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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是战士———从《地质论评》看抗战烽火中

我国地质学科的发展及对抗战的贡献

段晓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１００１６５

　　现代地质学科的出现，在欧洲是近２００年的事，我国地

质学科开端于辛亥革命后的１９１２年，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实

业部矿政司设置了地质科，后来实业部分为农林、工商两部，

地质科隶属工商部。这是我国第一个官方地质机构，由从日

本东京帝国大学地质学系毕业的章鸿钊负责。虽然现代地

质学科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我国更是初创，但我们已落后

１００年，在我国早期的地质科学工作者章鸿钊、丁文江、翁文

灏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的地质科学研究机构，地质科学

调查机构和地质科学教育机构相继建立，从事地质科学研究

和工作的人员也越来越多。

１９２２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这是我国最早的科学技术

团体之一，随即出版了英文的会刊———《中国地质学会会

志》。到１９３６年“已十有四年，年出四册，共成一卷，无稍间

断；其初每年共不过二百余页，今则已达六百余页，其进步亦

不可谓不速也。所载论文，包罗地质学术之全部，间亦略及

其相关之科学如矿冶考古诸问题，在理论上实用上俱有重要

之贡献，而足供国内外地质同人之参考”（谢家荣，１９３６）。

另外地质调查所还出版了许多学术专刊：１９１９年７月创

刊的《地质汇报》、１９１９年创刊《地质专报》，１９２２年创刊《中

国古生物志》，１９３０年创刊《地震专报》等（王仰之，１９８３），这

些也大部分是以外文发表。

１　《地质论评》的由来

我国地质学的研究起点高，从一开始就直接和国际接

轨，因地质学的研究要以大量的地质资料为基础，在学科开

创之初只有参考外国的资料、论著等。除早期的地质学创始

人翁文灏、章鸿钊、丁文江外，谢家荣、王竹泉、黄汲清、谭锡

畴、朱庭祜、袁复礼、董常等都有海外学习的经历，还有德日

进、安特生、梭尔格、葛利普等外国专家直接参与我们的地质

调查和研究工作，为了和国际地质学科研究交流的方便，最

初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刊物基本都是英文的，大部分文章是以

英德法三国文字发表，或直接发表在国外的地质学期刊上。

随着我国地质科学工作的开展，从事地质科学研究工作

的人员不断增多，很多人不能直接阅读英文期刊，而且当时

的信息交流也远非今天所比，为了尽快提高大家的研究能

力，普及地学知识，及时交流国际国内最新的地质研究成果

和地质调查状况，１９３６年中国地质学会出版了中国第一份地

质学中文期刊———《地质论评》，此时正值中国内忧外患时

期，日军已占领整个东三省，西南又被英帝用所谓“麦克马洪

线”划走了９万平方千米的国土，“为表达我地质学者的爱国

之心和忧愤之情”，特设计了右上角和左下都有缺口的刊头

图案（任纪舜等，２００４）。该刊“每二个月发行一册；年共六

册，汇成一卷，内容除专门报告及论文外，亦择录一二通俗之

