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
先! 我谨代表家父政道
先生对上海交通大学在

图书馆筹建过程中做出的辛勤
努力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
们家族与上海交通大学
!以下简称交大"有着久

远的渊源"这种关系经历了一个
世纪的风云变幻的考验!历久弥
坚!与时俱进!成为中外学界的
美谈" 李政道图书馆的建立!又
为这个佳话谱写了一个崭新的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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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的外祖父秦梦九
先生毕业于交大的前身#$$清
朝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系
学堂第三届毕业生!因此他也成
为交大最早的毕业生之一% 在交
大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家族也是
最早的一批支持交大发展的民
间力量" 早在

!"#$

年!先外祖父
就将我们在北京的房产捐献给了
交大!用此项资金援建交大工业
馆!现为交大徐汇校区工程馆""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到
了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家族继续
关注着交大的发展!并且竭尽全
力予以帮助"

%""&

年!母亲过世
后!父亲和家人一致决定将父母
和家人的私人存款捐出! 设立
&秦惠竺君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
习进修基金'(

竺君政基金)! 以扶
助国内学子的方式! 来纪念母
亲%该基金用于支持国内一些大
学中优秀本科生!利用暑期和课
余时间!了解和获得科学研究的
训练和经验!使得他们在优秀科
学家的指导下!在科研的道路上
从小项目做起!从容易的课题出
发!为日后做科学研究方面的大
事*难事做准备% 我很高兴地获
悉!交大两年前也加入了&

竺君政
项目'! 从而交大的莘莘学子也
从这个项目受惠%

父亲秉承家族传统!一如既
往地支持交大的发展和建设%在
先外祖父捐赠交大工业馆之后
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又看
到了这座藏有父亲毕生研究资
料的雄伟图书馆的开馆典礼%同
时!父亲还决定把我们家族在上
海的故居的房产###无偿捐献
给上海交通大学!用以建立&李
政道秦惠竺君故居'! 为交大科研
工作者和访问学者提供更加有
利的生活和科研条件%父亲还将
他的各项结余科研基金!全部捐
赠给交大!建立上海交大&李政
道科学与艺术讲座基金'! 以鼓
励科学家与艺术家共同合作!研

究和讨论科学和艺术的关系%

今天开馆的李政道图书馆!

藏有父亲几乎全部的学术论文*

个人手稿*各种荣誉证书和奖牌
(包括他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章)及
其他珍贵的学术资料收藏% 我相
信这些材料对于了解父亲的生
平*他的物理学成就*中国和世界
粒子物理学发展史!都非常有价
值%同时!大家更可以从一个纯粹
从事学术研究的科学家的视角
阅读现代中国科学的发展史%

众
所周知! 父亲是一位国
际著名学者! 而作为一

个真诚的爱国者
'

父亲也积极参
与了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进程!

并且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父亲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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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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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方
%*

岁的他!不甘
愿做亡国奴!和哥哥两人!离开
被日本占领的上海! 颠沛流离!

间关万里!去到大后方!在战争
的炮火中努力学习!以求为国家
日后的复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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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岁的他离开中国赴美学习物
理学%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

此后的
#$

年内! 他没有机会重
返祖国% 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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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才得以再
次踏上祖国的土地% 但是!在之
后的

,"

年!也就是一直到
#-%-

年!他几乎每年都会回国!为推
动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才
培养往返奔波于太平洋两岸!不
曾间断% 只是近年来年事已高!

身体状况不再适合长途旅行!才
遗憾停止%

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
云变幻后的今天!中国已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的年轻
人!往往不甚了解在&文革'十年
浩劫后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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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 中国
学界*社会和经济与今时今日相
比的巨大差别% 不了解这一差
别!就很难深刻理解父亲当年决
心回归!倾尽个人之力推动祖国
发展!尤其是推动中国科学技术
研究和学术教育进步时的毅然
决然和深厚强烈的民族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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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在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不同的
时期和不同条件下!父亲付出巨
大努力!先后倡导*建立的项目
和计划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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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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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的中美联合培养物
理类研究生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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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设立的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制度*

%"&*.%"&$

年开始
设立的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以及
%"&).%"&&

年建造并投入使用的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等等%

李政道图书馆珍藏的众多
资料都可以证明!这些项目在当
时无一不是面临着来自国内政
界(譬如&四人帮'等)和学界以
及国外某些美籍华人科学家的
双重巨大阻力% 然而!父亲与历
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毛泽
东*周恩来*邓小平*宋平*朱镕
基*温家宝*胡乔木*方毅等)以
及众多中国科学界的杰出代表
(例如交大现任校长张杰教授
等)!共同努力排除万难!让这些
项目落到了实处!得以扎实开展
(其中! 在他所积极倡导下建设
的电子对撞机!碰撞出知识进步
的火花!成为国际科学界的重要
创新重镇)!更为中国今天在科

教乃至其他领域长久*持续*高
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父亲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

一直走在最前列% 譬如!现在公
认的改革开放始于

%"+&

年
%(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
全会! 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
&改革开放' 的伟大方针% 父亲
%"+"

年
*

月首先响应! 专程来
北京!在科学会堂讲课!然后开
始

/578<B

中美联合培养物理
类研究生计划%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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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这
一计划为中国培养了近一千名
物理学高端人才%

父亲对人才培养一直非常
关心!视其为中国未来成败的关
键%

%"+)

年!他倡议创办&少年
班'! 将一批天资聪颖的青少年
从政治运动中解脱出来!为中国
日后的发展储备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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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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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 使得中国青
年在经历了长期封闭后!重新获
得了接受西方高水平教育和训
练的机会!为培养世界水准的中
国学者和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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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为引导学有所成的优
秀人才回国报效!父亲推动了中
国博士后制度的创建!为当时的
青年学人安心科研!提供了优厚
的待遇和灵活的就业选择%

%"&$

年!父亲提议下的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成立!中国的科学研
究逐步有了系统*全面的规划和
经费资助% 这一系列举措!不仅
真正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

更构建起当代中国科研的制度
平台!实现了中国科学技术的现
代化崛起%

习
近平主席最近说+&历史
不能忘记%'作为一个历

史学家!我相信铭记上面这段历
史!对于我们实现&中国梦'是非
常重要的! 因为正是这段历史!

以及父亲努力推动的科研项目*

人才培养计划和优惠政策开启
了通向今天&中国梦'的大门%

再次感谢各方的巨大努力!

使李政道图书馆得以落成!使许
多前人的贡献和精神得到纪念
和发扬% 我坚信+我们能够将父
亲的心愿和这座图书馆所体现
的学术精神传承下去!大家一起
努力奋斗!把中国科技推向新的
高峰!同时也坚信+父亲所钟爱
的交大!在这个科技领域的&中
国梦'的实现过程中!会取得更
辉煌的成就%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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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五 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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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

今天的年轻人!往往不甚了解在"文革#十年浩劫后期的
!"#$

年代初!中国学界$社会和经济与今时
今日相比的巨大差别% 不了解这一差别!就很难深刻理解父亲当年决心回归!倾尽个人之力推动祖国
发展!尤其是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研究和学术教育进步时的毅然决然和深厚强烈的民族情怀%

父亲与现代中国科学的发展
!!!李中清在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开馆仪式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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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哥伦比亚大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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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实验室
,!,

房间召

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宇称

守恒这个物理学基本定

律出人意料地被推翻了$

靠桌子从左到右为吴健

雄与李政道$第二行为美

国 国 家 标 准 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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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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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

堂西大厅会见李政道夫

妇$ 李政道在这次会面

时提议建立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少年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