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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2014 年 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

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

席習近平親自將 2013 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證書頒給程開甲院

士。這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榮譽，也是他在 1999 年被中共中

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後，黨和國家對

他的又一次崇高褒獎。

程開甲院士，是中國著名的物理學家，長期從事理論物理、核

武器研製與試驗、抗輻射加固等領域的科學技術研究工作，是中

國核武器事業的開拓者之一，中國核試驗科學技術體系的創建者之

一。他經歷了中、西兩種不同文化的教育熏陶和新、舊兩種不同社

會制度的變革，見證了新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繁榮，參與了中國「兩

彈一星」的偉大事業。記錄和整理程開甲院士的科學人生、學術思

想和重大貢獻，不僅對於近現代科技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而且

對於我們探尋科學大家的成長規律具有典型借鑒意義。

程開甲成長在中華民族積貧積弱的苦難歲月，他的大學學業是

在流亡中完成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激起他「為中華崛起

而讀書」的強烈愛國主義情感；讀科學家傳記，讓他體會了科學技

術對生產力發展的巨大作用，科學報國的思想在他的心裏牢牢紮

根。在英國取得博士學位後，他聽從祖國的召喚，謝絕導師玻恩的

挽留，於 1950 年回到剛剛成立、百廢待舉的新中國。回國後，他

先後在浙江大學、南京大學執教十年，傳道授業，桃李芬芳。1960

年，他被錢三強點將，來到二機部九所任副所長，開始從事中國核

武器事業，隱姓埋名，踏上征程。

從 1963 第一次進入有着「死亡之海」之稱的羅布泊，程開甲在

戈壁大漠工作、生活了 20 多年。歷任核試驗技術研究所副所長、

所長、核試驗基地副司令。同時，兼任九所副所長、九院副院長，

直至 1977 年。20 多年裏，作為中國核試驗技術的總負責人，他成

功地參與決策和主持了包括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氫彈、增強型原子

彈、兩彈結合、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豎井方式試驗在內的三十多次

試驗。帶領科技人員建立發展了中國的核爆炸理論，系統闡明了大

氣層核爆炸和地下核爆炸過程的物理現象及其產生、發展規律，並

在歷次核試驗中不斷驗證完善，成為中國核試驗總體設計、安全論

證、測試診斷和效應研究的重要依據。他以理論為指導，創立了核

爆炸效應的研究領域，建立完善不同方式核試驗的技術路線、安全

規範和技術措施；領導並推進了中國核試驗體系的建立和科學發展，

指導建立核試驗測試診斷的基本框架，研究解決核試驗的關鍵技術

難題，滿足了不斷提高的核試驗需求，支持了中國核武器設計改進

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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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開甲院士的科學貢獻，不僅是在大家有所瞭解的核武器研

製與試驗方面，也在理論物理、超導理論和材料科學等領域。從

事核武器事業的 20 多年裏，他沒有發表文章，其他方面公開發

表的著作有論文 107 篇、專著 3 本。早期的研究成果發表在英

國《自然》（Nature）、《劍橋哲學學會會刊》（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sophy  Society），法國《物理與鐳》（Physique  et 

le  Radium），美國《物理評論》（Phys.Rev.），前蘇聯《蘇聯科學

院報告》等期刊上。其中，有開創意義的研究成果包括：

1. 對狄拉克方程進行了嚴格的理論證明，這一方程對相對論量

子力學的發展有着重要意義，此前，狄拉克本人也未證明過。

2. 在中國率先開展了系統的內耗理論研究，提出了較為全面系

統的普適線型內耗理論，出版了中國首部《固體物理學》專著，對

推動中國內耗理論與固體物理研究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3. 創立和發展了「程 -玻恩」超導電性雙帶理論。1948 年，

