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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忠尧
（1902-1998）

物理学家、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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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核物理、中子物理、高能粒子

物理、加速器和宇宙线研究的开拓者和

奠基人。对我国核物理的发展作出了杰

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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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他发现硬射线的反常吸收，这实际上

是  射线在物质中产生正负电子对的效应。 在进

一步的实验中他首先观察到硬射线在铅中引起的

特殊辐射，并测得该辐射的能量恰好是电子的静

止质量（0.5MeV）。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观测到正负电子对的

湮没辐射。这些结果是正电子发现的前导，为物

理学对反物质的研究做出了划时代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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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受当时政府的委派,赴比基尼群岛参观

美国的原子弹试验。之后又在美国采购筹建核物理

实验室所需的实验设备和器材。

 1950年冲破重重困难，毅然回国，先后于1955

和1958年领导建成了我国最早的700千电子伏和2.5

兆电子伏质子静电加速器，为我国核物理实验基地

的建设做出了关键性的重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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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原子能

研究所副所长、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在清华大学、云

南大学、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担任教授。五十年

代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办近代物理系，并任系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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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毕生精力兢兢业业从事科学和教育事业，为

发展我国核物理和高能物理研究事业,  为培养我国

原子能事业、核物理和高能物理的实验研究人才做

出了重大贡献 。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人才。“两弹一星”功

臣中，有八位是赵忠尧的学生， 他们是：王淦昌、

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朱光

亚、邓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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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中国核学会荣誉理事

长。自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起，一直

到第六届（1954-1988）都被选为人民代表；

1964年起被选为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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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年6月27日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市。诸暨位

于杭州的南边约60千米，是一个有2500年历史的

古老城镇 。

 他的父亲早年自学医道，行医为生。他看到社

会上贫穷落后、贫富不均的现象，常想为国出力，

济世救人，又感知识不足，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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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忠尧从小身体弱小多病。上小学时，他学

习很自觉，但是每上体操课后，时常晚上发烧，

因而他的父母不让他上体操课，体操的成绩总是

零分。到了中学，也从不让他参加爬山、游泳等

活动 。

 十五岁时进入诸暨县立中学读书。诸暨县立

中学历史悠久，至今已有200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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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忠尧诞辰100周年，诸暨中学树立铜像



 1920年，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化学系，在学习

中，他一直对数学、物理课程也十分重视。

 1921年，东南大学成立，1923年与南京高等师

范学校合并为东南大学。

 1924年春，修满南京高师毕业所需学分。因父亲

逝世，家境困难，决定先就业，半工半读，担任物理

系助教。

 1925年，修满东南大学毕业所需学分，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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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年 南京 照片中间为赵忠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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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夏，北京清华学校筹办大学本科，聘请

叶企孙前往任教。由于赵忠尧在东南大学是他的
助教，两人相处很好，叶便邀赵一同前往，他应
邀去清华大学物理系任助教。

1925-1927年，第一年担任助教，第二年起
任教员，负责实验课。并在叶企孙领导下，参加
研究清华大学大礼堂内的声学问题。开启了中国
近代建筑声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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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企孙先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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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国内大学理科的水平与西方相比尚有不

少差距。他决心争取出国留学。清华的教师每六

年有一次学术休假，工资照发，可自己决定在国

内或出国进修一年。但是他不想等这么久，就靠

三年教书的工资结余及师友借助，外加申请到清

华大学的国外生活半费补助金每月40美金，自筹

经费在1927年秋去美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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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攻读博士学位（1927-1931）



他进入加州理工学院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Caltech)，师从著名物理学

家密立根。Caltech当时是一所较新的私立学校，

前身是一所在1891年建立的职业学校，1920年改

称今名，设大学本科及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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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诺贝尔物
理奖获得者密立根任校
长。他办学的方针不求
扩大学校规模， 而是广
聘大师，强调学生自主
学习， 师生在学校里开
展科学研究。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密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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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立根领导下，加州理工学院很快成为国际