作，此外又注意于国内外地质书报之摘要，以供读者之参考；

末复附以地质及相关机关之消息及地质界同人之近况，所以

通声气而便切磋也”（谢家荣，１９３６）。这是当时唯一的一本

中文地质学定期学术期刊，为中国地质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直

接的研究和交流平台。

《地质论评》１９３６年３月开始出版，主编谢家荣先生，

１９３７年７月七七事变爆发后，谢家荣先生拒绝了日人控制的

伪“北京大学”教授的聘任，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在北平出版

了２卷第４、５期后，辗转南下，赴广西进行地质调查工作，第

６期由杨钟健接手迁到长沙出版。１９３８年９月１日又迁到

重庆印行。

抗战爆发后，《地质论评》遭受了严重的资金困难，各经

售点的款项不能收回，地质调查所的补助款也不能如期到

位，甚至原有的款项因存在北平的中孚银行也难以动用（杨

钟健，１９３８ｂ），为了节约成本，增加更多的信息量，并继续把

刊物出下去，１９３８年出版的３卷２期《地质论评》编辑部刊登

了这样一份启事：

现值国家危难时期，本刊决仍本素志继续出版，内容仍

力求完善。但为节省印费及篇幅计，希望投稿诸君特别注意

下列各点：

① 值此非常时期，拟尽先发表关于实用地质文字，请同

人将急于发表之事项报告，从速见惠。② 篇幅力求减少，凡

不必要之理论或冗长叙述，力求免去。③ 正文中插图只求

其绝对必要者列入，余一概自动减少。④ 图版以完全省去

为原则，但如有绝对必要，可函征主任编辑同意斟量加入（地

质论评编辑部，１９３８ａ，８页）。

本着上述原则，《地质论评》为了节约经费，减少出版的

困难，从１９３７年２卷６期开始，取消了单行本的封皮，１９３８

年３卷１期改由报纸印刷，１９３９年４卷开始出现了两期合

刊的现象，１９４１年６卷开始刊登论文节要，在抗战长达八年

的时间里，我们的地质工作者一张自己的影像资料也没发表

过。就是这样，一直到抗战胜利的１９４５年，《地质论评》出版



１０卷４２期，从没间断过。

通过对《地质论评》总目录的简单统计可以看到：１９３６年

创刊第一年出版的第一卷有７４８页，其中论文及学术报告有

４５篇，介绍国内外地质学专著的书摘有５５篇；到１９３９年出

版的第４卷减少到４９４页，其中学术文章３９篇，书摘２２篇；

１９４１年出版的第６卷，有４６１页，全部学术文章４７篇，书摘

１２篇。１９４３年抗战进入到最艰苦的时期，当年的第８卷，只

出版了一本１～６期合刊，虽然只有２５１页，但有论文５４篇

之多，为了节约篇幅全部都以节要刊出，另有书摘４篇，可见

其内容一点也没有减少。正如杨钟健先生在３卷１期的出

版附记中所说“纸质虽减，文章内容仍力求充实，绝不随纸质

减色而减色”。同时不难看出，《地质论评》创办初期，介绍国

内外地质学专著的书摘占了很大的篇幅，随着抗战的发展，

虽然越来越困难，但我国自己的地质学家通过艰苦的调查、

发掘和研究整理工作，发表大量的地质报告和论文，在《地质

论评》上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地质论评》在抗战期间普及地质科学知识，沟通联络地

质界同仁，为国民政府提供地质矿产信息，同时荟萃了战时

地质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对地质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

