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鑫教授至今仍在勤勤恳

恳地汲取知识，坚持研究物理课

题。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各种书

籍资料，电脑桌面上也打开着许

多文件夹和文献资料。他见证了

中国从落后走向强大的过程，在

新中国的曲折发展和伟大复兴

之中，他也用自己的科学研究奉

献了力量。

儿时的经历给孙鑫留下了

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深刻记忆，也

让他更能感受到新中国的强大。

在他的记忆中，七十年前的中国

千孔百疮，饱受外国的欺凌，处

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

七十年后，他看到的是整个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完全是翻天

覆地的变化，是当年的他怎么也

想象不到的变化。

他记得小时候，“日本鬼子”

一放火，中国人就要逃难。1945

年抗战胜利，当时的情景至今历

历在目：“我印象很深，‘日本鬼

子’变怂了，就像气球一样一下

子瘪掉了，向中国人投降了。中

国人胜利了，把日本人打走了，

感觉非常兴奋。”

10 岁那年，解放军来了。孙

鑫特地跑到城墙那儿，看解放军

队伍从城门外走进来，大家感到

解放军来了，旧中国的黑暗可以

结束了。说到当时的感受，他仍

然十分兴奋：“社会面貌不一样

了，总结起来就是大家都翻身

了，都解放了，见到面都说翻身

了，不再受各种势力的压迫。”印

象最深的是当时家门口的臭水

沟，解放后就修好了，变成了清

新的河流，小孩子们特别喜欢在

河边玩耍。那时候的他虽然不懂

什么大道理，但深深感觉到周围

的环境焕然一新。

谈起家乡扬州，孙鑫觉得解

放前的扬州是相对落后、没有工

业的城市，到处都是失业者，到

处都是破落户，人们的生活很难

维持。“解放后的几年，年轻人都

有奔头了，大家各奔前途，我们

小地方的人争取到外地去，到全

国各地去工作发展。”提起解放

后的改变，孙鑫依然十分激动。

这 70 年中，孙鑫亲眼见证

了国家的曲折发展和伟大复兴。

他认为，几十年来我们确实走过

不少弯路，但是弯路也是教训，

所以现在走得更加有经验、有方

向。“现在中国的发展是更上一

层楼，国家不仅是站起来，富起

来，更是强起来。”

解放后，孙鑫开始了求学之

路。在解放前，小地方的孩子都

不怎么读书，上学不上学都是一

回事。解放后，孩子们都到学校免

费读书。不久，他进入初中，在扬

州度过了中学生涯。1955 年，国

家重视科学教育，老师和报纸上

都在讲“新中国一定要发展科

学”，“当时我们在学校里面，听到

原子能是非常了不起的，还有人

造卫星。虽然不是很懂，但非常向

往。当时整个形势就是国家重视

科学技术的发展了。”尽管还是懵

懵懂懂的，但孙鑫觉得物理特别

有意思，因此报考了物理系。1955

年，孙鑫进入我校读物理。

在那个年代虽是公费上大

学，但生活非常简朴。他进复旦

时就带了一个包裹，包着几件衣

服。学校每月发放 10 元钱助学

金，这就是他的伙食费了。另外

学校会发放棉衣等生活用品。他

还记得那时没有热水瓶，他每天

在水龙头上冲一冲就去睡觉了。

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当时

国家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培养，整

体气氛积极向上，人们的精神面

貌很好。从扬州到上海，一进复

旦，孙鑫感觉“像是进入了知识

的海洋”。在中学里他也学了几

何、代数，但停留在经典的低等

的数学阶段。进了复旦后，就学

高等数学，学微积分。从两千年

前欧几里得的知识一下跨到了

近代的数学方法，他觉得特别有

意思。周围都是新鲜的事物，有

各种不同的课程，图书馆里有很

多参考书，孙鑫像一条鱼到了大

海中一样，“我感觉到了知识的

丰富，只要有能力就可以尽量发

挥，真是有用不完的精力投入学

习。”

