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研究，我厅决定面向全国科技行政管理系统、

科研院所、高校和医疗卫生系统科研管理部门公开

选调海南省科技创新发展服务中心领导岗位 2 名。

其中，主任（正处级）1 名、副主任（副处级）1 名。优

秀的可提拔任用。

有意者请登录海南省科技厅官网（http://dost.

hainan.gov.cn/xxgk/tzgg/202010/t20201013_

2864377.html），查看“海南省科技创新发展服务中

心领导干部选调延期公告”。

欢迎踊跃报名。

咨询电话：

海南省科技厅办公室

0898-65319927

特此公告。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2020年10月12日

海南省科技创新发展服务中心
领导干部选调公告

游 雨 蒙 ，本 科 毕 业 于 南 京 大 学 电 子 系 ，后 于 新 加

坡南洋理工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随后在耶鲁大

学与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14 年回国加入

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2017 年被评为“长江学者”

青年学者，2019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

基金资助。近 5 年以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分子铁电材

料这一前沿领域，合成出多种具有多重极轴、优异压

电性和独特光电特性的分子基铁电、压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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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如一日扎根云南，守护洱海水清月明，甚至把实验室

建在了洱海旁农户家里。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

席教授、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孔

海南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日前，孔海

南教授被评为 2020年上海“最美科技工作者”。

大半辈子都和水打交道

孔海南曾笑言“名字里带个‘海’字，大半辈子都和水打交

道，守护水是我的使命，我热爱这项工作”。2000 年，正当中国

的七大重点流域面临大规模污染，水环境日益恶化之即，年过半

百的孔海南毅然回国，利用在日本研发的技术和积累的经验，先

后参与水污染十分严重的太湖、巢湖、西湖、洱海、滇池、长江三

峡、苏州河等河湖、水库的综合治理与示范工程。

然而，最为牵动他心的要数大理的洱海。这个曾经以其丰

富的物产和清洁的水源哺育着大理一代又一代人的“母亲湖”，

从上世纪 90 年代始，长期遭受湖水富营养化折磨，两次大规模

蓝藻暴发，使湖水水质急剧恶化。曾经风光旖旎的洱海水环境

的恶化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也引起了国家的高度关注。洱海

保护被纳入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

“水在湖里，而问题在岸上。”孔海南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

湖水富营养化的原因多样，需要技术、管理、法律等多方面的控

制。他回国后即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汇报国内湖泊的受

污染情况，申请治理项目，后来又先后向温家宝、邹家华等国家

领导人汇报。“十一五”之前，孔海南的团队完成了太湖水环境前

期研究的工作小结，作为一种推动力量，洱海保护被纳入“国家

水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专项”。当时已年届 58 岁，且患有房颤

型心脏病及高血压等疾病的孔海南毅然承担了洱海项目负责人

职务。

孔海南团队最初去大理的时候，从昆明到大理只有一条滇

缅公路，开车单程要 8 个半小时；从大理再到他们的项目现场，

还要 3个小时，基本清早从上海出发，晚上才能到达目的地。仅

这段交通，对于上海科研团队就是一个挑战，更别提由于科研工

作需要在距离实验室 200 米距离的范围内取水样，团队刚到的

时候，连住房的安全保障、电力容量都存在问题。

一个小组 7 个人，每天早上 8 点半出海采样，到下午 4 点半

把 34个采样点全部走完，然后封固样品、进行数据分析处理，如

此日复一日。洱海周边有 7 个污水处理厂，常年散发臭味。孔

海南的团队在那里和国内一些优秀企业合作开展基本设计，通

过一项集成创新技术，将污水处理厂修到了地下，地面上则是花

园、酒店、运动场地。后来，被誉为“中国最美污水处理厂”的嘉

定南翔 10万吨污水处理厂就是以之为技术范本。

将实践课放在治理现场

孔海南教授还言传身教，将实践课放在治理现场。

自 2000 年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最先讲授的就是《水体

富营养化控制》课程，他的课堂生动风趣，他的课件与时俱进，将

一线治理中最鲜活的案例融入教学中，深受学生的喜爱。孔海

南的课堂在教室，更在治理现场。

在学生培养中，他注重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以工程研究为手

段，以现场示范为验证，将学生培养与解决实际环境问题紧密联

系起来，全面培养学生的工程能力、思考能力。以洱海项目研究

为例，每年都有大量的本科实习同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等常驻大理洱海一线研究现场，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结合专业研