重点科技研究及培养人才的中心。现在该校每年在

校的学生只有约900名本科生，1000名研究生。该

校在国际上的排名经常在前10名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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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到加州理工学院时 1928年在加州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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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立根起初给他一个利用光学干涉仪的论文题目。

直接指导这项工作的研究员人很和气，善意地告诉赵

忠尧：这个题目需要的仪器业已大部准备好，只需测

量光学干涉仪上花纹的周年变化，两年内得出结果，

就可以取得学位。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出成果的工作，可

以不太费力而稳出成果。一般学生会很高兴作这个题

目，两年之后得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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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赵忠尧的想法不一样，他感到这样的研究过分

顺利，恐怕不能学到很多东西。 他所以远涉重洋，是想

尽量多学些科学方法和技术，而学位是次要的。他思索一

番后，鼓起勇气把这个意思告诉密立根教授，问他能否换

一个可以学到更多东西的题目。

周围的人听说他要找导师换题目，都有些为他耽心。

密立根也感到这位瘦小的中国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居然

会认为我出的题目太容易。尽管密立根感到意外，但还是

给予照顾。过了一些日子，他给赵忠尧换了一个“硬γ射

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的题目，并说：“这个题目你

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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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立根说是这么说，这次实际上是不容他多

考虑的。偏偏赵忠尧过分老实，觉得测量吸收系

数还嫌简单，竟回答说，“让我考虑一下。”

密立根一听，当场就发火了，说道：“这个

题目很有意思，相当重要。我们看了你的成绩，

觉得你做还比较合适。你要是不做，告诉我就是

了，不必再考虑。”赵忠尧连忙表示愿意接受这

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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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光子穿过物质时同原子的束缚电子相互作用，
光子把全部能量交给这一束缚电子，使之克服在原子
壳层中的结合能（电离能）而发射出去，这就是光电
效应。

 康普顿效应是γ光子同电子之间的散射。γ光子把
一部分能量传递给电子，光子本 身能量减少并向不
同的方向散射，散射效应中获得能量的电子叫反冲电
子。

 电子对效应是γ光子同物质的第三个重要的相互
作用，光子同原子核电场相互作用可以产生电子对。
发生这个效应的阈能是1.02MeV,就是一个电子和一
个正电子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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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人们认为硬γ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

主要是康普顿(A．Compton)散射所引起的。用

于计算吸收系数的克莱因－仁科(Klein-Nishina)

公式则是当时刚刚问世。

 密立根教授让赵忠尧通过实验测量，验证这

一公式的正确性。1929年赵忠尧开始做实验，测

量不同物质对于硬γ射线的吸收系数。



研究物质对于γ射线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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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用ThC″所放出的能量为2.65 MeV的硬γ

射线。探测器用高气压电离室和真空静电计进行

测量。电离室充了约25大气压空气。用真空静电

计测量γ射线在电离室内使空气分子电离而产生的

电荷。

 赵忠尧的实验用了水、铝、铜、锌、锡等六

种吸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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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将测量的结果与克莱因－仁科公式相比

较时，发现只有轻元素对于硬γ射线的吸收才符合

公式的预言。而当硬γ射线通过重元素，譬如铅时，

所测得的吸收系数比公式的结果大了约40％。 他

称之为 “反常吸收”。

1930年5月，发表博士论文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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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英国塔兰特（Tarrant）、德国迈特纳
（Meitner）两个实验组也在进行同样的测量。
三处同时分别发现了硬γ射线在重元素上的反常吸
收。

 但是，其他两人的结果都比赵忠尧的差。
赵忠尧的结果最好，吸收系数随原子序数的变化
是平滑的。塔兰特的结果是不规则地上上下下跳
动，迈特纳的结果有一个较大的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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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系数的测量结束后，赵忠尧想进一步研

