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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津 　 矿产勘查和深部地球物理探测
专家 。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 １ 日出生于天津市 。 １９５２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大陆动
力学委员会主任 ，研究员 。从事矿产勘查（以金
属矿为主） ，发展物探新技术 ，进行深部地球物
理探测及发展地质科技的系统工程 ，并形成系
统概念 。完成喜马拉雅山和雅鲁藏布江缝合带
的深部探测 ，并获得多项重大发现 。 获国家自
然科学奖二等奖 。出版专著 ５ 部 ，发表论文 ５０
多篇 。 ２００１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我 １９３１年 ２ 月生于天津 ，后移居北平市居
住 ，并在北平完成了小学 、中学教育后考入清华
大学 ，１９５２年 ８ 月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分
配到地质部工作 。

５０ 多年来我一直从事矿产地球物理勘查 、
地壳上地幔深部探测和地质科技管理工作 。 现
为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 ，勘
查地球物理学家 。 １９９２ 年至今 ，担任中美德加
四国合作探测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的深部结

构构造计划（INDEPTH）的中方首席科学家 。
我曾长期担任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委 ，地质

矿业专业评委会主任 ，以及国家青年科技奖评
审组长和北京市经济顾问等 。 曾任中国地球物
理学会副理事长 ，常务理事 ，勘探地球物理专业
委员会主任 ，北京地球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 ，现
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中国大陆动力学专业委员

会主任 ，勘探地球物理专业委员会顾问委员会

主任 ，中国探月工程二 、三期预研专家组成员 ，
中国地震预报评委会评委 ，及中国遥感应用协
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等 。

我先后获得过 １９９８ 年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首届顾功叙地球物理科技奖 ，２０００ 年国家自然
科学二等奖（排名第一） ，２００３ 年何梁何利科技
进步奖 ，及 ２００５ 年李四光地球科学奖 。 在
１９５３ — １９５４ 年任安徽 ３２１ 物探队队长期间 ，因
找矿有功被评为地质部物探局甲等模范队和模

范队长 ；１９５６ — １９５８ 年 ，我任西南物探大队主
任工程师期间 ，因大队在西昌地区找矿有重大
发现于 １９８０ 年获地质部颁发的 ３０年找矿功勋
物探大队称号（集体奖） 。

一 、从小爱好学习 ，立志想当个科学家
我自幼家境贫寒 ，生活一直在温饱线上 。

小学 、中学是在日寇统治下的北平度过的 ，当了
８ 年的亡国奴 ，吃的是混合面和发霉的玉米面 ，
还要承担日伪的差役 ，受尽了鬼子汉奸的欺凌
之苦 。 １９４５ 年初中二年级时日本投降 ，国民党
接管北平 ，真是前门赶跑了倭狗 ，后门又窜进了
恶狼 ，美国大兵的招摇过市和耀武扬威 ，与国民
党的卑躬屈膝 ，令中国人心冷齿寒 。 长期的经
历和生活环境 ，使我养成了简朴刻苦的生活习
惯 、爱国奋进图强的思想和不向困难低头的韧
性性格 。

从中学时起我就很崇拜科学家 ，希望将来自
己也能在这方面做出些贡献为国争口气 。因此 ，
在各方的资助下上了学 ，对在校学习的机会非常
珍惜 ，学习刻苦努力 ，再加上老师和同学们的鼓
励 ，较快地完成了高中课程后 ，考上了大学 。

大学期间正值解放初期 ，政治运动一个接
着一个 ，自己深知必须抓紧机会学习和掌握一
些科技和人生的知识 ，否则 ，白顶了个大学生之
名而无大学生之实 ，将来如何胜任工作 ，又如何
对得起党和国家 ！ 在短短 ３ 年的学校生活中 ，
我实现了个人人生的第一个飞跃 ，于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我暗下决心 ，一定要做
一个有志气的中国人 ，将来能给国家做些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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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虚度一生 ；二是懂得了事物都是在不断地
进步完善之中 ，科学技术是如此 ，社会发展也是
如此 ，一个人必须站在发展的方向上去思考问
题 ，学会一分为二 ，不断追求进步 ，绝不能自满
停滞不前 ，也不要盲目迷信权威阻碍自己的进
步 ；三是学会正确的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 ，讲求
推理关系 ，遇事要问一个是否真有道理 。 这三
点给了我深刻影响 ，并让我终身受用 ，每每回忆
起来过去在清华学校的生活深感幸福 ，也对母
校留给我的宝贵精神财富深为感激 。

