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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赵东元、李伟等完成的“有序介孔高分子和碳材料的创制

和应用”项目，获得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也是18年来上海再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此次揭晓的另一个一等奖，是由复旦校友、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包信和领衔

的“纳米限域催化”。

“赵院士坚持为本科生上课，教学育人，课比天大！””当天下午，焦扬代表学校和师生，向赵东元

和李伟及他的团队，同时也向校友包信和院士两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复旦人表示祝贺。

“我们为杰出的复旦人、复旦校友感到骄傲。祝贺赵院士，也祝贺我们的校友包信和院士。”

焦扬说，赵东元院士集上海市教卫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全国劳动

模范称号等诸多身份与奖项于一身，是德才兼备、有责任感的大科学家，是新时代复旦人的优秀代

表。焦扬也给了李伟很多勉励，李伟是赵东元团队骨干，团队的年轻教师们这样拼搏奋斗，未来可

期，前景远大，焦扬对他们赞许有嘉。

赵东元说：“获得这个奖项非常激动，是我莫大的荣幸。这个时代和国家造就了我，也是复旦大

学成就了我。在复旦23年的耕耘，离不开学校大力支持。所有的成果，属于复旦。”

11月3日上午，赵东元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国家自然科学

奖一等奖的颁奖。颁奖结束后，他

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复旦，因为第二

天一早8点，他要给本科生上课。

“作为一位教授，我们不能迟

到，一百多个学生等着上课，迟到

5分钟就是教学事故了。原本安

排是今天坐飞机返回上海，但我

要给学生上课，就提前回来了。”

赵东元说。

18年来，他一直坚持为本科

生上课，几乎从未间断，即使前一

天还在外地开会，他也一定连夜

飞回来。

于是，有了11月4日上午一

张刷爆朋友圈的照片。照片中，

赵东元拎着布袋子，站在学校袁

成英楼门前。袋子里装着他的一

等奖证书。

拍这张照片的老师周桂发没

想到，赵东元昨天领奖，今天上

课，一等奖证书装在帆布袋，还没

有来得及带到办公室。“我平时都

不拍照，不发朋友圈。今天看了，

有感而发，给赵院士拍了照，随手

发了个朋友圈，没想到上热搜，还

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转发，

成为爆款。”

回国苦战五年，突破介孔研
究重大难题

1998年，35岁的赵东元结束

了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的博士后工作，从美国洛杉矶直

飞上海，在几家国内顶尖高校中

选择复旦。

在复旦，赵东元一待便是23

年，始终专注功能介孔材料研究，

取得一系列创新研究成果，从一

名年轻的科研人员成长为享誉国

际的科学家，2004年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二等奖，2007年44岁的他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许多人眼中，赵东元的科研

道路无比顺畅，但这背后，蕴含了

他对科研的热爱与超人的勤勉。

赵东元刚回国时，国内整体

科研条件和国外差距较大。复旦

大学为这位引进人才提供了3万

元科研经费。赵东元买了一台电

脑，很快坐进简陋的催化楼办公

室，写起研究计划，便带着5个本

科生，开始了对功能介孔材料创

制和合成的研究。

“介孔材料是一种多孔材料，

孔径在 2-50 纳米。而功能化介

孔材料，是将介孔材料改性而使

其具有不同的功能。”赵东元介

绍，介孔材料是20世纪发展起来

的崭新的材料体系，具有规则排

列、大小可调的孔道结构及高的

比表面积和大的吸附容量，在大

分子催化、吸附与分离、纳米组装

及生物化学等众多领域具有广泛

的应用前景。

2001年左右，整个介孔材料

都局限于无机材料。赵东元突发

奇想：做了这么多无机介孔材料，

能不能创造一种有机的高分子材

料，又软又轻又好用，还能在国民

经济中创造出非常高的价值？

为了攻克这个难题，赵东元组

建科研团队，苦战5年。回顾整个

过程，赵东元感慨，实验之所以做

成，一是因为“异想天开”，二是足

够幸运。“整个合成过程非常复杂，

就像是在一个黑箱子里乱撞。”前

四年多时间，进展非常缓慢。

“顾栋非常聪明，他提出把高

分子先聚再合成的做法，一下子

把步骤从5个简化成2个。”赵东

元在学生顾栋的启发下打开了思

路。接下来两个月，大家紧锣密

鼓调节实验参数、测试分析，年底

就基本得到了所有数据。

2005年，赵东元在《德国应用

化学》上发表文章，在有机-无机

自组装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有机-

有机自组装的新思想，并将实验

方法公之于众。至今已经吸引60

多个多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科研

机构跟踪研究，利用相似的方法

研究介孔高分子和碳材料等，发

表论文4万多篇。国际学术界评

价这项研究的贡献为“先驱”、“里

程碑”、“突破”、“重要进展”等。

赵东元的课题组也一下“活”