究硬γ射线与物质相互作用的机制，打算设计一个

新的实验，观测重元素对硬γ射线的散射现象。与

鲍文教授商量时，鲍文说：“测量吸收系数，作

为你的学位论文已经够了，结果也已经有了。不

过，如果你要进一步研究， 当然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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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春，开始新实验，观测重元素对硬γ

射线的散射现象。9月结束实验。发现伴隨着硬γ

射线在重元素中的反常吸收，还存在一种 “特殊

辐射”。其能量大约等于一个电子的能量，而且

它的角分布大致为各向同性。这是正负电子的湮

灭辐射的首次实验证据。

 e- + e+ → 2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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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揭示了一种新的相互作

用机制。现在大家都知道，反常吸收是由于电子

对的产生， 而特殊辐射就是电子与正电子湮没而

变成一对γ光子，每一个的质量正好是0.5 MeV。

 但是，那时候狄拉克（Dirac）的关于电子

的理论刚提出不久，他预言了可能有带正电的电

子，大多数人还不接受他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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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忠尧在加州理工学院,  那里的科学家不注

意这个理论，赵忠尧本人并不知道狄拉克的这个

理论，导师密立根教授没有把狄拉克的理论跟赵

忠尧的实验联系起来，没有认识这一实验发现的

重要意义。

 赵忠尧的论文发表后的一两年内，塔兰特

和迈特纳两组重复这一实验时，用盖革计数器进

行测量，没有用高压电离室，本底与涨落都比较

大，得到了相互矛盾与不确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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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赵忠尧晚一年发表的迈特纳的工作，根本没

有测量到赵忠尧发现的“特殊辐射”。比赵忠尧晚

两年发表的塔兰特的工作竟“发现”了 约0.47 

MeV和约0.92 MeV两种辐射。他们两组电实验都

没有得到正确的结果。

 这些矛盾，一度引起人们认识上的混乱，因而

对包括赵忠尧在内的三个结果都抱着怀疑的态度。

加上赵忠尧等三位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不同，也可

能使人们不大相信赵忠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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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特纳当时已是相当有名的女科学家，塔兰特

是牛津大学的讲师， 而赵忠尧做这工作时是还没

有得到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刚刚初出茅庐，因此人

们会更相信前两位的工作结果。由于这些种种历史

的原因，错误的结果排斥了正确的结果。很不幸，

赵忠尧的这一工作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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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二十多年来，人们才逐漸清楚地认识这

一段历史，认识到赵忠尧的实验是人类历史上第

一次观测到正负电子对的湮没辐射，这些结果是

正电子发现的前导，为物理学对反物质的研究做

出了划时代的重要贡献。他对正负电子对凐没研

究的开创性贡献永留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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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赵忠尧同时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的还有安德逊，他在附近一间房间做他的博士论

文研究，用云室测量X射线在不同气体内所产生

的光电子的空间分布。他很关心赵忠尧的实验，

对赵忠尧的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这些结果很感兴

趣。

 他们两人时常讨论工作，也曾谈起，应当用

一个放在磁场中的云室中来做硬γ射线吸收实验，

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可惜密立根教授没有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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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云室实验可以进一步深入这个问题，没有安

排学生去做，因此这个想法未能实现。

密立根教授当时很看重宇宙线实验，他跟安

德逊在1930年春开始准备一个用来研究宇宙线的

云室装置，放在磁场中，根据带电粒子在磁场作

用下的偏转来测定该粒子的能量。1932年，安德

逊在宇宙线的云室照片中发现了正电子。1936年

安德逊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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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诺贝尔物理奨评审委员会前主席G.Ekspong

教授于1985年访问高能物理所时留言中写道：

……and meeting a man with historical 
records of great importance, i.e. Professor 
Chao Chong-yao who almost discovered the 
e+ in 1930, before it was done by C. D. 
Andersson (in 1932).