他與導師玻恩共同提出超導雙帶理論。80 年代中期，高溫超導體

的發現，使人們看到了 BCS 理論的局限性。程開甲深入分析國際

上超導理論的研究現狀，於 1991 年、1993 年出版了英文、中文

超導專著，進一步發展、完善了用於高溫和低溫的統一的超導雙帶

理論。

4. 提出並建立了「TFDC」電子理論。20 世紀 90 年代，程開甲

提出了「TFDC」（湯瑪斯 -費米 -狄拉克 -程開甲）電子理論，為

材料科學的發展提出了新的研究思想與方法。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

基金委員會的基金項目支持，進一步開展了電子理論的研究，並在

實驗中得到驗證，在金剛石觸媒、納米管生成、薄膜大電容等方面

取得了有應用價值的成果。

程開甲一生保持着科學家的品質，淡泊名利、抱樸守真。為了

讓中國核試驗事業持續發展，他高度重視在完成任務中帶隊伍、培

養人。在他的言傳身教下，中國核試驗研究團隊先後走出 10 位院

士，薪火傳承，桃李滿園。他一生擔任過許多領導職務，但腦子裏

從來沒有裝下過「權力」二字，有的只是「權威」，是「能者為師」

的那種權威。他始終堅持學術民主的作風，過着質樸、簡單的生活。

真正的科學家是不求名利的。但真正為國家做出了重大貢獻的

科學家，國家和人們也是不會忘記的。程開甲院士 1999 年被授予

「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又獲得 2013 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他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四、五屆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第六、七屆委員。他的研究成果，榮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

一等獎，國家發明獎二等獎和全國科學大會獎等。對於這些崇高榮

譽，程開甲有他自己的詮釋：「我只是代表，功勞是大家的。功勳

獎章是對『兩彈一星』精神的肯定，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是對整個

核武器事業和從事核武器事業團隊的肯定。我們的核試驗，是研究

所、基地所有參加者，有名的、無名的英雄們，在彎彎曲曲的道路

上一步一個腳印去完成的。」

程開甲院士今年已 96 歲，但耄耋之年，仍然心繫科學研究、心

繫國防科技發展，為中國國防現代化事業貢獻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我們真心祝願程老不老長青！ 

熊杏林

2014 年 10 月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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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走過了 97 年，非常慶倖我一生能為國家盡力，能實現「奉獻」的人

生價值。

回顧歷程，我是幸運的。我遇到了影響我人生的許多人，秀州

中學著名教育家顧惠人校長和于滄泉、姚廣鈞，浙江大學恩師束星

北、王淦昌、陳建功和蘇步青，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博士，愛丁堡

大學導師 M. 玻恩教授。從他們那裏，我學到先進知識，打下了涉

足很廣的功底。我學到了求真務實，扭住不放，科技創新的理念。

我遇到挑戰自我的機遇，盡到了自己應盡的職責。面對國家建設和

十二年科學規劃的需要，我服從需要去建立不懂的專業。面對國防

力量強大的需要，我堅決服從，並且無怨無悔地全身心為之付出。

我遇到了我真正的朋友們：尊重科學和人才的張愛萍、張蘊鈺、朱

光亞。他們尊重我的意見，尤其是張蘊鈺，當我遇到麻煩時總是站

在我的身邊，給我以支持和保護。在此，我非常感謝他們，感謝他

們每一個人為我做的一切。另外，我一生中還僥倖躲過了三次最壞

的情況：一是浙江大學流亡到廣西宜山時遭到日軍 118 枚炸彈的轟

炸，我的宿舍被炸，書籍衣物被毀；二是未能趕上的長途車掉進了

山谷；三是因工作需要臨時取消與郭永懷同機返京，而飛機落地時

失事了。

現在，我可以自豪地說我一生遵循熱愛國家、熱愛科學的信

條，為了國家的強大不斷創新，不斷拚搏，用自己的科學知識報效

國家。

為此，黨和國家肯定了我的工作成績，這是對整個核武器事業和從

事核武器事業團隊的肯定，我只是這個團隊中的一員。我仍要努力不

懈、不老常青。

今年是馬年，感謝熊杏林、程漱玉和王瑩瑩的辛勤勞作，讓我

的人生旅程記錄能在本命年完成。

程開甲於北京

2014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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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少年時代

