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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慰祖 　 精细化工专家 。 １９３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出生于江苏省通州市 。 １９５３ 年毕业于北
京大学 。总参谋部某研究所研究员 。 长期从事
精细化工技术的研究工作 。 开辟了精细化工军
事应用新的研究领域 ，为建立该学科奠定了基
础 ，并使之发展为一门集化学 、物理 、生物 、微电
子等学科的综合性学科 。解决了许多关键性技
术难题 ，成果得到大量应用并获得重大效益 。
５０ 年来 ，在科研工作中取得了 ４０ 多项重要成
果 。 完成 ２５ 项有代表性的重要研究课题 。 撰
写论文 、专著多篇（部） 。 １９９９ 年当选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 。

我 １９３２年 １１ 月出生在江苏南通 ，在家乡
完成小学 、中学教育过程 ，１９５０ 年考入清华大
学化学系 。 １９５２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 ，清华大
学的文 、理 、法学院并入北京大学 ，我随即转入
北京大学化学系学习 。 时值我国大规模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 ，科技人才极端匮乏 ，于
是政府决定原定于 １９５３ 年和 １９５４ 年毕业的理
工科大学生分别提前一年完成学业 。 于是我
１９５３年毕业后就由组织直接安排到军队工作 ，
有幸成为国防科技战线上的一名军人 。

我在家乡中学时代经历过的三个历史阶

段 ，对我以后人生观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
一是中国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人民受奴

役的阶段 。 当时在南通我亲眼目睹过日本鬼子
毫无人性残害国人的罪恶行径 ；也忘不了过路

行人被逼向日本哨兵鞠躬才能通过岗哨 ，否则
就得挨一顿痛打的屈辱情景 。那时学校在日伪
政权的高压下 ，普遍实施奴化教育 ，要求学生学
习日文 ，宣扬日本文化优越 ，对此我们极其反
感 ，记得初中入学的日语考试 ，我们很多学生都
自发交了白卷 。 当时我们年龄虽小 ，但幼弱的
心灵十分苦闷彷徨 ，经常自己问自己 ，中国怎么
会是这个样子 ？ 她的未来走向何处 ？ 前途在哪
儿 ？ 希望在哪里 ？

二是经历国民党政权黑暗统治 ，人们思想
压抑 ，生活艰辛的阶段 。抗日战争胜利后 ，国民
党政治上独裁 ，悍然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国内
战争 ，人们脸上抗战胜利的喜悦还未消退 ，就很
快陷入到了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之中 。 我所在
的南通中学 ，教授地理课的钱素凡老师 ，就是因
为不满当局的所作所为拍案直言 ，奋起抗争 ，而
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抛尸长江的 。 经济上国民
党搜刮民脂民膏 ，极尽盘剥百姓之能事 ，城乡交
界的桥上 ，驻有警察 ，农民进城卖东西得留下买
路钱 。 那时物价飞涨 ，一天几个价 ，老师领到薪
金得立刻上街买米 ，否则第二天 ，米价涨了 ，票
面价值就缩水了 。 国民党失败前夕 ，通过大量
发行金圆券 ，几乎榨尽了老百姓最后一点积蓄 ，
最后金圆券全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糊墙纸 。 所以
那时人们思想压抑 ，生活艰辛 ，热切盼望共产党
赶快取得胜利 ，早日结束国民党祸国殃民的反
动统治 。

三是迎来解放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扬眉
吐气的阶段 。 １９４９ 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人民
革命战争的全面胜利 ，建立了新中国 。 解放军
入城时 ，纪律严明 ，秋毫无犯 。人民政府在极端
困难的条件下 ，立即维护社会稳定 ，着手平抑物
价 ，恢复生产 ，社会秩序顿然改观 ，人民过上了
期盼已久的自己当家作主的安定生活 。 当时 ，
个人心情舒畅 ，对国家 、个人的未来充满无限信
心和希望 。

中学生活的经历 ，使我深切体会到一个人
的生活和命运不可能脱离国家和社会的大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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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 正是基于这一点 ，我们应该顺应历史的潮
流 ，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
起 ，自觉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
我在中学时代的最大收获 ，一是初步树立起革
命的人生观和正确的价值观 ，并因此决定了我
对待人生的基本取向和为人处世的态度 。二是
学到了较扎实的文化基础知识 ，为以后能够继
续学习专业科技理论 ，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 我
认为 ，人们的文化知识 ，除专业知识是在高等教
育过程中学习的以外 ，其他的文化素养主要应
在中学时代打下良好的基础 ，因为中学教育是
人生教育的重要环节 。

南通是中小城市 ，解放前虽然有了一些现
代工业基础 ，但总的说来还比较闭塞 ，保留着传
统的生活方式 ，与外部世界接触不多 。 记得在
上海参加高考期间 ，我还利用中午时间好奇地
专门去火车站看看火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庞