重要的贡献。

２　《地质论评》反映了抗战时期地质工作者

忠贞为国的高风亮节

　　抗战爆发后，大量的生产设备和科学仪器都遭到破坏，

很多生产和科研工作都不得不停止，面对如此的困境，《地质

论评》当仁不让地起到了团结和激励地质界同仁，克服困难，

促进地质科学深入发展，为抗战作切实贡献的作用。

抗战爆发后，由于工作不能正常继续进行，一些人产生

了极度悲观的情绪和焦躁的心理，针对这些情况，地质学会

理事长杨钟健先生在《地质论评》１９３７年２卷６期上发表了

《非常时期之地质界》（杨钟健，１９３７）一文，文中除告诫大家

在此非常时期要坚持工作外，还针对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指

出“一个非常时期，正是一个不多的机会，也许有许多新的材

料发现与研究，会遭逢时会，特别发达起来，也未可知。所以

我们只有埋头干，不必短期灰心，相信地质界人人若能如此，

其他各界人人若能如此，于抗战的局势，和国家的未来，都是

有益无损的”。

在同一期《地质论评》上，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

先生也发表了《告地质调查所同人书》：对地质所的工作提出

了具体的要求：① “目前急需开发之矿产，注重实际需要之

条件，从速详确调查，编成图说”，特别是中国急需而特缺矿

产；② 以前调查过的矿产，矿产报告未编完的，为求急用，

“应将矿产部分之地质以及矿床质量提前编纂”，以备参阅；

③ 写成的报告“从速油印若干份”，加上图纸，使有关人员及

时利用。同时呼吁“在此非常时期，应酌量集中工作于应用

方面……我辈对国事，不宜着空急，而宜用实力”。并进一步

指出：“平常所作之科学研究亦并不应看轻，科学人士当以研

究为生命。……在欧战时期，外国学者亦多在困苦艰辛之环

境中，自出钱，自用力，以继续其工作。凡此奋斗不倦之精

神，即是民族自存之德行。……岁寒知松柏之劲节，时艰见

国民之性情，当此国步艰难之日，更是我辈深刻策励之时”

（翁文灏，１９３７）。两位科学巨匠，中国地质科学的领军人物，

在风雨飘摇的国难之际，以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全国的

地质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正是这种激励，才确保了我国地质

科学在强敌压境的危难关头，始终没有停滞，并取得了重大

发展。

１９３８年３卷１期《地质论评》翁文灏发表《再致地质调查

所同人书》“我们绝不做敌国的顺民，亦不必加入任何附敌的

组织。科学的真理无国界，但科学人才，科学材料，科学工作

的地方，都是有国界的。我们万不应托名科学而弃了国家，

也不应托名保全本所材料而忘了中华民国。在这种情形之

下，我们很愿牺牲我所一切所有，争回我们的人格，保全我们

的国体。……我所同仁务必全体忠心爱国，切勿做汉奸，切

勿附敌国，为中国做好国民，亦是为本所取到好名誉”（翁文

灏，１９３８ａ）。

在同一期上杨钟健也发表了《地质研究的继续》一文：

“目下情形特殊，国势险危，科学研究大受打击，但我们当仍

振作精神，求于国家有所贡献，如何能使我们所研究的科学，

不随险恶环境受大的影响，如何求我们的损失到最小限度，

如何尽人维持使可继续发展，诚为今日之大问题”（杨钟健，

１９３８ａ）。

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在此表达得清清楚楚。科学

研究事业是需要领军人物的，而领军人物的情操又可以成为

巨大的精神力量。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作为被侵略国的科

学家，他们的铿锵肺腑之言，使我们今天的任何评论都显得

苍白无力。

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１日～３０日第１７次国际地质学大会在莫

斯科举行，我国有翁文灏、黄汲清、裴文中、朱森、李春昱、丁

６人参会，翁文灏，朱森，黄汲清３人分别代表中央地质调

查所、中央研究院、中国地质学会成为理事会成员。在理事

会上英日两国代表申请第１８次国际地质大会在英国伦敦或

日本东京举行，我国参会代表会下商讨认为：虽然英国离我

们很远，参会很不容易，但在此日本侵略中国之时“如在日本

开会，日本人一定要组织所谓伪满洲国旅行，藉以表彰他们

的功绩”我们中国地质界决不能参加这样的大会，一致同意

投票英国，充分表现了我国的地质学家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高

风亮节。结果参会的７０名理事以６５票对５票，通过第１８届

国际地质大会在英国伦敦举行（黄汲清，１９３７）。

在抗战的艰苦年代，除地质工作本身的艰辛外，还充满

着很多的意外和艰难，地质工作者除了要有坚强的意志，还

要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１９３８年初国民政府想要开发湘西辰溪煤田，请地质调查

所派人勘探，由于吴希曾曾在湘西做过地质调查工作，又有

较高的测绘地形图的能力，因而被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黄

汲清先生派去协助政府工作，２月８日吴希曾和资源委员会

的王德森等人从长沙乘车前往湘西，途中发生车祸不幸罹

难，年仅２８岁。事发之后１９３８年２月出版的《地质论评》第

一期除刊登了吴希曾遇难的消息外，特意刊登了四篇文章以

期纪念。

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５日，坚守北平西郊周口店办事处的地质

调查所技工赵万华、郑统宇等３人被侵华日军抓住枪杀（地

质论评编辑部，１９３８ｂ）。

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０日西南经济建设研究所，阎增才野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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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结束后，自重庆搭民生公司民用轮返北碚查找资料，不幸

