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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老一辈科学家的高尚情操

—赵忠贤  7 月 19 日

刚才播放了几位前辈的事迹。我作为第一个发言者谈谈自

己的体会。老一辈科学家爱国、奉献、治学、修身，永远值得

我去学习。我先谈谈彭桓武先生，彭先生是“两弹一星”的

元勋。我办公室挂着他手写的一首词，词牌名是《喜迁莺·小

令》，写于 1987 年 3 月 2 号，我现在给大家念一遍，开物理

学会时过紫竹院，会中纪念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

训前辈，并祝贺物理所高温超导研究。词的正文是：

“平湖静，小河浑，册府半装新。檐前竹上腊梅薰，花信

又初春。去复还，研兼教，几代师生耕造，为中华物理生根。

超导贺高温。”

这首词的上阕写景，下阕抒情，特别是下阙“去复还”，就

是出国又回来。“研兼教”，做研究和教书。“几代师生耕造”，

通过几代人的努力，目标是“为中华物理生根”。这首词把彭

先生的心境表现的非常充分。我记得彭先生有几件事：

曾经有人问他当年为什么回国。大家知道彭先生在回国之

前已经是爱尔兰科学院的院士，彭先生回答是“回国是不需

要理由的”，我们现在可以知道他回国就是为了中华物理生根。

彭先生曾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建国初期我们从高炉里铸出

的钢锭是裂的。彭先生建立一个理论模型，通过这个理论模

型推出一种工艺方案，使钢锭不裂。后来，现场的专家和工



2

程技术人员采取的办法和他的是一致的。也表明这个模型是

成立的。彭先生说他的这个模型后来也用在原子弹研究中。

彭先生是理论物理学家，他急国家之所急，发挥自己专业特

长，为国家需求服务，同时又发展了理论。

第三是彭先生说过“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就是“几代师

生耕造”，来实现中华物理生根。

从喜欢到责任

我们这一代人也曾经是“祖国的花朵”，这是一部儿童电影

的名字，电影里的主角和我是同龄人，她既是我的校友，也

是我们科学院的研究员。我们当年都作为祖国花朵儿，唱着

《让我们荡起双桨》成长起来的。1956年我初中毕业上高中。

也正是那一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这对一个初中生影响

是很大的。这就是国家的号召。高中时看了一些科普书籍，

主要一本科普杂志《知识就是力量》，是前苏联杂志的中译本。

介绍了很多前沿科学问题，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增加了对科

学的兴趣。在学校里受到老师的影响和参加一些课外活动喜

欢上了科学。

1959年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那个年代学理工是很

时尚的，很多年轻人喜欢理工科，也是国家的召唤。比较热

门的专业有，比如，原子能、半导体、火箭等等。大学开学不

久，我们听到了钱三强先生一个报告，我们坐在操场的地上，

郭沫若校长主持会议。钱先生讲了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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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颗人造卫星是在 1957年发射的。时隔两年，大家兴奋劲

还是很高的。钱先生提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的

时候，苏联政府就从前线调回一批年轻人，回到后方学习。

有时候上课就在走廊里。后来这其中很多人就成了前苏联的

“两弹一星”的骨干。当他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作为学

生感觉到我们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不仅仅是对科学的喜欢，

而是有了责任和使命感。

在我们读书期间最多是讨论“红专”问题，现在有的年轻

人问我什么叫“红专”，“红”就是思想好，“专”就是业务水

平高。当时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不是很清楚。钱三强先生在另

一次报告中讲，他自己是先“专”后“红”，他说他的一位大

学同学先参加革命，后来做了某一方面的专家，所以他的同

学是先“红”后“专”。一个是老革命，一个是大科学家，我

们都觉得高不可攀。后来陈毅元帅有一个讲话，他说一个飞

行员飞行水平特别高，飞机开上去跑了，这不行。另外一个

飞行员，他的思想特别好，水平差，上去被人打下来，这也

不行。必须要能把飞机开上去，把敌机打下来，这就是“又

红又专”，我们觉得这种说法是大家可以努力去争取做到的。

“红”不在于参加了多少政治活动，而在于内心深处的信念。

“专”要全身心地投入，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努力把组织上

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老一辈科学家传授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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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书和工作中，我聆听过很多有名老前辈的授课和报告。

