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 rends, w ho se geneses w ere sim u la ted by the fract iona l crysta lliza t ion m odel. T he resu lt suggests tha t

h igh2T i and low 2T i basa lts a re d ifferen t p roducts of the sam e paren t m agm a (p icrit ic2basa lt ic m agm a)

th rough fract iona l crysta lliza t ion of d ifferen t m inera ls.

Key words: h igh2T i and low 2T i basa lts; fract iona l crysta lliza t ion; evo lu t ion trend; petrogenesis;

Em eishan large igneou s p rovince

爱国——地质学家的责任, 争鸣——学术进步的动力
——庆祝《地质论评》刊行 50 卷

任纪舜1) 　章雨旭2)

1)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 100037; 　2) 中国地质学会, 北京, 100037

　　《地质论评》自 1936 年创刊至本期 (卷终) , 已整整发行

了 50 卷。60 多年来, 她作为中国地质学会主办的综合性学术

期刊, 始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 对促进中

国地质学的进步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1922 年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 创办了“T he B u llletin of

Geolog ica l S ociety of Ch ina”(即《 中国地质学会志》, 主要为

英文, 包括德文、法文等)。至 1936 年, 先辈们觉得“但中文刊

物, 至今尚付缺如, 实为遗憾。夫一国学术之发表, 岂能尽恃

外国文字, 此乃事理之至明者”(谢家荣, 1936) , 遂创办了第

一个中文地质学定期刊物——《地质论评》。

《地质论评》创刊之时, 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日寇

已侵占东北, 西南又被英帝用“麦克马洪线”划走了我 90000

km 2 的国土, 为表达我地质学者的爱国之心和忧愤之情, 设

计了东北受侵吞 (缺右上角)、西南遭蚕食 (左下有缺口) 的刊

头图案, 60 多年来一直沿用至今。我们希望她能像义勇军进

行曲作为国歌时刻提醒国人勿忘国忧, 奋发图强一样, 激励

全中国地质工作者立足中华, 放眼世界, 为了祖国的繁荣富

强而奋斗。

杨钟健 1937 年 11 月 29 日写于长沙的“非常时期之地

质界”(杨钟健, 1937) , 反映了地质学家对抗日救亡的责任

感。他说,“现在中国遭遇空前国难”, 我们应当, ①“能有工

作机会者必须照常努力工作”, ②“应在职责内的工作外, 兼

些其他非专门的工作, ⋯⋯, 应当随时随地, 找一点与国有

利的工作。或是做些通俗的文字, 宣传国际形势, 国家情形。

或鼓吹人民爱国心, 增加民众组织能力, 或实际参加一种不

妨害本身职务的工作。”③“应当保持原来的组织而不解

体”。④“一切工作当求其实用俭省”。

杨钟健先生 1938 年 1 月 31 日的理事长演说 (杨钟健,

1938)也充满了爱国热情。他说,“我们别的不管, 单讨论我们

知识阶级。在如此非常时期, 实在应该下一番自责功夫。一个

人能自责, 能反省, 才能不满意于过去, 才能不留恋于过去仅

有的成绩, 才能继续努力, 才能有更光荣的未来。人人若能如

此, 国家自然可好。我想每一个知识分子, 于回念了受国家的

教育, 感蒙莫大的优渥而后, 问一问自己所作的工作, 究竟于

国有利还是有害。在目下建国工作紧张时期, 自己究竟贡献

了一些什么? 在目下一些同胞, 以血肉争取民族人格国家独

立的时期, 自己贡献于国家者何在? 倘在此时期, 尚虚耗国

币, 无所事事, 甚或以身家性命为重, 以国家利害为轻, 馁士

气, 扰人心, 岂不是于国无益, 反而有害吗? ⋯⋯, 况且地质并

不是太平时代仅仅供我们满足求知欲的科学, 而为于国计民

生, 甚至战时也有需要的科学, 其责任当更为重要, 毫无疑

义。

《地质论评》一直坚持以“论”和“评”为特色。

在创刊号上即发表了杨钟健先生的《论错误》。他将错误

分为大错和错误两种。他指出,“‘指鹿为马’是大错, 是要不

得的; 而一般的科学认识上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他人当以

历史的眼光分析, 自己则要有认错的勇气”。“对于别人错误

的根本态度, 我以为只有两个字的基本秘诀, 就是我国道德

上常说的忠恕二字”。

翻阅早期的《地质论评》, 可以发现, 争鸣、商榷体裁的论

文随处可见。如田奇王隽 (1936, 1937) 关于葛利普的脉动学

说、王炳章 (1937)针对黄汲清 (1936)的地质图符号着色及花

纹等。

在 1957 年的复刊词中明确指出,“凡是地质工作中的一

点新知, 一得之见, 区域性的和全国性的, 专题性的和综合性

的, 都可以提出发表, ⋯⋯, 从而达到百家争鸣, 提高学术水

平的目的”。并在首期就刊载了张贻侠对地质学报编辑部的

批评信和编辑部诚恳接受的答覆。

1979 年的复刊词中写道: “《地质论评》将继续发扬过去

的优点, 除反映地质科学研究与动态外, 本着“百花齐放, 百

家争鸣”的方针, 并对许多地质科学问题和在各种不同学术

观点或学派之间, 进行实事求是的自由讨论, 相互切凿, 取长

补短, 以促进学科发展。

近年来,《地质论评》一直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方针, “问题讨论”专栏一直是本刊的主体, 对许多地学前沿