二 、从找矿开始了人生之路
一个人的成长总是由一系列的机遇巧合链

接起来的 。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地质部从事地质
找矿工作 ，我把它看成是“我的第二个机遇” 。

由于新中国建设发展需要大量的石油和铁

铜等矿产 ，不解决矿产资源问题 ，国家建设就是
无米之炊 ，组织分派自己到地质部从事物理探
矿工作 ，我们就高唱着“我为祖国献宝藏”之歌
投入到找矿的战场 ，全力以赴地边学习边找矿 。
可是 ，学物理与地质找矿根本搭不上钩 ，许多观
念要转变又是相当的困难 ；在物理学看来一种
物体的性质是确定的 ，而找矿则是相反的 ，只能
靠得到的地下模糊的物性分布来推测矿产存不

存在 ；此外 ，大家对物探仪器是个什么样子心中
完全没有数 ，可是却要自己试作物探仪器 ，而且
还要立即用于野外找矿 ，困难是很大的 。 但是
年青人都有一颗火热的心 ，不会 ，就努力地学
习 ，向顾功叙老师和许多地质专家请教 ，一个多
月的短训班突击学习了地质 、矿产 、物探等 １０
多门课程 ，这就是大家专业工作的基础和起点 。
学习后又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野外矿山现场实

习 ，随后我就接替顾功叙先生担当了安徽 ３２１
物探队队长的重任 ，在皖南广大地区找矿 。 皖
南过去是新四军占据过的地方 ，后来退出 ，解放
后有三害 ：土匪多 、血吸虫病多 、荒山野兽多 。
物探队员都是初高中的小青年 ，而我当时也才
２２ 岁 。 ２５ 岁时我又响应号召去西南找矿 ，担任
了地质部西南物探大队主任工程师 ，在西南三

省高山峻岭中沿着红军走过的长征路组织和指

导着上千人的找矿队伍 ，一年要走几趟 ，而坐的
又是烧木炭的公共汽车 。 １９５６ — １９５７ 年在四
川大凉山地区工作时正赶上当地彝族奴隶主叛

乱 ，过去这个地方是长征时期刘伯承同志与彝
族首领小叶丹结拜的地方 ，可是解放后要进行
民主改革了 ，当地的奴隶主们不甘心失败 ，就起
来搞叛乱 ，形势非常恐怖 。 当时地质队配备有
机枪排 ，我们一个物探小分队也配备了有 １２支
卡宾枪的一个警卫班 。 一次在喜德县登相营找
富铁矿时突遭叛匪的伏击 ，我们的一个年青的
警卫班长刘英同志在保护物探组上山探矿时中

弹身亡 ，而驻地附近的一个小镇天天都可以看
到受伤的解放军战士被抬下火线 ，使大家受到
震动 ，经历了火与血的洗礼 。 当时队员们都是
不足 ２０ 岁刚刚进入社会的小青年 ，大家都没有
经历过大事 ，遇到紧急情况时许多女娃子只是
哭 。 一天工作完毕后要做好随时发生情况随时
撤退的准备 。 但是大家硬是挺过来 ，成长起来 ，
也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找到一个又一个矿产地 。
回想过去的日子既感到非常幸运 ，同时又对做
出牺牲的同事深感怀念与敬意 ，建设国家真是
不容易啊 ！同样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 毛主席曾
经说过 ，不在中国的战略后方建起大的钢铁基
地 ，他老人家是睡不好觉的 。 现在经过全民的
努力 ，不但在金沙江畔的攀枝花建起了巨大的
钢铁基地 ，还建成中国的钛金属生产基地 ，它所
占有的二氧化钛总量几乎占到中国钛资源的

９０ ％ ，钒金属量的 ３０ ％ ，还建起了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 ，从过去蛮荒之地 ，一下子成为现代高科
技中心 ，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和骄傲 。 看今朝
忆过去 ，令人心潮澎湃 ，思绪万千 ，大家都说我
们深感为国献身出力的幸福 。新中国建设事业
发展的需要 ，必须一批又一批年青人来挑大梁 。
我们幸运的是一直有顾功叙先生在技术上的指

导和把关 ，有一批老领导在政治上 、工作上和生
活上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 。

当时工作条件又很艰苦 ，治安条件很差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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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矿方法技术又不过关 ，使得队伍的思想比较
混乱 。 如何能完成国家交给自己的任务呢 ！ 真
是愁死人 。 我的思想也曾激烈斗争过 ，还曾多
次打退堂鼓 ，又多次得到组织的帮助 ，最后总算
坚持了下来 ，这里各级老领导给了我很大帮助 ，
开导我 ，使我坚强起来通过了考验 ，我从他们那
里得益很多 ，懂得了要建设就要奋斗 ，要奋斗就
会有牺牲 ，这是一种宝贵的生活理念 。 回忆起
来我非常感激这些老领导的友谊和关怀 。

