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坝上升起的天文巨星李  珩

金开泰

李  珩，字晓舫，（1898.12.22－1989.8.19）四川成都

人。其父李椿舫在成都经商。李珩 6 岁至 15 岁在私塾读书。

幼年的夏夜常随母亲坐在院坝观看天上的景色，听母亲讲

牛郎织女、北斗七星之类的故事，神奇的星空引起了他的遐

想。12 岁时，正值 1910 年著名的哈雷彗星回归之际，他亲眼

目睹这一壮丽景象，便立志学习天文。1914 年入成都华阳

中学，课外经常阅读有关介绍天文知识的书籍。不仅被奇妙的星空迷住了，还

知道天文学是一门很深奥的科学，它必须建立在数学的基础上，同力学、物理

学等学科也有密切联系。1917年中学毕业，找不到天文专业的学校，便进入了

华西协合大学数理系，在戴谦和等教师的指导下学习数理及天文。该系除数学

外设有物理学、电学、动力学、天文学等课程。1922年毕业，获理科学士学

位。留校任助教一段后又在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任教。1925 年赴法国巴黎大

学学习，1927 年获巴黎大学理科硕士学位，随后考取里昂大学公费留学生，并

在里昂天文台、巴黎大学天文台任研究实习员，1933 年以《造父变星统计研究》

论文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1933 年他和夫人罗玉君一同回国，在山东大学物理系和中文系任教，李并

