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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人生］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几年前的一

句网络短诗曾引发很多人的共

鸣。其实，从古至今，“诗和

远方”一直是一代代学人追求

的理想。明代董其昌说要“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才能“胸

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

然而万卷书易得，但万里路却

实在难行。于世界千百种职业

而言，地质学家却是幸运的，

因为到达万里路之外的远方本

身就是职业所要求的，而沿途

风物，一山一水的前世今生更

是地质学家所追求的地质史诗。

这读书破万卷与行路逾万里的

理想却能为地质学家所轻易实

现，怎不令人心生羡慕？而众

多的地质学家中，我国的大地

构造和石油地质学家朱夏院士

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先生

山川踏遍，又学贯中西，自然

胸中有丘壑，而自幼习诗，终

其一生亦不辍笔耕，诗以录情，

歌以言志，成为地质界和近代

诗坛的一段佳话。

朱 夏 先 生 生 于 20 世 纪 20

年代的上海一书香诗礼之家，

幼承家学，少时即与其父朱大

可先生学习旧体诗，常与长辈

们赋诗唱和，每有佳篇。一生

辗转多地，但以诗言志的习惯

毕生未曾废断。自古文人多恋

山水，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是天地造化赋予士子们不竭的

才情，才留下这灿烂的山水诗

篇。在流传至今的诗词名篇中，

多有对自然山水赞颂的神来之

笔，而对山河的探微求索亦是

贯穿古今诗人的终极命题。从

楚国诗人屈原《天问》中对天

地造化之变迁的疑惑，到陶潜、

王摩诘归隐山林、亲近山水的

身体力行，文学与山水之间似

乎有种天然的联系，是故对于

一生以山水为伴的地质学家而

言，文学自有一种天然亲近感。

我所了解的地质前辈中，多有

喜弄翰墨者，许是那山川赐给

的灵性与澎湃，才让这远方的

秀色与人心相契合，并留下如

许引人共鸣的文字吧！这种对

山水自然的憧憬就在爱好诗词

的朱夏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先生虽生逢乱世，但意志

不堕。童年时代即与其父同沪

上旧体诗社——鸣社的诗人即

席赋诗。“年年修禊记鸳湖，

访桂朱庵又作图”，这是朱夏

十岁时与鸣社诗人重游嘉兴朱

庵时的唱和之作，七步之才，

初为小试。及长，凭着优异的

成绩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物

理，然而心中那份对山川的眷

恋始终萦绕心中，最终促使他

放弃了物理学，转而报考中央

大学的地质系，了却心中夙愿。

朱夏求学的年代，正处国

家多事之秋，地处战乱中心的

寒崖索句，大漠留踪
——地质学家朱夏的诗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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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校园自难再待，举校西迁