究成果，提出解决洱海水污染问题的相关方案，使得同学在解决

实施问题方面得到了良好培养。

十余年来，团队共有师生 1000余人次驻守洱海等河湖治理

一线，累计行程超达 500 多万公里。目前常年有 20 余名师生在

大理等地进行实地科研，共完成野外样品采集 30000余次，分析

水质指标 160000余次。他们把课堂从教室搬到了洱海边，把书

本知识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

70岁的孔海南始终没有停歇脚步，他想为久久为功的洱海

保护做得更多。2019年，孔海南捐出积蓄 200万元人民币，发起

成立“上海交大洱海保护人才教育基金”，鼓励更多科研人员和

青年学子投入到洱海保护中。“将自己的人生设计与祖国的明

天、民族的发展、社会的需求联系在一起，一辈子不后悔！”这是

孔海南的叮嘱。 （据央广网）

孔海南：

把实验室建在洱海旁农家里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们不仅要有‘以天下

为己任’的家国情怀，更要有孜孜以求、精益求精

的科学精神。面对一系列急需解决的卡脖子技

术，我们怎能不奋斗、不努力？”

9 月 23 日，在东南大学健雄书院，一场关于

材料学的青年学者沙龙正在举行。台上的主持

人年轻帅气，面对四十多名青年人才、学术专家，

他介绍起分子材料时更是激情满满。

这究竟是学术大咖还是在读博士？他就是

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执行院长、杰青获得者游雨

蒙教授。

作为一位“80后”教授，游雨蒙带领课题组成

功地解决了 130年来制约分子材料发展的世纪难

题，研究成果连续两年登上《科学》杂志。

为了一天的实验，他花 4天的时间准备；做一

次成功的实验，他从清洗 2000 多个瓶子开始；同

一个实验失败 5个月后，他终获成功……

面对科学问题，游雨蒙的执着与坚持让人

惊叹。

2010年，游雨蒙申请到美国耶鲁大学化学系

做博士后，师从 Elsa Yan 教授。在耶鲁的第一个

实验——光学非线性微乳状液实验就给他来了个

下马威。从2010年8月到2011年1月，整整5个月

间，实验结果总是不能重复。

对于失败的实验，游雨蒙丝毫没有怨天尤

人。他一步步地筛查实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

题，在反复检查测量结果、样品质量、操作步骤和

实验原理之后，他找到问题的症结———实验仪

器的洁净程度不够，导致样品变性。

从此，他每次实验前都做特别细致的准备，

对清洁度的要求甚至有点“变态”。往往为了一

天的实验，他要花 4天甚至更多的时间做准备。

在准备实验的日子里，游雨蒙需要不停地刷

瓶子、配溶液。他每次实验都要洗大大小小上百

个量筒、量杯、试管等玻璃器皿。用来清洗的“食

人鱼洗液”具有很强的腐蚀性。每次清洗之前，

他都要从头到脚穿上厚重的“防酸装备”。先用

洗液浸泡，再用大量的纯水冲洗，最后放进干燥

箱烘干，常常是从早上开始一直洗到太阳落山。

一个光学非线性微乳状液实验，游雨蒙差不多洗

了 2000多个瓶子。

在美国求学期间，面对全新的研究环境和陌

生的研究方向，游雨蒙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那

段时间，他每天工作到深夜，凌晨一两点离开实

验室成了家常便饭。

从耶鲁博士后出站后，游雨蒙又去哥伦比亚

大学做了 3年博士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导师

是犹太裔的 Tony Heinz 教授，这位教授的名字

在世界二维材料和凝聚态物理领域如雷贯耳。

受 Heinz 教授的影响，游雨蒙更加刻苦。在哥伦

比亚大学的 3 年时光，他的节假日几乎都是在实

验室里度过的，连元旦也不例外。

成功的实验从洗两千个瓶子开始

在外人看来，游雨蒙特别幸运。36 岁的年

