物，还在家里养过两只猪仔，以求换些钱粮。他１９３３年获美国密歇根
大学博士，回国执教北大，到昆明后，为应“北大４０周年校庆论文征集”，更为从日常烦恼中挣脱，面壁著
述英文专著《多原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很快在上海出版，第二年竟获有３０００元奖金的“丁文江
奖”，随即美国翻印，可想见其学术水平与价值。

除此，还带了研究生黄昆，指导了杨振宁等人的本科论文。就在１９４５年的春天，“忽然有一个胖胖
的、不到二十岁的孩子”来到他面前。

吴先生对初识李政道有过如下回忆：“李政道原来在浙江大学读过一年级”，“那时恰值学年中间，

不经考试，不能转学。我便和教二年级物理、数学课的几位老师商量，让李随班听讲考试，他若合格到暑

期正式转入二年级。”

“李应付课程，绰绰有余，每天课后都来我处请我给他更多的读物和习题，他求知如此心切，简直到

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风湿病发作，他替我捶背。他还常帮我做些家务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样难的书

和题目，他都能很快地读完做完，并又来要更多的。我从他作题的步骤及方法上，很快发现他思维敏捷的

程度，大大异乎常人”。

“老实讲，在那些日子里，我为了我自身的工作，冠世的疾病，还有每日买菜、烧饭、生火等家务劳

动，牵扯精力很多，再加物价飞涨，实在没有心绪准备更多的参考资料和出习题给他，好在他天资高，亦

不需要我详细讲解，自能理会资料和习题的内容”。

与李政道同时期求学西南联大的叶铭汉先生，是老一代物理学家叶企孙之侄，今年７７岁，他说：
“李政道非常聪明，我们当时就有感觉，他念书快，老师讲完课，同学有不懂的就去问他。我叔叔当时同

意：电磁学，李政道可以不上课，参加期末考试。”叶先生还说：“这时杨振宁已经毕业离校了，他念书

好，在学校也有名气”，“联大学习很艰苦，教室地面坑坑洼洼，房顶的铁皮板下雨时就叮叮当当地响，后

来连这些铁皮板都拆下卖了。这样倒好，茅草顶下雨不吵。晚上复习，大家就到有汽灯的茶馆去，泡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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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老板不管你，还不断加水，有时没钱，就说‘要一杯玻璃’，他就给你一杯白水”……

不久，广岛原子弹爆炸，日本投降。作为同盟国，美国将一册“绝密”的 “士迈士（Ｓｍｙｔｈ）报告”交给
中国，这份报告评述了美国原子弹的发展经过。很快，当时的军政部部长陈诚、次长俞大维约见吴大猷、

华罗庚，商议“拨一座大礼堂、１０万法币制造一颗原子弹”。吴先生思考后上书军政部，大意是须先培植
人才，选送优秀青年出国考察，“有人才能有弹”。陈、俞同意转款培训人才，由吴大猷、华罗庚、曾昭抡三

人分别在物理、数学、化学三门学科各选２名学生。此时黄昆已考取中英庚款，杨振宁考取清华留美，吴
大猷毫不犹豫地确定了清华助教朱光亚和大二学生李政道。

对于李政道而言，真真“太破格”了，因为三校还有那么多助教、研究生，也有人以为吴大猷、李政道

有亲戚关系。

据说，１９４６年秋出行前，一张娃娃脸、总是笑眯眯的李政道去南京军政部领款时，又穿了一条学生
短裤，人家怎么看也搞不明白：考察国事，怎会派这么一个童子军去？

因吴先生伦敦开会，故李政道、朱光亚与吴夫人等同船赴美，海天万里抵达新大陆时，前来迎接、安

排住宿、忙前跑后的正是杨振宁，他于１９４５年圣诞期间到美，此时正随泰勒攻读博士。
这是杨、李初相识。

如果说，这一胖一瘦却都“极聪明”的中国青年，在普林斯顿草地上边散步边讨论问题的图景，能够

在奥本海默这位主持战时美国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脑海中“定格”；

如果说，李、杨在长达十几年的亲密、高效的合作中形成了无法磨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青春记

忆；

如果说，１９５６年他们是以两人４手２０根手指的合力“撬动了地球”。
那么可以说，“缘起”于———吴大猷先生。

师 品 长 存

老夫聊发少年狂　学生作伴好还乡
１９９２年吴大猷、李政道游天坛

１９９２年，５月的北京。这是一个青草每夜都要簇簇拔节、红花总想挂在浓翠之上的季节，这是一个游
子久别故国，近乡情怯的季节。

吴大猷在把地球转了数圈之后，终于回家。

１９４６年，他是在北平复员接收的喧闹中告别古国故
都，“不须掐算，整整４６年”，那时正值他发黑体健的英
年，而今是常以轮椅代步的银发老者。

他惊叹北京的楼高厦大、车多人众、广场宽阔，在恍

如隔世的景物中他搜寻东四牌楼、西直门的“门脸”：“全

变喽！”他执拗地要负责接待的秘书柳怀祖，驱车沿东单

转了又转，也未见到旧居容颜。

学生李政道这个“南人”，此时反成了他堂堂北大教

授的“北京导游”：琉璃厂、卧佛寺、天坛回音壁、中山公

园来今雨轩……李政道先生不时嘘寒问暖，把老师的轮

椅推得从容、自然。

此番李政道夫妇专赴台湾，接来时任中央研究院院

长的吴大猷先生，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东亚、太平洋、

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物理实验和技术研讨会》和其后的

《国际湍流与流体力学研讨会暨周培源先生九十寿辰》。

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物理学家济济一堂，受到江泽民等

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吴大猷先生返台不久，一个由大陆７名院士组成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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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团应邀回访。

吴先生在台湾，以针砭时弊“直言不隐、言必中的”而赢得极高社会声誉。从学校教育到水灾旱情，

不时就要在报刊上“骂骂人”。而“肤浅”便是他的“骂言”，很多人称颂他的“骂人文章”是台湾社会的

“晨钟暮鼓”。

“吴先生一生从不自夸”，是众口一辞的评价，可有两件事却令他始终得意：“对得起这一代和下一

代”。一是６０年代初，他回台湾，友人机场“接机”便相告：不要对留学政策发言。原来台湾当局见人才外
流，拟禁止留学。偏偏吴先生“不听劝”，直陈“蒋先生”：从长远看，人才储之异邦并非坏事，愈禁，人愈