行至磁器口附近，轮船失事，以身殉职（地质论评编辑部，

１９４０，１６８、３５８页）。

１９４４年日军发动豫湘桂作战，赣西受到侵扰，当时在赣

西泰和小塘洲的江西地质调查所，奉令疏散至兴国，土壤组

傅徽第主任率一部分同仁留守。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５日，赣南日

军沿江北窜，傅徽第率留守人员到小塘洲１５里外的村庄躲

避，不料日军搜山，傅徽第被铺，英勇不屈被日军杀害，此时

距抗战胜利仅仅还有２周时间（地质论评编辑部，１９４６，１６３

页）。

以上以身殉国的壮烈事迹，都被《地质论评》忠实地记录

下来，英烈们的高风亮节和民族情操，成为一面鲜明的旗帜，

鼓励全国科技工作者，不畏强敌，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为发展

中国的科技水平而奋斗。可以说《地质论评》不仅是一部经

典的科学文献，同时也是一曲民族精神的颂歌，它发挥出来

的精神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地质学领域，而成为激励全国人

民的战斗檄文。《地质论评》旗帜鲜明地号召：“杀身成仁，舍

生取义，为扶助国家，尽应尽责任”，“决不因任何危险而思退

缩。职责所在，必尽心竭力以为之，在身当大事者，随丧生

命，决不怨悔”（翁文灏，１９３８ｂ，７９页）。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还有不少在国外学习的科学家，也

毅然返国，投入到国内的各项地质工作，１９３７年从国外回国

的就有德国柏林大学博士李春昱，瑞士留学博士王恒生，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朱森，日本仙台东北帝国大学地质系马