问题、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如著名的白云鄂博矿床

成因及白云鄂博群的时代、热河生物群的时代、青藏高原隆

升机制及其对周边地质和近代环境的影响等。更有一些专门

的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商榷, 如二叠纪乐平统底界问题、青

海拉鸡山构造带是裂谷还是构造窗、 (下转第 5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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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 rce rock s of the upper un it of E 2- 3 s
4M em ber and the low er un it of E 2- 3 s

3 M em ber. M o st of the

m icrofractu res are filled w ith secondary ca lcite. T he layers w ith m icrofractu res are ex ten sive in the basin

and appear a t abou t 2900～ 3000 m , w h ich are con sisten t w ith the top dep th of the m atu ra t ion stage of

hydrocarbon sou rce rock s. L itho log ica l and geochem ica l stud ies show tha t the occu rrence of m icrofractu res

in the rock s is heterogeneou s. M o st of m icrofractu res are found in the paper2lam ina ted sha les w ith h igh

o rgan ic m atter abundance, w h ile st ill none is found in the m assive m udstones w ith low er o rgan ic m atter

abundance. T he rela t ion s betw een o rgan ic m atter abundance, o rgan ic m atter m atu ra t ion and the

occu rrence of m icrofractu res ind ica te tha t hydrocarbon s genera t ion is the key reason fo r the para llel

m icrofractu res to p roduce. W hen m atu ra ted the sou rce rock s w ith h igh o rgan ic m atter abundance begin to

genera te a grea t dea l of hydrocarbon s, w h ich qu ick ly ra ise the po re p ressu re and lead the rock s to fractu re

a t last. A s the upper un it of E 2- 3 s
4M em ber and the low er un it of E 2- 3 s

3 M em ber are in terbedded w ith

sha les and m udstone, and the occu rrence of m icrofractu res is heterogeneou s and on ly lim ited to sha les, the

layers w ith m icrofractu res and layers lack of m icrofractu res are in terca la ted. So , w e p ropo se tha t the

expu lsion of hydrocarbon s in th is sect ion w ill be sim ila r to sou rce rock s of in terca la ted sands and m uds in

fron t of the delta, and can im p rove hydrocarbon s expu lsion efficiency.

Key words: Dongying dep ression; hydrocarbon sou rce rock s; m icrofractu re; o il and gas m igra t ion

(上接第 592 页)　德兴斑岩铜矿物质来源等。

但是, 不容否认, 由于种种原因, 目前地质学界学术争

鸣、自由讨论的气氛还不够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为此, 就必须创造一个平等、自由讨论

的气氛。根据新的科学事实, 不断地修正、丰富、发展自己的

学术思想, 与时俱进, 这是任何真正有作为的科学工作者都

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的原则。我们应当提倡从事实出发的自

由讨论, 任何人不论年龄大小, 地位高低, 都要以客观事实为

依据, 遵重事实。这样, 认识上出了问题, 可以自己修正, 也可

以经别人帮助后修正。

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应当有修正自己认识甚至推翻自

己先前认识的勇气。因为, 随着技术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和研

究的积累, 支撑对一个科学问题的认识的证据会越积越多,

还可能证明先前的某一证据或某些证据仅仅是表象甚至是

假象。因而早期的认识片面或存在错误是历史的必然。

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应真心实意地欢迎他人撰文商榷

自己的认识, 或提出与自己不同的学术观点。因为只有商榷、

争鸣, 才能将问题搞得更清楚, 才能使科学得到发展。要明确

这并非他人与自己过不去。如果他人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

的认识是错误的, 则爽快地承认自己的失误, 也不是丢人的

事, 这绝不说明自己的学术水平或研究能力低于他人。因为,

科学研究是一个前仆后继的过程, 一般来说, 研究某一个问

题或地区的先行者往往比后来人有更多的犯错误的机会。先

行者自己或后来人修正、完善以前的认识是科学发展的规

律。

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应当毫无顾忌地对他人不正确的

认识提出商榷, 甚至指出错误, 只有这样, 才能促进科学进

步。这里的他人可以是平辈、晚辈, 也可以是老一辈, 可以是

大家、权威, 也可是初出茅庐者。当然, 商榷应当是善意的, 不

能对他人的错误认识 (即使有确凿证据证明) 进行讥讽、嘲

笑, 要以促进对科学问题的认识深化, 提高整体研究水平为

目的。

正如杨钟健先生 (1936) 早已指出,“过错是无论什么人

都无法避免的。尤其是研究科学的人, 其所有著作中, 差不多

全免不了错误。所以有错误并不是可耻的事, 最重要的是肯

承认自己的错误, 改正自己的错误。能如此, 不但以往的错误

不足为耻, 且可以促成科学的进步。因为科学的进步, 一大半

靠不满足现状, 寻找问题, 发现旧错误, 而加以更正。这样讲

起来, 一个人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 固然有些愚蠢, 而发现别

人错误的人, 倘有科学以外的存心, 有讥笑或排斥他人的动

机, 尤为无聊, 而不足取法”。

值此《地质论评》刊行 50 卷之际, 回顾我们的历史, 展望

我们的未来。我们希望广大地质学工作者一如继往地支持

《地质论评》, 发扬爱国主义光荣传统, 脚踏中华大地, 高举

“德”(D emocracy) 和“赛”(Science) 两面大旗, 弘扬学术民

主、学术争鸣优良作风, 促进中国地质科学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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