我常想，求學問和學做人，

中學時期最關鍵，

我有幸在一個比較完美的環境中成長。



002 003程開甲口述自傳 少年時代

出生之前已有「名」

1918 年 8 月 3 日，我出生在江蘇吳江盛澤鎮。我的先祖

在洛陽，後來遷到安徽徽州。徽州是全國商業最為發達的地

區，「徽商」非常有名。徽州人有個俗例，家中男丁到了十六

歲，就要出門做生意，「流寓五方，輕本重末」。我的祖輩也

是這樣流到了吳江而定居下來。

到祖父程敬齋時，程家發達了。據說，祖父很能幹，能左

手撥算盤，右手寫字，左右同時開弓。他經營紙張生意，賺了

錢，置了兩處房產，還有古董古籍。

與徽州文化不同，吳地文化很崇尚讀書做官。祖父經商多

年，有了家產，他最大的願望就是家裏能出個做官的。

祖父娶了兩位太太，楊氏和王氏。我的父親程侍彤，為

楊氏所生，是祖父唯一的兒子。一開始，祖父把讀書做官的

希望寄託在我父親身上，但是父親不爭氣，考了幾次，連個

秀才也沒考取。於是，祖父希望第三代能實現他的願望，他

早早就給朝思暮想的孫子取好「開甲」1 之名。所以，「開甲」

1  明清科舉制度中，根據成績高低，將考中進士的人分為一甲、二甲和三甲。此處
「開甲」之意，似應指在本族家人中最早考中進士者。

這個名字，不是我出生後為我取的，是祖父為程家的第一個

孫子預備的。

父親娶的第一位太太洪氏，是我的大媽。洪家是大家

庭，有錢有地。大媽的父親是舉人出身，洪家其他弟兄也都

出過國、留過洋。但很遺憾，大媽一連生了六個女兒，沒有

人可領「開甲」之名。後來，祖父做主，讓我父親又娶了一位

潦倒書生的女兒做妾，希望她為程家生個孫子，這便是我的母

親董雲峰。

1911 年爆發辛亥革命，全國兵荒馬亂，祖父到上海租界

做生意，本想租界比較安定，沒有料到，在這裏他被騙去了錢

財，做了一筆相當大的賠本生意，程家家道也從此衰敗。

1918 年 8 月 2 日，祖父去世，沒有看到「開甲」出生，死

時他沒合眼。第二天，我出生了，領了「開甲」之名，並在祖

父出殯前做了他的孝孫，大家都說我的出生是程敬齋死後有靈。

童年

祖父去世後，父親對生意一竅不通，是二姐夫幫忙籌劃還

清了祖父的借款。後來，父親在家裏開了私塾館，教書為業。

全家人的開支，都靠着一些房租和他的微薄收入。他還喝酒、

抽鴉片，對我不怎麼關心。印象裏，他給我的父愛，就是有一

年除夕給我買了個小銅鑼。1925 年父親去世。之後，母親也

無奈地離開了程家，那一年，我 8 歲。



004 005程開甲口述自傳 少年時代

吳江與徽州地域文化之比較

早在唐宋時代徽州商人就已相當活躍，明以後更是蔚然成風。王世貞
曾說，「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積蓄，則十一在內，
十九在外」。自明代中葉至清代康、乾年間，徽商從崛起並走向鼎盛，所
謂「無徽不成鎮」。徽州地區也由此出現了「貨殖之事益急，商賈之勢益
重」的文化走向。凌濛初在他的名作《拍案驚奇》中寫道，在那裏「商賈
為第一等生業，科第反在次者」。在徽州人汪道昆的文集中，也有「古時
右儒而左賈，吾郡（徽）或右賈而左儒」的記載。孫枝蔚的文集，更是反
映了「滿路尊商賈，窮愁獨縉紳」的徽州地域文化現象。

與徽州尊商不同，吳地卻尊教尚文。魏晉以來，經隋唐五代，中原戰
亂，知識分子逐漸流向南方。南宋以降，大批文人一次又一次南渡，吳地
成了全國的文化中心。這裏書院興盛，文化繁榮，名流輩出，稱冠全國。
明代著名文學家曾有「吳為人材淵藪，文字之盛，甲於天下」的讚譽。據

《登科記考》《宋歷科狀元錄》《文獻通考》《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等
文獻記載，自隋唐開創科舉後的 1300 餘年中，全國共出文狀元 596 名，
吳地，僅蘇州就有 45 名，佔總數的 7.55％。清朝一代，全國文狀元 112

名，蘇州有 25 名，佔總數的 22.3％。蘇州被稱為「狀元之鄉」。吳地儒
生不但在朝廷做官的多，曾出現「戶部十三司胥算，皆吳越人也」的情
景，而且名人大家、文化世族、書香門第比比皆是。在吳地，要想光宗耀
祖，科舉取士是首選之道。