不归。没想到吴先生之言，还真真改变了当局初衷。

另一件是台湾１９６７年有个发展原子弹的“新竹计划”，吴先生再次上书蒋氏父子：不可。据说为此
在老蒋面前同蒋经国发生争执：“你那些人的原子弹知识，都是从《读者文摘》上抄来的。”他在报告中

从财力、人力、重水等诸因素逐条分析，结论为：不可。老蒋虽有勉强，但最终还是“纳言”。私下里，吴先

生的话颇耐人寻味：“我们还是得有宏观的大爱”。

人常称杨振宁、李政道“同出其门”，李、杨也在多种场合表达“饮水思源的感念”。每逢这时吴大猷

先生必要夸学生：“他们二人都有自发自动异于常人的求知欲。”他称自家智力：中上或Ｂ＋，对两位弟
子始终赞曰：“他们是天才。”

对于杨、李二人在得知获奖时不约而同的两封“谢师”信，吴先生认为：“信中谈的只是他们的好意

而已，我认为我实在未曾对他们有过如此重要的教导，但无论如何，他们二人所表达的心意，使我感到极

度愉快。”

他还说过：“近来李、杨成就卓然，时人常提到二人是我的学生，是我精心培植出来的，尤将李与我

的机遇传为美谈。其实，我们不过适逢相会，只是在彼时彼地恰巧遇上而已。譬如两颗钻石，不管你把它

们放在哪里，它们还是钻石。”

２０００年３月４日，９３岁的吴大猷先生在台北病逝。
杨振宁、李政道前往治丧、追悼。

“著作皆经典，学生多大师”，是人们对他的身后赞语。

师者，长已矣。

吴大猷先生的纪念碑在宝岛胡适公园。

王竹溪先生的半身铜像在北京燕园。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西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代师生情谊千古流传，亚里士多德

的名言也由此贯穿古今。

但生活以其丰富的细节力量，将名家名言向前延伸：爱师与爱真理，常常———并行不悖。

关于北大物理系地球物理实习队的回忆

刘光鼎①

１９５１年７月７日北京大学物理系教师谭承泽和三年级刘光鼎、蔡陛健、翟玉林、卫国英等７位同学乘
火车离开北京，直奔西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物理系应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的邀请派出师生

去陕北参加地球物理实习。系主任饶毓泰教授说：“这是走出象牙之塔，到地球上去做物理实验。”

实习队在西安受到西北地质局局长张更教授的热烈欢迎，并开始听到石油地质和石油物探一些新

鲜名词。实习队在铜川四郎庙受到石油地质学家陈贲总地质师的接待，并亲自带领大家去野外看露头，

识别油苗，参观钻机及其操作。陈贲总地质师向大家讲述石油对一个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性，给我们

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实习队北上，在洛川接受丛范滋地球物理师对重力与测量的讲授并在野外实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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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量工作。一天，在野外进行测量时，遇到李德生地质师，他出示了不久前采集到的侏罗纪鱼化石，使

大家对地质学产生了进一步的兴趣。但是，更广泛的学习却是在实习队到达延长之后。

１９５１年刚刚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地震队在延长油矿接待了实习队，并由队长赵仁寿、副队长苏盛甫、
仪器组长陆邦干和解释组长潘祖富向大家详细地讲授了反射地震勘探的原理和方法，并在野外进行实

际操作，使实习队真地开始以地球为实验室，进行以寻找石油为目标的物理探测。由此，北大实习队中有

一半以上的成员，将自己奉献给新中国的地球物理事业。

９月里，实习队从陕北归来。学校请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地球物理处处长翁文波教授来给地质系讲
授地球物理勘探。由于翁文波教授浓重的宁波话，地质系高年级同学听不懂，所以，地质系王鸿祯教授来

物理系邀请刘光鼎担任助教，协助翁文波教授讲授苏联莫斯科石油学院Сорокин教授编写的石油地球
物理勘探教程。由此，开始了新中国对地球物理勘探的系统讲授。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由北大、清华和唐
山交大的地质系合并组成北京地质学院，就设立了地球物理探矿系，由薛琴访、谭承泽等北大物理系师

生主持系务工作，并取得很大的发展。现在，地球物理工作者遍及全国各地，分布在石油、煤炭、黄金和各

种金属矿产，以及铁路、桥梁、水利等广泛的工程建设领域，仅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就有１２０００名以上的会
员，海外分会还有几百名会员。

怀师念友忆当年———我与物理系

孙小礼①

（一）

１９５０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数学系。数学系是我报考时填写的第一志愿，物理系是第二志愿。
数学系一年级的主要课程和物理系相同，两系在一起上课。赵访熊教授的微积分讲得很生动，每堂

课还发给我们他亲自刻写的讲义，条理非常清楚，但是我对开课不久就讲的“德式分划”（Ｄｅｄｅｋｉｎｄｃｕｔ）
却感到难以理解，不但没有引起兴趣，心里还疑惑：这么玄而又玄的东西，能有什么实际用途？

对物理课特别是实验课，则很感兴趣。霍秉权教授的普通物理，几乎每堂课他都带来一些教具，为我

们作生动的演示，在讲解牛顿力学第一定律时他所演示的小球斜面实验我至今印象深刻。记得第一堂物

理实验课是学习测量，郭敦仁先生讲怎样写实验报告，张泽瑜先生讲什么是“有效数字”，我觉得真有道

理，真开窍！我的第一次实验报告受到了郭先生的当众表扬，他说我们这个实验小组的三位女生（刘秀

莹、张锦炎和我）的实验报告都写得认真、清楚。以后每次实验报告我都写得很用心，也常受到郭先生的

夸奖。记得有一次我因患病而漏上了实验课，郭先生说可以约定时间让我补作。于是由余兴坤先生单独

为我安排了一次实验课，内容是惠斯通电桥。这堂课我收获特别大，因为原来我脑子里只有中学物理课

本上画的惠斯通电桥，而现在则是在实验室里亲手操作，感觉大不一样，感受到了直接接触实物的乐趣。

由于我和陈水莲（数学系三年级）同住一间宿舍，很自然地，同她的男朋友郭长志（物理系四年级）

渐渐熟悉了。对这位老大哥的多才多艺、诙谐幽默，特别是他作为乐队指挥的那种一丝不能苟、半拍不许

差的极其严格的作风，使我从心里感到佩服。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对物理感兴趣，我有一本好书给你