G. Ekspong



1930年冬，赵忠尧离美国到德国进修。

 1931年回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当时中国

的核物理研究是一片空白。他和物理系的同事们

一起开始建设核物理实验室。在极为简陋的条件

下，进行了一系列γ射线与核的相互作用和中子物

理等前沿的、开创性的核物理实验研究工作。

 1933年他和龚祖同在Nature杂志上发表《硬

γ射线与原子核的相互作用》。用ThC″作硬γ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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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用铝窗和铅窗盖格计数管分别计数。测量硬γ

射线与铝和铅的相互作用。卢瑟福在这篇论文后

加了按语，说这一实验结果提供了正负电子对产

生的又一重要的证据。

 1936年他和傅承义用Ra-Be 中子源，用不同

厚度的石蜡来减速以取得不同能量的中子，测量

银和碘被中子照射后产生的人工放射性，来测定

它们对中子的吸收与中子能量的关系。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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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1936年〈清华学报〉上。他们继续研究银

对Ra-Be中子源的连续谱的中子的共振吸收，实

验结果发表在1936年〈中国物理学报〉和1937

年Nature 杂志上。

 他和王大珩研究银、铷和溴的中子共振能级

的间距。1937年，实验结果《银、铷和溴的中子

共振能级的间距》发表在Nature 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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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受到父亲爱国思想的教育，科学救国，

工业救国。赵忠尧不仅积极从事科学和教育方面

的工作，还经常考虑如何利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

我国工业问题。

为此，他拿出自己工资的的节余，筹备起一

个铅笔工厂。不以赢利为目的，以此作为从事实

际产业、为国出力的起点。终于生产出著名的“

长城牌” 铅笔。50年代，该厂改建成 “中华铅

笔厂”，“长城牌” 铅笔改名为 “中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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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北平赵忠尧、施汝为夫妇



1937年，抗战开始,正值他休假一年，在云南大

学物理系任教一年。

1938-1945年，清华大学南迁昆明, 与北京大学、

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教授。

1945年冬，任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

尽管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物质条件十分困难，他

还和张文裕用盖格计数管作了一些宇宙线方面的研究

工作。在昆明时，他对在1937年作的中子共振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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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间距实验，作了更细致的理论分析。

随着战局紧张，生活变得很不安定。由于物价

飞涨，教授们不得不想办法挣钱贴补家用。赵忠尧

一家五口，生活发生困难。赵忠尧也熟悉化学，他

想办法自制些肥皂出售，方能勉强维持。那时日寇

飞机经常狂轰滥炸，他早上骑着自行车去上课，课

程进行中，警报一响，立即把书夹在自行车后，骑

车去找防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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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西南联大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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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学生宿舍，终年用井水洗脸、洗衣，

在井边打井水冲澡。照片中左边是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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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合大学没有大楼，只有茅屋和大师。培

养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两弹一星

功臣朱光亚、邓稼先，我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

奖者刘东生、吴征镒、黄昆、叶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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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夏，由中央研究院推荐作为科学家代

表，被派去参观美国在太平洋比基尼群岛的原子弹

试验，美国试验原子弹对于海军军舰的破坏能力。

参观后受中央研究院的委托，去美国采购核物理研

究用的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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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去参观原子弹爆炸前夕



1946年冬，太平洋比基尼群岛，美国军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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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国内开展核物理实验研究，一定要有一台

加速器。但钱数实在太少，一共只有12万美元。无

法购置一台加速器，购置一台2MeV静电加速器要

40万美元。他决心自己设计一台规模较小，但结构

比较先进的高气压型静电加速器。只在美国购置国

内买不到的器材，加工国内无法加工的部件，然后

运回来配套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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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人劝他，加速器非他本行， 何不趁在美

国的机会多做一些研究工作。他认为，一个人在国

外做出成绩，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对于国家的富强，作用不大。只有在国内建立核科

学的实验基地，才能在国内开展研究工作、培养人

才。为此，他认为个人做出牺牲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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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静电加速器发电部分