我母親本是南潯鎮梅姓大戶人家的丫鬟，嫁過來的時候不

到 20 歲，又是二房，在家裏很受歧視。有一天，她終於坐船

走了，哭得很傷心。臨行前，母親給我洗了澡，換上乾淨的衣

服、鞋襪，塞給我幾個銅板。

母親走後，家裏剩下大媽、五姐、六姐，沒人管教我。家

人冷眼，連奶媽都罵我是個「落貨」（沒人管）。我變得孤僻、

膽怯、怕見人。

到了讀書的年紀，家裏送我到綢業小學，在那裏我除了

玩，還是玩，根本不讀書。成績常常是倒數第一，小學二年級

時留級，接連留了 3 年，成了「年年老闆」。我還逃學，有一

次拿着家裏的錢，一個人跑到上海去玩，錢花光了，就找到上

海二姐家。二姐告訴家裏，把我帶回盛澤。

我這次離家出走，讓全家上下很震動。大媽讓我跪在父親

的靈前，狠狠地教訓了我一頓，但從此她開始管我了。畢竟我

是程家的獨苗，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她覺得對不起程家的列祖

列宗。其次是五姐，她是小學教師，比我大十歲，對我好些。

她調到觀音弄小學後，將我轉學到那裏。每天早晨她會叫醒

我，督促我洗漱、吃飯，與她一起去學校。放學後，帶我回

家。如果她找學生談話或批改作業，就讓我到她辦公室等着一

道回家。

在新的小學裏，我漸漸開竅，學習成績逐漸好轉。老師們

教學認真，教學方式和管理方法都很有效。特別是簡曉峰校

長，不但課講得好，還給同學們講許多大人物成才的故事，我

深受觸動。在這裏，我似乎開始懂得了「成才」的含義，並立

志也要成為一個「大人物」。

由於「年年老闆」的經歷，我在全班同學中年齡最大，感

到不好意思，於是，四年級時提出跳級申請，簡校長考慮到我

數學和音樂成績突出，批准了。

我跳過五年級，到淘沙弄小學直接讀六年級，拿到了高小

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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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州中學

1931 年，我 13 歲，考取了浙江嘉興私立秀州中學。嘉興

離盛澤鎮約 40 里。我平時住校，寒暑假回家。我在這裏度過

了六年，讀完初中、高中。

秀州中學，是一所很有名氣的教會學校。陳省身、李政

道、美國科學院院士軍工專家潘文淵等都是這個學校畢業的。

到 2011 年，秀州中學已經走出 11 位院士 1。我常想，求學問和學做

人，中學時期最關鍵，我有幸在一個比較完美的環境中成長。

我進校的時候，校長是顧惠人。他篤信基督教，很會辦

學，教學十分嚴謹。我們對顧校長很尊敬，至今印象也很清

晰，他是位十分出色的教育家。在秀州中學，我接受了六年具

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基礎教育。

秀州中學教育注重人品第一。學校有嚴格的紀律，早晨必

須出早操，不准抽煙、喝酒，每天必須要洗澡，誰不去要登

記。生活也要求學會自理。記得高二時同學們推選我當「膳食

委員會主任」，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當官」。膳食委員會是住

校生的一個管理學校伙食的組織，責任是監督伙食質量和食品

衞生。當這個主任，每天要同老闆算出一天的主、副食品的用

量，米、油、肉、菜多少，都要算清楚。因為同學們信任我，

我幹得特別賣力，管理很認真，有時耽誤功課，結果學習受影

1  除程開甲之外的其他 10 人，是幾何學家陳省身，物理學家李政道，昆蟲學家陳世
驤，地球物理學家顧功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地理學家周廷儒，生化藥理學家周
廷沖，昆蟲學家欽俊德，航天生理學家方懷時，美國科學院院士、軍工專家潘文淵。