看！”这本书就是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刘佛年译），我刚看了头几页就被深深

地吸引住了！原来探索物理世界的奥秘就如同福尔摩斯的侦察破案，真难，也真有趣。

一年级的暑假，物理系二年级的诸国桢想约几个同学一块学习一本俄文物理书，殷宗昭、潘怡航约

我一起参加。每隔几天聚会在气象台下的草地上，诸国桢领着大家一块研读。这样读书一举两得，既学了

俄文，又学了物理。

我对物理的兴趣已明显地大于数学，同学们都奇怪我当初报考时为什么不以物理系作为第一志愿，

因为入学时就已知道我的考试成绩是完全可以录取入物理系的。于是我同一些同学和老师商量如何转

到物理系去。物理系二年级的孟宪振主动对我说，他或许能够帮我忙，因为他的父亲就是物理系的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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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孟昭英。在第二学年开学前的一天早上，孟宪振领我到他家，他要我独自上楼去，向他父亲恳切陈词。

没有想到我刚说明来意，孟昭英主任就不让我说下去，毫无商量地说：“现在一律不允许转系！”

无奈，转系念头只好作罢。在周围同志们的劝说和鼓励下，我决心认真攻读数学。渐渐地，对数学的

兴趣也逐日增长。

（二）

１９５２年６月，教育部应国家之急需宣布两个重大决定；一是立即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一是理
工科大部分系科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入学的两届学生分别提前一年毕业。

清华大学的文、理科全部转入北大，我于１９５２年１０月成为北大数学系三年级学生，这一年正好是郭
敦仁先生教我们理论力学课，他讲课非常细致清晰，听他的课，不但不会“坐飞机”，而且能引起兴趣。特

别突出的是，他关爱每一个学生，耐心地解答每一个问题。他那和蔼可亲的眼光、循循善诱的神态，如今

还历历在目，不但我忘不了，所有当年的同学都有同样深切的感受和同样亲切的记忆。

１９５２年我一到北大，就被任命为数学、物理两系的学生党支部书记（因为我原是清华理学院学生党
支部书记），所以开会很多，有时不能不耽误上课。一次郭先生发现我缺课了，托同学带话要我去找他。

我去了，他问明原由，立即拿出纸笔，为我补讲了这次课的主要内容，接着考问了我几个基本概念，他对

我的回答表示满意，说我脑子很清楚，“是真懂了”，鼓励我好好学，相信我一定能学好。这使我很受感动

和鼓舞，学习信心倍增。当时郭先生为我单独补课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正在这时，校党委找我谈话说：学生党支部书记一律脱产，做专职干部。我没有服从这一决定，我认

为学生党支部书记以不脱离学习为有利，我自信能兼顾好工作和学习。其他支部书记都脱产了，唯有我

这个数理支部书记是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当然，生活是加倍地紧张了。大约在年底，支部改选，由物理系

二年级的管惟炎任书记，我和王鸿樟、梁静国任支委。

根据教育部的决定，理科各系（生物系除外）三年级学生提前于１９５３年夏季毕业。因为１９５２年北大
大幅度扩大招生，数学师资紧缺，所以我们全班同学几乎都留在数学系作助教了。

（三）

１９５３年秋季开学，我和丁同仁、朱德威分到微分方程教研室，参与胡祖炽先生微分方程课的教学辅
助工作，后来还确定了进修方向，丁为常微分方程，我和朱为偏微分方程。根据教研室主任申又枨先生的

建议，我们开始念一部俄文书，就是Ａ．Ｈ．吉洪诺夫和Ａ．Ａ．萨马尔斯基合著的《数学物理方程》，这是经
苏联高等教育部审定的大学物理系和数学物理系的教科书。每周在教研室举行一次讨论，书中的丰富内

容经过讨论更加引人入胜，特别是申先生和胡先生常常在讨论班上提出一些启人心智的深刻见解。记得

申先生曾经指出：就好比算术中“四则问题”的求解找到了代数方法那样，傅里叶为线性偏微分方程的

求解创造了“分离变数法”，无论波动方程、扩散方程、拉普拉斯方程都有了一种简便的统一的求解方

法。

郭先生得知我的进修情况后非常高兴，他告诉我，他正在备课，也在念这部书，准备于１９５４年秋为
物理系三年级开数学物理方法课，数理方程是这门课的主要部分；彭桓武先生于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３年曾先
后在清华物理系和北大物理系开过这门课，他准备以彭先生的讲授内容为基础，参照苏联教科书加以扩

充。他希望我以后能和他一起来作这门课的教学工作，我当然很动心。

大约在１９５４年春夏之际，有一天郭先生特地通知我：彭桓武先生要作一个关于数理方程的学术报
告。我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就带着吉洪诺夫的书赶去了。郭先生把我介绍给彭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

到彭先生，他问我的名字怎么写时，我就揭开书的封面，给他看我写在书上的名字，他以略带惊讶的口吻

说：“你也在读这个书？”我说：“正在自学。”他连称：“好，好！”就上台作报告了。

１９５５年５月，在北大未名湖边遇见彭先生，他叫我随他到了物理北楼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你不是
在学数理方程吗，我出个题目给你，是个海底电缆问题。”一边说，一边在纸上画，画了两条平行通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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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电缆……，要我推导出一个计算电阻的公式交给他。

我满以为从吉洪诺夫的书上可以找到解法，然而翻遍全书，却无所获。我自己也琢磨不出一个进行

计算的好方法。心里很着急，又快要生小孩了，预产期就在６月初，我只好求助于郭先生，同时去向彭先
生“请假”。彭先生很不以为然地说：“我还没有孩子呢，你倒要生孩子了，我看你自己还像个小孩！”说

得我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休完产假，我去找郭先生，他已经把问题解决了，给我看了写得非常整齐的几页算草，并向我讲解怎

样先从物理上分析，然后寻找数学方法，他采用了一个关键的步骤：“保角变换”，使得计算便于进行。我

好佩服郭先生，我学过复变函数，却没想到其中的“保角变换”可以这么巧妙地运用于这个问题中。我赶

紧把郭先生的算稿送给了彭先生，并为自己没能向他交出答卷而感到万分羞愧。

（四）

经我自己请求，特别是郭先生亲自同数学系领导磋商之后，１９５５年９月我转到了物理系，成为理论
物理教研室的一员。

我立即投入到数学物理方法课的教学工作中。我认真听郭先生讲课，课下协助他作教学辅导工作：

出习题、上习题课、作习题解答、每周给学生答疑等，每一环节都与郭先生商量。那一年我与郭先生每周

至少见面三次，当时没有电话，如果郭先生发现某本物理书或数学书上的某个例题可以作为习题时，他

就立刻到我家来，而我有或大或小的问题要向他请教，就随时跑往他家。我为自己能给郭先生既当学生

又当助手而深感幸运，郭先生精湛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对工作、对学生的高度责任心，以及他那诚恳坦