和加速管的制造，开始设计静电加速器。半年后转

去卡耐基地磁研究所学习离子源技术。

半年后又回到麻省理工学院，落实加速器部件

的加工。同时还参加宇宙线研究。1948年底，结

束了采购任务。为了采购核物理实验各种器材，设

计加速器和定制其某些部件，前后整整花了两年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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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还应中央大学的要求，定制了一台

多板云室。在美国组装了这台云室，作了宇宙线实

验。这台云室后来在上世纪50年代初安装在云南高

山宇宙线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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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冬季，赵忠尧结束了中央研究院所委托的

购买必需的核物理实验设备的任务，预计即可回国。

但那时国内战局急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

战局的变化很大，感到不如待局势平息之后，回国参

加和平建设。再则，那时核物理是一门迅速发展的学

科，因此决定再留些时间，多学些必要的实验技术，

同时准备随时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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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感到自己缺少在加速器上作实验的经验，

1949年春，他回到当初求学的加州理工学院，参

加在静电加速器上进行的核反应实验。完成了三

篇论文，都发表在Physical Review上。所研究的

问题都是当时核反应研究的最前沿。

 他利用1949-1950年初中美之间短暂通航时

期，冲破美联邦调查局的层层阻拦，终于设法把

三十多箱器材发运回国。这批器材后来对于静电

加速器的研制、核电子学的研制、真空技术的开

发等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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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采购的器材托运回国后，1950年春准备回

国，这时中美之间的通航已经中断，只能取道香

港。经过一番周折，于1950年8月底离美。船过

日本横滨时他被美方无理扣留。随身带的工作笔

记本都被抄走，并被关进监狱。同时台湾当局也

派人到日本动员他去台湾或回美国，他坚决要求

回新中国。经我国政府积极营救和国内外广泛的

舆论压力，美方不得不放行。在 11月15日返回

祖国，受到全国广大人民和科技界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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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南京，从美国返回，全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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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岁生日时与女儿赵维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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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底赵忠尧回到祖国后，领导加速器的

研制。当时国内对高真空、高电压、离子源、加

速管等加速器的有关技术没有经验,    为了掌握技

术、取得经验、培养干部,先利用他带回的一台退

役的静电加速器的绝缘支柱，建造一台在大气中

工作的700千电子伏质子静电加速器，1955 年建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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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千伏质子静电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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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忠尧与大家一起边干边摸索经验， 在当时

我国的具体条件下，研制2.5MeV静电加速器。

技术难关之一是加速管。虽然赵忠尧在美国时，

曾特地学了加速管的封接技术，但在中国从磨絶

缘玻璃环开始，到涂胶、加热却发生了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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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器的建造，每一步都精益求精。这台

2.5MeV高气压型质子静电加速器终于在1958年

建成。由于加速管和真空部件做得好，所封接的

加速管一直用了20多年，质量很好。

这在当时国内一穷二白的条件下，的确不是一

件轻而易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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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兆电子伏质子静电加速器，
运行时，需罩上高气压钢桶

2.5兆电子伏质子静电加速器，
罩上高气压钢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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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 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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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7月物理研究所改为原子能研究，任

副所长。

 我国向苏联订购的回旋加速器1958年在原子

能研究所建成。在他指导并直接参加下，在回旋

加速器上开展了质子弹性散射、氘核削裂反应等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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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他担任副所长

并主管实验物理部的工作。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在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 提上了议事日程。尽

管赵老师年事已高，但他积极参加有关高能实验基

地建设以及有关学术会议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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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破土动工。

1988年以来，加速器、北京谱仪和同步辐射应用

设施相继完成，并投入运行。一批批新的科研成

果陆续问世。这一切积累了包括赵老师在内的老

一辈科学家的心血，也是他们培养出来的一代代

中青年科学家努力奋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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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958年提出应建造一台串列静电加速器