響，《詩經》課考試不及格。後來，高年級同學對我的管理不

滿意，聯合起來要罷我的官，俞滄泉老師找我談話，指點我如

何揚長避短，最後他鼓勵我說：「將來你會成功的。」這句話

當時對我激勵很大，現在還記得。

秀州中學注重全面教育，什麼都學，除了英文、數、理、

化，也學《易經》《孟子》《詩經》，學種田、插秧。這些對一

個人的成長十分有益，因為誰也不知道將來自己會怎麼發展，

有的可能從事化學專業，有的則可能從事農學……

秀州中學校園生活豐富多彩，演講、辯論、歌詠、體育、

演劇等各種比賽長年不斷。我們都很用功，而且興趣廣泛，經

常參加體育鍛煉。學校有四個網球場，四個籃球場，還有健身

房，都是師生募捐建造的。我喜歡打籃球，是籃球隊的後衞，

搶籃板球技術很好，還當過籃球裁判。顧校長有時和我們一

起打籃球賽。他還以身作則，親自參加運動會的賽跑，同學們

看到非常振奮，在邊上高喊加油：「Hip  Hip,  Hurrah,  School 

long!」

學校文藝活動也多種多樣，有演劇團、歌唱隊、國樂團、

繪畫會等社團。我參加了唱詩班，還在一次聖誕晚會上，男扮

女裝演聖母瑪利亞，表演很成功。

數學、英語嶄露頭角

剛上初中時，我的成績不突出。到初中二年級，情況就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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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的數學和英文成績很好，數學常考 100 分。我到秀州中

學上學後，六姐出嫁了，家裏只剩下大媽和我。大媽每次看到

我拿回的成績單都很高興，開學時就痛痛快快把學費給我帶上。

數學老師是姚廣鈞，他對我影響很大。為了訓練學生的

數學記憶，他要求我們將圓周率背誦到小數點之後 60 位，

1~100 的平方表都要背。這樣的訓練，讓我至今還是一看題

目，就能估出大概結果。

初二學代數，所教內容我在小學四年級就學過，姚老師看

到我的數學水平高於同班同學，就給我「開小灶」，讓我經常

到他宿舍做題目，引導我去解課堂以外的難題。他還借給我一

些習題集，我每道題都做，且儘量採用多種方法去做。有一

次，我把一道很難的幾何題做出來了，姚老師就拿着這道題

去考他的同事，老師們做不出來，他就笑他們，要他們當他

的學生。

記得高一暑假時我們到杭州拱辰橋軍營接受了 3 個月軍

訓，帶隊的徐老師與我約定，空閑時，我教他數學，他教我軍

事，互相幫助。沒想到，每天軍事訓練太過緊張，根本沒有什

麼空閑時間。3 個月過去了，我都沒找到兌現諾言的機會，現

在回想起來還欠着徐老師的債呢。

除了數學，我的英文也很好。當時用的英文課本是林語堂

編的，我能把每篇課文背誦出來。有一次，英文老師張才茂生

病了，顧校長代我們班的英文課，聽到我流利地背誦整篇課文

後，非常高興，對全班同學說：「你們就要這樣去勤奮學習。」

我還閱讀和背誦其他英文書籍。我曾從表弟洪兆鉞那裏借

過《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讀過好幾遍，愛不釋

手，一直未還。一年暑假，家住盛澤的秀州同學在木蘭洲公園

比賽英文，記得我背的是林肯內戰時的演講，高年級的潘文淵

也參加了這次活動。

秀州中學每年都會舉行一次英文背誦比賽。初三時，我第

一次參加比賽，台下背得很好，一上台就緊張了，背了 3 句，

下面全忘了，只好下台。輔導老師姚廣鈞鼓勵我說：「沒關係，

看以後的。」第二年，我高中一年級，由駱之駿老師訓練，汲

取了上次失敗的教訓，穩定了情緒，獲得全校英文背誦比賽第

一名。

到了高三，我代表學校參加了浙江省四所教會中學的演說

競賽，奪得單項第一名。對這次比賽，我至今印象深刻。當時

秀州中學創建於 20 世紀初，前身叫秀州書院，是美國基督傳教士同
嘉興紳士合作創辦的。1918 年，定名為嘉興秀州中學。1930 年，經校董
事會的推選，顧惠人成為嘉興私立秀州中學校長。

顧惠人（1901—1961），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一位十分出色的教育家。
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學位，一生立
志教育。大學畢業時，學校給每一位畢業生發了一張畢業生志願申請表，
每人按志願先後可填報三個志願，顧惠人在第一、第二、第三志願欄中，
分別填下了「教育！」「教育！！」「教育！！！」，表達了為教育奮鬥終
生的最強音。顧惠人的教育思想特色鮮明，「中西合璧」。他十分重視學生
的人格教育，把它擺在教育的第一位，並提出了「學校家庭化，生活紀律
化，頭腦科學化，身手平民化」的「四化」教育目標。從 1930 年到 1958

年，他擔任秀州中學校長 28 年，不但培養了大批傑出人才，而且培育了
「愛國、愛校、愛科學」的秀州精神。

顧惠人與秀州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