率、谦和热情的待人风格，都是我的学习榜样。

在我心目中郭先生就是我最好的老师。但是因为他多年有病，没有机会留学，以致１９５５年还是资深
讲师，而学校规定像我这样的年轻助教，要有一位教授当导师，于是教研室主任王竹溪先生就成为了我

的导师。对我来说，能有王先生这样的名教授作为导师，当然也是喜出望外的。

王先生非常认真、严肃和负责。起初他和郭先生一起要我系统地进修理论物理方面的基础课，在教

学方面，要准备在辅导两三遍后，独立开好数学物理方法课。后来他还要求我准备开一门计算数学课，我

曾起草出一个教学大纲，王先生亲笔作了详细修改。

教研室秘书章立源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在郭先生的具体参谋下，他热心地帮助我拟定进修计划：先

自学〔苏〕塔姆著《电学原理》和〔苏〕史包尔斯基的《原子物理学》，听胡宁先生的电动力学课；自学或

听热力学和统计物理课；然后学量子力学、原子核物理 ……。记得章立源按照当时的部署，满怀信心地

对我说：“几年后，我们都应达到苏联的‘副博士’水平！”

在科研方面，王先生建议我结合电磁波的传播问题逐步开展研究，为此他介绍我专程拜访过吕保维

先生。吕先生向我讲解了电磁波传播的基本类型，认为都很值得探讨，建议我先读索末菲的理论物理书

中的有关部分。我认真阅读之后，在教研室作过一次读书报告，当我提出依据复变函数中的“残数理论”

用无穷积分来代替书中的某个方法时，王先生、郭先生和在场的曹昌祺等人都很感兴趣，经过讨论，肯定

了我的想法，这给予我很大的鼓励。过了几天，王先生突然兴致勃勃地来到我家，送给我一本很厚的英文

书：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这是他刚刚在城里光华书店看到的一本新书，就立即买了回来，并且亲自送给我，然后
才回自己家。当时我感动极了，不知说什么好，前辈的殷切期望鞭策我必须加倍努力。

在年轻人中，周光召业务出众，又身任党支部书记，是教研室里的“党代表”，他说话是很权威、很受

尊重的。１９５６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他认为教研室原来的规划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党
小组（周光召、胡慧玲和我是一个小组）和教研室都郑重阐述了他的看法，并且提出许多具体建议。一天

晚上他专程来找我，动员我下个学期就上台讲数理物理方法课。当时我有些胆怯，怕准备不足。他鼓励

说：“认真辅导过一遍，就是有准备了，胆子要大一点！”又说：“郭先生的业务功底非常好，应该尽快把

他解放出来，不能老让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讲这门课，要多发挥他的作用，做科研，开新课。”既然这样，

我只能同意周的建议了。经过一个暑假的紧张备课，我于１９５６年秋季开学时走上了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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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一到物理系，就被指定为物理系三年级一班的班主任。记得１９５６年元旦上午，班长陆聑、团支部
书记俞忠钰代表全班同学来向我拜年，还送给我一个新年礼物：毛主席半身石膏像。这个石膏像一直端

放在我家书柜顶上。这里顺便说一说有关这个石膏像的一个故事：“文革”开始，听说有人就因为家里

的毛主席像破损了给打成“现行反革命”，而我家的这尊石膏像鼻子尖擦黑了，还有一点破损，我赶紧把

它藏进衣柜，可是我这“黑帮”之家随时会被抄家，于是就把它藏到公用厨房的壁橱里，又怕事发连累邻

居，但又不敢扔掉，因为从大喇叭中听到某单位从扔到垃圾里的主席像追查出了“现行反革命”。为此我

终日惴惴不安，最后只好在一个半夜三更里把石膏像砸碎，碾成粉末，分散从马桶里冲走。这实在是迫不

得已的“大不敬”。

话说回来，１９５８年春全校师生投入声势浩大的“双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党委书记、副校长陆
平在动员大会上说：这次运动要解决学校中两条道路的矛盾，要兴无灭资，号召每个党员引火烧身，带

头揭发，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肃清党内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很快，校园里的墙上、席棚上、甚至地

上都贴满了大字报，物理系率先在大饭厅外面的墙上设立了一片“西瓜园地”，以便把揭发出的重大问

题集中贴到这里。

我在物理系做党总支宣传委员却埋首业务的表现，加之１９５２年不服从组织决定的事也被揭示于
众，于是我的问题就成为了西瓜园地里的一个“西瓜”。在党总支的安排下，我在全系大会上作自我批

评，检讨了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下决心要在今后工作中坚持政治挂帅。

紧接着双反中的“红专大辩论”，就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发动群众搞科研，办工厂，批判资产阶级

思想……。为配合作宣传，我和龚镇雄一起编黑板报，办油印小报；擅长音乐的龚镇雄、会说相声的韩氏

兄弟（韩汝珊、韩汝琦）等人把文娱演出也搞起来了，物理系好一派热闹景象。

大约七八月间，总支书记张群玉找我谈话：中央党校已同意陆平同志的书面建议，立即举办一个自

然辩证法研究班，要求理科各系各抽一名党员教师去学习，物理系决定派我去。我服从了这一决定。这对

我来说，确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我为自己中断了原来的计划，又影响到郭先生不得“解放”而深为遗憾。

郭先生、王先生得知此事，都感愕然，却也只能表示尊重党的决定。

（六）

１９６０年秋，党校的学习尚未结束，张群玉副教务长要我提前回校，因为学校已决定，从这一年起，理
科五、六年级都要上自然辩证法课，由张群玉挂帅开讲，然后就由我接着讲下去。

这时郭先生告诉我，数理物理课人手太紧，希望我能帮着带地球物理系两个班的习题课。这在我当

然是义不容辞的。于是我在担负自然辩证法课的同时，与郭先生又在教学工作中愉快地合作了一个学

期。但这也是最后一次教学合作，因为１９６１年４月在哲学系建立了自然辩证法教研组，由我当组长，任务
十分繁重。

１９６３年学校制定了《重点师资培养办法》，我被选定为自然辩证法方面的重点师资，因而需要确定
一位资深教授做导师。周培源副校长建议由王竹溪先生做我的导师，他说王先生不但在数学和物理方面