受聘为青岛观象台特约研究员。1938 年秋同赴四川，分别任华西协合大学教育

部英庚款教授、理学院院长和教务长和中国文学系教授。1948 年到 1950 年李珩

任副校务长。1951 年调上海，李珩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领导了

上海佘山观象台和上海徐家汇观象台。1962 年上海天文台成立，被任命为第一

任台长。1982 年任名誉台长。历任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分会理事长、国

家科委天文学科组成员、中国科协、中国科普创作协会会员、上海分会理事兼顾

问、上海市政协常委、《宇宙》、《天文学报》主编，新版《辞海》的编辑委员及

天文科学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及天文学卷的主编之一。

李珩生长在华西坝，对学校情深意重，1944 年首任校长毕启再次退休回国



时，他撰写了《毕启先生传略》，详细介绍了他在华西的传奇故事。1947 年 10

月 3 日毕启的八旬寿诞时，学校举行数百人庆祝会，会上他再次介绍了毕启的

生平，又在校刊上撰文《教育家的毕启先生》，详述了毕启一生的作为与品格。

赞扬他以一商人子，富经营创造之能力，如从商，在北美，不难成巨富，享尊

荣；而独凭一已之信念，积四十年之努力，远离祖国，在华西，开创了一番新

事业。虽孑然一身，贫俭如故，敦得敦失，必有能辨之者。他既是戴谦和先生

的门生，又是他的后继传人。他先后讲授理论力学、理论物理学、天文学、物

理学、高等数学、科技史等 10 余门课程。还任过中央研究院昆明凤凰山天文台

研究员，四川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1934 年他编写的《地面及实用天文学讲

义》和《天体力学讲义》出版，成为中国最早的大学天文学教程中的一部分。1938

年他和严济慈合译的《理论力学纲要》作为大学丛书出版；他在授课或讲演中

叙理明确，深入浅出，风趣幽默，深受学生赞扬。在他主讲的学科讲座中，常

常座无虚席，学术气氛十分热烈，极受听众欢迎。

李珩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天文学的研究。早在 1932 年他就在法国发表了

《造父变星周光关系的零点测定》。在华西坝上，也尽情展现他对天文学的爱好

与传播。一天晚上，他在进校门右边的事务所（即校部）的草坪上开宇宙空间

讲座，一百多名学生围坐听讲，一起仰望星空。高深玄妙的宇宙，被这位天文

学家描绘得有声有色。讲到织女星座时，他诙谐地指一指天空说：“如果织女

此时有秋波一瞬，诸君接受到她的秋波时，当是知天命之年，而我已垂垂老

矣。”极其生动地告诉大家：织女星座离地球的距离是 30 多光年。他在 1948 年

4 月 25 日出版的校刊上提前介绍了“五月九日日环食的概况”，说明环食带的轨

迹，经过我国的地方，列出了成都、重庆、南京、上海、北平五地食之时刻，

供爱好者观察。成都的初亏为 8.25 时，食甚 9.33 时，食分 74%，复圆 10.50 时。

他对青年也充满期待，1944 年他在校刊上发表了《青年心理与国家前途》，

强调建国的课题乃是民治化与工业化，强调民主、民有与民享，针对青年侥幸

心理，施行心理的改造，促进社会风气的转变。在建国的道路上，心理改造最

重要。1945 年 9 月 24 日他在纪念周上发表了《原子与原子弹》的演讲。说原子

弹的成功是物理学 50 年来发展积累的结果，实现了科学家控制原子能的梦想，

在人类文化上开辟了一个新篇章，这比对日本的毁灭性打击更为重要。既介绍



了原子的通俗知识 ，它爆炸的威力，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意义。

他洞见卓识，一方面引用爱因斯坦的话“科学家已将此利器献给与政治家，可

使人类走向光明世界，亦可使人类陷入悲惨地狱。”我们人类如果没有使用这种

伟大能量的精神，第三次大战到来之时，恐怕便是人类的末日了。另一方面又

引用美国科学家“有工业基础的国家，只需历五年的勤苦研究，皆可发现制造

的秘密。”说我们也必须经过 15 年的努力，将原子弹掌握在手，否则便会遭原

子弹的袭击，使我们的子孙成为原子弹的牺牲品。

1949 年他给新入校的学生讲《怎样学习》，指出：“学习是一种行动，按照

科学的方法，行动生困难，困难生疑问，疑问生假设，假设生实验，实验生断

语，断语生行动，于是行动又生困难，困难又生疑问……这便是永无止境的学

习方法。”他还强调：“人生不仅是快乐所造成的，并且有种种快乐必须放弃。

按时到校，遵守校规，这一切都是不愉快的。但是学生经过学校生活中所需要

的种种牺牲，使他养成了后来生活上所必须的秩序和训练的习惯，这便是德

育。”他语重心长的告诫同学们：“我们在学习中习以为常的努力，除了给我们

以宝贵的求知习惯以外，还使我们养成勤劳、坚韧自治的道德习惯，这些习惯

比具体的知识的获得和智慧锻炼的造诣，在以后生活上，更加无限的重要。”

1948—1949 年应历史悠久的普林斯顿大学邀请讲学和研究，深受国外同行

尊敬，获荣誉博士学位。1949 年在英国皇家天文学报上发表《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关于红巨星的模型），是他与著名天文

学家 K.史瓦西（Schwarschild）合作完成的研究。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天文学

界的重视。这篇论文着重研究内外层组织成分不同的红巨星的模型，并求出 15

个例子以作示范。在此期间他十分惦念母校。他给学校领导写信，介绍了大学

的盛况，又说：“吾辈受国家培植甚厚，岂能在患难间各自作自身安适打算？

但看战争期间欧洲各国科学家逃此邦获得优越位置者，十、九现已归国受苦，

吾辈岂能无动于衷！”并说：“华大情形奚似，兄等虽苦，可敬佩也。”毅然放

弃美国大学的重金聘用，中断了全家迁美的手续，1949 年回国返校继续任教。

在任副校务长期间，与在校的外籍教师如徐维理、姚守仁等友善。并以科学家

的诚实，不受舆情的左右，签发了医院对“四九”血案的真实伤情报告。

1951 年美国的《天空和望远镜》(Sky and Telescope)月刊上曾刊登了 L.莫



茨(Motz) “关于红巨星问题”的文章，其中介绍了李珩等人的研究成果，并认

为是这一领域中颇有成就的工作。此外著名天文学家 H.邦迪(Bondi)，F.霍伊尔

(Hoyle)等人也发表文章进行讨论。1953 年他将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以及上述

的讨论要点用中文写成《红巨星的模型》一文，发表在《天文学报》第一卷第

一期上。1950 年在法国天体物理学年刊上发表了《星际的钙线等直宽度》。



李珩在中国天文学的又一贡献是带领新中国的一批天文学者对佘山观象台

积累资料的鉴别、分类、整理和研究。《五个银河星团的照相研究》、《伏洛拉群

小行星普遍摄动的计算和轨道的改进》就是这种研究的重要成果。佘山观象台

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 1899 年)，为法国传教士所建立，是我国最早的现代意