希融等（地质论评编辑部，１９３７ａ，５９５～５９６）。１９３８年８月在

美深造的中央研究所研究员陈旭回国（地质论评编辑部，

１９３８ｄ，４６８页）。１９３９年英国学习的程裕淇博士，在美国纽

约研究古生物的赵金科、杨遵仪，在德国伯恩大学学习的张

寿常等，也先后回国（地质论评编辑部，１９３９ａ，ｂ，ｃ，１４９、２９１，

４９４页）。他们或在地质机构工作，或在大学地质系任教。以

科学的精神为抗战做着自己实实在在的贡献。

３　《地质论评》为抗战时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调整了战时

经济机构，“一面应抗战之需要，扩展军需工业，开发国防资

源，增产作战物质，以争取决定性之胜利；一面本建国之鹄

的，建立基本工业，发展国营事业……经济部于二十七年组

织成立，负责全国工矿事业之建设与促进”（齐植璐，１９９４，

１２７页），１９３８年，中央地质调查所、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

员会同时隶属于经济部。

“地质研究所自抗战发动以来，暂停止纯学理上之探讨，

全力从事实地工作，注重内地各矿区之估计，期为开发资源

之助”（杜元载，１９７２，２４１页）。抗战爆发后，一方面维持战事

所需要的煤、石油等能源是必不可少的抗战物资，而“我国主

要煤矿，多在华北，战起未久，即相继沦入敌手，经济部为供

应行车、航运燃煤急切需要起见，经积极督率整理，其间计河

南禹县，湖北大冶，湖南湘潭、恩口，……均经增产煤斤，以助

军运”（齐植璐，１９９４，１２７页）开发新的煤炭和石油资源也是

当务之急。

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和各地质调查和研究机构都把煤、油

的调查工作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特别是湖南、四川和云南

三省的资源调查工作成为当时调查工作的重点。南京沦陷

后，武汉一度成为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而北方和长

江下游的煤已经断绝，湖南成为武汉重要的烟煤供应地，

１９３８年初湖南地质调查所分四组调查本省的煤炭资源，以增

加煤炭的产量。刚刚成立的四川省地质调查所，立即投入到

地质调查工作，把“以地质矿产并重而特注意煤油”为工作目

的。１９３８年经济部地质调查所黄懿、丁泽洲在云南易门调查

铜矿及铁矿，发现易门铁矿生于震旦纪千枚岩中，分布广、储

量大、品质佳很有开采价值（地质论评编辑部，１９３８ｃ，６６７

页）。

为了获得更多的国际援助，需要将盟国所需的一些矿

产，拿来进行易货贸易，以换取国内急需的军用物资，象“钨、

锡、锑、汞均为我国对外易货偿债物品，亦为盟邦对敌作战必

需物资”（齐植璐，１９９４，１３１页）。因此，抗战期间勘探了大量

的有色金属矿藏，例如徐克勤、丁毅对江西南部钨矿的调查

研究，写成《中国钨矿成因及分类之我见》，发表在《地质论

评》１９３８年３卷３期上。丁毅还在１９４３年８卷１～６期上发

表了《十年来中国钨矿之研究》（节要）。

１９３８年谢家荣等调查了广西西部田阳、田东等地的辉锑

矿床，认为“此项矿床，距地面甚近，开采甚易”很有经济价

值。

云南素以地质矿产丰富著称，又是大后方重要的国际交

通线，１９３９年程裕淇、王曰伦、卞美年等在云南昆阳发现了我

国第一个大磷矿（李春昱，１９９４）。据此，王曰伦先生在重庆

参照大量的典籍资料，经过研究整理，写成《云南磷矿之时代

及成因》一文，被谢家荣先生称为是“一篇富有学术贡献的重

要著作”（谢家荣，１９４１）。此文和谢家荣先生的《云南矿产概

论》、滇北矿务公司工程师李洪谟、王尚文“三年来艰苦工作

的结晶”的《东川铜矿地质初报》等文一起，刊登在《地质论

评》１９３８年６卷１～２合刊云南矿产专号上，以供国民政府参

考。

１９４０年王晓青，靳凤桐调查湖南金矿，完成《湖南金矿之

分布》并作湖南金矿之分布图，７月又受经济部地质调查所

委托，调查贵州天柱、锦屏两县金矿，发表了《贵州天柱锦屏

两县之金矿》。

上述调查，有些是将以前的知道的矿藏作更加详尽的调

查，有些则是新的发现。

抗日战争期间，在我国西南大后方云集了大批地质科学

工作者。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二、三百名地质工作者（其中

可知姓名的就有近２００名），在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广西、

甘肃、宁夏、新疆、青海、陕西、湖南、江西、福建、广东、湖北等

省进行地质调查工作。除西藏外，凡日军没有到达的地方，

都留下了地质工作者的足迹，而这些地方也必定是或原始森

林覆盖，或山高险峻，自然条件恶劣，人迹罕至之处。科学家

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了地质调查工作，并绘制了

大量的地质图，所绘地质图、线路地质图，矿产地质图２８０余

幅，大到五十万分之一的分省地质图，小到五万分之一的线

路地质图，更多的是二十万分之一的各局部区域地质图。象

简图、草图、略图更是无数。

以上成果，均被《地质论评》给予详细报道和总结，这不

仅反映了我国地质工作者在国家危难期间，不悲观、不停滞，

６０６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０年



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的爱国情操，也反映了在大敌入境的形

势下，中国科研事业没有被外族的气势汹汹所压倒，反而焕

发出更绚丽的光辉。八年抗战期间，《地质论评》发表了大量

的关于地质矿产方面的论文、报告和书摘，据３卷（１９３８）～

１０卷（１９４５）的不完全统计，其中关于石油方面的有４篇，煤

炭方面的１９篇，铁矿方面的有９篇，国民政府最需要的矿产

资源有色金属方面的有２０篇，贵重金属，非金属矿产有９

篇，地质综述及其他方面的文章有１５篇，这些宝贵的地质资

料，为抗战时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４　《地质论评》记录了战时中国地质学的成就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我国地质工作者取得了辉煌的