造诣很深，而且在理论上很有见解。我把周老的建议告诉了王先生，当时他已是北大副校长，工作很忙，

但仍欣然同意做我的导师。我为王先生再度成为我的导师而欣喜不已。

王先生向我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他要我学习德文和法文，因为掌握了德文，就能阅读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原著，而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必需的；他很同意我想结合科学史上的重要事例来研究科

学中的哲学问题，那么，法文就是重要的文字工具，因为很多科学史文献都是法文的。我觉得王先生的意

见很有道理，决心攻下这两门外语。王先生还把自己使用和收藏多年的一本法英 －英法字典送给我。然
而１９６４年起我就下乡参加“四清”了，接着是“文革”十年，这个学习计划未能实现。

我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以后，郭先生仍是一如既往地给予我热情的关怀和帮助。１９６３年我到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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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图书馆查找物理学哲学书籍时，郭先生对我说，他熟悉这里的西文书，可帮我查，我只须自己查阅俄文

书目。果然，他很快就给我抄录了一份书单。以后，郭先生逛旧书店时也留意这一方面的书，有时还买了

送给我，如今我还保存着郭先生给我的一本书，即著名英国科学哲学家 Ｍ．Ｂ．Ｈｅｓｓｅ的 Ｆｏｒｃｅｓ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ｓ。
１９８６年郭先生退休了。我告诉他，我很想研究傅里叶的成就和思想，连恩格斯都非常称赞傅里叶，

赞赏Ｊ．Ｃ．麦克斯韦等人把他称为“一首数学的诗”。郭先生表示很有兴趣，于是我把我积累的有关资料
送到郭先生家里，他看得非常仔细，并把有些英文文献翻译成中文。大约一年之后，我们合写成一篇文

章，经过字斟句酌、反复修改之后，我才送给《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在１９８８年第６期，题目就是“傅里
叶，一首数学的诗”。这是我与郭先生的一次很有意义的学术合作，内容涉及数学、物理和哲学。

本来我还有一些想法，希望继续得到郭先生的帮助与合作，但是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眼力越来越

不济。后来我又向郭先生建议，是否写写回忆，回忆王先生，回忆物理系，回忆自己的经历。他说他写字已

很困难，于是我承诺说，待我退休后，由他口述，我来笔录。没想到就在我退休后一个多月，敬爱的郭先生

就与世长辞了。

从１９５０年到２０００年，郭先生一直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益友，我永远敬重他，怀念他！
　　　　　　　　　　　　

在北大物理系９０年的历史中，我的存在是短暂而微不足道的，然而在我的一生中，在物理系的三年及
其前前后后，却是我非常珍惜而终身难忘的。我与物理系师长们、朋友们结下的深厚友谊将常绿常青！

忆来自列宁格勒大学的几位苏联专家

王义遒①

２０世纪中叶，我国与前苏联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关系，当时有一批苏联专家派到我校来工作。他们对
中国高等教育从旧中国的英美模式转变成按苏联计划经济模式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在物理系工

作过多位苏联专家，其中有两位来自列宁格勒大学，即瓦·安·柯诺瓦洛夫（В．А．Коновалов）和菲·伊
·斯克利波夫（Ф．И．Скрипов）。前一位是长期专家，后一位只是短期讲学。另外，还有尼·彼·宾京（Н．
П．Пенкин）来访问过。

瓦西里·安德列也维奇·柯诺瓦洛夫是第一位到物理系来的苏联专家。来中国以前，他是列宁格勒

大学物理系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副教授，本人的专业方向是原子光谱学。他师从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在我国有很大影响的《普通物理学》教材作者福里斯，３０年代获得副博士学位以后，一直从事普通物理
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他１９５３年来到中国，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作。在那里他还指
导了六位研究生，从事工科普通物理教学法的学习与研究。１９５４年９月，根据当时高等教育部的决定，他
被改派到北京大学物理系来，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六名研究生也同时转学到北大，其中包括后来在技

术物理系开辟核电子学教学与研究方向的张至善教授。他来后，一方面在普通物理教研室帮助指导普通

物理课程的教学，同时讲授“高等学校物理教学法”课程。听课的除了他的几位研究生以外，还有不少进

修教师，总共约２０余人。另一方面，他还担任系主任的顾问，每周定期（一般为半天，有时两次）与系领
导讨论工作，系里有关教育教学方面的重要事务总要向他请教。后来，系里又来了两位比较年轻的苏联

专家，即电子光学专家谢曼和金属物理专家华西里也夫，有三位苏联专家同时共事，形成了一个专家组，

柯诺瓦洛夫算是组长。他于１９５５年７月回国，在北大工作一学年。工作期间由我任业务翻译，宋玉升任生
活翻译。

柯诺瓦洛夫在普通物理教研室指导教学工作，主要是帮助教研室主任（当时教研室主任是虞福春

教授）安排教学研究活动，开展教学讨论。当时我国刚刚引进教研室制度，教研室该做些什么工作，起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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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作用，大家并不很清楚。他来后规定每周开一次教研室会，讨论教学工作。主要是两方面：一是讨论普

通物理课程中一些疑难的概念和问题，如摩擦、表面张力等，这里既有学术上的不同看法，又有教学法上

的争论。通过集体讨论，可以廓清疑难。二是研究怎样开展当时引进的一些新的教学环节，如习题课，课

堂讨论，定时定点的辅导答疑，口试等。这些教学形式在旧大学是没有的，大家不了解应当如何进行。在

学术问题讨论中，他很尊重中国学者的意见；在新教学方式研究中，他比较多地介绍苏联的实际经验。当

时青年教师多，通过这种讨论，对他们提高科学水平和教学能力很有帮助。

柯诺瓦洛夫担任系主任顾问时，他的主要作用是介绍苏联高等学校是如何制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

等教学文件，运行各种教学环节，开展日常教学管理活动，以及实施提高教师的教学与研究水平等工作，

为系领导解答疑难，出些主意。当时，我们虽已根据苏联大学的教学计划（主要是莫斯科大学的）制订了

四年制教学计划，正在着手制订五年制的计划。但对制订教学计划的一些原则和指导思想，对一些新的

教学环节如何运用还不很熟悉。他介绍了公共课、基础课、专业课、专门化课等概念，课堂讲授、习题课、

课堂讨论、辅导答疑等教学形式的组织；普通物理实验、中级物理实验、专门化实验等实验课的要求和做

法；还有生产实习、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环节，测验、考查和考试等检验学习的方法的组织和运作等，以