至重庆后方得以在图书馆中觅

得一处宁静的读书之所。毕业

后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

首先就是跟随黄汲清先生在四

川开展油气勘探工作。朱夏生

性洒脱，常看书至深夜，早上

却起得很晚。黄老慧眼识才，

知其夜读，故并不以一般的条

条框框来约束这位才情满腹的

青年。朱夏深夜静读时，陪伴

他的多是一杯浓茶和几口烈酒。

面对枯燥的野外填图生活，他

亦不觉索然，而是常于寡淡处

尝出生活的真味。“水麓山隈

日日忙，一村争说怪勾当。不

贪夜识金银气，错被人呼盗宝

郎”，平日里跋山涉水，竟被

村人误认作摸金盗宝之人，至

今读来也令人会心一笑。爬山

累了、饿了，他也会拿出随身

带的馒头咸菜，对着青山自嘲

“我与野僧成一例，半为吃

饭半游山”，野僧自

是无所挂碍，但从先生

这份洒脱与坦然中仍可

窥其对这份事业的热爱。

长久的野外生活竟也没有

消磨朱夏对于山川的热情，

他仍然放声高歌“绮色远从

千叶散，秋容淡入万山看”。

然而，天有不测，多位

志同道合的友人相继离世，这

沉重地撞击着诗人敏感的心，

又兼战火纷飞，更添愁思，“酒

薄诗寒愁俯仰，山零水乱废登

临”，俯仰皆是愁意，登临更

无胜景。重庆已成伤心之地，

故忍心离去，回到中央大学任

教，又因机缘巧合，考取了瑞

士联邦理工学院的公费研究生。

求学期间，他从报纸上得知新

中国成立的消息，毅然归国参

加新中国建设。

回国后，朱夏被任命为新

成立的浙江地质调查所副所长，

开始在浙江多地调查锰矿和铅

锌矿。1950 年，华东地质工业

部地质处开始筹建，朱夏任副

处长。在此期间，为了勘探山

东金矿，朱夏专门编写了《中

国的金》，成为第一本关于中

国金矿的专著，并前瞻性提出

“黄金将是新民主主义以至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利器之

一”。 在 20 世 纪 70 年 代， 国

务院重新重视起黄金的勘查工

作，王震副总理亲自部署实施，

然遍寻国内，懂黄金的专家却

是寥寥无几。

在组织查看资料时，翻到了朱

夏编写的那本《中国的金》，

于是专门派人寻找朱夏，而此

时的朱夏刚结束“牛棚”改造，

回到江苏石油勘探指挥部。他

怀着忐忑心情北上，却出人意

料地被奉为上宾。1954 年，我

国开始大规模的石油普查工作，

朱夏又主动请缨投身到祖国的

勘探事业中，翌年即赴新疆。

在新的石油战场，朱夏每

天面对的是无垠戈壁、漫漫黄

沙，却毅然写下“黑油山下试

弓刀，和雪春泥满战袍”，彰

显了坚定的信念，挥洒了炽热

的豪情。黑油山是克拉玛依的

汉译名。写下此诗时，朱夏正

经历着一场冻土初融、车陷数

日的危险。他们环绕沙漠周边，

寻找岩石露头进行考察，分析

岩石形成时的岩相古地理，朱

夏将其归纳为“探边摸底”的

工作模式，这在当时可谓创举。

而今，这种模式已成石油勘探

的基本工作方法。在准噶尔

考察途中，除了详细地考察

岩性特征之外，朱夏还饶

有兴致地关注着各种地质

营力塑造的大漠风光。面

对乌尔禾地区风化而成

的雅丹地貌，他吟诵着

“壁垒森森雉堞齐，

荒城疑是北庭遗”，

将 此 特 殊 岩 石 地 貌

比作唐朝在新疆的

置所——北庭都护

府。

大漠行车，只能沿两沙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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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凹地前行，而沙粒软滑、