了。成员们基于该项目成果发表

论文200多篇，被引30000余次。

“异想天开”的超强洞察力，
一辈子热爱研究

赵东元自称“造孔之人”，“相

当于拿个凿子，在看不到的微观

世界里造孔”。研究多孔材料多

年，他养成了一种职业病——平

时但凡看到什么材料，他都想把

它打成孔。各种“异想天开”，也

成为他科研工作的动力和源泉。

有一次，他带儿子去乐高世

界玩，看到各种大型组装构件，他

便联想：在微观世界，能不能也用

各种功能基元搭建形成孔洞？随

后便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介孔材料合成方法学中的模

块化组装。

还有一次，他去医院探望病

人，对方韧带断裂，需要用一个高

分子的韧带将两处连接起来，然

后让韧带顺着重新生长。他又开

始琢磨：能不能定向把两个孔给

嫁接起来？他把想法告诉学生，

一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寻找用

何种材料能够在微观下把两个孔

慢慢诱导过来、再通过化学作用

合在一起。这项研究，目前也已

经取得初步的成果。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社会经商氛围浓厚。“十年寒窗苦

读，到底有没有意义？我是不是

应该早点出来工作？”这个念头，

念了硕士后的赵东元很快就打消

了。“我这辈子绝对就想做这个研

究，因为我太喜欢了！”

很多学生发邮件请教他：到

底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进您的实

验室工作？赵东元回：没有别的，

我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要爱科学，

要有志于成为一名科学工作者。

“科研需要你沉浸，需要你喜

欢。能进复旦的学生，无论文科

理科，我相信智力全都够了，剩下

的就看你是否真的喜欢。喜欢，

就能迸发出无穷的力量。只要沉

静下来去思索，去刨根问底，总有

一天会得到回报。”他说。

在育人上，他从不为学生设限

在赵东元看来，一个教授的

职责就在于八个字：创造知识、传

授知识。

在育人这件事上，赵东元从

不为学生设限。平时指导学生科

研，他会给个大方向，但不会告诉

学生具体怎么去做，鼓励学生自

由探索，后面会经常给予建设性

的建议。顾栋记得，有次为了投

一篇文章，在国外联系赵老师，没

想到对方立刻回复，那时国内已

是凌晨一两点。

“交叉融合会带来新的活力，

这个领域才能不断发展。对一个

学生的成长来说也是如此，如果

局限在一个窄面，那就没了发

展。”赵东元认为。

对赵东元来说，与学生们在

一起时的自己，不仅在传授知识，

更是传承一种复旦精神。

“我的成果都与复旦的环境

息息相关。来复旦 23 年，我真

的喜欢复旦，这里宽松的科研氛

围 和 自 由 探 索 的 精 神 培 养 了

我。这一点上，我感恩不尽。”赵

东元说。

十多年来，赵东元团队一共

创造19种新型介孔材料，全部是

以FDU（复旦大学）命名。这些新

型介孔材料已经进行了千吨级生

产，为国内外研究单位提供实验

试剂，在加氢裂化、蛋白质分离、

固定化酶和生物玻璃补骨材料等

应用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

今年1月9日，在20多位院士

的共同见证下，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功能介孔材料基础科学中心”

在复旦大学启动。作为项目牵头

人，赵东元有更长远的目标：“科

学中心将着力推出一批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创制中国

牌号的新一代催化材料，形成以

功能介孔材料为中心的多领域全

覆盖研究高地，引领国际介孔材

料领域的发展。”

36年党龄，全国高校唯一的
院士当统战部长

赵东元是一个已经有着 36

年党龄的老党员了。

“当时入党的初衷是，看到

党在群众中的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年轻时我也要求自己要走在

前列。”赵东元相信，拥有敢于争

先的意志、不断上进的决心，在任

何工作中都能起到带头作用。

“他是‘造孔之人’，却不是

‘孔方兄’。”拍了上热搜照片的

周桂发说。在复旦 20 多年，赵

东元团结了一批年轻人。他所

带的团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

定，每次赵院士获奖拿到的奖

金，有20%-30%用来资助年轻学

者发展。

在人群规模大、高层次人才

的聚集地，2018年起赵东元院士

担任了学校统战部长一职，在汇

聚党外知识分子智慧和力量，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参政议政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也是目前全

国高校唯一的院士担任统战部

长，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今年3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

“三全育人”民主监督工作总结会

上，由赵东元动员的，52名民主党

派成员组成的 4 个工作组，经过

实地调研、问卷访谈、座谈等形

式，历时一年形成了7.5万字的民

主监督工作报告，为“三全育人”

工作的深入推进提供了有益指

导。在他的指导下，高校民主党

派发挥正确作用，激发教书育人

责任感。

作为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

践行者，去年下半年，每周四固

定的时间，赵东元都会踏上飞往

云南昆明的航班，赶往复旦对口

援建大学之一的云南大学为民

族地区高校的师生讲授《普通化

学》课程。“我上课都把我所作的

科研和自己对知识的理解融入

进去，要把学生创新的观念和意

识培养起来。”50 多个课时，100

多名学生，赵东元为彩云之南的

民族师生送去最深入细致的现

场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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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赵东元拎布袋领回一等奖
焦扬看望赵东元、李伟，称赞赵院士“课比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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