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人物2016年6月30日 星期四 04主编：高毅哲 编辑：高毅哲 设计：王保英 04

乐山水，寿期颐。
96 岁高龄时，他去浙江台州游

玩，兴致勃勃地在码头看上半天海，紧
接着登上温岭长屿山看“天下第一
硐”，仔仔细细听介绍、看说明。

95 岁时，他登上杭州北高峰，登
上数百级石阶，不在话下。

94 岁时，他去香港，夜里 11 点半
登上太平山欣赏夜景，还独自在山顶
溜达了一圈。

⋯⋯
这位老人名叫于同隐，是我国高

分子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复旦大学高
分子学科的创建人与学科带头人。他
长期从事高分子粘弹性和高分子合金
研究，研制了取得重大社会效益的人
工肺，开拓了蚕丝等天然大分子研究
新方向，为我国高分子化学和物理学
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生逢乱世，刻苦求学，辗转归国，
创建学科，桃李成蹊，终成大家。一个
世纪悄然过去，千帆过尽，于同隐还是
当年那个乐观豁达、对世界时时抱有
好奇的江南赤子。

化学报国，辗转梦圆

1917 年 9 月 6 日，于同隐出生于
江苏无锡一户小康之家。自 5 岁入小
学到高中毕业，于同隐接受了完备的
新式教育。

小学时的他“并不都是按时回家
的，常常流连于崇安寺闹市的喧嚣，猴
子戏、西洋镜、梨膏糖⋯⋯一路走一路
玩一路吃，完全是个顽皮淘气的小孩
子。”中学时代，于同隐每天都要翻阅
各种报纸和进步刊物。他很喜欢邹韬
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其“有趣味有价
值”的内容、“明显畅快”的文风深深吸
引了他。

于同隐对化学的兴趣来自于高中
的化学老师张式之。他记得，张老师

上课只带两支粉笔，边讲边写。张式之
讲课条理清晰，板书整洁，从容流畅，待
粉笔写完，教材教完，下课铃也响了。受
张老师影响，于同隐决定大学要报考化
学专业。对此，其父于观海支持有加。
在他中学时，于观海就常向他谈起“实业
救国”的道理。于观海认为，一般人办不
起大工业，应该从小工业做起，而化学工
业是小工业，可以从家庭式的小作坊开
始。

1934 年，于同隐顺利考取了浙江大
学化学系。由于基础扎实，进入大学以
后，于同隐的成绩突飞猛进。1937年抗
战爆发，于同隐随浙江大学汇入西迁的
长途跋涉中，并在战乱中毕业。

1943 年，毕业 5 年后，26 岁的于同
隐回到母校浙江大学任教，投身学术
界。他说：“为了贯彻出国的愿望，同时
痛恶这些机关中的生活，所以虽然那时
学校的待遇低很多，仍旧决心回到学校
⋯⋯在回到学校的这两年中，埋头做实
验和读书，总算为苦烦的心情找到了出
路。”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于同隐获得机
会，跟随有机化学领域的名师、时任浙大
化学系主任的王葆仁从事科研工作。在
王葆仁的指导下，于同隐与同为青年教
师的高善娟合作，一同完成了他学术生
涯中的第一项科研成果。这篇论文“处
女作”于 1945 年 1 月被送至美国审稿，
历经两年辗转，最终于1948年发表在当
时国内水平最高的专业化学期刊——

《中国化学会会志》上。
第一篇论文发表之时，于同隐已身

在大洋彼岸，成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
名研究生。1951 年 1 月，于同隐顺利通
过了论文答辩，获得密歇根大学博士学
位。在学校 200 多名研究生中，于同隐
的成绩名列前茅，被推举为荣誉化学会
会员，获得了一枚象征开启科学大门的
金钥匙。这是美国化学界很高的荣誉，
意味着他是该领域的学术精英，想要在

美国获得工作机会是非常容易的。
然而，和当时的很多中国学者一样，

于同隐下定决心回国。他回忆说：“作为
一个中国人，自然会想回到祖国来，尤其
在祖国迫切需要的时候。看到美国的繁
华，心中很羡慕，我们中国要能埋头苦干
五十年，一定可以和他们一样。”

