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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薰先生的治学思想与爱国精神永存
———纪念李薰诞辰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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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国科学院金属
研究所成立 60 周年后不久，
我们将迎来首任所长李薰先
生诞辰百年纪念日。

李薰先生那一代人的心
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惟
图国强”。那时候没有也不需
要“千人计划”这样的设计，只
是郭沫若院长写了一封信托
人带过去，他收到信后就开始
进行回国的相关安排，回来后
按照“靠近前线”的想法将金
属研究所建在了毗邻若干钢
铁企业的沈阳，然后一干就是
30年，成绩卓著，蜚声中外。

李薰的治所理念是基础
研究与解决工业技术问题并
重，理论与实际尽量结合，强
调科学研究面向经济建设和
国防建设，以任务带设备，以
设备带学科。

在建所初期，他领导金属
所以服务国家钢铁工业恢复
为主要任务，从事冶炼、加工、
热处理、耐火材料、选矿方面
等方面的研究，为国家钢铁质

量的提升作出了关键贡献。
20世纪 50 年代末期，他审时度势，领导金

属所将研究方向转为新材料研究、新技术开发
并建立相应的新测试方法，在高温合金、难熔金
属、陶瓷石墨、高温涂层、核技术等领域排兵布
阵，为我国“两弹一星”提供了关键材料与技术，
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至 70 年代末，李薰将金属所的研究方向调
整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使金属所的研究工作始
终适应时代要求，处于发展前沿。

李薰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在北京筹备处
时期，他就开设“走廊课堂”为新分配的大学生
授课。到沈阳后，他安排大学生下厂边学习、边
工作，以求掌握实际经验。建所初期，李薰身体
力行，倡导和组织各种学习班，形成金属所善于
学习的风气，他亲自参加考试并公布成绩的故
事至今在金属所仍然是一段佳话。

李薰鼓励研究人员要有下“五洋捉鳖，勇于
探索”的精神和勇气，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而不
是简单地模仿和重复前人已有的工作。

他提出“科研选题要搞老祖宗的工作”，讽
刺那些只会改变不同成分配料，以此获得“新”
钢种的研究方式，称之为“炒菜”。他曾语重心长
地告诫科研人员说：“‘炒菜’谁都会，只要有锅
灶，如果长此以往，就会落在别人后面。”李薰的
这些科研理念至今仍影响着金属所的科研工
作。

李薰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一篇论文必须
千锤百炼、修改多次才能出手，他的文章、报告
及讲话稿都是亲自起草，不假手于人。对那些处
理科学数据不严肃的科研人员，他经常提出告
诫；对个别伪造数据的人，给予严厉处分。

在他的言传身教下，金属所逐步形成了崇
尚三严（严谨、严肃、严密）精神的优良学风和脚
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李薰先生离开我们已经 30年了，今天在岗
的大部分金属所人与他未曾谋面，给我们更多
印象的是金属所为缅怀和纪念他而命名的“李
薰楼”、“李薰讲座”和“李薰塑像”。但李薰先生
倡导的“三严”精神已经成为金属所血液中一种
重要的文化基因，代代传承，历久弥新。他那严
谨耿介的品格和气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
金属所人。

在这个特殊日子里，我们缅怀告慰李薰先生，
他所创建的研究所走过了 60年风雨征程，经过几
代人的不懈努力，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材料科学和
工程研究的重要基地，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建
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界材料科学前沿占据了
一席之地。这个过程无疑贯穿和凝结着李薰先生
的科学精神、科研理念和科技方略。

我们将继承他的遗志，学习他的风范，使金
属所不断发展进步，早日实现向国际一流研究
所的整体跨越。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所长）

李薰，1913年 11月 20日出生于湖南省邵阳
县。著名冶金和金属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所长、名誉
所长；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院长、党组副书记；中
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主席团成员、技术科
学部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
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冶金组副组长、冶金新
材料组副组长；中国金属学会副理事长，《金属学
报》主编；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三、四、五届代表；中共辽宁省委
委员、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辽
宁省科学技术协会代理主席等职。

1937年李薰考取公费留学英国，先后获得
谢菲尔德大学哲学博士和冶金科学博士学位，
任该校研究部负责人。20世纪 40年代初，他研
究发现钢中氢导致发裂及去氢规律。这一成就
轰动了西方科技界，被公认为该研究领域的创
始人。新中国成立伊始，应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之
聘，李薰毅然回国创建了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
所，主事三十年，成绩卓著，蜚声中外。他坚持理
论与实际相结合，注重科学研究面向经济建设
和国防建设，他十分重视原始创新工作，主张学

术自由，在学风上主张“三严”精神，团结合作，
为金属研究所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和所风。

