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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小院时期理论物理所办公楼 (1978—1989)

1978年 6月 9日，沐浴着祖国改革开放的春

风，秉承着发展我国理论物理事业的使命，经时

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批准，中

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成立了。从简陋的平房

小院开始艰苦创业，走过风雨兼程的40年，到今

日已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所。40年来，理

论物理所始终坚持“开放、流动、联合、竞争”

的办所方针和“开放、交融、求真、创新”的办

所理念，在理论物理学的各个研究方向和交叉领

域开展创造性、前瞻性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辉煌

成绩，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我国理论物理

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艰苦创业 寄托希望

理论物理是物理学各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

是研究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以及它们的相

互作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物理的每一次重

大突破都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化，

乃至给人类的时空观和自然观带来革命性的变

革。这些重大发现和突破又常常激发新的技术革

命，进而推动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科学院

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成立，承载着国家的战略使命

和全国理论物理学家们的期望。

1978年 3月 18日，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

邓小平同志非常关心和重视基础研究。他在大会

报告中讲到：“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

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

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

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

大的进步。”在这一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在周培

源、钱三强、王竹溪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大力支持

和推动下，1978年4月29日，中国科学院向国务

院正式呈送了《关于建立理论物理研究所的请示

报告》。建所的动因和背景在报告中这样写到：

“物理学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之一，

而理论物理是物理学各个分支的共同理论基础。

理论物理研究的重大突破，影响着许多理论科学

和工程技术的发展。加强理论物理研究是实现科

学技术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战略性的

措施。

过去，我国在理论物理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方面做出了一些重要成绩，如层子模型理论和

原子弹、氢弹的理论，培养了一批有才能的年轻

理论物理工作者。在我院物理研究所十三室，目

前已组成了一个十余人的理论组，是一个由不同

专业人员参加的，富有生机的研究集体。

为了大力发展和推动中国理论物理研究，我

们建议在原物理研究所十三室理论组的基础上，

适当集中力量，在北京建立一个新型的理论物理

研究所。这个研究所以部分专职研究人员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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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吸引一批兼职研究人员，并同京外有关科研

人员建立密切的协作关系，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性

的理论物理中心。”

1978年 5月 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同

志签批“拟同意，请邓副主席、登奎、秋里(生病

住院)、王震、谷牧(出国)、世恩同志批示”。时

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以及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王震、康世恩等同志圈阅

同意了这一报告。

1978年 6月 2日，中科院下发《关于成立理

论物理研究所筹备小组的通知》。筹备组组长甘

柏(兼)，副组长彭桓武、邓照明、罗启林，组员

何祚庥、王迪、苏海亮、戴元本、郭汉英、赵恩

广。筹备小组办公地址暂设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

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内。

1978年 6月 9日，中国科学院正式签发《关

于建立理论物理研究所的通知》。这一天，中国

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成立。首任所长由彭桓武

院士担任。研究所的任务是：(1)发展理论物理研

究；(2)把理论研究成果推广应用到各有关领域；

(3)大力培养青年研究人员，开拓新的研究方向，

支援其他学科领域完成重大任务。

40年历程 成就辉煌

2018年 6月 9日理论物理所将迎来建所 40周

年华诞。40 年来，在党和国家及各界领导的关

怀，海内外朋友的大力支持下，伴随着祖国改革

开放的步伐，秉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彭桓武先生和周光召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倡导的

“开放办所”的战略思想，在历任所长的带领

下，全所职工共同努力，攻坚克难，取得了一系

列辉煌业绩。

40年来，理论物理所追求卓越，敢为人先，

取得了许多“第一”。1981年理论物理所成为国

家教委授权的第一批博士学位点；1984年建立国

内第一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85年成为中国科

学院第一批向国内外开放的研究所；1986年在李

政道先生的积极推动下，中国高等科技中心在理

论物理所中关村小院挂牌成立，李政道先生担任

中心主任；1993 年成为第三世界科学院第一批

“南南合作”优秀协联研究中心；1998年成为首

批进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12个研究

所之一；2002年成立了依托理论物理所的中国科

学院交叉学科理论研究中心；2004年入选中国科

学院首批进行国际专家现场评估的 4个研究所之

一；2005年在国际评估专家的建议及中科院领导

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以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戴维·格罗斯教授为主席的中科院研究所