当时正值朝鲜战争，中美处于交战
状态。美国国内出台了《麦卡锡法案》，
用监视、迫害等手段阻止在美华人学者
返回中国，对涉及尖端科学技术的专家
学者控制尤为严格。历经波折，1951年
6 月，于同隐终于带着妻子蔡淑莲离美
回国。轮船到达香港后，港英政府不让
他们登陆，把他们禁闭在轮船的一间舱
房里。中国政府知道后，派了一艘小船
把他们接到广东，夫妇二人这才回到了
祖国。1952 年 8 月，于同隐夫妇来到复
旦大学。35 岁的于同隐是当时化学系
中最年轻的教授，蔡淑莲则在分析化学
教研室。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伉俪二人
为复旦大学化学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
献。

转投新学，建立学科

于同隐在复旦大学化学系做的头一
件大事，就是组织编写教材。在极其困
难的条件下，于同隐带领有机化学教研
组，编写了《有机化学》和《有机结构理
论》等讲义，翻译了《有机化学教程习题》
等参考文献。

于同隐有志科研，也注重培养青年
教师。身为教研室主任的他，带领着老
师们从事有机合成研究。他所主持的硅
有机化学和络合物化学、稀有元素化学
和化学动力学被列为1956年《复旦大学
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重点项目。那是
他学术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

1958 年，复旦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合
作创设高分子化学研究所，于同隐被任
命为副所长。

对于同隐来说，接受这样的任命，意
味着放弃已有相当基础的有机合成研
究，转向对他而言全新的高分子科学领
域。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慎重考虑
两星期后，于同隐决定接受任命，主持与
领导复旦大学高分子学科工作。

接受任命的主要原因是，于同隐早
就认识到高分子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必
须把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和高分子
工艺等学科融会贯通，才能形成完整的
教学和科研体系。但那个时候，教研室
内对高分子化学都很陌生，更不要说高
分子物理专业人才。于是，于同隐下定
决心，自己带头去搞高分子物理。

要搞高分子物理，就会碰到很多数
学和物理的题目，而数学素来是于同隐
的短板。高考时，高等代数三角一门，于
同隐仅得了 24 分，解析几何仅 42 分；大
学里唯一的数学课程初等微积分与微分
方程也只是刚好及格，是他所有课程中
得分最低的。这样的数学知识与水平，
很难解决物理方面的问题。

已过不惑之年的于同隐，坚持自学
补课，并率先在教研组给青年教师讲解
高分子物理中常用到的数学矩阵，介绍
高分子的多重结构。由于复旦的高分子
学科是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仓促建立
的，师资不足，为此，学校抽出12名化学
系三年级的本科学生，让他们提前毕业，
留校充当高分子专业的青年教师。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化学系
教授江明正是这 12 名学生之一。江明

院士回忆说，高分子学科建立之初，于同
隐曾专门请来数学系教授为大家上课。
当时读的是一本俄文专著，非常难读，他
就带着大家一起读，遇到不懂的地方就
请数学系的老师讲解。

于同隐还亲自带着大家在化学系图
书馆查阅资料，资料都是英文原版，可大
家学的是俄语，看不懂。于同隐总是不
厌其烦地一句句翻译了再讲解。到了
1959年冬天，他还专门开办了英文突击
班，教了一个寒假，帮大家打下阅读英语
文献的基础。正因为如此，虽不是于同
隐的在册弟子，江明院士也总说自己是
于同隐的学生，“他真正是我们科学道路
上的引路人”。

正当复旦的高分子学科颇有起色之
时，“文革”开始了，教学研究被迫中断，
于同隐也受到了冲击。直到“文革”结
束，年近花甲的于同隐才重新出任化学
系高分子化学教研室主任，着手重建学
科。

1980年底，复旦大学设立材料科学
研究所，于同隐出任第一任所长，高分子
学科全体人员成建制地从化学系转入了
材料科学研究所，撑起了材料科学的半
壁江山。履新之后，于同隐立即对高分
子实验室进行了整顿和重建，大规模更
新了仪器设备。经过几年发展，复旦的
高分子实验室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并
且已经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1993年5月14日，复旦高分子第一
代学人终于梦想成真，复旦大学高分子
科学系和高分子科学研究所正式成立。
经过20余年发展，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

系在国内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高
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高分子材料等三
大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已接近国际领
先水平，属于国际前沿领域，其代表性的
研究方向有聚合物凝聚态物理理论与计
算、聚合物自组装和生物大分子（丝素）
材料等。

“抓大放小”，倾力育人

于同隐的工作奠定了复旦大学高分
子学科的基础，为中国高分子科学的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他最为人所称道
的，是其独到的人才培养方式。中科院
院士、吉林大学教授、中国第二代高分
子科学代表人物沈家骢将其称为“于同
隐模式”。他的研究生张炜曾将“于同
隐模式”总结为八个字：学术自由、百
花齐放。