他领导金属研究所从建所初期为我国钢
铁工业发展服务，到 1957 年后转向发展新材
料新技术，由改进钢质量、支援武钢、包钢、鞍
钢、本钢建设，直至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
个重返地面人造卫星、第一架超音速喷气飞
机、第一艘核潜艇，提供关键材料，开拓尖端技
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金属研究所
获 3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覆盖奖）、1 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和 1 项国家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

李薰毕生为国家科技事业，特别是多次为
规划我国冶金科技事业发展蓝图建树功绩，他
是我国冶金学科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是我国
科技事业卓越的领导人。

1961年 12月，李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
为优秀党员。他秉性耿介，刚直不阿，疾恶如仇，
平易近人，治学严谨，博闻强记，是一代师表。

1983年 3月 20日晨，他为探索中国科学院
面向经济建设的新途径，在前往攀枝花钢厂视
察行经昆明时，不幸溘然长逝，时年 70岁。

今年是著名物理冶金学家
李薰先生诞辰 100 周年。他是
我科研工作的启蒙恩师，作为
学生和助手，我和他合作共事
长达 30余年，直到 1983 年李
薰先生在考察途中溘然长逝于
昆明。

科学院初期在原中央研究
院和北平研究院基础上决定建
立一批新研究所，从国外遴选
知名科学家负责筹建。当时在
北京文津街三号院部除了华罗
庚先生筹建的数学所、王大珩
先生筹建的仪器馆，还有一个
就是李薰先生筹建的金属所。
李薰先生和王大珩先生的办公
室相邻，两位科学家早在英国
已相识，都十分平易近人，很乐
于和我们青年人交谈。我们听
说李薰先生在谢菲尔德大学获
得哲学博士学位（Ph.D）10 年
后又获冶金博士学位（D.Met），
不知两者有何不同。后来听王
大珩先生说，英国只有谢菲尔
德大学冶金系是英国政府批准
的唯一能授予冶金博士学位的
学府，获得者必须是学术上有
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第一位获
得者发明了不锈钢，李薰先生
是第二位，这归功于他在钢的
氢脆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

李薰先生发明的定氢仪具
有里程碑意义，他解决了长期
以来的一个难题：无法精确测
知发生氢脆时钢中具体的氢含
量。定氢仪的发明使氢含量的
测定从以往定性描述提升为定
量阐述，明确指出钢中氢含量
只 有 达 到 一 门 槛 值（≥
3ml/100g）钢才发生氢脆。李薰
先生还深入研究发现钢中氢脆
的滞后现象，即钢中氢含量达
到了门槛值后不立即脆裂，而
是经过一定时间才产生发裂现
象，称为“氢脆孕育期”。在研究
各种钢中氢脆能变与扩散规律
后，李薰发现高温氢以原子状
态扩散进入钢的缺陷处（深陷
阱），原子氢结合为分子氢，分子氢不能迁移扩
散，不断积累于陷阱中产生巨大压力，氢气压力
一旦达到钢的断裂强度而萌生微裂纹，裂纹扩
散导致氢脆，即高压氢脆理论。这一理论被同行
学者所认同，李薰先生也被赞誉是为钢中氢脆
奠定了科学基础的先驱者，从而获得冶金博士
学位。近年来发展的新型材料—金属间化合物
基合金的氢脆仍然遵守高压氢脆机制。

李薰先生崇高的爱国敬业精神是我们学习
的楷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三次重要抉择。

首先是应郭沫若院长邀请，毅然放弃了在
英国良好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物质待遇，选择
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擘画筹建金属所，今天
可以告慰李薰先生的是他 30 余年呕心沥血创
建的金属所已蜚声中外。

第二次是关于所址的抉择。科学院原拟将
金属所建于首都北京，当时李薰应东北人民政
府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盛情邀请到东北考察之
后，放弃了在全国文化与政治中心北京建所的
想法，选择了改址沈阳。他对筹备人员解释说，
沈阳地处鞍钢、抚钢、本钢和大连钢厂的中心地
带，便于直接了解冶金企业生产实际情况，更有
利于为钢铁企业发展作出贡献。

第三次抉择是：金属所初始设立六个研究
室，李薰深知国内冶金工业生产技术远远落后
于英国等西方国家，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提升
冶金技术水平是当务之急。为此李薰放弃他的
物理冶金专业，交由张沛霖先生负责物理冶金
研究室，他另辟冶炼物理化学研究室并兼任主
任。李薰先生亲自指导钢中气体与钢质量等课
题，建立我国第一台定氢仪及夹杂物测定技术，
为提高钢质量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与手段。当时
金属所还举办了全国各大钢铁企业技术人员培
训班，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通过他们在全国范
围内迅速提高钢的质量。

这三次抉择饱含了李薰先生的拳拳爱国之
心和对科技事业的执着追求，这三次放弃体现
了他为国家事业发展不计个人得失、勇于担当
的开阔胸襟和人格魅力，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楷
模和受益终身的精神财富。