然怪物 。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期 ，市场上出现玻
璃（聚氯乙烯）皮带 、玻璃（尼龙）丝袜 、防雨薄膜
帽套等新型产品 ，时尚风靡 ，受人欢迎 。 正是这
些化学制品引起我对化学的初步兴趣 。 与此同
时 ，中学讲授化学课的刘石生老师 ，他是 ２０ 世
纪 ３０ 年代清华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 ，课讲得特
别好 ，概念清晰 ，引人入胜 。 我最终决定报考清
华大学化学系 ，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他的影响 。

清华 、北大的知识教育有三个特点 ：一是重
视基础教育 ，课程大多由知名教授讲授 ，并且特
别注重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 ，培养学生正确
思考问题的方法 。 记得学习普通物理时 ，实验
课程的第一讲老师首先专门讲授实验的意义和

重要性 ，理解实验的内涵和目的 ，教我们如何正
确完成操作过程 ，收集处理实验数据 。 老师要
求我们做实验要认真准确 ，讲求科学性 ，缜密地
分析讨论实验结果和有关问题 ，最后写出一篇
有实验内容 、有准确数据 、有科学分析和结论的
实验报告 。 做一个简单的实验犹如完成一项科
研项目 ，这就使我们这些刚转入大学学习的学
生 ，从主要依靠书本 ，听取老师讲解 ，记忆学习

的方法转变为深入理解基本概念 ，并通过实验 ，
验证研究分析问题的学习方法 ，学习过程成为
做学问的过程 。 二是培养动手能力 。 例如 ，当
时学校实验室设备条件比较简陋 ，学生用的分
析天平都是摆动式的 ，没有空气制动的附加装
置 ，更没有直接称量的电子天平 。 在进行定量
分析时 ，为求得数据准确 ，首先得学习校正天平
的方法 。 又如针对市场玻璃仪器品种不多 、价
格较贵的情况 ，我们还学习了吹玻璃的工艺技
术课 ，学会修补和制作简单玻璃仪器的技术 ，这
些基础训练在我以后的工作中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 。 今天的大学生不必要再花时间学习这些简
单具体的实验室技艺了 ，然而让学生掌握必要
的基础技术 ，培养提高动手能力的理念 ，我认为
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三是拓展知识面和激发求
新兴趣 。 学校鼓励同学们博览群书 ，中西文化
兼收并蓄 。在大学学习期间 ，由于家庭经济困
难 ，没有盘缠 ，寒暑假不能回家 ，于是只好在学
校消磨时光 ，这段时间学校图书馆就成了我日
常的好去处 ，除对学业温故知新以外 ，还阅读了
大量俄 、法等国的翻译小说 ，得以享受人类共同
的优秀文化遗产 ，精神生活感到更加丰富多彩 。

１９５１ 年暑假 ，我在学校参加了义务生产劳
动 ，在老师的带领下 ，因陋就简 、土法上马 ，利用
阳光制作杀虫药六六六粉剂 。 一个多月下来 ，
生产了大量合格产品 ，所得款项全部捐献给政
府 ，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六六六毒性很大 ，气味
刺激难闻 ，污染环境 ，早已被淘汰 ，但当时却是
一种重要的高效杀虫剂 。 我们的生产是在烈日
下进行的 ，有时氯气泄漏 ，喉咙和眼睛被呛得难
以忍受 。 虽然很辛苦 ，但感到这是我在学生时
代度过的最有意义的一个暑假 ，既参加生产劳
动 ，学到了知识 ，又直接为国家抗美援朝做了一
点贡献 。 每每想起当年的情景 ，历历在目 ，难以
忘怀 ，成为一生中的一段美好记忆 。

我刚到部队工作时 ，国家的分配制度实行
的是双轨制 ，一种是薪金制 ，也就是领取工资 ；
另一种是供给制 ，穿衣吃饭由国家供给 ，个人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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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少量津贴 。 我到部队报到时 ，干部部门的同
志告诉我 ，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以享受薪金制
待遇 。 当时我想 ，拿工资似乎存在雇佣关系 ，而
选择供给制才是参加革命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
了供给制 。 事后才知道 ，拿工资的是职员干部 ，
不能穿军衣 。 我为自己的选择 ，成为一名真正
的军人而自豪 。