及这些环节、方式的教学学时分配。当时主要课程的考试都用口试，这也是过去少有的，他对题签的设

计、考试的进行和评分等都做了详细解答。他还介绍了列宁格勒大学一些基础课程的教学大纲，说明制

订教学大纲的重要性。对于如何提高师资队伍的水平，他也出了一些主意，甚至连学生工作，也都向他请

教。可以说，他来后，我们的教学组织和管理是全面地按照苏联模式运作了。他为人谦虚和善，工作认真

负责，一些问题一时没有想清楚，或是回答不出来，他总是说要回去准备，下次再来解答。这样，常常在第

二次来以前他已经准备了好几页纸的解答提纲。对一些问题他尊重并鼓励中国同志按照中国情况办事，

从不盛气凌人，固执己见。

柯诺瓦洛夫还关心光学教研室的一些科学研究工作，参加了他们的一些科学报告会。还多次到中国

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的光学组，和他们讨论工作。他还应邀参加了１９５５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中国科
学院学部成立大会，见到了周恩来总理。这给了他很深印象，并引以为荣。他认为搞教学完全不做科研不

行。因此，他给他所指导的几位学习普通物理教学法的研究生都安排了物理专题研究的毕业论文。例如，

张至善在这期间就做了一台简易的电子显微镜。当时基本上没有科研经费，张至善从废旧仪器设备中拆

卸了一些零部件，自己动手，经过改造加工装配，居然做成了，得到他的高度赞誉。

柯诺瓦洛夫对翻译也很友好。我任翻译，当时还是学生，差一年毕业，就提前抽调出来突击学俄语，

只学了两个多月，水平当然很低。在讲授“高等学校物理教学法”课程时，柯诺瓦洛夫必须事先准备详细

的讲稿，对此他毫无怨言。当时，他是第一位综合大学物理系的苏联专家，一些大学也请他去解答教学组

织与管理上的一些问题，有时要出差。这时，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实在难倒了翻译（专家出差，不带生活翻

译）。他来后不久，就到天津南开大学去出差。早上起来想喝粥，翻译就是听不懂俄语的“粥”字，比划了

好久才弄明白。对于这种小事，他毫不在意，总是原谅翻译，没有脾气。他常说：“做人就是要被别人所需

要”，因此，他总是乐意帮助人。后来，我正好也到列宁格勒大学留学读研究生，他经常给以照顾。过年过

节，我总到他家做客，暑假还到他家别墅休息几天。

菲德尔·伊凡诺维奇·斯克利波夫是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的年轻副教授。在上大学期间发生了反

法西斯卫国战争，他上前线作战。战后重新回到学校，取得副博士学位。他先从事分子物理学研究，后来

在该校开辟了核磁共振波谱学的研究方向。１９５８年１月，经过周培源先生的努力，我从原定在莫斯科大
学研究高分辨率光谱学转学到列宁格勒大学改学波谱学。斯克利波夫被指定为导师，他的研究兴趣很

广。１９５８年３月他和列宁格勒普尔科夫天文台莫尔昌诺夫（？）教授一起来到中国，基本任务是在海南岛
参与中苏联合观察日环食，他主要从事射电天文工作。在中国期间，除了完成日食观察任务以外，他还在

北大物理系系统地讲授了核磁共振波谱学原理（近２个月，由冯义濂任翻译），当时全国刚开始从事这个
领域学习和研究的人都来参加了。这为我国开展核磁共振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由于既要参与分析整

理观察数据，又要备课讲课，斯克利波夫的工作非常忙碌，但他不辞辛苦，经常汗流浃背，连衣服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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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换洗，使翻译冯义濂一辈子铭感。

斯克利波夫在核磁共振波谱学上有很大的成就，主要有：首次从自由核感应衰减信号的傅里叶分

析中得到波谱的精细结构，开脉冲傅里叶核磁共振波谱学的先河，为核磁共振在化学中广泛应用奠定了

重要基础。当时，这样的工作是很难做的，因为还没有电子计算机，他是靠手摇计算机分析得到数据的，

工作量很大。这件事在西方老一辈核磁共振科学家中印象非常深刻，还偶尔提起。他还实现了核磁共振

信号的射频自激振荡，这是对量子电子学的一个重要贡献。这种装置可用于精确测定地磁场强度，对大

地勘察和探测远距离核爆炸很有用处。

他的学风非常严谨，我的一个工作发现了碱金属卤化物晶体中核磁共振化学位移的系统规律，他非

常高兴，请一位院士推荐到《苏联科学院报告》发表，却坚决拒绝自己挂名，只说可以在后面“致谢”中

提到他，表示跟他讨论过，因为，这个工作不是他要求做的。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他逐字逐句进行修改。开

始，他对写作的总体框架有一个意见。我在具体写作过程中觉得这个意见不太可行，就按照自己的写法

写出了一稿，开始他不满意，认为没有按照他的意见办。但是，当他看完了全稿以后，就谦逊地说，还是你

的写法好。表现了一个科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态度，使我深受教育。可惜，他在１９６１年夏天，我回国后不
久，就因癌症英年早逝，享年才４０岁。

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宾京当时是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他曾任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

主任，是著名的光谱学专家。他于１９５７年３月至６月应复旦大学周同庆教授的邀请到上海讲学，讲授气
体放电光谱学。这期间，也是由我给他当业务翻译的。他在北京时，曾来我校物理系访问，并做过气体放

电光谱学方面的报告。

忆谢曼专家在物理系工作的情况

吴全德①　朱　宜②

谢曼专家的全名是ОсвальдИвановичСеман（О．И．Семан）。他是苏联爱沙尼亚塔尔多大学副教
授，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２１日，谢曼到校在物理系电子学教研室执教。１９５６年暑假后，该教研室又分成电子物理
和无线电物理两个独立的教研室，谢曼专家在电子物理教研室工作。

谢曼专家的研究工作则着重在电子光学像差理论方面。当时我国国内尚无单位从事电子光学研究。

因此苏联专家的任务是培养干部，开展科学研究。对北大来讲就是要在物理系建成一个电子光学的学科

基地。

当时电子学教研室已有一批中青年教师（他们是吴全德、楼格、郭汝嵩、廖增祺、李克敦、徐承和及

专业翻译朱宜等———其中部分教师后来归属无线电物理教研室），均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专长。在