首个国际顾问委员会；2006年成立了亚洲第一个

卡弗里理论物理研究所；2008年中国科学院理论

物理前沿重点实验室成立，并于2011年建立我国

第一个理论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同年进入首批

中国科学院“创新 2020”；2016年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彭桓武理论物理

创新研究中心。

40年来，理论物理所科研成绩突出。作为第

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7项，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作为参与单位，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2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以及省部级各类

科技奖励30多项。有2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

奖章，1 人获得求是基金会“中国杰出科学家”

奖，1人获得求是基金会“杰出青年学者”奖；1人

获得何梁何利科学成就奖，3人获得何梁何利科

学与技术进步奖，以及其他40多项个人奖励。建

所以来，共计发表科研论文 6200 多篇。近几年

来，年均发表 SCI论文 200多篇，理论物理所在

历年的自然指数排名中表现突出，2014—2016年

度均进入了全球前 500名；按照自然指数计分办

理论物理所新办公楼(2005—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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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根据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

最新的自然指数统计，理论物理所在自然出版集

团全球选定的 68 种期刊中，共发表论文 72 篇，

以加权分值计数 18.83 分排名位居科学院第 16

位。最近汤森路透发布了 2007年 1月 1日—2017

年 12月 31日(11年)期间论文统计数据ESI。我国

共有117家研究机构进入全球前1%，其中中国科

学院有 62家。理论物理研究所以 2618篇论文和

35160次被引(篇均被引用13.4次)榜上有名，位列

全国各大研究机构第 39位，中科院第 28位。这

项成绩对于只有四十几位研究人员的单位来说实

属不易。

40年来，理论物理所积极推动发展我国理论

物理事业，组织和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积极

推动组织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理论物理重大项

目、理论物理专项基金和国家基础性研究重大项

目“攀登计划”，承担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

划(973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如：

“七五”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理论

物理若干重大前沿课题研究”；国家科委(科技部)

“八五”期间国家基础性研究重大关键项目(攀登

计划)“九十年代理论物理学重大前沿课题”；科

技部“九五”期间国家基础研究预研项目“面向

21世纪理论物理学重大前沿课题”；基金委重大

研究计划“理论物理学及其交叉科学若干前沿问

题”，以及从 1993年执行至今的“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理论物理专款”项目。这些

计划和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推动

了我国的理论物理研究和稳定了

理论物理研究队伍。近十年来，

理论物理所每年承担的国家级科

研项目超过70项。其中，主持国

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

划)2 项：“纳米生物机器原理、

制备及其应用探索”和“暗物质

暗能量的理论研究及实验预

研”；主持基金委创新群体项目 2

项：“物质深层次结构和宇宙极

早期演化的理论研究”、“聚集

体的经典和量子统计物理的前沿问题研究”；主

持基金委重大项目“引力波相关物理问题研究”

和基金委“中德跨学科重大合作研究项目”各 1

项。

40 年来，理论物理所人才辈出。曾经在理

论物理所工作和学习的有 16 位院士，其中 11

位院士是在理论物理所当选，7 位入选发展中

国家科学院院士。先后引进 28位中科院“百人

计划”研究人员，17位研究员获得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资助，3位入选“万人计划”，7位入选“青

年千人计划”，1 位获得优秀青年基金资助，11

位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这些人

才为理论物理所的发展和薪火传承奠定了雄厚的

基础。

40年来，理论物理所为国家不断培养和输送

优秀人才，逐步发展成为我国理论物理的人才培

养基地。目前已培养博士学位研究生 358 人，硕

士学位研究生 120人。这些研究生中，有 2人当

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所于 2005 年和

201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已进

站博士后 251人，出站博士后 206人。出站的博

士后中，有3人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后奖，4人当选

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 人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

士。我所毕业的学生和出站博士后有多位获得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长江特聘教授”，“青年

千人”，“优秀青年基金”，“青年拔尖人才”等各

理论物理所部分科研人员合影(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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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Kip S.Thorne教授在理论物理所“彭桓