车轮不能移动时，只能脱羊皮

大衣铺于地上，“羊裘脱却作

毡毹，历尽沙窝亦坦途”。沙

漠行军宜在晚上，以避热浪，

因此他自笑“征尘未负此良宵，

塞月笼沙万顷涛”。次年转战

柴达木后，朱夏更是满怀豪情

壮志，“日月山西草未苏，落

霞明处辟征途。铁鞋不拭天山

雪，再踏寒沙入冷湖”。他乘

车在大漠戈壁间奋勇驰驱，慷

慨而歌“叱驭飞车追白日，人

间不信有天涯”。这既是对个

人命运的从容坦荡，更是对未

来事业的自信豪迈！

1962 年，朱夏从地质部石油

地质研究室调任刚成立的华东地

质科学研究所（今中国地质调查

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副所长，

负责审定华东各省 1 ∶ 20 万地

质图幅的野外验收与成果报告，

并主持筹建海洋地质研究所。

为此，他专门找到从美国求学

归来、在长春地质学院任职的

业治铮教授和自苏联留学归国、

在北京地质学院从教的刘光鼎

先生，三人一起向地质部党组

建议开展中国海洋地质工作。

后建议被采纳，地质部决定成

立海洋地质研究所，办公地点

就在南京中山门，与华东地质

科学研究所同在一个大院内。

于是，这三位地学巨匠时常凑

在一块，一边研讨地质问题，

一边以茶代酒，谈诗论字，大

有会稽贤集、兰亭雅会之风。

刘光鼎先生书法功底深厚，而

论饮酒，自然朱夏先生称雄。

朱夏少年时即与长辈们品酒论

诗，在瑞士留学期间，更是经

常参加各种由教授们组织的“讨

论会”，相互切磋。当然，这

种切磋除了讨论学术问题之外，

在酒量上一较高下自是不可避

免。令朱夏印象深刻的是，教

授预先定好餐桌，然后通知学

生们在哪家啤酒馆聚会，聚会

时大家一边饮酒，一边就某个

问题畅谈想法，这种自由讨论

的形式也被朱夏引入到国内的

工作之中，并使当时跟随他工

作的年轻人深受其益。多年后，

这些年轻人仍深情地回忆起往

昔的学术快乐。。

然而，一场空前的政治运

动正在悄然的酝酿之中。1967

年，朱夏受到运动的冲击，被

隔离审查。但即便是作为“牛

鬼蛇神”被关进“牛棚”与猪

同宿一屋，他亦始终保持着达

观态度，“请罪归来且看书，

半棚牛鬼半棚猪”，甚至还苦

中作乐，将批斗审查视作是免

了驰驱之累，“一线已分人鬼

际，大呼未许且高眠”。关进“牛

棚”之后，因无书可看，他便

寻求别径，找来五六种语言的

《毛主席语录》译本，权当提

高外语水平，使得他在原本已

精通英、法、德、俄四国语言

的基础上，又掌握了日语。他

笑称，“红小书看白老人，摊

开英法德俄文”。即便是后来

该行为被发现，洋文的“红宝

书”不能再看后，他亦从容地

揶揄道“忽然棒喝当头起，批

斗一番知所云”。这份豁达在

政治动荡的年月里殊为可贵，

也正是他这种随和与幽默，使

其结下了很好的人缘。于是在

被关的日子里，总有人给朱夏

送酒。接到酒后，他先将其倒

在玻璃杯中，试酒香能否被看

守之人发现，如若不能，则入

夜时便可享贪杯之快了。“偷

传薄酒暗行觞，掩耳犹听掩鼻

尝”，这是传酒时的生动写照，

还不忘挖苦一下看守之人“堪

笑此君没面目，但窥穴隙不闻

香”。等到“忽听榻畔鼾声动”

之时，便可“茅塞顿开背底香”

了。

时值被禁于虎踞关内，朱

夏自嘲“雄关踞虎似相识，拥

絮安然似卧龙”。在这种被幽

禁的环境里，他以卧龙先生自

比，安然高卧，但胸中自有一

番指画天下的气概。当国内正

经历这场浩大的政治运动之际，

国际上正兴起一场轰轰烈烈的

板块构造地学革命，这场革命

严重地冲击着原有的地槽固定

论。然而，当时很多的中国地

质学家正接受着那场政治运动

的俯冲，对于大洋板块的俯冲

学说却茫然无知。朱夏在读到

这些文献后，深感其意义重大，

并着手开始将其翻译成中文，

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殊为不

易。后来，这份译稿以化名“ZX”

的名义，经华东地质科学研究

所编辑后定名为《板块构造的

岩石记录与历史实例》，在内



部进行出版。朱夏更在译者附

言中颇具前瞻性地指出，“这

一诞育于大洋地质与大洋地球

物理摇篮里的新生事物，能否

在‘大陆地质’的严关险道中

阔步前进”。而现今板块俯冲

运动如印象大陆变形，即大洋

板块的“登陆”问题已成为国

际研究前沿，足可见朱夏先生

思想的超前。

“文革”结束后，朱夏回

到 石 油 勘 探 领 域。 随 着 1978

年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科技

工作者再次迎来科学的春天。

朱夏先生回首归国三十年来经

历，不由心生感慨“三十年前

一归棹，蹉跎无计惜芳菲。白

头又上西行路，悲向崦嵫拾落

晖”。岁月蹉跎，韶华易逝，

但桑榆未晚，虽白头重游西欧

故地，但先生更有为霞满天的

豪迈。此后，朱夏更加注重传

薪授业，提携后学。“老去原

知步履坚，江山为许此身闲。

传薪献曝心犹壮，烈士何尝有

暮年”，这是他晚年时

期的病中自勉。

朱夏年逾花甲（1982

年）才开始培养硕士和

博士生，但传道授业无

不倾尽心力。直至 1990

年去世前，先生还在病

床上为学生批改论文。

即使已经无法在病床上

坐起，他仍卧躺在床上，

口述意见。临终前三天，

当辨认出来人是准备去

答辩的学生时，先生立

刻竭尽全力与之讨论，

最后临别时，还握着学

生的手说，抱歉不能参

加答辩会了，并预祝答

辩成功。其拳拳之心、

殷殷之盼，令在场者无不掩面。

大凡在学术上

有重大建树者，其

必自有一套独特的

学术体系和个人风

格。朱夏无疑是其

中 的 典 型 代 表。 他

那充满激情、诙谐又

细致入微的诗句中时

常闪烁着豁达、严谨

的智慧光芒。他常谈

论起系统论的学术思

想，并要求学生多读一

些科学哲理的书籍，这

是他将人生达观态度施

之学术思想后的感悟。

酒除俗物，故而能居牛棚

而静习外语；诗承家传，才会

有陷大漠而笑指春泥。朱夏常

与人谈诗、谈武侠，谈他转战

南北的经历，正是这些万里之

外的远方，才令他有永远讲不

完的故事，而其中所获的乐观

与豁达更是与万卷书中的古人

心意相通，使他在大漠牛棚等

艰苦的环境下创造出一首首格

调高雅的诗作。正如一次编辑

将他的名字误写为“失夏”后，

他幽默地脱口而出“从此金陵

无酷暑，送春归去便迎秋”。

万水千山终有别，虽然朱

夏先生带着他的诗和远方永远

地离开了，但他那达观的人生

态度、飘逸的诗意才情以及汪

洋恣肆的学术思想仍深刻地影

响着后辈学人，催人奋进。

（编辑：徐红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