大学生活因为学习知识而

弥足珍贵，孙鑫对待科学的热情

和勤奋也在那个时候体现出来。

他读的是五年制，第一年学普通

物理、学高等数学，数学是先学

解析几何，再学微积分。因为当

时学物理就需要微积分表达，但

是数学上还没学到。孙鑫记得当

时的物理老师是系主任王福山

先生，教得非常认真，启发性很

好，就是引导他们怎样用数学把

物理概念讲得更深刻、更准确。

学物理需要钻研精神。他记

得格外清晰的一道物理习题，在

当时的情况下，仅用初等数学得

不到精确结果只能得到近似结

果。为了解出这道题，他有些走

火入魔，睡觉也是半睡半醒，一

直在想这个题目。在一个晚上，

他想到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微分

的还原问题，但当时还没学到，

不过他已经悟出来了，一个题目

写了好几页，也写了自己的感

想。王福山先生一行一行地给他

批改。也就是那时候，孙鑫发现，

能把物理和数学结合起来，是十

分有趣的事情：“物理本身就很

有意思，结合数学后，用数学表

达出来，是非常吸引人的，是一

种乐趣。”因此，孙鑫的学习动力

就越来越足，有着巨大的好奇心

和求知欲，感觉自己有能力把这

些东西学好，非常兴奋。

1960 年孙鑫毕业，留校任

教。接着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生

活越发艰苦，但孙鑫还是埋头学

习，电动力学、数理方法、量子力

学，每天都学到深夜。孙鑫记得

那时他每到晚上就饿得厉害，想

着能够吃一个山芋该多好。就在

这样的条件下过了三年，他终于

靠自学把大学知识勉强补全了，

在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周世勋教授

指导下开始做科研了，“做了两三

年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

再艰苦的生活也没有让孙

鑫对科学失去热情，也正是因为

他的坚持，才有了如今的成果。

当年对人造卫星、原子能这些概

念的向往，成为了他研究的起

点。一直致力于统计物理和凝聚

态理论研究，着重将凝聚态物理

和高分子化学相结合，研究有机

光电功能的机理。如今，他在国

内是有机光电子理论研究的学

术带头人之一，在国际上也产生

了广泛影响。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科学事

业开始真正发展。在孙鑫教授的

记忆中，1978 年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时间节点，他回忆道：“邓小平

恢复工作后，拨乱反正，把国家

和社会往正确的方向引导，所以

从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

始，中国就开始崛起了。”改革开

放后，邓小平自告奋勇到科学院

去搞整改，科技界也迎来了一个

大变化，政府决定派一大批留学

生到国外学习。“邓小平不怕大

家受资本主义的影响，出去不回

来，他认为中国人不会到西方就

忘了国家，投奔西方。的确是这

样。”孙鑫说，中国要富强，科学

技术就要跟上时代的发展。

孙鑫想到国外去看看值得

学习的东西，想在中国做出与世

界同步的科研。他有幸汇入了这

股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1979 年

出国学习，“根本没想过要不要

回来这些问题。”由于本科时代

不太重视英文学习，孙鑫的英文

水平有限。在国外学习要听要讲

要读，因此在繁忙的研究计划

外，他还抓紧时间学英语。第一

次出国待了两年多，孙鑫根据实

际情况建立了一些课题以及一

些和国外合作交流的计划。学校

支持了他的设想，他也这样一步

一步地走上了科研的国际前沿。

谈到如今的发展，孙鑫觉得

“真是快呀”。他说，以前出国的

人很少。现在，出国留学不再是

难事，小学生的英语都非常好，

一批一批的海归学成归来。对于

出国留学的今昔对比，他更是感

触颇深。过去，大学生出国要么

是国家公费，一个月 300 美金，

要么是国外资助，没有自费的情

况。而现在，自费留学比比皆是，

不仅仅是留学，到国外旅游的人

也很多。“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

想的事。”孙鑫回忆自己第一次

到美国的经历时，提到印象很深

刻的一件事：“从飞机场到中国

驻美国大使馆，一个红绿灯都没

有，在高速公路上一口气直接开

到大使馆。而在我们国内，当时

汽车都挤在一起，交通非常不便

利。如今，国内的高速公路比美

国要强很多，还有高铁。国家发

展真是全面的。”

孙鑫教授认为，如今中国的

科学研究和发展也达到了国际

水平，工作质量也是前沿的，已

经有很多独到之处和创新的结

果，国外一些没有做出来的东西

我们也能够做出来。“现在的规

模和深度都非常不错，每个月都

有好的文章发表在

上。”孙鑫

将如今的研究条件和规模与过

去相比较，他说，如今，复旦的研

究条件已经基本与国外知名大

学和实验室接轨。而他们当年根

本就没有实验室和办公室，那时

候是一个教研组用一间房间，比

如他所在的理论教研组，搞理论

研究和教学，二三十人共用一间

办公室，大家一般都只能在家里

做工作。“这些就是这 70 年的变

化，看到这样的变化，中国人是

很自豪，外国人是在想为什么中

国能发展这么快？这简直是奇

迹。”

孙鑫教授反复提到“变化”

二字，感慨万千。话语间对新中

国的发展，更是充满自豪之情。

孙鑫教授对现在的复旦学

子要讲的只有一句话：“天助自

助者。”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很

幸福，赶上了好时代，有很好的

条件———“物理楼现在焕然一

新，实验室这么大的规模，这么

多的设备，国外也很少见，只有

顶尖大学的基础实验室才像我

们这样的系统和全面。”他希望

年轻的复旦学子们珍惜自己所

处的时代，努力学习，抓紧时间

奋斗，“各种机遇就会给你，助你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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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之花”追随时代开放

给 00后讲讲 共和国

风风雨雨———

和国家一同成长

孙 鑫：生于 1938

年，江苏扬州人。物理

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

院士。专业是凝聚态物

理，近年着重研究高分

子光电材料机理，是该

领域的前沿科学家。曾

获中科院自然科学一

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

三等奖。

新的征程———

艰难而珍贵的大学生涯

70 年征程———

亲眼见证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