武前沿科学论坛”上作报告(2017年12月)

种荣誉，他们成为了我国理论物理及其相关学科

研究和教学的骨干力量。

40年来，理论物理所实施了一系列重要举措

和体制机制创新，每年吸引数百名海内外学者来

所访问交流，包括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具有国

际影响的顶级科学家。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

宁、李政道、丁肇中、格罗斯、盖尔曼、格拉

肖、科恩、益川敏英、巴理希、索恩，菲尔兹奖

获得者丘成桐、弗里曼、威腾，以及世界著名物

理学家霍金等。这些学者的来访和重要学术活动

的举办，为提升理论物理所的影响力，推动国内

外的理论物理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年成立

的卡弗里理论物理研究所，和成立于2008年的中

国科学院理论物理前沿重点实验室，是理论物理

所在“开放办所”基础上往前迈进的一大步。卡

弗里所借鉴国外一流研究所的经验和模式，结合

我国实际情况，将传统的“人才驱动”模式和新

颖的“项目驱动”、“问题驱动”模式融合在一

起，吸引和联合了国内外大批世界顶尖科学家加

盟，为我国科研工作者提供了高水准的学术交流

及合作研究平台，促进了全球前沿交叉及新兴学

科的基础研究。理论物理前沿重点实验室致力于

团结和凝聚全国理论物理学界同行，开展合作研

究工作。实验室设立开放课题基金，邀请全国优

秀的理论物理工作者前来访问交流，合作成果层

出不穷，实质性推动了国内理论物理学科的发

展。如卡弗里理论物理所自2007年1月至2016年

12月的 10年间，成功运行 58个项目，涉及凝聚

态物理、量子物理、数学物理、引力理论和宇宙

学、生命科学、粒子物理与核物理、统计物理、

计算物理等多个领域。每年约有 500位国内外科

学家和研究生在这里工作，其中三分之一至一半

的项目参加者来自国外，这些人中有些后来获得

国际大奖。如2009年，参加卡弗里理论物理所单

分子生物物理项目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莫尔纳(Wil-

liam E. Moerner)2014年荣获诺贝尔化学奖；有的

从项目中得到启发与推荐，成为我国近年引进的

“千人计划”入选者，如北航软物质科学与应用

中心主任，我国首批外专“千人”日本东京大学

土井正男(Masao Doi)教授，他在2013年牛津大学

出版社出版的名著Soft Matter Physics前言中特别

致辞感谢卡弗里理论物理所。

40年来，理论物理所的科学家们除了进行前

沿科学研究外，关心国家战略需求，关注国家科

技政策，积极组织和承担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

目，为国家科技政策、战略需求、学科建设、科

学前沿、大科学工程等建言献策，在中科院“出

成果，出人才，出思想”三位一体战略定位方面

走在各所前列。欧阳钟灿院士等撰写的《基础研

究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咨询报告，获时任总

理温家宝同志的批示，根据批示，三部委(发改

委、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派代表与科学院

咨询专家召开了座谈会，不久，国务院批准成

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张

肇西院士等关注我国高能物理发展，积极推进

超级 Z 工厂的物理论证，使其成为中国未来高

能物理加速器实验的一个重要选项；何祚庥院

士等关注国家能源发展，撰写《关于建设以三

峡枢纽为中心，由水、火、核、日、风组成，

抽水蓄能核站群为有效调节，智能电网连接的

超巨型能源体的建议》，得到李克强总理批示，

并向国家领导人呈送了《科学发展核能必须坚

决贯彻“稳中求进”》及《科学发展观和捍卫

国家安全》等报告。吴岳良院士主持了学部咨

询项目《暗物质暗能量与粒子宇宙物理研究》

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优先领域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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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理论物理所一直坚持彭桓武先生、

周光召先生等老一辈理论物理学家们所创导的前

瞻性办所方针和办所理念，始终保持着一支学科

齐全、人员精练的科研团队。现有职工65位，其

中科研人员 42位(含 3位外籍)，博士后 32位(含 9

位外籍)，学生 134位(含 7位外籍)。这些研究人

员分别在粒子物理和核物理、超弦理论和量子场

论、数学物理、引力理论和宇宙学、天体物理、

量子物理、凝聚态物理、生物物理、复杂系统和

统计物理、计算物理等方向开展基础性、前沿

性、创新性研究。理论物理所已逐步成为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理论物理基础研究中心，人才培养基