学生方面，系里已集中了十名１９５３年本科毕业生，作为跟随苏联专家学习的研究生，后来因人数过多，
调整为其中六名，由谢曼指导做研究论文。

谢曼于１９５６年１２月按期回国。在华工作的两年期间，他的主要工作有下面几项：
一、开设《电子光学理论基础》课，每周四学时，为时共一年。当时听课的除本教研室全体教师和研

究生十余人外，还有不少兄弟单位的同事。如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陈仁怀（后来也曾长期从事电子光学

专业工作，是该校电真空专业的创始人之一，现已调至中科院高能所），本校的张世龙教授（后曾任计算

机系主任），厦门大学等兄弟院校来京的进修教师葛孔昌等（约三四人）。

在该课程中，专家有意尽量避免与一般专业书上材料的重复，但又力求保持科学性与系统性，因此

他刻意将苏联以及其他国家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原始文献）加以系统化并简单扼要地进行讲授。从教

研室师生的研究成绩来看，这门课程起到了打基础和很强的启发引导作用。

二、指导师生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第二年，专家的工作主要是指导研究生开展专题研究，他们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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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纪业、蒋曼英、吴美珍、姚福田、刘鸿辉和张承佐。虽然专家本人是从事理论工作的，但是他注意到了中

国的实际情况，以及研究生个人的兴趣和专长，所以为刘、张二人定下的是实验研究项目，即电子轨迹的

实验测定方法，包括橡皮膜法和电解槽法等。在专家的指导下，几位研究生的课题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如陈仁怀同志说“在文津街（原科学院所在地）的一次学术活动中，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曾专门提起这

事，说这几个年轻人的工作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谢曼虽然不能承担更多的研

究指导，但是对于其他进修人员，他仍鼓励他们（如葛孔昌等）主动选题开展研究，并尽可能帮助他们解

决研究工作中的难题。

三、主持定期的科学讨论会。随着学习的深入，专家在教研室建立了科学讨论会的制度。由开始时

大家听报告发展成后来的真正的科学讨论，由介绍文献逐步转向各人自己研究工作的报告和讨论。在此

基础上谢曼又于１９５６年开设了《非轴对称电子光学的理论基础》专题讲座。把师生们的眼界进一步提
高到科学研究的前沿。这样的科学讨论会有效地推动了师生们研究工作的迅速开展。

四、参加校系各级教学法的咨询活动。５０年代初是全国高校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当时苏联高校中
许多相应的教学组织（如教研室，系学术委员会等）和教学环节（如学生的生产实习，考查考试，学年论

文，毕业论文等）对我们来讲都是极其生疏的。所以校系各级领导常常召开一些专题会议，请校内在任

的各位苏联专家介绍做法和经验。这也是谢曼经常出席的活动之一。

总之，在专家的指导下，依靠大家努力，我们终于在北大建成了国内第一个电子光学的学科基地，出

版了教研室集体编译的专著《电子光学理论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８），培养了一批人材，并推动了
兄弟单位的学科建设。当年的研究生，西门纪业后来成为北大的教授，国内外知名的电子光学专家。不幸

的是他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因病逝世。由于有些新兴应用学科的发展需依托电子光学为基础，我校凭借在这
方面的优势，有一批教师活跃于这些领域，成为优秀的业务骨干。应该说５０年代向苏联专家学习的工作
在我校是卓有成效的。

我国第一次实现受激发射的前前后后

李守中①

现在，受激发射光在全中国和全世界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激光照排、激光打印、激光通信、激光音

像、激光手术……激光渗透到我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

爱因斯坦早在１９１７年就从理论上提出了受激发射的概念，但是直到上世纪５０年代初人们还未能在
实验上产生受激发射电磁波。研究受激发射在那时只是极少数物理学家的事情，它的重要性还鲜为人

知，即使是光学的权威课本里也很少谈及受激发射的概念。

第一次人工产生的受激发射电磁波是在微波波段实现的，当时被称为 ｍａｓｅｒ（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ｙ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它是激光（Ｌｉｇｈｔ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ｙ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即 ｌａｓｅｒ）的前身，是由美国科学家汤斯和前苏联科学家巴索夫和普洛霍罗夫于
１９５４年率先利用氨分子束选态技术造成粒子数反转而分别实现的。他们都获得了１９６４年度的诺贝尔物
理学奖（我国物理学家王天眷先生参加了汤斯小组的研究工作）。为了获得更大的功率，１９５６年美籍荷
兰人布隆姆伯根提出了三能级抽运的固态工作物质 ｍａｓｅｒ的原理性建议。ＭＩＴ的科学家按照此建议在
１９５７年做成了第一个固态三能级ｍａｓｅｒ（当时我国翻译为“固态微波量子放大器”）。不久，多能级抽运
方案推广到光学波段，１９６０年梅曼用红宝石实现了可见光波段电磁波的受激发射。从此就像闸门一下
子被打开，各种波段、各种类型的受激发射电磁波装置层出不穷，势不可挡。我国的激光事业就是在这样

一个发展背景下开始起步的。

１９５８年夏天，正是全国响起“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口号的年代。一天物理系系主任助理沈克琦先
生和系秘书郑乐民先生把我找到物理北楼，告诉我说，丁渝教授（１９５６年从美国归国，在原子能所任研
究员，兼任北大教授）最近建议“放一个卫星”（就是完成一个重大科研项目的意思），叫微波量子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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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现在定下来由中科院和北大协作来完成。系里决定让我和董太乾两个刚留校的助教加上三位高年级

学生李慧心、施蕴陵、吴正娴来负责完成北大方面的任务，叫我担任北大方面的负责人。

我和董太乾都是光学专门化毕业的。大学五年级时听过苏联专家斯克利波夫的核磁共振课程，有点

射电波谱学的基础知识。但当时我们对国际上氨分子ｍａｓｅｒ的进展状况毫无所知。只是在原子光谱的课
程里学习过爱因斯坦的受激发射和受激吸收概念。所以初听到微波量子放大器这个词时，觉得很新奇。

看了郑先生介绍的一篇文献后，才初步明白了ｍａｓｅｒ的物理含义和工作原理。
不久，郑先生带我去西苑宾馆见中科院方面的负责人——— 电子所黄武汉研究员，洽谈具体合作事

