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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佳畅 整理

卢嘉锡（1915-2001），又名瑞

师，祖籍福建永定，原籍台湾台

南。美国归侨，著名科学家、教育

家、社会活动家，国家领导人。生

于厦门市，相继在厦门育才学社

和大同中学初中就读，1928 年秋

考入厦门大学预科。1934 年从厦

门大学化学系毕业，同时修毕数

学系主要课程。

卢嘉锡的科学研究，主要涉

及物理、化学、结构化学等多种科

学领域。在结构化学研究工作中，

贡献尤为杰出。

出身贫寒

卢嘉锡原籍台湾，在他出生

之前的 20 年, 中日发生了甲午战

争，清政府在国力、海军军力都全

面优于日本的前提下,竟然以一败

涂地告终。清政府为了自保，只得

将宝岛台湾割让给了日本政府。

后来，大将刘永福等人进行了保

台抗日战争，但仍然没能挽救台

湾被瓜分的命运。

卢嘉锡的祖父卢立轩对清政

府割让台湾、苟且求和之事甚感

愤慨，他不愿在侵略者的铁蹄下

苟且偷生，便举家迁往福建厦门。

由于家境贫寒，为了养活一家老

小，卢嘉锡的父亲卢东启在村中

设立私塾，教书育人。

卢嘉锡于 1915 年 10 月 26 日

出生。虽然卢家家境贫寒，却是书

香世家，可谓是家学渊源。卢嘉锡

受到家族影响，自幼随父亲读书，

展现出了学习的天赋。年纪虽小，

但所做的诗词颇有可观之处。这

一切让父亲大为欣喜，对儿子寄

予厚望，希望他将来读书能有成

就，能够改变家庭贫困面貌，进一

步挽救民族危亡。

在列强入侵的时代，政府的

软弱让年少的卢嘉锡过早地体会

到了弱国弱民的心酸。看到帝国

主义列强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

道，看到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国

土上拥有这样那样的特权，卢嘉

锡便立下了救国的壮志，为了实

现自己的理想，年轻的卢嘉锡表

现出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

1926 年，卢嘉锡在公立小学

上过一年学后，先后去了厦门育

才中学、大同中学读书，1928 年,

年仅 13 岁的卢嘉锡考入厦门大

学预科班。两年后，进入厦门大

学化学系学习。在大学四年期

间，卢嘉锡曾经先后担任学校文

化学会的会长和数学学会的副

会长。毕业后，因为在校期间表

现优异，卢嘉锡被留在学校任助

教。

1937 年，抗战爆发前夕，卢嘉

锡考取了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进

入伦敦大学学院学习，师从于著

名科学家 S.萨格登，在他指导下，

卢嘉锡开始从事人工放射性研

究，两年后获得伦敦大学物理、化

学、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

1939 年，卢嘉锡从英国转道

到了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同两

度获得诺贝尔奖的 L.鲍林从事化

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次年夏，卢嘉锡本想回中国，

为抗战中的中国提供科学帮助，

但鲍林教授热情挽留，他又在美

国多停留了五年。在这五年之中，

卢嘉锡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

文，其中有不少论文成为结构化

学方面的经典著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被点

燃，战争波及大半个世界，美国也

被卷入战火之中。为了尽早地打

败法西斯，结束这场世界性的大

战，美国将所有的工业潜力都挖

掘了出来，整个国家都纳入了战

时轨道，同时大力发展军工科技。

卢嘉锡受到美国邀请，参加了军

事科技研究。在此期间，卢嘉锡在

燃烧与爆炸的研究工作中做出了

突出的贡献和出色的成绩。为此，

卢嘉锡获得 1945 年美国科学研

究与发展局颁发的“科学研究与

发展成就奖。”

扬名世界
1945 年冬，第二次世界大战

刚刚结束，卢嘉锡意识到，列强休

养生息后可能会再次卷起瓜分

中国的狂潮，于是他带着“科学救

国”的热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

中国，准备用自己掌握的科学

技术为抗战后浴火重生的中国

发展建设，提供自己的力量。但

让他失望的是，抗战后的中国

很快又陷入内战之中。意识到国

民党政权的专制与腐败后，卢嘉

锡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望。

回中国前夕，卢嘉锡最初想

在中国国内研究结构化学，希

望开辟出结构化学新纪元。可

惜，当时的中国内战战火纷飞，

加上中国科研技术水平和学术

落后，这一想法很难落实。于是卢

嘉锡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将所有

的希望寄托于教育事业中，以教

书育人为己任，希望改变中国当

时科学教育水平落后的现状。他

先是受聘于厦门大学，任厦门大

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后来又

两度受到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

理学院胡刚复院长的聘请，前往

讲授化学、物理的课程。

在教学工作中，卢嘉锡是才

华横溢而又勤奋严谨。他学识

渊博且善于表达，讲起课来生

动活泼，见解独到，板书格外工

整清晰，课堂常常座无虚席，成

为厦门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

一。1947 年春，当他在浙江大学

完成第一次讲学任务即将离去

之际，该校一百多名师生联名

写了封充满激情的挽留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他曾接受高等教育部的聘请，与

唐敖庆等先后到山东大学和北

京大学讲授物质结构课程，培养

了一大批结构化学的师资。

卢嘉锡在教学过程中，注重

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他虽然是一位数

学功底很深的化学教授，却经常

告诫学生，要学会对事物进行“毛

估”，他说：“毛估比不估好”。思考

问题时要学会先大致估计出结果

的数量级，尽量避开繁琐的计算，

以便迅速地抓住问题的本质，必

要时再仔细计算，这样可以提高

解决问题的效率。为了培养具有

全面素质的人才，他让学生记住

一个奇特而有趣的结构式———

C3H3，即 ClearHead（清楚的头

脑）、CleverHands （灵巧的双

手）、CleanHabit（洁净的习惯）。

他常说：“一个老师如果不能培

养出几个超过自己的学生，他

就不是位好老师。”