科研成果，《地质论评》全面地记载了这些成就，成为我们抗

战科技史中光辉的一页，由该刊记载报道的重大成果举不胜

举，现择其要点列举如下：

４．１　奠定了陆相生油理论的基础

１９世纪末，中外地质学家对甘肃玉门一带的石油进行了

调查，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油矿，１９１３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出

资２５０万调查中国的石油资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没有可

供开采的石油资源”（吴熙敬，２００３，４４页）。从２０世纪２０年

代开始，我国的地质科学家就开始对我国的石油资源进行

“艰难的理论探索”和地质调查及勘探活动，他们的足迹遍及

陕北高原、河西走廊、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天山南北和沿海

平原。

１９３７年，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孙健初和美国地质师韦勒、

工程师萨顿合作，对玉门石油地质进行了详细勘察，发现了

老君庙干油泉、石油沟的油苗。１９３９年３月开始进行勘探和

开发，经过进一步的钻探，发现“老君庙油田的地质构造为不

对称穹庐背斜构造，生油层属于白垩纪，储油层属于第三纪”

（吴熙敬，２００３，４５页），１９４０年，玉门油田的主力油层被发

现，资源委员会决定正式开发玉门油矿，使玉门油矿成为当

时中国最大的油田，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发的非海相油田之

一。

１９４１年，潘钟祥在美洲石油地质家协会会刊上发表了论

文《中国陕北和四川白垩系的非海相石油》指出：“石油不仅

来自海相地层，也能够来自淡水沉积物”，１９４３年黄汲清、翁

文波在新疆进行地质调查后也认为陆相地层可以生油（吴熙

敬，２００３，４６页）。中国科学家用自己的科学实践证明，陆相

地层可以生油，打破了外国科学家只有海相地层才可以生成

石油的理论，为我国的石油勘探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

础。

４．２　古生物学研究成果显著

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５年间，仅有关中国古生物古地层方面的

文章在《地质论评》上发表的就达６０余篇。

斯行健先生是我国第一位古植物学博士，抗战期间任中

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１９４０年在鄂西秭归、巴东一带

采集大量香溪煤系中的植物化石，回到四川，借助北碚经济

部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写成《鄂西香溪煤系植物化石》，１９４４

年发表在《地质论评》９卷３～４合期上。１９４１年在第１７届

地质年会上，斯行健宣读了《贵州威宁所谓峨眉山玄武岩中

之树状羊齿及其地质时代》的论文（地质论评编辑部，１９４１，

３４３页），开我国地质工作者对采集的植物化石独立进行研究

鉴定的先河。

１９３８年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技正卞美年到云南元谋

禄丰一带作地质调查时，发现了许多脊椎动物的化石。正好

杨钟健教授来到了昆明，他和卞美年很快把从禄丰运回的这

批化石材料作了初步修理并进行研究，从而认定这些化石大

部分是恐龙化石，被命名为“禄丰蜥龙动物群”。

杨钟健先生对禄丰蜥龙动物群化石潜心研究，取得丰硕

成果，先后在《地质论评》上发表了《禄丰恐龙之初步观察》

（１９３９年４卷２期）、《中国早期脊椎动物化石之分布》（１９３９

年４卷６期）等研究成果。后来他以自己老师、德国古生物

学家许耐（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ｖｏｎＨｕｅｎｅ，１８７５～１９６９）的姓氏将其中