李薰先生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和树立良好学
风。在金属所筹备初期，李薰先生了解到我们新
到的五位大学生或学物理或学化学，唯独没有
学冶金与材料的，他就要求我们补习冶金专业
课。当时院部没有教室，他就在走廊尽头讲课，
给我们讲了第一课铁—碳二元平衡图，通过这
一课我们才了解到钢与铁的区分在于碳含量，
以及纯铁存在相变温度与磁性转变温度。他还
邀请葛庭燧先生给我们讲金属物理、朱觉教授
讲电冶金等课程。1951年底筹备处迁到沈阳，东
北分院院长严济慈派行政人员参加了金属所的
筹备工作。李薰先生随即分别将我们派送到抚
钢中心实验室实习和哈尔滨工大攻读研究生。
1953年金属所科研大楼落成，李薰所长利用大
学暑期举办了暑期学习班，聘请知名教授讲授
了一系列课程：材料力学、金属电子论、量子力
学等，规定凡参加学习人员必须参加考试并公
布成绩。过了一段时间，出人意料的是李薰宣布
他也参加学习和考试并公布成绩。我们不解一
级教授为什么这样做。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其
中奥秘，原来李薰所长了解到有的学员以科研
工作繁忙为由，提出不公布分数的要求，李薰先
生没有批评而采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方式，
在他承担繁忙的所务工作情况下，以普通一员
身份参加考试公布成绩，这一举措极大地激励
了所有学员，当时金属所科研大楼彻夜灯火通
明，星期天也不例外，科研人员释放出了巨大的
能量，浓厚的学风传承至今，成为金属所看不见
的潜能和兴旺发展的源泉。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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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李薰先生诞辰 100周年，我们纪念
李薰先生，就是要弘扬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的科
学思想和爱国精神，激励后辈积极向上。

李薰 1937年考取公费留学英国，1940年获
得哲学博士学位。上世纪 40年代初期，李薰研究
发现钢中氢导致发裂并找出了钢中除氢的规律。
在 1942~1948年间，他发表了关于钢中氢研究的
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全面地阐述了合金结
构钢中裂纹的发生机制，提出了解决的措施和有
关扩散除氢温度范围等工艺参数，在理论和实际
两方面贡献突出，被公认为该研究领域的创始
人，于 1951年获冶金科学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
伊始，应郭沫若院长之聘，毅然回国，擘画新建中
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1953年 4月 3日，周恩来
总理亲自签署任命李薰为所长。

李薰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创建
者和首任所长，主持金属研究所工作 30年，始
终坚持科学研究主要面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主战场，同时重视基础理论研究。金属研究所建
立初期，李薰主要抓三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一是
接受国家任务，为武汉钢铁公司和包头钢铁公
司的兴建服务，集中所内选矿研究室全部力量
和分析化学室的大部分人员，从事大冶和白云
鄂博两铁矿的选矿研究；调集耐火材料研究室
的主要研究骨干，配合地质部门的勘察，为苏联
援建两公司的耐火材料厂，提供了技术设计的
科学依据。其二是指导耐火材料研究室为鞍钢
炼钢平炉强化冶炼过程，对该室所发明的镁铝
砖深入研究其使用损毁机理，奠定了科学基础；
并与鞍钢合作，开拓和改进了炼铁高炉用高铝
砖。这两种耐火材料的研制和应用基础研究，都
是金属研究所的创新。其三是研究改进钢质量，
强化炼钢过程，提高收得率，减少不合格品。例
如：与大连钢厂合作，在国内首先实现电炉氧气
炼钢；为鞍钢当时生产钢板、重轨等，从压力加
工到热处理，解决了质量问题。上世纪 50年代
末，国内冶金部门和各大企业的科技力量逐渐
成长，国际科技发展步入新的阶段。1957年李
薰访苏归来，审时度势，考虑到我国开拓喷气飞
机及航天技术的发展需要，认定发展高温合金
和高强度材料是主要方向。于是在所内迅速组
织力量成立了高温合金、难熔金属、金属陶瓷、
表面涂层等研究小组；同时也加强了合金钢的
力量。为配合我国核技术的发展，成立了铀合金
研究组。不久后，这些研究组又拓展为研究室。
自此，新材料的研究与开发成为金属所最主要
领域部分。为我国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发
射第一枚重返地面的人造地球卫星、造出第一
架超音速喷气飞机、造成第一艘核潜艇等，研制
某些关键和部件材料，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金属研究所在李薰的领导下，应用基础研
究和理论基础研究也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一定
程度上抵制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未大幅度地左
右摇摆。自建所之日起，设有以葛庭燧为室主任
的金属物理研究室，从事晶体缺陷与力学性能
的研究，金属所虽经两度调整各研究室的研究
方向，该研究室未加改变。60年代初，又成立以
郭可信为室主任的合金结构研究室。李薰曾号
召全所高级研究人员，一定要开展基础研究项
目，他本人率先攻坚，结合难熔金属存在的要害
问题（金属氧化）作为他的研究对象。