比如，钱三强先生在报告中曾经提到过，他喜欢四分的学生，

我们听了很高兴，因为五分太花精力了，不过于看重分数，

就有多余的时间去开拓视野。另外钱先生讲了研究科学问题

要全神贯注。在做报告的时候他以华罗庚先生为例，说开会

的时候华先生人坐在那，实际上是在想自己的数学问题。当

时我们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华先生是忸怩不安，因为当时最

怕人家说你不重视政治。实际上，如果花多数时间去认真地

开与本人业务无关的会，有多少时间去做研究？还能出大成

果？所以作为一位科学家，“专”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在学科研

究上。

华罗庚先生对于治学问题，曾经写了一篇题为《天才在于

勤奋，聪明在于学习》的文章，其中写了四点：1.独立思考；

2. 练好基本功—拳不离手，曲不离口；3. 读书要从薄到厚

再从厚到薄；4.锲而不舍，勤奋刻苦— 顽强刻苦的精神。华

先生关于治学方面的精辟论述，对我们那一代的科大学生在

学习和工作上都很有影响。

我们在大学上大课的时候，几百人听课。冬天暖气还没有

来的时候，上一段时间课之后要停下来，大家集体跺脚来取

暖，有的坐得比较远听不太清楚。我认为只要老师认真教，

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上大课一样可以学得好。

张宗燧先生给我们上数理统计课时，他讲到“系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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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直言某一个著名学者的观点他不同意。对我们大学生来讲

这是很遥远的事。但是这告诉我们科学是在交流、讨论和质

疑过程中创新发展的。

黄昆先生在治学严谨方面是令人敬佩的。他曾经是物理所

的学术委员会的委员。有一次物理所开学术委员会会议，负

责人介绍物理所的工作进展，提到某一项工作有重要的物理

意义，黄昆先生则提问：“我怎么看不出来这个重要物理意义

在哪里？”。这是真正应该秉持的学风。后来因为学术委员会

开会内容发生变化，换届时黄先生就写了一封信给物理所，

不再继续当委员了。黄先生获得最高奖时的发言中讲道：“科

学研究贵在创新，要做到‘三个善于’，即善于发现和提出问

题，善于提出模型或方法去解决问题，善于做出最重要、最

有意义的结论。其中最关键的是善于抓住机遇、发现和提出

问题。对于科技工作者来说，拓宽知识面，深入进行研究是

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提高驾驭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大多数

开创性研究并不是想象得那么复杂和深奥，关键是确立少而

精的目标。”

多年来，在学习和实践中我不断地理解这些前辈名家的治

学精髓。我逐渐体会到，搞科学研究需要扎根，长期的坚持

和积累就会在认识上有所升华，才会抓住机遇、厚积薄发。

当然，我至今还没学透，还需要继续认真学习。

我有幸参加了聂荣臻元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听到了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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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周光召的发言。其他人的发言都是有稿子的，只有他拿

了一个小纸片，32 开这么大的。我估计他只写了几条提纲，

就是即兴发言。他讲的非常感动人。第一，他说，他的社会

关系一塌糊涂，但是组织上还是信任他，让他去搞原子弹。

第二，在第一次见到聂荣臻元帅的时候，聂荣臻元帅问他，

哮喘的毛病怎么样了，这个让他非常感动。他当时还不到 30

岁，一位元帅这么关心他，组织上对他信任，就更要全身心

地投入，把工作做好。大家知道周光召院长参加原子弹的工

作之前在粒子物理方面发表了重要的文章，国际上的同行都

奇怪这么好的文章，这个人怎么不见了，没有文章出来了。

在改革开放以后才知道为了国家的需求他调去搞原子弹了。

下面我谈谈在物理所工作多年的洪朝生先生。在物理所 90

周年的成就里提到了洪先生。就是他带领团队研制了中国第

一台氢液化器，中国第一台氦液化器。这些技术也转移到了

其它部门，如航天等。有了低温条件才有后来的超导研究和

其他方面研究。包括现在我们进行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以

及一部分量子计算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洪先生在回国之前，

他在半导体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与另外一位合作者第

一次提出半导体杂质导电的概念，这个工作是半导体经典之

作。也是后来安德森解决局域化问题研究的第一个实验结果。

回国前，钱三强先生通知他先搞低温。另外给了他十万块钱

买一些设备。洪朝生先生为此先到了世界上研究低温最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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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荷兰莱顿实验室工作，中间他也到剑桥找过莫特讨论他的