义上的天文台，也是我国天文研究中心之一。其天文望远镜是我国最早的一台，

它为我国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天文资料。但自 1946 年原主持人 E.卫尔甘(de la 

Villemarque)死后，工作完全停顿。李珩主持后，星期一上山，星期六才回沪，

在周祖玉、万籁等人的襄助下，日以继夜，一丝不苟的进行鉴别、分类，才完

成了这一有价值的工作。1953 年在《佘山天文年刊》第 23 卷上发表了《五个银

河星团的照相研究》，同时还发表了由李珩分析、研究和整理，该台在 27 年间

（1916-1943）所摄之五个银河星团及所完成的冗长计算，使其成为有价值的科

学研究文献。这五个星团的编号是 NGC1750,1817,2285,2548,7380,共有 13736

颗星。这一卷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这五个银河星团中 1 万多颗恒星的星表，为今

后进一步观测和研究的提供了根据，对银河星团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另一

项重要成果是由李珩主持，易照华、刘振锐襄助，1957 年发表在《中国科学院

佘山观象台天文年刊》第 24 卷的《伏洛拉群小行星普遍摄动的计算和轨道的改

进》，共计算了 17 颗小行星的轨道改进，寄给国际小行星研究中心，供其采用，

为我国小行星的观测做出了重要贡献。两部研究皆得到国际同行的称道。

     

大量的科学、科普译著是他一生引进、传播世界现代科学知识的重大成果，



在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界都享有盛誉。早在留学法国期问，他就不断从法国寄回

科普性和新闻性的稿件在中国科学社的《科学》上发表，“电视”这个现在家喻

户晓的名词就是李珩最早创译的。法国天文学家 G.沃库勒的名著《天文学简史》

是由他翻译，夫人、法国文学专家罗玉君校订和润色，使该书锦上添花，1959

年出版，后又重印，1980 年出香港版，1986 年又出了台湾版，2003 有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再版；2010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对我国天文学界及天文爱

好者很有参考及普及价值。

最为浩大的是法国著名天文学家 C.弗拉马利翁约百万字，800 多幅插图的

不朽天文学名作，被译成几十种在许多国家出版的《大众天文学》，是他在科普

译著上最倾注心血的，1965 年和 1966 年经著名科普作家李元校订后，由科技出

版社分三册出版，用以纪念北京天文馆的诞生。2002 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征得李珩之女李晓玉教授的同意，并与李元一道达成在原中译本的基础上，加

入李珩教授为该书编写约 10 万字的增补材料，再选编许多精美的彩色天文图片，

分上下两册出版；2013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再与李晓玉、李元共同商定根据法英

中三个版本进行了认真的校对再次分上下册出版，还增加了科普协会副理事长

https://baike.so.com/doc/4228639-4430365.html


卞毓麟研究员最新编撰的《弗拉马里翁传》，使读者对弗翁有进一步的了解。

影响很大的还有 1946 年，由他和任鸿隽、吴学周依第一版译成中文，首次

出版的英国科学史家 W.C.丹皮尔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名著。

1975 年他又依据该书第 4 次修订版翻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译本，在香港

出版了海外版，常被作为经典参考书引用。最近再版的是由张今校，2001 年和

2009 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两次。

此外，他还译有：法国 J.C.佩克尔(Pecker)著的《普通天体物理学》，经程

茂兰校，l964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P.S.拉普拉斯(Laplace)的经典著作《宇

宙体系论》，1978 年出版；A.丹戎(Danjon)著的《球面天文学天体力学引论》1980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与李元合译的英国 A.P.诺顿(Norton)的世界名著《星图手

册》1984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些书出版后，成为我国天文教学和研究中有价

值的参考书和工具书，受到了天文学界的高度评价。

为普及天文学知识，他对科普工作投入了巨大的心血。在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期间，李珩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科普作品。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积

极支持和负责中国天文学会会刊《宇宙》的编辑出版工作，还主编出版过《物

理学报》。l953 年《天文学报》创刊，他担任主编直到 l960 年。他努力培育青

年学者，对天文爱好者的来信，他总是要亲自回复。著名天文学家李元先生写

https://baike.so.com/doc/6693245-6907152.html
https://baike.so.com/doc/1452861-1535962.html