李薰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作出了令
人瞩目的贡献。1956 年，国家编制十二年自然
科学长远发展规划，李薰是冶金科技技术方
面的召集人，并参加综合组工作，规划出我国
冶金事业发展蓝图，成为其后一段时期的指
导性文件。国家科委成立后，自 1962 年起，又
多次邀集专家规划全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他
均负责冶金学科，后出任国家科委冶金专业
组和冶金新型材料组的副组长，高温测试组
和航空材料组组长。历时 20 余年，他为制订
各方面的发展规划，审查年度计划，亲自起草
文件，编写说明，对各项目提出意见和建议。
团结协调各方面的力量，运用自己的才能和
智慧，引领着全国冶金科技事业前进。

李薰始终重视科技人才。在他受聘组建金
属研究所之初，即广泛罗致人才，除了邀请在英
国的学者张沛霖、方柄、张作梅、庄育智与他一
同归国创业外，在 50年代至 60年代初，还先后
有自美欧回国的学者葛庭燧、何怡贞、师昌绪、

郭可信、斯重遥、吴鼎铭等来金属研究所工作。
李薰主动诚挚地团结他们，充分依赖，任其施展
才华，使这些海外归国学者各自开拓学术领域，
均作出贡献。

李薰十分重视人才培养。金属研究所建所初
期，分配来的几十位新毕业的大学生多数不是学
材料和冶金专业的，缺乏钢铁工业生产的知识。
况且，那时还招收了上百名中小学毕业生，对研
究工作更是一无所知。李薰制订了边建所、边工
作、边培养、边学习的方针。组织高级研究人员授
课，在教专业课的同时，还教他们如何查阅文献、
做实验、写文章，使研究所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
同时，还将他们编成工作组，派赴钢厂，一方面协
助工厂解决问题，一方面学习生产实际经验。这
样不仅使人员专业素质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
也为所厂之间长期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上世纪 60年代初，为了使科学研究人员不
断更新知识，提高理论素质，金属研究所经常举
办讲座，邀请所外著名专家前来系统讲课。一个
至今仍被传为佳话的事情是：李薰和所有参加
学习的人一样，一同听讲，一同考试，并将考试
成绩张榜公布。李薰总是名列前茅。他的这种学
而不倦、治学严谨的精神，身教言教，带动了全
所的优良学风。

我比李薰先生小 5岁，也算是同龄人。我自
1955年 9月从美国回国后，被分配到金属研究

所工作，与李薰先生共事二十五载。那时，他是
所长，我是室主任，但我们一直是志向相同、无
话不谈的好朋友，那是我们人生最精华的岁月。
金属研究所从欧洲和美国科研第一线回国的学
者有十余人，他们回国不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机
遇，而是一心为了报国，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所以在所内形成了一个“学术自由、勇于创
新的和谐小社会”。虽然彼此间也有分歧意见，
甚至有时会争吵，但是大家一致都服从党的领
导，牺牲小我顾大局，以国家的任务为重，这对
金属所良好学风的形成起到了带动作用。

1981年 5月，李薰先生出任中国科学院副
院长和技术科学部主任。他非常重视科学技术
的重要性及其对经济建设的现实意义，为了探
索科学院面向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在考察攀钢
等冶金企业行经昆明时，于 1983年 3 月 20 日
晨不幸溘然长逝，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科
学家，失去了一位科学界的老前辈，失去了一位
长期和我们并肩战斗的老战友和指挥员，是我
国科学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

为纪念金属所创始人李薰的业绩，2001 年
金属研究所科研楼西大楼正式命名为“李薰
楼”。同时，还设立了“李薰成就奖”和“李薰讲座
奖”等“李薰系列奖”，以缅怀先哲，启迪后人。

愿李薰院士的爱国与治学精神永放光芒！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名誉所长）

上世纪 年代初期，李薰在实验室工作。

譹訛1953 年 7 月 31 日，中国第一台定氢仪由李薰（右）
带领科技人员研制完成。

譺訛1971年，李薰不负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的重
托，解决了航空工业材料质量的关键问题，受到高度赞誉。
图为李薰（中）在实验室与郭可信（左一）、王仪康（右一）等
讨论关于飞机大梁的裂纹问题。

譻訛1975年 11月，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金属
研究所承担并圆满完成了该卫星蒙皮的研制任务。图为李薰
（中）在实验室与庄育智（右一）等讨论难熔金属的熔炼问题。

譼訛1981年，李薰（右）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期间考察
西安光机所。譹訛

譺訛 譻訛

譼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