只有建设国家的热情 ，而没有专业知识 ，不
懂得如何找矿 ，如何能完成找矿任务呢 ？ 就抓
住一切机会到处找材料 ，向书本学 ，向顾功叙等
老专家学 ，向苏联专家学 ，俄文不懂就自学 ，真
是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

在皖南时 ，我们主要找接触交代型铜铁矿
床 ，这类矿床地球物理类型复杂 ，有的磁性强一
些 ，有的导电性好一些 ，有的电极化性突出 ，也
有的物理性质并不明显 ，现有物探方法对这类
多种产出的矿体普查无能为力 。面对许多埋藏
过深的矿体 ，或者形状又过于复杂的矿体等 ，现
有物探方法找矿的作用就很有限了 。 想找矿而
方法技术手段不适应 ，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 。
实践中我们逐步想方设法避开自己的短处 ，并
通过发挥自己的长处去争取最好的找矿效益 。
如 １９５６ 年在西昌地区开展找矿时 ，我们提出和
采取了 ，综合普查找矿方法 。 即以地表地质找
矿方法为基础 ，加上物探的磁法可以发现深部
隐伏磁性矿体和超基性岩体 、花岗岩岩体等 ，再
用地球化学方法 ，了解地表微量元素的分布和
组合 ，发现地表微弱的矿化现象 ，再通过元素组
合推测可能的矿床种类和类型 ，最后以综合研
究为主 ，选出找矿靶区 。 当时在物探大队共配
备了约 ９３ 名大学和中专地质专业毕业生 ，配备
了多台打 ３００ 米和 １００ 米深的钻机 ，以及时地
检查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的异常 ，发现矿体 ，并
提高异常地质解释的水平 。 此外为了推动化探
工作 ，在大队建队的同时就建立化探分析实验
室 ；为了提高找有色金属矿产的有效性 ，还建立

了方法试验队 。 这些做法在当时是具有首创
性的 。

由于多年在长征路上跑 ，长期坐公共汽车 ，
一次要坐上 ７ 天到 １０ 天的车 ，血液不流畅 ，再
加上受潮受凉 ，我于 １９５７ 年底得了血管病 ，大
腿动脉血管供血不足 ，两脚发凉 ，有截肢的危
险 。 在局领导的关怀下 ，１９５８ 年 ９月我从云南
省物探大队调到了北京的地质部地球物理探矿

研究所工作 。
三 、抓找矿新技术的发展 ，走创新之路
到地球物理探矿研究所搞研究以改变我国

找矿技术方法和理论的落后状况 ，提高找矿效
果 ，这是我人生的又一个机遇 。 我一方面治病 ，
一方面工作 ，深感到机会难得 。 研究所当时的
所长是顾功叙院士 ，他同时兼任地质部物探局
的副局长和总工程师 ，还兼任着中国科学院地
球物理所的领导 ，工作很忙 ，对物探所科研工
作 ，他只能进行科研业务方向性上的指导 。 我
又受到组织的重托担任所技术负责人和主任工

程师 ，协助顾功叙先生处理全所日常的科研业
务领导和管理工作 ，深感荣幸 。

当时顾功叙先生提出物探所的研究工作要

以“三新方针（以发展新技术 、新方法及新原理
为主）”为中心 ，大力推动创新性研究 ，以彻底改
变物探方法技术落后的局面 。我非常赞同并积
极贯彻执行这一科研方针 ，同时强调在发展新
方法 、新技术的同时也必须从新方法综合应用
的角度来认识和评价新方法 、新技术的优缺点 。
物探所建所初期的主要科技人员大多数是学物

理的 ，３０ 岁上下的年龄 ，年青而有活力 ，思想比
较解放 ，框框很少 ，敢于做各种试验 。 我们着重
推动以找深部有色金属矿为中心的多种新方

法 、新技术的开发研究和综合应用 。 如找浸染
状金属硫化物矿床的激发极化法 ，找深部良导
电性硫化金属矿床的电磁法 ，针对中国深部铅
锌 、铁矿 、铬矿体等的无线电波透视法 ，大规模
快速普查铁矿的新型航空磁力仪 ，以寻找控制
个旧锡矿床分布的隐伏花岗岩起伏为目标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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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勘查方法 ，以及探索微波技术和核子技术的
应用等 ，组织大家系统调查国外物探科技发展
的经验 ，强调走自己的路 ，不干重复工作 。并从
６０ 年代起 ，引进和应用了电子计算技术 ，建立
了地质部第一个计算机实验室 。 此外 ，还成立
了综合方法找矿研究室 ，进行多项试验研究工
作 ，检验新方法的效果 ，了解综合找矿的能力 ，
试图能创造出找深部矿方法的新样板 。