地和学术交流平台。

初心不忘 再铸辉煌

理论物理学经历了20世纪的蓬勃发展后，目

前还面临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解决，不断发现的新

现象，现有理论尚无法完全加以解释，解决的难

度也越来越大，理论物理知识应用到其他领域大

有作为。“十二五”期间，理论物理所针对“宇

宙起源”、“物质起源”和“生命起源”三个最基

本的科学问题，确定了研究所“一三五”规划中

的“三个突破”方向：(1)暗物质和暗能量本质及

超越标准模型的新物理理论研究；(2)新奇物态及

相关场论的研究；(3)统计物理、理论生物物理与

复杂系统研究。经过 5

年的努力，理论物理所

在“三个突破”方向上

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科

研成果，在科学院组织

的“十二五”评估中，

被评为“优秀”，国际

交流合作被评为“研究

所亮点工作”。

进入“十三五”，理

论物理所在充分总结

“十二五”期间的科研工

作，紧密结合科学院

“一三五”规划纲要的全面部署，并与全所科研

人员广泛研究讨论的基础上，确立了“十三五”

期间的“一三五”规划。明确了理论物理所的定

位——面向世界科技前沿，联合国内外理论物理

学工作者，把理论物理研究所办成从事理论物理

核心问题研究、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注重交叉

学科发展、为国家大科学工程服务的“基础研究

中心、人才培养基地、学术交流平台”。力争在

我国理论物理学界起到引领作用，把理论物理研

究所办成国际一流的国家理论物理中心。规划中

的两个重点突破方向为：(1)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

中的基本问题；(2)生物复杂系统中的统计物理前

沿问题。重点培育方向是：(1)量子场论和量子引

力中的基本问题；(2)量子物质和量子模拟中的前

沿问题。“十三五”期间，我们将按照科学院

“三个面向”和“四个率先”的新时期建院方

针，紧密结合最新科学前沿和国家需求，在保持

传统优势领域继续发展的基础上，合理部署新兴

交叉学科；大力引进优秀人才，优化科研队伍结

构；加强科教融合，培养新兴后备力量；加强特

色平台建设，夯实基础研究环境。在科学院“十

三五规划”的交流评议中，理论物理所的“十三

五规划”获评“优秀规划”。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回首来路，可知未来。

2017 年举世瞩目的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2015年5月4日—8日“纪念广义相对论100周年国际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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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迈入

新时代，起航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我们将认

真学习、深刻体会、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不忘科技报国为民的初心，牢记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的使命，坚决贯彻习总书记对中国科学院

提出的“三个面向”“四个率先”的指示，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创新的新理论、新思

想、新部署，在思想上行动上不断适应新形势、

新变化，适应国家新需求。

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我们将坚

定办所理念，坚定“民主办所，开放兴所，人才

强所”之路。不忘为何而出发，不忘走过的路，

不忘历史使命，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科技报国的爱

国情操，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始终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战略需求。

我们将以庆祝建所 40周年为契机，认真总

结过去，不断深化改革，谋划未来发展。进一步

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党组织在研究所的建设与发

展中的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促创新；进

一步强化优势学科研究队伍，努力创建新兴学科

和交叉学科研究队伍；进一步加强与国科大的科

教融合，为国家培养创新性人才作出贡献。“卓

越创新，理论先行”，逐步将理论物理所打造成

为国家理论物理中心，实现老一辈科学家的建所

初心。

面对国际科技竞争的新环境、新形势、新使

命，我们将迎难而上，勇于担当，敢于创新，不

断提高“观大势”、“谋大事”、“做实事”的能力

和水平。我们将抓住中科院科技体制改革发展的

契机，以“抓铁有痕”的实干精神，稳步推进研

究所的各项工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攻坚克

难，砥砺前行，为建成国际一流的理论物理研究

所而努力奋斗！为理论物理所走向新的辉煌而努

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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