项。确定第一期目标是大体上按１９５７年ＭＩＴ的方案制造一台固体ｍａｓｅｒ。争取能在国庆十周年献礼。具
体分工是，中科院化学所负责制备固体ｍａｓｅｒ的工作物质———搀杂浓度合适的铬离子的大体积钴氰化
钾单晶；中科院物理所负责提供液氦、液氢和液氮；中科院电子所负责提供大部分３厘米微波器材和设
计加工１０厘米微波器材并派部分人员参加最后阶段的物理试验和调试工作（我的记忆中有凌君达先
生、刘凯先生等，我们合作得很好，凌先生一开始就送来电子所搜集并影印成册的有关文献，并自始至终

参与协作，是与我们联系最多的人）；北大负责建立整个实验装置和进行包括两个波段的顺磁共振以及

受激发射在内的全部物理试验，并提供大磁铁及其他实验仪器设备，包括微波双频谐振腔的设计、加工

和试验以及液氦杜瓦瓶的设计、加工。

当时，仪器设备和加工的条件都是比较差的，在低温方面全国只有中科院物理所洪朝生研究员领导

的小组刚刚开始能够生产少量的液氦（每月仅能生产一个热水瓶的液氦）。微波波导和速调管则是美国

对中国禁运的物资，只能靠苏联进口。幸好当时北大物理系有一台现成的直径约１８公分的大磁铁，它的
磁场强度、均匀度、间隙尺寸和机械结构都正好合用。整个实验包括室温下的顺磁共振波谱测量和低温

下的双共振实验都是用这台磁铁进行的。

对于我们几个初出茅庐、在大学里也没有上过顺磁共振课程的青年人来说，这样一个未知因素很多

的大型实验实在是超过了我们的经验。虽说基本上是重复别人的实验，而且 ＭＩＴ在《物理评论》期刊上
发表的文献里介绍得还比较详细。但可以想见，在当年那种闭关锁国，非常缺乏国际交流的条件下，这种

“重复”大部分也只能在摸索中进行。不仅是关键的技术细节，甚至有些在国外已经是常规操作的知识

我们都无从得知。惟一的办法是根据那篇文献自己推敲琢磨或者靠自己来测定数据，有的就只能靠猜测

了。要产生受激发射必须使工作物质在抽运频率与信号频率同时产生共振（双共振）。在当时的计算机

条件下，没有可能靠顺磁能级理论计算自旋哈密顿量求出双共振的频率值，我们就用自己的顺磁共振实

验测得的数据来确定双频腔频率和尺寸。但充填工作物质和低温都会使谐振腔的频率变动，数量有限的

单晶和珍贵的液氦又不允许做反复的试验。这是当时最伤脑筋的问题之一。还有个难题是双层杜瓦瓶的

加工，它的内径要能容纳外径约为４厘米的双频腔，外径要小于磁铁的间隙（６厘米多点），就在这狭窄
的空间里要容纳进去４层同轴的玻璃圆柱，２层真空和液氮液氦２层低温液体。这个要求极为苛刻的“手
工艺品”被北大的两位玻璃师傅（高玉德师傅和祁震清师傅）出色地完成了，磁铁可以围绕杜瓦瓶毫无

阻碍地旋转。

这个项目得到领导的关心，１９５９年初开始，无线电电子学系和地球物理系由原物理系分出来，我们
的实验组归到无线电电子学系的波谱学与量子电子学教研室。系领导汪永铨先生经常检查实验进展的

情况以至亲自帮助解决大功率速调管等关键器材。陆平校长直接听取我们的汇报，询问我们的困难并且

当场找有关部门解决了交通、液氮供应等问题。这样，在几个单位密切配合、全体同事通力合作下，实验

得以紧张有序地顺利进展。

总调阶段是在位于东皇城根的老物理所进行的（因为液氦机在那里），一次次精心调整晶体的厚

度，终于“凑”到在液氦下能够发生双共振的条件。到了１９５９年国庆十周年前夕的９月２０日晚饭后，难
忘的时刻到了。在洪朝生先生直接领导下，物理所早已经把液氦制备出来。电子所的凌先生似乎预感到

什么，显得特别兴奋，北大小组的人员各就各位，聚精会神。磁铁运转正常，３厘米和１０厘米波段的顺磁
共振先后都找准了。示波器上显示的是信号频率（波长在１０厘米波段）的吸收谱线。我们稳住磁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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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盯准了谱线，一点点地加大抽运微波场（波长在３厘米波段）的功率。只见信号频率的吸收谱线强度
随之一点点地减弱到零，我们好像看到了２、３能级间的粒子数差在逐步减小。然后就是抽运功率进一步
加大到一定程度，示波器上的吸收信号一下子冒了上去，变成了发射信号，盼望已久的受激发射电磁波

终于产生出来了。这是在中国首次产生并观测到的电磁波的受激发射（当时也被称作量子放大）现象。

这时已近午夜。实验又重复了几次，仔细地测量并记录了粒子数反转比等数据。北大和电子所的同

志相互祝贺，各自向领导汇报。返校时已经是清晨了。

由于当时微波量子放大被认为具有应用于远程雷达超低噪声接收的军事潜力，这个课题在５０年代
被领导列为绝密项目。第一阶段的工作完成后只做了内部报告，一直没有公开发表。以后阶段的研究在

北大和电子所各自分别进行。北大曾完成了红宝石行波量子放大器、液氮温度的红宝石微波量子放大

器、３厘米波段的量子放大器的研制和自旋交叉弛豫等研究，其成果到１９６３年后逐步公开发表。１９６０年
梅曼用红宝石做工作物质用氙灯抽运制成可见光波段的光受激发射器后，科学院和北大都把重点转到

可见光和红外波段的激光研究。而微波波段的ｍａｓｅｒ由于其本身超低噪声的特点以及装置比较复杂等
局限性，后来的实际应用主要是在要求超低噪声的微波接收设备上（这时其他类型的低噪声微波接收

器件由于性能限制无法替代），例如巨型射电天文望远镜的前级接收机，以及行星际飞船通信的地面接

收装置等。

８０年代布隆姆伯根来华访问，这时他已经因为在发展激光光谱技术中的贡献而成为１９８１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得主，我向他提起这段往事，他才知道中国也曾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根据他的三能级抽运方案实
现过微波的受激发射。

·５５１·九、忆 人 和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