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物理学会 2002 年秋季学术会议
暨中国物理学会成立 70 周年庆祝会
在京隆重举行
中国物理学会 2002 年秋季学术会议暨中国物理学会成立 70 周年庆祝会于 2002 年 8 月 29 31 日在北
京大学英杰学术交流中心隆重举行

来自中国科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单位的

领导 王大珩 彭桓武等资深院士 以及全国各地的物理学专家 学者等 200 余人参加了 8 月 29 日上午的
庆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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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陈佳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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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理事王乃彦

张

张泽出席了庆祝会

庆祝大会由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杨国桢院士主持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迟惠生教授

中国

科协书记处书记冯长根教授和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社长 Jerry Cowhig 先后致辞
陈佳洱理事长在庆祝会上作了题为 中国物理学会 70 年 的报告 报告回顾了学会创立的各个时期所
走过的历程 中国物理学会是在世界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的建议下 于 1932 年 8 月正式成立的 当时全国
物理学工作者约有 300 人
苦

随后 在抗日战争时期 解放初期

中国物理学会一直坚持向前发展着

研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年 粉碎 四人帮

科学

进入稳步发展的阶段

推进科学普及

培养年轻物理学者

的

功勋中有 13 名是物理学家 1976

近十年来

随着中国

改革开放

科教兴国

战略

目前已经发展成一个拥有 40000 余名会员的学术团体 在开展

促进物理教学改革和现代化以及加强国际间合作交流方面

在繁荣物理

向公众宣传物理思想以及提高中国物理学的国际地位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陈佳洱理事长最后说
基石

两弹一星

我国科技工作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中国物理学会先后在周培源 钱三强 冯端等几

中国物理学会日益发展壮大起来

国内外学术交流

条件虽然十分艰

我国的物理学工作者为

在 1999 年中央表彰的 23 名 两弹一星

位理事长的领导下恢复了活力
的实施

尤其是在五十年代后期

直至文革以前的时间里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迅猛发展的今天 物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

无论在推动国家高新科技的发展

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和高素质人才的培育等方面

重要的作用

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在新的世纪里任重道远

水平的重任

让我们同心协力

求实创新

开拓进取

都起着越来越

我们肩负着推动中国物理学发展并赶超世界先进

努力使我国的物理学事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赵忠贤院士代表周光召院士作了题为 20 世纪物理学发展的回顾及 21 世纪物理学的展望 的报告
报告回顾了现代物理学所走过的历程

充分肯定了现代物理学在科学进步中的带头作用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人类认识世界奠定了坚实基础
的建立都依赖于这一基础

原子能

它不仅深刻影响到其他相关学科

一系列高新技术产业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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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

超导

报告特别指出

激光以及大爆炸宇宙学模型

而且直接导致了半导体

计算机

光通讯等

为了纪念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七十周年 学会组织编写的 中国物理学会七十年
会读者见面
面的还有

立刻受到热烈的欢迎

该书内容详实

中国物理学会会员通讯录

会议收到了英国物理学会

一书

丰富

在庆祝会上首次与到

是一本具有收藏价值的工具书

同时与大家见

目前登记在案的中国物理学会会员约 3 万 5 千人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以及中德科学中心主任

德方

中国物理学会外籍会员 Mosch 博士发来的贺信
中午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在北大勺园举行招待宴会欢迎来宾和代表

并在招待会上致辞

本次秋季学术会议由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承办 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 215 篇 在会上报告 206 篇 其
中大会邀请报告 5 篇 分会邀请报告 66 篇 会议代表分别来自全国各地 包括台湾和香港

的 80 个大专

院校和科研院所
29 日下午的大会邀请报告会分别由甘子钊院士 赵忠贤院士和张泽院士主持

我国两弹一星功臣

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彭桓武院士作报告 介绍了他最近的创新性工作 金属 jelurium 自由电子的关联能 超
越 Hartree-Fock 近似
老毕生献身物理研究

提出了比 Hartree-Fock 近似更好的多体问题方法 使与会者受益匪浅 尤其是彭
孜孜不倦

不断探索的精神使大家深受鼓舞

中介绍了他在粒子理论领域的最新成果

粲偶素物理与量子色动力学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赵光达院士在报告
美国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张希成教授的报告介绍了有关 T 射线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在各方面的应用 他的报告通俗易懂
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涉

清华大学物理系朱邦芬教授的报告题目为

强 THz 场下半导体中动力学量子干

中科院物理所薛其坤研究员的报告 克隆纳米团簇 介绍了他们最近在半导体和表面物理方面的最新

研究成果

以上报告都非常精彩

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本次会议分为 A 粒子物理和核物理

B 原子 分子与光物理 C 等离子体物理 D 人工结构

与低维物理 E 纳米材料与介观物理 F 表面物理 G 强关联与超导 H 磁学 I 软凝聚态物理 J
液晶物理及应用 K 物理教学 物理学与社会 L 交叉学科与其他等 12 个专题进行分组学术交流 中国
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

张焕乔

贺贤土

以及来自台湾的黄伟彦和蔡定品教授等著名学者分别在分组会上

作了邀请报告
学术会议的报告从整体上反映了我国在物理学各个研究领域中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
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尤为可喜的是有一些报告是由研究生作的

后继有人的蓬勃发展态势

在分组讨论会上代表们展开了深入

在会上

秋季会议组委会召集人

其中部分研究

显示出我国物理学研究人才辈出

热烈的讨论

使大多数与会者收获良多

中科院物理所张杰研究员和本次会议负责人

北大介观物理国家

实验室主任龚旗煌教授分别对秋季会议和本次会议的筹备情况向与会代表作了简要介绍
会议期间还召开了组织委员会会议 会议决定 2004 年的秋季会议由山西大学物理系承办 与会者并
就 2003 年将在合肥中国科大召开的秋季会议

向会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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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副校长侯建国提出了一些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