1949 年，新中国成立。1950

年之后，卢嘉锡历任厦门大学

理学院院长、副教务长、研究部

副部长。在卢嘉锡的努力推动

下，因为化学教学成绩突出，厦

门大学得以跻身中国重点大学

的行列。1955 年，卢嘉锡被选为

中国科学院化学部部长，同年，

被高等教育部聘为教授。建国

初年，中国缺乏高端人才，卢嘉

锡是当时全中国最年轻的学部

委员和一级教授之一。1956 年，

卢嘉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

年后，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到福

建筹建福州大学和中国科学院

福建分院，并在后来担任该校校

长。1949 年后，卢嘉锡培养了十

五届计50多名博士生、硕士生以

及许多青年学者，如田昭武、张乾

二、梁敬魁、黄金陵、黄锦顺、吴新

涛、潘克桢、陈创天等。

创办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的

同时，卢嘉锡还组织和领导了关

于金属络合物和一些簇合物、硫

氮系原子簇化合物等方面的研

究，并且取得了傲人的成功，令世

界瞩目。七十年代之后，卢嘉锡组

织和领导了我国化学模拟生物固

氮研究，同样取得了重要的理论

成果，并以这些成就为契机，进一

步发展了我国原子簇化学。

1972 年，卢嘉锡着手进行

恢复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的科

研队伍和科研设备，亲自指导

这个研究所的有关结构化学、

晶体材料、催化金属腐蚀和防

护等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使

该研究所在短时间内成为一所

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所，并在

原子簇化学和新技术晶体材料

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978 年，卢嘉锡基于自己对

国际化学前沿领域的敏锐洞察

力，和自己在从事化学模拟生物

固氮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以

及研究过程中取得的研究经验，

再综合了自己早期在硫氮原子

簇化合物方面实践经验，开始

极力地倡导过渡金属元素的化

合物研究，并在这一个研究方

向上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工作。最终，卢嘉锡的科研小组，

在合成了象征两百多种新型醋合

物的基础上，发现了原子簇化学

的两个重要规律，也就是所谓的

“活性元件组装”“类芳香性”，这

个发现在国际原子簇化学上引起

了重大轰动，对国际原子簇化学

的发展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81年 5月，卢嘉锡出任中

国科学院院长，在任职的近六年

里，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科学

技术工作的指导方针，领导中国

科学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

施，诸如建立科研课题的同行评

议制度；实行择优支持的经费管

理办法；创建开放研究所和开放

研究室；率先在中国科学院设立

青年科学基金；加强与院外的横

向联系、组织全国性联合攻关项

目；稳定我国基础研究工作等。他

还为加强中外科技界的友好交往

与合作做了大量工作，为提高我

国科技界在国际科技界的地位做

出了贡献，卢嘉锡也在这当中成

为享誉世界的著名科学家。

心系社会
卢嘉锡早年在欧美留学时

期就参加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并

曾担任美西分社执委会副主

席，积极联系联络当地中国留

学生、举办各类活动。回国后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更加关

心海内外留学生，积极倡导和

支持留学生组织开展跨学科联

谊活动和学术交流。1991 年 4

月召开的欧美同学会第二届理

事会上，卢嘉锡被选为会长。

为更好地团结海内外留学人

员，他提出要“以情会友，以文会

友”。他说：人际之间最宝贵的是

友谊，我们的会员虽然年龄层次

不同，但大家都有一颗为“四化”

尽力的赤子报国之心，我们的同

学会一定会成为几代人的温暖

集体，相聚时像在家里一样，这就

是“以情会友”。我们的会员学有

专长，大家应该携起手来，在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和开展国内外学

术交流方面做出贡献，拿出成果

来“以文会友”。

在卢嘉锡倡导下，欧美同学

会广泛开展与海内外留学人员

的联谊和文化学术交流活动，

截至 1994 年底，会员已发展到

7000 余人。

同时，卢嘉锡也是两岸科技

交流交往的积极推动者。卢嘉锡

原籍台湾台南，又从小生长、长期

工作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

这些都使他对台湾怀有深厚的

感情，同时也让他较早就参与

对台工作、接触台湾同胞。1978

年 3 月，他作为台湾省代表团团

长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1979年

8、9月，在参加国际纯粹与应用

化学联合会会议期间，他又有机

会与台湾官员和化学界同行直

接交往。 （下转4版）开拓中国原子簇化学研究领域（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卢嘉锡（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卢嘉锡在指导学生（图片来源：福州大学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