最完整的一具化石命名为“许氏禄丰龙”。

１９４０年４月１日在经济部地质调查所第１５次讲学会上

杨钟健根据他的研究做了《抗战以来脊椎动物化石新地点之

发现及其在地层上与古生物上之意义》演讲，并发表在《地质

论评》１９４０年５卷２期上。５卷５期上，还发表了杨钟健先

生的《许氏禄丰龙之再造》一文，并附有许氏禄丰龙复原后的

图画。

１９４１年１月５日中国地质学会在重庆北碚举办丁文江

逝世五周年纪念会，会后展览了许氏禄丰龙的全部完整骨

骼，由杨钟健讲述了许氏禄丰龙采集、研究整理和修复的情

况，在重庆大后方引起了轰动（地质论评编辑部，１９４１，３３４

页）。这是由中国科学家描述并命名的第一属恐龙，并且也

是中国最早装架展出的恐龙，在此之前在中国出土的恐龙标

本都是运到国外，由外国人研究，最后陈列在外国人的博物

馆里。

４．３　《地质论评》汇集了我国顶尖的地质

科学家及其成果

　　《地质论评》从它的编辑人员到广大的作者，汇集了我国

顶尖的地质科学家和大量的在一线工作的地质工作者。这

些科学家，在解放以后全部是我国地质学界的领军人物和中

坚力量。

《地质论评》在１９３６～１９４５年间，分别由谢家荣、杨钟健

和侯德封任编辑部主任，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的

编辑工作，互相协作，坚持出版。

谢家荣时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兼中央地质调查所北

平分所所长，１９３６年～１９４１年任《地质论评》编辑主任，主持

编辑了１９４１年６卷１～２期云南矿产专号，并发表《云南矿

产概论》，还在《地质论评》发表了《广西西湾煤田地质》（１９３８

年３卷１期与王植合作）、《云南三大铁路沿线矿产图表》

（１９４１年６卷１～２期与王曰伦合作）、《四川赤盆地及其中所

含之油、气、卤、盐矿床》（１９４５年１０卷５～６期）等，他在抗战

中做了大量的地质调查工作，仅１９４０～１９４５年期间就撰写

地质报告７０余篇，是我国地质矿床学的奠基人。解放后任

地质部总工程师、地质部矿床地质研究所矿产综合研究室主

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建业等，１９９７，１５８５页）。

杨钟健时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兼北

京大学、重庆大学教授，１９４３年被聘为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任《地质论评》编辑主任，在谢家荣先生做地质

调查的时候，一直由杨钟健代为编辑，抗战初期他发表了《非

常时期之地质界》、《地质研究的继续》、《我们应有的忏悔和

７０６第４期 段晓微：他们也是战士———从《地质论评》看抗战烽火中我国地质学科的发展及对抗战的贡献



努力》，极大地鼓舞了地质界同仁。后来他又发表了一系列

关于古脊椎动物化石的论文，是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

人。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北京自然

博物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建业等，１９９７，１５２１

页）。

其他先后做过编辑的还有章鸿钊（普通地质），中央研

究院地质研究所李四光（构造）、孟宪民（经济地质）、斯行健

（古植物），中央地质调查所尹赞勋（古生物），湖南地质调查

所田奇王隽（地层），中央大学地质系李学清（矿物），清华大

学地学系袁复礼、冯景兰（岩石）；以及孙云铸（古生物）、谭

锡畴（地文）、张席?（脊椎化石）、李春昱、王钰、常隆庆、南延

宗、李善邦、高振西、王曰伦、程裕淇等，他们既是《地质论评》

的编辑者，更是《地质论评》的撰稿人；另外还有黄汲清、冯

景兰、计荣森、李树勋、潘钟祥、王鸿祯等等大量的地质科学

家，他们的名字在地质界无不如雷贯耳，他们在抗战时期做

过的地质调查和地质学研究，打下了新中国地质科学发展的

基础。

综上所述，《地质论评》在艰苦的抗战年代，积累了大量

的原始地质资料和地质资料线索，信息量非常之大，为地质

学科的发展和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记录了抗战时期

我国地质科学家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不辞艰辛的工作，他

们是手拿地质锤的无畏战士，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了一代

又一代地质人，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地质论评》也是抗

战时期少有的优秀科技期刊。它那缜密严谨的科学精神，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火如荼的爱国情操，坚韧不拔的办刊

毅力，都堪称楷模。我们今天重温这部学术专刊，不能不对

那些为编辑此书而付出巨大心血的科学家们肃然起敬，我们

相信这部不朽的科学专刊，永远在中国科技史上熠熠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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