到部队后 ，工作环境很好 ，学术研究比较自
由 ，个人可以在工作总要求的前提下自由选题 ，
领导对我们的建议总是给予热心支持 。 不怕你
的思路片面 ，方案不完整 ，就怕你没有想法或提
不出见解 。 那时我所从事的军事技术工作处于
创建初期 ，科研条件相当差 ，既没有可借鉴的技
术资料 ，又不方便与外界交流 ，白手起家 ，一切
全靠自己 。 在工作初期我利用在大学学习到的
一点专业知识和基础训练 ，应付了一阵子 ，也做
了一些工作 ，但技术上总是不能有重大突破 ，思
想上很苦恼 ，曾经向领导提出请专家教授来干 ，
我愿当助手的意见 。 但是得到的回答是 ：组织
上对你们抱有很大的希望 ，希望你们刻苦钻研 ，
迅速成为这一行的专家教授 。 我是新中国培养
的第一届大学生 ，在迫切需要大力加强国防建
设的时期 ，面临工作中的困难 ，只有丢掉苦恼 ，
树立信心 ，勇往直前 ，迎接挑战 ，才不辜负国家
对我的培养和期望 。 也就是在这种强大工作压
力下 ，我才真正体验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的古
训 ，于是我静下心来 ，加强对新知识的学习 ，并
且养成多思多记的习惯 。凡是我阅读的书刊资
料 ，或者看到的科技信息与新的技术产品 ，我都
要想一想对我的工作是否有用 ，思考如何才能
移植过来 ，为我所用 。 每当我有一点心得或者
设想 ，就立刻记在本子里 ，以便进一步具体化 ，
作为新的科研选项参考 。这一办法对拓展研究
领域 ，发展新型技术产品 ，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
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 这也算是一种初级的学
科交叉和技术融合创新吧 ！ 几十年来我所做的
这些文字信息积累已经成为我的重要资料库 。

科学技术最讲究认真 ，来不得半点虚假 。

军事技术装备产品要求尤其严格 ，研制过程一
点也马虎不得 ，因为军事技术装备 ，平时用于训
练 ，战时用于作战 ，直接关系作战人员的生命安
危和战斗的胜败 。 由于武器装备的研发过程要
求保密 ，成果只在小范围内评审 ，对外不公开 ，
不像一般的学术问题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和监

督 ，因此实事求是 ，精益求精 ，自监自律 ，不放过
任何一点疑点 ，尤为重要 。 我和我的同事们本
着对国家负责的精神 ，宁可研制周期长些 ，麻烦
多些 ，成果少些 ，也要保证研究成果的质量 ，使
产品能够经得起实际的考验 。 值得庆幸的是 ，
我们的成果经过部队使用 ，没有出现过重大的
事故 ，取得了很好的军事效益 。

一般说来 ，军事技术工作不属于基础理论
研究 ，而是一种应用研究与工程开发 ，最终形成
装备 ，产生战斗力 。 技术工作离不开实践 ，但实
践不是盲目的 ，必须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 。 数
十年的工作实践 ，我体会到只有善于借鉴理论
的力量 ，在理论的指导下开展科研工作 ，整个工
作才能向深度发展 ，取得高水平的成果和事半
功倍的效益 。 因为一种技术 ，一项工艺 ，虽然能
解决具体问题 ，但它只是实践的直接结果 ，只是
一种经验 ，一种知识 ，还不是科学 。实践经验和
技术只有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才能形成科学 。一
门专业技术只有形成学科体系 ，才能得到不断
完善和持久发展 。 我们在完成具体的科研项目
中 ，既要解决其中的具体技术问题 ，同时更要关
注它的机理和理论问题 。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 ，
这些成果加以系统化 、科学化 ，逐步形成一项有
实践内容 ，理论分析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 ，对本
专业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我年轻时对自己的未来没有特别设计什么

具体明确的目标 ，更没有想过要当院士 ，只是笼
统地想学习技术 ，立足社会 ，尽心尽力为国家做
点事 ，也就算不虚度此生 ，心满意足了 。 院士是
在某一领域有突出的成就 ，对国家有重大贡献 ，
并且被社会所承认的结果 。 成为院士 ，因素很
多 ，个人长期勤奋努力 ，坚持不懈固然重要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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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机遇对人是平
等的 ，环境优越 ，条件好 ，个人工作顺当 ，专业有
发展前途是一种机遇 ；环境艰苦 ，条件差 ，工作
难度大 ，预期性不稳定 ，挑战性强 ，看起来算不
上是好的机遇 ，然而挑战与机遇并存 ，挑战中隐
含着机遇 。 环境和机遇往往不是人们所能选择
的 ，人们只能适应环境 ，创造条件 ，抓住机遇 。
重要的是过程 ，而不是选择机遇 。 我们这一代
人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特殊环境 ，国家的需要 ，国
防科技工作发展的阶段性以及科研项目的意义

造就了我 ，使我有机会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潜能 ，
为国防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

五十多年来 ，我一直服务于国防科技战线 ，
没有离开我所钟爱的工作岗位 ，组织上对我既

严格要求 ，又关怀备至 ，保证了我所从事的科研
工作的连续性 。 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辜负国
家 、社会 、学校和单位对我的培养 、教育 、关心和
期望 ，我和我的同事所取得的众多成果 ，为我国
国防事业的建设发挥了积极的效益 。 这些成果
来之不易 ，是我们团队长期辛勤劳动的汗水结
晶 ，但这些成果只能代表过去 ，要想取得更大的
发展 ，更好地满足新时期国防事业不断增强的
需求 ，还要振奋精神 ，锐意进取 ，勇挑重担 。 值
得庆幸的是军队科技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

高 ，工作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我们团队的
实力日益增强 ，年轻一代学历高 ，知识面广 ，能
力强 ，相信一定能在现有基础上创造出更加辉
煌的业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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