纪，已经在《科学》上发表了两篇论文。但是，熟

悉他的人都知道，幸运、荣誉的背后，是他多年如

一日的坚守。

2014年，尽管 Heinz教授一再挽留，游雨蒙还

是毅然回国了。当时，他面临很多选择。在和东

南大学熊仁根教授交流之后，游雨蒙下定决心来

到东南大学。

刚回国的那段时间，游雨蒙申请的各种基金

几乎全部落选。接二连三的落选一度让他对自

己产生些许怀疑。

分子压电材料是游雨蒙的研究方向之一。

过去，压电陶瓷在各种压电材料一枝独秀，在航

空航天、超声、医疗、电子信息等各个方面已经有

了广泛的应用。

人们希望手机、笔记本电脑屏幕能够 弯折，

希望将血压计、B 超机做成能穿在身上的“可穿

戴器件”。这一切，都对电子元件的微型化、柔性

化、轻量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多数人不相信游雨蒙选择的分子材料能

够在压电特性上和无机陶瓷比肩，所以也很少有

人在这个领域深耕细作。

但是，熊仁根却不这么认为。“慢慢来，最重

要的是做好自己手中的事！”当游雨蒙遭遇挫折

时，他总是慢悠悠地用他那特有的江西普通话给

游雨蒙鼓劲打气。

2017年至 2018年，游雨蒙课题组及其合作者

两次在《科学》上发表论文，他们发现了具有极大压

电系数的分子基压电材料和世界首例无金属钙钛

矿铁电体，解决了130年来制约分子压电、铁电材料

发展的世纪难题，《科学》编辑称赞他们的工作“为钙

钛矿材料和铁电材料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他们研发的分子铁电材料秉承了分子材料

的种种优势，并首次在压电性能上达到了传统压

电陶瓷的水平，使具有实用性的柔性薄膜压电元

件指日可待。这标志着我国在分子材料领域又

解决分子铁电、压电材料的世纪难题

“贤江你好！快到的时候告诉我，我到地铁

站接你！”已经读博士三年级的宋贤江，回忆起三

年前在火车上收到游雨蒙发来的微信，仍然觉得

那一幕像是影视剧里才会有的桥段。

那是宋贤江第一次来南京。在火车上，他接

到了游雨蒙的微信。这位来自安徽太湖的小伙

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游老师那么忙，还

亲自来接我？宋贤江又惊喜、又忐忑。

初来乍到，他一下车就走错了路线。正在手

足无措的时候，游雨蒙的微信又来了：别着急，我

等你！他还耐心细致地告诉宋贤江该怎么走。

走出地铁站的一刹那，看到从天而降的瓢泼大雨

和久等自己的游老师，宋贤江百感交集……

作为游雨蒙的学生，潘强觉得自己特幸运，他

说：“他几乎满足了学生对好老师的所有想象！”

游雨蒙高大英俊、年富力强、科研出色，最重

要的是——牛而不骄、平易近人。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游雨蒙深知我国还有

很多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只有不骄不躁，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无私付出才能让祖国强大起来。

他回忆起在南京大学读本科时，教授在课堂上

讲，中国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芯片，受制

于人。“当时我就想，我第一个小目标是留学，学

个国际前沿的专业，将来也许可以在科研方面为

祖国做点什么。”游雨蒙说。

游雨蒙闯入的这个研究领域是一个全新的

材料世界，几乎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他不

仅自己耕耘不辍，同时也不断激励年轻的本科生

大胆创新。

“我特别相信他们的能力，把他们当研究生

对待，久而久之他们也会获得不俗的成绩。本科

生没有相关的科研经验，我能做的就是耐心引

导，静待花开。”游雨蒙相信自己，也相信自己的

学生们。

“他满足了学生对好老师的所有想象”