于 同 隐 自 1953 年 开 始 招 收 研 究
生。“文革”结束时他已逾六旬，此后
还培养了 17 名硕士、31 名博士。在研
究生培养方面，于同隐只抓大事不管小
事。他的学生、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
教授邵正中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于老
师给你圈定一块他认为有价值的地，让
你自己去刨，到底能挖出红薯、金子，
还是什么都挖不出，就要看你自己的努
力程度了。”

“他给我圈的地就是丝蛋白。他觉
得那是一块‘宝地’，你从任何的高分
子角度都可以去研究。我觉得于先生在
70 多岁的时候，至少给我们指出了一
个切入点，即高分子的研究者，如何能

够比较快速或者有效地介入生命科学或
者蛋白质化学的领域。”邵正中说。

不过，于同隐并不是完全“放羊”。
给学生指出有前景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后，他让学生在该领域充分发挥自己的
能力，有不懂的地方，他随时会给予解
答，或者与学生共同研究，直到解决为
止。多年来，他坚持给研究生开一门文
献阅读课。通过这门课，学生不仅提高
了英文阅读水平，更了解了学术发展的
前沿，对自己的选题也有了相当程度的
了解。

他的第一个硕士、复旦大学高分子
科学系教授杜强国说：“你的进展他一直
掌握着，他也不来逼你。只要有困难就
一起讨论，介绍你去看一些什么书。”

他的第一个博士、中科院院士杨玉
良说：“他把你带到一片森林，然后把你
放到一棵树上，但是你别老待在这棵树
上，因为他也教会了你跳到其他树上的
可能性。当你看到其他的树，你又跳不
过去，他就给你跳跃的能力与机会。”因
此，他的研究生中，不少人都“能游走
在各种不同的领域”。

在学生们看来，于同隐是一个知识渊
博、和蔼、慈祥的“小老头”，“头发也不多，
但是你看到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睿智的
眼睛，思维非常敏捷。”学生们在他面前非
常放松，什么话题都可以谈论。他表面上
很和蔼，似乎什么都可以答应，其实很坚
持原则，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

杜强国回忆说，他们的研究课题碰到
了困难，曾跟于同隐商量，看在他们是

“老”研究生，“上有老、下有小”的面子上，
能否换一个容易一点的题目。但于同隐
笑笑，就是不放松，然后鼓励说：“不难的，
你们有什么困难，到时候我们一起讨论，
能做得出来的，不要担心。”

于同隐在人才培养上，并不仅限于
自己的研究生，他对年轻教师的培养也
耗费了不少精力。在复旦高分子学科建
立之初，很多时候可以说于同隐是“手
把手”地教他们。在这些年轻教师看
来，于同隐最大的贡献是培养了一大批
人，并以他的个人魅力团结了一批人。
一个单位经过了“文革”以后，人们往往有
所间隙，要把那么多人捏在一起，把整个
教学科研搞好，并非易事，然而于同隐做
到了。有人评价，关键是“他淡泊名利，对
人宽厚，哪怕是以前整过他的人，他也不
会计较”。

退休后的于同隐长期保持着规律的
学习生活习惯。除了吃饭、睡觉、外出散
步，他就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待在书房看
书。他一直关注着高分子科学最前沿的
信息，即使90岁后，也常常一个人坐着公
交车到浦西福州路外文书店去买最新的
专业书。2005 年，88 岁高龄的他还在

《化学世界》上发表《漫谈化学反应》和《从
化学反应到生命》这样的科普文章。

于同隐阅读兴趣非常广泛，哪朝哪
代有过什么著名人物，他都知道得清清
楚楚。最近几年，他也阅读一些文学著
作，莫言、陈忠实、村上春树等许多作
家的经典作品他书房里都有。

别人眼里的一代大家，在自己的生
活里却乐得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不忘
初心，方得始终。一个世纪的风云散
去，面对生活、面对未来，于同隐还是
那个“没有一分钟会在他面上找不到笑
容”的孩童，优哉游哉，云淡风轻。