１９６３ 年 ，我在所内群众建议的基础上写了
枟发展物探新技术 、新方法以提高地质找矿效
果枠的万言书 ，全面论述要依靠找矿科技的发展
来提高找矿效果 ，向部领导进言 ，当然“文化大
革命”受到了严厉批斗 ，说是修正主义纲领 ，真
是荒唐 ！

四 、强调抓好科技管理 ，是搞好科技资源
合理配置 ，提高科技工作效益的关键

１９７２ 年以后 ，我有幸参加了中国地质科学
院和地矿部的科技管理工作 。 这是我的又一次
机遇 。 我在思考如何使地质科技管理工作科学
化 ，提高投入产出效果 。 提倡要在工作中学习
和总结自己 ，为此我先后发表了多达 ５０ 多万字
的文章 ，还与成都地质学院一起办了多期地质
科技管理培训班和出版了枟地质科技管理枠杂
志 。 我们着重讲解和宣传了以下几点 ：（１） 科
学技术的重要性 。强调科技发展具有深刻的物
质的 、思想精神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通过科
学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 ，人们提高了科学知
识水平 ，使得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上的许多事
物的现象和本质提高了认识 ，有利于树立起科
学的世界观 ，并作为反对各种形形色色的愚昧
落后和封建迷信的强大思想武器 ，有利于增强
掌握自己命运的自信心 ，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是培养教育一代新人的要
求 。 （２） 科技管理工作很重要 。 它是解决人 、
财 、物等资源的合理配置 ，以求得最好的科技成
果和最大的投资效益的问题 。 （３） 强调科技管
理工作的 ６ 项内容 ：① 破除束缚科技生产力发
展的各种规章制度 ，解放科技生产力 ，最大限度

地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② 按照各级领导部
门和企业对一定时期生产发展的要求 ，提出科
技研究开发的目标和发展战略 ，将人 、财 、物等
各种资源给予合理的组织与配置 ，要十分重视
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③ 具体地组织科研项目的
进行 ，以保证多 、快 、省地完成科技研究计划 ，提
出不能将科技管理与一般行政管理和生产管理

混同起来 ，如违反了科技工作本身的特点 ，结果
将会是事与愿违或者很难成事 ；④ 要重视科技
成果 ，这是我们的工作目标 ，要重视对取得科技
成果的实事求是地客观评价 ；⑤ 宣传和推广成
果的应用 ，进行成果转化工作 ；⑥ 始终要关注
人才的培养与选拔 。 提出科技管理工作中 ，人
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是核心 。

五 、以青藏高原隆升机制研究为例 ，对地
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向应用转化作了有益的探

索 ，取得了一系列经验和创新成果
１９９０ 年 ，地矿部领导任命我出任国际合作

项目 ——— “喜马拉雅山和西藏高原深剖面及综
合研究”（简称 INDEPTH）的首席科学家 ，这是
一项很困难又很艰巨的任务 。 我决心迎接挑
战 ，积极投入研究工作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在
上级领导帮助下 ，通过与外国合作 ，引进了资金
和技术 ，以及先进的仪器设备 ，开展了大规模的
地壳和上地幔的探测研究工作 。 合作中坚持了
“以我为主 ，高起点 ，运用高技术 ，通过多国合
作 ，多学科综合”工作路线 ，各家发挥了优势 ，既
合作又竞争地与美国 、德国及加拿大三国进行
了长达 １２ 年的合作 。 在巍峨高耸的喜马拉雅
山 、冈底斯山 、唐古拉山以及昆仑山上开始了向
地球深层进军 ，取得了大量的宝贵数据 ，经过分
析研究得到很多的成果 ，获得了一系列新发现
和技术创新 ，发表 ８０ 多篇文章 ，其中在枟科学枠
和枟自然枠杂志上发表就有 １０ 篇以上 。 通过这
一合作项目创造了 ２１ 世纪国际地学科技合作
的一种新模式 ，得到国际岩石圈委员会主席在
国际大会上的肯定和赞扬 。 １９９６ 年 ，枟科学枠杂
志主编之一来北京专访了我 ，刊登了我的照片 ，
·５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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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表专论 ，盛赞我在这项研究中的重大作用 ，
并称我为“移动大山的人” ；枟中国青年报枠称我
为“切开喜马拉雅的人” 。 １９９６ 年美国国家科
学基金会大陆动力学部主任 L ． Johnson 书面
评论说 ，“这一研究组过去在喜马拉雅山 —西藏
高原区域的工作 ，已经对我们了解造山带和与
之相关联的高原做出了重要贡献 ，并已赢得了
全球的认可 … … 您们肯定地以能在推动这样
一个复杂的多国合作的新事业中的成功而获