半导体方面的实验结论。洪先生服从国家的安排，义无反顾

地把低温条件建立起来。九十年代他在低温中心（现在理化

所前身）建立了一个低温物理实验室。杨振宁先生曾问我，

物理所有没有搞极低温和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的。洪先生同样

想到这个问题。他对国家科学上未来需求的敏锐判断是很有

前瞻性的。他虽然受了一些委屈，但初衷不改，为国家需要

奠定了低温物理与技术的基础。

他在去医院住院之前，住在物理所招待所。他虽然是无奈

地离开物理所的，但对物理所非常有感情。他说住在招待所

一是可以找人讨论学术，二是晒太阳时看我们走过很开心。

在承担的责任中成长

在 1967年到 1972 年，我被安排参加国防任务，感到光荣

和责任重大。很多东西不懂。不懂就要学。物理所图书馆没

有的资料就到院图书馆查。后来把洪朝生先生请到我们国防

任务组。向老专家学习。搞国防任务也经常加班加点，有时

候也干 38个小时，出差当时很辛苦，能弄到一张票就可以了。

赶上武斗的时候很麻烦，有一次我从北京到上海出差，花了

72 小时，武斗卡在那了。但是自己有一个目标，不管怎么样

困难，努力去完成任务。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我们也碰到矛

盾。那个年代开会特别多，自然也与让我们参加会的领导有

一些矛盾。最后找了所级军代表，所军代表说：“你们完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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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任务就是最大的政治，一般的会议就不要去参加了，但是

“忠字舞”你们还是跳吧，因为中间总要休息休息，对你们

身体有好处。”问题也解决了。遇到工艺技术难题就和工人一

块商量。例如，我们加工一个铜的热交换的部件，需要开一

圈 0.3 毫米的槽，我们都知道用电火花加工，但没有这种设

备。我们跟参加这项任务的工人师傅一起想办法。用土办法

解决了大问题。这样在如何解决问题等方面有很大提高。短

短五年，我在承担的重任中成长，受益匪浅。尽管从事的研

究内容不是“超导”，但是在能力、责任、与同事合作、吃

苦和执着等方面都有所提高，也磨练了性格。

四十年坚守得益于稳定的大环境

我从事探索高温超导体 40 年。事实上很多人一生也是坚

守，几十年做一件事，比如一辈子就教数学，一辈子教语文，

本质都是一样的。坚守自己热爱的职业，都有自己的追求和

满足。我与他们不同的一点是搞科学研究，搞科学这里面有

很多选择，我选择探索高温超导体有几个原因：第一它是科

技前沿，有重大的科学意义。第二，一旦成功，它有很大应

用价值。第三探索过程中，还能解决跟超导有关的其他问题，

如与应用有关的高临界参数问题。

通过调研与交流提高了认识，这就有了信心。有信心就全

力以赴。高温超导突破前共组织了六次全国‘高临界温度超

导体’（后改为高临界参数超导体）的会议。第一次会议是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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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12月份。每两年组织一次，我都是积极张罗，相当于总

跑腿的，高雅点儿叫秘书长。第一次会议基本上大家没有什

么研究工作，就是交流交流看资料的一些想法，也有少数在

做理论研究。我们的会议开的很热烈，我记得 1980 年的会是

在广州开的。为什么选择广州？因为广州刚开放，大家想去

看，第二我们在广州找的是商业部门的招待所，会吃得好一

点，那时候吃饭还是有点问题的。结果这个招待所老鼠多，

把有些人放饼干的包给咬了，甚至有的老鼠钻到被窝里，大

家按在那把老鼠打死。住房分配按年龄，老先生住两个人一

间的房子，其他人不管你是什么头衔全是住几个人的房间。

为了保证大家睡得好，打呼噜的放一个房间，打呼噜声音很

大，别的房间还是被他们吵醒了，大家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认

真地讨论学术问题，我想不仅仅是交流学术，还是精神上的

互相鼓励。这个会我们一直开到 1986 年的 11 月份，开了 6

次，每一次换一个主席，这也得到了很多老科学家的支持。

例如，1978 年主席是李荫远先生，1980年是何寿安先生。1984

年是我。

1977年我在《物理》上发表了一篇综述性的但包含自己观

点的“探索高临界温度超导体”的文章。这是和大家调研交

流过程中形成一些想法而写的，这里面有很多思想是很解放

的。比如说提出，相信临界温度可达 45K 到 55K；复杂系统新

的机制可以达到 80K。与后来的突破很巧合。所以 35 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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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龄很好，有一定基础和经验，思想又比较解放。我觉得