（方艾青根据 《一个人与一个系科
——于同隐传》 整理。照片由复旦大学
宣传部提供。）

一个人，一个系科，一世风云

“高分子先生”于同隐
大
家

为了办好职业教育，当时全国28个
行省，黄炎培走了25个。

他将其称为“寻病源”。
他还先后考察美国、日本等地。在

美国，两个月内，他访问了美国 25 座城
市的 52 所各级各类学校，与教育界、实
业界人士广泛接触，积极学习吸收发达
国家的先进经验。

他将其称为“查方书”。
他东奔西走的时候，来自西洋的新

式基础教育已经在中国有了一二十年
的实践。然而中学毕业生“毕业升学为
三分之一，谋事而不得二分之一”。与
今不同，当时的中学生某种意义上已可
算是“中高级知识分子”，然而出路却狭
窄至此，令人痛惜。

广泛的“寻病源”“查方书”，让他摸
到了旧教育种种弊病的根源，即学校教
育与社会需求的脱节。

他说，“我国教育之亟宜改革”，必
须要加强教育与职业的沟通；他提出了

职业教育的目的：“谋个性之发展，为个
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
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1917 年 5 月 6 日，包括黄炎培、蔡元
培、梁启超、张謇在内的教育界、科技
界、实业界知名人士等48人创建的中华
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成立。《中华职业教
育社章程》第一条就说：“本社之立，同
人鉴于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莫过于
生计；根本解决，惟有从教育入手，进而
谋职业之改善。”

1918 年，他主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成
立。他为亲手创办的学校设立了两大
主力专业：木工、铁工。

这源于他筹备建校期间的细致考
察。

筹办时期，黄炎培对学校周边的 6
所小学的936名学生的父兄职业状况和
上海西南门一带居民所从事的职业种
类展开调查，发现其中做铁工和木工的
居多。铁工专门造机器，为工业之母，

木工则为日用生活所必需。两类工种
在教育上都需要手脑并用，也是发展一
般工业最基本的技术因素。正是从此
出发，黄炎培确定了这两大主要专业。

黄炎培亦提出“手脑并用”“教学做
合一”的方针，多方开设实习工场，使中
华职业学校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实习
场所完备的职校。

一名典型的中华职校学生，大体应
该是这样的：如果你是机械科的学生，
则每天要到实习工场实习半天；如果你
是土木科的学生，则要每周实习测量数
次，并派赴校外建筑工程处见习；如果
你是商科学生，则每天都有小楷练习和
珠算练习等，并要赴各大银行、商店、公
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实习。为了检验毕
业学生的实践能力，中华职校还有一项
特别规定：学生修业期满仅发给修业证
书，必须在工作单位实习一年，获得工
作单位证明其能胜任所担任工作后，再
发给毕业证书。

黄炎培深信：“一个社会人人有职
业，有与其个性相适合之职业，则人人
得事，事事得人，社会无有不发达者。”

他的职业教育信念有多坚定？看
看他对自己孩子的做法就知道了。

1932 年，黄炎培开办中华职业学校
已十几年。十几年间，黄炎培形成了一
整套职教思想和理论，竭力宣扬职业教
育。然而，他却有一个心结：自己让别人
的孩子上职校，那么自己的孩子呢？“我
提倡职业教育，到处劝人进职业学校，而
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普通中学，大能（即黄
大能）甚至进了贵族化的教会学校。”

他决定让黄大能退学，转投自己创
办的中华职业学校。

那时，黄大能已经交了沪江附中的
学费。黄炎培让黄大能立刻退出，转入上
海陆家浜的中华职业学校高中土木科。

遵照父命，黄大能立即转学。他脱
下制服，穿上一身蓝布学生装，投入一个
十分朴素的学习环境中。多年后，黄大能

回忆：“这对于我这个年仅16岁的青年来
说，首先是生活上的变化，影响巨大。”

至于黄炎培自己，更是说了这样一
句话：“我们姓黄的家，可不能培养出贵
族子弟来。”

黄炎培还有着更大的追求。他不
只是要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才、培养出
能找到养家糊口工作的学生。

他还有着大职业教育主义的理想——
“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从“有业”到“乐业”，即便在今天，

人们依然能从这一字之变里，看到理想
的光辉。

人们从事一份工作，到底是要从这
份工作里获得什么？收入？地位？身
份？还是其他？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
答案，决定着生活给予的每个人的不同
回报。

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就是要把自己
心中的答案捧给大众的那个人。

黄炎培：“有业”之心“乐业”之梦
高毅哲

回望教育家

复旦大学高分子专业的创建人和学术带头人于同隐。

图① 上世纪 80 年代，于同隐与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学生江明 （左）
在跃进楼实验室。

图② 1979 年，复旦高分子教研室购置了国产电子拉力机，于同隐不胜
喜悦，特意合影留念。

图③ 于同隐 （中） 和他培养的研究生们在跃进楼前合影。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