得很大的自豪” ，“中国方面由深剖面可以得
到大量的潜在社会收益 ，如在油气和矿产勘
查方面抢了先 ，获得了新技术 ，赢得了国际上
对中国专家们的承认” 。 在这场竞争中 ，我们
为国家争了气 ，增了光 ，这是我深感安慰的 。

最近 ，美国专家一再提出要继续开展金沙
江缝合带 、昆仑山 、柴达木盆地及祁连山的深部
探测研究 ，２００５ 年 ，我又一次进行了可可西里 、
昆仑山和柴达木盆地的地质踏勘工作 ，迎接新
的合作高潮 。

六 、学习与宣传李四光先生关于能源与地
震预报问题的思想

李四光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地质学家 ，新中
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 、领导者 、但是在他逝世
３０ 年后却遭受到无端的诽谤攻击 ，我不明白这
是怎么回事 ，于是就努力学习了大量的有关文
献 ，了解到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 李四光先
生留给我们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正是今后我国突

破能源 、资源和地质环境瓶颈问题的宝贵思想
财富 ，有力的科学武器 ，怎么在今天要把他毁掉
了呢 ？ 我决心顶着各种压力去维护他 ，阐述他
的思想精髓 ，宣传要学习和推广应用李四光的
思想 。 几年来先后发表了 ５ 篇文章 ：（１） 枟中国
石油勘探战略东移与大庆油田的发现枠 ，总结了
５０ 年代在李四光指导下地质部与石油部广大职
工为祖国找石油的经历和成就 。 （２） 以读者来
信形式批了“‘黄汲清与中国石油的大发现’一文
的严重失实”（刊在枟人物枠杂志 ２００４年 ８月号） ，
总结归纳出李四光在中国石油大发现中的五大

贡献 。 （３） 发表了枟李四光与中国石油大发现枠 ，
分析了李四光对石油勘探理论的发展和重大贡

献 ，指出李四光是批判“海相陆相生油”理论的 。
（４） 结合近期大陆动力学的发展 ，提出枟继承和
发展李四光地震预报思想枠 ，提出要走与外国不
同的地震预报之路 。 （５） 提出并发表了枟沿着李
四光开辟之路 ，自主创新 ，建立中国地学学派枠一
文及枟中国地学呼唤自主创新枠 ，系统地深入地分
析了李四光地质力学思想的本质及其一生的创

新实践 ，提出学习和发扬李四光学术思想的重要
性 ，走自己的道路 。

我现在正在与各大油田的专家联系推动尝

试着以李四光石油勘探理论为指导总结油田内

构造体系如何驱动油气分布的规律 ，以为油田
资源的新突破出些力 。 我自己又结合 INDE‐
PT H 项目在藏北羌塘盆地工作开展一些探索 。
羌塘盆地是李四光先生很早预测的找油气远景

地区 ，但是尚未突破 。
今天 ，中国的人口 、资源 、环境问题已比过

去更为严重地摆在了全国人民面前 ，“科学发展
观”要求今后我国经济建设要更加注意处理好
人与自然的协调问题 ，地球科学无疑地将会更
多地介入国家发展进程 ，地球科学工作者将肩
负着新的重任 。 今后将需要有更多的对地探测
工作 ，以增加人类对地的知识 ，解决地震预报和
资源勘探 ，水的供应 ，防治地质灾害 ，处理好人
与地球的关系 ，以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协
调发展 。 我毕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了解地球 、探
测地球 ，发展高新探测技术” 。 新的世纪开始 ，
我们寄希望于新的一代人 ，并以以下几句话与
年青人共勉 ：

胸怀祖国 ，放眼世界 ；
抓住机遇 ，奋力拼搏 。
实践第一 ，讲求科学 ；
永不满足 ，积极开拓 。

（此文作为中秋寄语曾在 ２００３ 年枟科学时
报枠上刊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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