道：“1947 年我初入紫金山天文台，在天文观测之余也开始练习天文普及写作。

当时李晓舫（李珩）先生对我的文章加以鼓励和赞许。正值曾在天文研究所

工作过的李国鼎先生（后来他是中国台湾经济发展的支柱和科技领导人）在上

海主编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科学世界》月刊，曾邀李晓舫先生撰写每月天象图

文，晓舫老师命我试写这一专栏。”他编著了《哥白尼》(1963)、《伽利略》(1983)、

《牛顿》(1984)、《天文简说》等科普著作和 300 多篇科普文章。l985 年中国科

普创作协会向他及其他 l 6 位在科普工作上做出卓越贡献的老科学家颁发了奖

状，被聘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和上海市青少年天文爱好者协会顾问，深受广大

群众的热爱。

李元先生在《李珩》一文中写道：李珩的一生经历了从封建王朝、军阀混战、

旧中国到新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天文学事业也经历了

从非常落后到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过程。李珩正是在中国天文事业的发展中，

为把科学技术知识传授给下一代，为祖国科学工作的繁荣昌盛而起了重要作用

的老一辈天文学家，他为中国天文学会和上海天文台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功勋。

李珩一生有学术论文数十篇，著译数十册，科普文章几百篇，著作约千万字，

是中国天文学界著译最多者之一。“驰骋讲坛教授天文数理桃李满天下，探索宇

宙学贯古今中外著译遍人间。”这或许是对著名天文学家李珩一生较为全面的概

括。

李珩虽然离开我们 30 多年，但他留下的天文学遗产，在宇航大发展的时代，

译著不断再版，受到了更多关注星空者的青睐，可见这颗巨星依然在辽阔的星



空散发着光芒，照耀着我们。

夫人罗玉君（1907－1987），他们早在重庆第二女子师范

学校就认识，在法国再次邂逅。她 1927 年考入法国巴黎大学文学

系。1933 年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女博

士中的一员。1933 年他们一同回国，在山东大学物理系和中

文系任教，抗战时同赴四川，她任本校中国文学系教授，兼

任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51 年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曾先

后任四川省文联委员，南京市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及翻译家协会会员

罗玉君在校讲授现代小说、现代戏剧、西洋文学等课程。讲课内容丰富，语

言生动，声调悦耳，深受学生欢迎。她上课时，不仅教室座无虚席，就是窗台

外面也围满了人旁听。无论是《孔雀东南飞》、《西厢记》，还是雨果的《海上劳

工》、《悲惨的世界》……，同学们都听得如醉如痴。华西协中的同学们非常喜

欢她。她还为协中高中毕业同学写了《故事》的散文。

她兼以文学翻译见长，是知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译著文笔流畅，语言优美，

文学素养高深。其主要译著有法国都德的《婀丽女郎》，聂芳的《母爱与妻爱》，

柏乐尔的《青鸟》；司汤达姆的长篇名著《红与黑》，莫泊桑的《我们的心》；乔

治•桑的代表作《安吉堡的木工》、《魔沼》、《弃儿弗朗沙》；《小法岱特》，《老

祖母的故事》；比•加玛拉的《自由的玫瑰》；《说话的橡树》等 。1965 年因病

退休后集中从事文学翻译工作，1980-1981 年出版有雨果的《海上劳工》，大仲

马的《红屋骑士》、乔治•桑的《印典娜》和科幻作家《凡尔纳传》等。她翻译

的代表作《红与黑》由平明出版社出版，后又重译并多次再版。在中国读者中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自己还撰有《论海涅》、《歌德与浮士德》、《高尔基的〈母亲〉分析》等文

学评论数十篇，诗词散文近百篇。1949 年 6 月，毛英才被捕后校园震动，她曾

写了绝句，“花雨何如血雨红，梦醒华西夜半钟。我上课堂英才去，谁与桥畔品

芙蓉。”上课时念给同学们听，使大家身感同悲。英才在十二桥殉难后，她又写

了一首“日寇炸死黄孝逴，走狗活埋毛英才。碎骨只缘人类爱，华西伟大两女

孩。”情深意切，在师生中广为流传。

参见《百年耀千秋》：李珩 罗玉君。 引证 ：李  元《李珩》（《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二集）；李

晓玉：《怀念我的父亲天文学家李珩》，（《上海文史资料选辑》）及校刊有关资料。李晓玉老师已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