游雨蒙游雨蒙：：
让中国分子材料又一次走在世界前列让中国分子材料又一次走在世界前列

通讯员 唐 瑭 本报记者 张 晔

一次走在了世界前列。

而他们研制的世界首例无金属钙钛矿型铁

电体，把《科学》杂志十多年前关于无金属钙钛矿

材料的预言化为现实，为钙钛矿这一重要的材料

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同时也为铁电材料的研究

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10 月 8 日，我国计算化学奠基人、著名物理化

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教

授刘若庄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 95岁。

刘若庄开创了中国电子结构计算，并持续推动

中国计算量子化学的发展。他还是国际上最早进

行电子结构计算的学者之一，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

声望。

他长期从事分子间相互作用、化学键和化学反

应理论的研究，先后在氢键、配位场理论方法、有机

导体和半导体理论计算、激发态势能面和光化学反

应机理探索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为我国量子化学发展开
创新方向

1947 年，刘若庄从北京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

并考入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化学部攻读研究生学

位，师从号称北大“三大民主教授”之一的袁翰青教

授。1950 年尚未毕业的刘若庄留校工作，成为了

物理化学家唐敖庆教授的助教，从此开始了教学和

科研之路。

刘若庄在跟随唐敖庆进行科学研究时，逐渐将

注意力放在化学反应的理论应用上，并形成将已有

理论应用于实际例子以说明或解决问题的科研思

路。这也为我国量子化学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

方向，即应用量子化学。

1951 年，刘若庄被聘请到辅仁大学任教。因

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随辅仁大学化学系

一同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1955 年，刘若庄重新拾起因繁重教学任务而

被搁置的科学研究。受《化学键的本质》一书及唐

敖庆教授文章的启发，他开始研究水分子间氢键的

键能课题。

氢键，是氢原子同时和两个电负性较大的原子

如氮、氧、硫结合形成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广

泛存在于有机体系和生物体系，是深入理解化学反

应和生命现象及过程的不可忽略的基本科学问题。

刘若庄将化学键作用能的近似计算公式和理

论方法应用于计算氢键作用，从量子力学原理出发

得到水分子模型，计算水分子中氢键的键能，从而

说明了形成氢键的主要作用力。这种创造性地利

用电子云的概念解释氢键本质的方法远优于当时

国际上流行的点电荷模型。

随后刘若庄又对氢键进行了其他方面研究。

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他带领学生研究紫外吸

收光谱，通过对比其他形成氢键的体系的实验现

象，证实异丁基异腈、异丙基异腈与萘酚之间可以

形成氢键，并且从量子化学角度，采用电子配对法，

对异腈与羟基形成氢键的共价成键作用的大小以

及离位能进行计算，从理论上说明异腈与羟基之间

能够形成氢键。

这项工作被列入 1965 年全国科学技术研究成

果。刘若庄的理论与实验相结合的科研思路不仅

走通了，走得还分外顺利。这在上世纪 60 年代前

后，无疑是超前的。

打开我国理论化学对外
联系的窗口

1978 年，刘若庄出任国家科委化学学科组成

员，并创建了北京师范大学量子化学研究室，该研

究室是中国运用量子化学手段研究实际化学体系

的重要基地，也是中国理论化学对外联系的重要窗

口之一。

上世纪 80 年代是量子化学，包括计算化学的

分水岭，计算化学在 90 年代飞速发展，并大放异

彩。刘若庄在当时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在国内最早

提出将量子化学理论和计算方法应用于研究化学

反应途径和沿反应途径的动态学问题，形成了达到

国际水平的系统研究成果，为我国计算化学事业作

出了突出的贡献。

上世纪 80 年代，他带领课题组通过高精度计

算反应过渡态和反应途径的内禀反应坐标（IRC），

对许多有意义的有机反应的机理进行研究，并提出

了解释和预测。同时，他们对导电高分子结构与性

能进行研究，发展了定量微扰晶体轨道法，为设计

新型高分子提供理论依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981年，他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届博士研究生

导师，同时也在量子化学研究室带研究生，他的很多

学生后来成为国内外量子化学领域的知名学者。

1984 年和 1989 年，刘若庄两次应邀在太平洋

化学大会上作学术报告，报告的计算化学成果引起

了国际上同行的极大关注，也使他们对十年动乱后

中国科学的发展速度刮目相看。

1985 年，刘若庄被选为国际理论有机化学家

联合会会员。他在化学反应势能面的研究成效尤

为显著。他与合作者扩展了当时国际先进的梯度

优化过渡态新方法，编制了可用于包括重原子体系

赝势梯度法程序提出了确定反应中间体过渡态的

结构新方法：结合能量分解法，研究了烯烃加成的

取化基效应及异构化效应，并提出了若干新概念及

新见解。他也因此荣获 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三

等奖。

“搞科研首先要有自己的研究方向，要有自己

的想法。要老跟着原先导师做，就不会有自己的发

展。其次，搞科研要不怕吃苦，做科学研究要有执

着精神。一个人哪怕只做出一点点的成绩，都需要

艰苦奋斗，没有什么巧的路可走。我觉得我是中等

人才，不是什么特别聪明的人，但我很努力。”刘若

庄生前曾说，“教了一辈子的书，能够成为对学生在

做人、做学问方面有所帮助的好老师，是我一生的

追求。我希望我做到了这一点。”

他开创了全新应用量子化学研究方向
——追忆我国计算化学奠基人刘若庄院士

留声机
陈思雅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周五有约

周 洪

为了一天的实验，他花4天的时间准备；做

一次成功的实验，他从清洗2000多个瓶子开

始；同一个实验失败5个月后，他终获成功……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