思想解放还是很重要的。

冷板凳并不总是冷的，尽管遇到很多困难，在研究过程中，

越做也越有兴趣，兴趣很重要，你有瘾了，非常愿意做它。

同时在工作中有新的进展，也是鼓励。比如说我们协助沈阳

金属所做多芯 NbTi 合金超导线，他们研究过程当中，性能总

是比国外的差，后来大家讨论想到了除了超导材料之外，还

有用于导热材料的铜。测量铜的室温和低温的电阻比，我们

发现，我们的电阻比太小了，说明我们铜里面杂质缺陷很多，

于是他们换成了好的无氧铜，一下子多芯 NbTi 合金超导线的

水平上去了。这项工作拿了中国科学院科学进步三等奖，我

们物理所是第二单位，我是第二单位的最后一名。但是我觉

得挺满足，受鼓励，总是做了一件有益的事。

我认为团队的精神非常重要，一个团队各有专长，很重要，

还有就是精神。精神上互相鼓励，这个非常重要，特别是遇

到困难的时候。而且这个团队在交流过程当中互相启发产生

灵感。另外就是坚持做某一事情有一个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

产生认识上的升华。这个升华可以意会不能言传。你有这种

认识以后，你突然对你从事的工作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往

往你说不清楚，有时你做这个决定，最后这个决定就是对的。

以前的例子不说了。最近的例子，我们团队做出了五个 1 结

构的铁硒基超导薄膜，临界参数都很高，也做出了一些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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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物理工作。这个新超导体是中国科技大学陈仙辉院士发

明的。我们是用水热法做出薄膜，到目前为止，还是第一家，

也是国际上唯一的一家。但如果你问当初是怎么想出来用这

种方法的，还真说不太清楚。可能是上面说的长期积累之后

产生的直觉吧。

特别要指出，这 40 年大环境是安定的，这非常重要。尽

管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你还有别的选择，还可以翻身，打

破瓶瓶罐罐重新来，仍然可以坚持。

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是在老红军的精神和老一辈科学家

爱国奉献精神感召下成长的。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我拿什么

奖，我在大学也没有想到自己最后当一个科学家，现在是老

科学家了，老跟年龄有关系。从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不仅取得了两弹一星的成就，改革开放 40 年建

立起完整的科学体系，我觉得中国科技发展是举世瞩目的。

我自己觉得作为我这一代人，我最安慰的是“我奉献了”。

新时代新使命

在物理所成立 90 周年的时候录了一个节目，让我对物理

所年轻的同事们讲几句话。我觉得现在这些年轻人基础都很

好，因为他们整个受的教育非常完整。第二设备都是世界一

流的。第三个经费充足。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条件非常好。关

键是安下心来做事。做什么？科学研究，需求是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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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大需求。一个需求是国家需求，第二个需求是科学发展

的需求。两者都服务于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在需求推

动下怎么选题？选题实际上就是按照这样的需求。不要急功

近利，要设定一个长远的目标。如果你设定十年的目标，你

可能五年就完成了，你设置的都是短平快的，你是有一些东

西，但很难做出像样的事。所以我觉得安下心来做事很重要。

现在全国有这么多的科学技术人员，这么多的团队。我认

为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花十年的时间，或者二十年的时间，

解决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或者解决一个核心的技术问题，

加起来那还得了吗？只要我们大家都能够安下心来，集中做

事，而不是赶“潮流”去做同性质的，短平快，急功近利的

事，我觉得我们国家科学技术会有更快更好的发展。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做了关于“瞄准世界

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抢占先机迎难而上、建设世

界科技强国”的报告，对我们科技界寄予厚望，我预祝大家，

为建立世界科技强国，为人类文明进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做出贡献。

谢谢，请批评指正！

中科院物理所超导 4 组 http://sc04.iphy.ac.cn/

       

http://sc04.iphy.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