以进一步开展核物理研究工作。他多次提出方案

。1964年政府批准1000万人民币以建造一台串

列静电加速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

一工程被迫终止。后来原子能研究院从美国引进

了一台串列静电加速器，于1987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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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赵老师应叶企孙的邀请到清华大学物

理系作助教，第二年起任教员，负责实验课。

 1927年他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1930年获博士学位。

 1932年回清华大学任教授。一直到1946年，

前后20多年，全力投入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

优秀科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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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他负责筹建

近代物理系并担任系主任。在他的主持下，建立

起一个专业实验室，开设了谱仪、气泡室、穆斯

堡尔效应、核反应等较先进的实验。他很注意科

学方法的培养，使学生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都得

到发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能在短时间内

跻身于国内一流的行列，是与赵老师和广大师生

的努力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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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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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忠尧十分关心青年人的成长。工作中他把

握方向，放手让年轻人干。注意发挥青年人的积

极性、主动性，培养青年人的独立工作能力。他

对青年人要求十分严格。他以身作则，他的一丝

不苟的作风教育了青年一代，在不知不觉中被潜

移默化，逐渐地学到一点赵忠尧的优良作风。就

这样在具体工作中， 赵忠尧培养了一大批科研

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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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身体会赵忠尧对于青年人

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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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我考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子能系，

开学第一天就是由系主任赵忠尧先生给我们讲的

第一课，介绍大学阶段学习内容以及所设专业的

情况。他慈祥的面容，深入浅出的讲解，带有诸

暨口音的语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半个

世纪过去了，至今不忘。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如

张文裕、关肇直给我们讲课，到了三年级，他还

亲自给我们讲授原子核反应的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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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大学毕业后又分在他任室主任的一

室，有幸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学习和工作。不但从

他那里学习到了许多知识，更重要的是从他的言

传身教中学习到如何做人，做一个诚实、正直的

人，做一个有真才实学服务于祖国的人。我十分

荣幸，能长时间在他身边得到他的培养。他崇高

的品质影响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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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赵先生的合影



 他一生为人正直、专心科学事业，学问精深，

德高望重，淡薄名利，心怀坦荡、朴素无华、平

易近人。深受同事和学生们的敬仰和爱戴，在研

究所和学校内，上上下下都称他为赵老师。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是

他终生信奉的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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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他都坚持

真诚、实在的原则。

 凡是他认为有利于国家、人民的观点，都敢

于坚持到底。他认为错误的东西，都明确表示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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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我国参加位于苏联Dubna的联合核子

研究所，作为成员国之一，每年承担该所经费的

20%，当时约合美金1200万元。1957年联合核

子研究所讨论要成立分所，赵忠尧认为分所应设

在中国，只有国内有了实验基地，才能培养大批

人才，高能物理才能生根。当时很多人不赞成他

的建议，认为“政治上有碍中苏友好”。他坚持

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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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说：“在文化大革命隔离审查期间，我对自
己走过的道路重新进行了回顾和思考。我想，一个人能
做出多少事情，很大程度上是时代决定的。由于我才能
微薄，加上条件的限制，工作没有做出多少成绩。唯一
可以自慰的是，六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为祖国兢兢业业
地工作，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没有谋取私利，没有虚
度光阴。” 这真可以作为他的为人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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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自己的一生，经历过许多坎坷，唯一希
望的就是祖国繁荣昌盛，科学发达。我们已经尽
了自己的力量，但国家尚未摆脱贫穷和落后，尚
需当今与后世无私的有为青年再接再历，继续努
力。”

 他虽然从小身体弱小多病，1998年5月28日逝
世，96岁高龄。这正是孔子所说的 “仁者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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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缅怀赵先生为核物理的发

展、为我国的科技事业、为我国的

教育事业所做卓越贡献，我们要学

习他的崇高人格，努力学习和工作，

为祖国的强盛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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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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