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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黄土地质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刘东生逝世
中国共产党的优 秀党员、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欧亚科学 院院士、
第六和第七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
第三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 记处书记、原国务 院环境委员 会专家组 组长、国家
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原 主席、
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名 誉主任、中国科学 院地球环境 研究所名 誉所长、中
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一级研 究员、国家最 高科学 技术奖 获得者 刘东生 先生 因病医 治无 效,
于 2008年 3月 6日 11时 52分在北京 逝世, 享年 91岁。
刘东生先生 1917年 11月 24日生于沈阳市。 1937年天 津南开中 学毕业 后, 抱着科学 救国的 思想
远赴昆明就读于西南 联合大学地质地 理气象 系。 1946进入 位于 南京 的经济 部中 央地质 调查 所, 1953
年调到原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 所, 兼在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研究室工作, 从事 工程地质与 鱼化石
的研究; 此后经李四光、
侯德 封等倡议, 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第四纪地质研究室, 刘东生先生任该研究室
副主任, 从此毕生致力于第四纪地质研究。
1955~ 1958年, 刘东生先生参加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 之后出版了 黄河中游黄土 、 中
国的黄土堆积 、 黄土的物质成份与结 构 和 黄土 与环 境 等专 著, 成为中 国黄 土地 质学的 奠基 人。
1960年开始, 他多次组织和参加青藏高原的登山和科学考 察, 他 主持的 青藏高 原隆起及 其对自 然环
境和人类活动影响的 综合研究 于 1986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特等奖, 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
等奖, 1990年再获陈嘉庚自然科学奖。 60年代后半叶起, 他特别注 意地方病与 地质环境 之间的关 系,
代表作有 环境地质学的出现 、 环境地质展望 和 环 境地质学 等, 成为中 国环境 地质学 的开创 者,
于 1993年荣获首届中国绿色科技奖特别金 奖。此外 , 刘东生先生积极致力于地质学 史研究。身为 中
国科学技术 专家传略 地学卷 的主编, 他事必亲躬, 求真务实 , 至 2004年时已出版 3册, 为 123位杰
出的老一代地球科学 家作传立碑。
刘东生先生 1980年当选为 中国 科学 院学部 委员 (院 士 ), 1982年 任国 际第 四纪 研 究联 合会 副主
席, 1991年 主持了在北京召开的 第 13届国际第四纪研究联 合会大会 , 并当选为 第 13届国际第四纪
研究联合会 主席, 1995年获李 四光地质科学荣誉奖和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1996年获两项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一等奖, 1998年获中 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 2000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2002年获泰
勒环境成就奖, 2003年获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 2007年获 欧洲地 球科 学联 合会颁 发的 洪堡奖 章。此
外, 刘东生先生是贵州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届 全国政治协 商会议委 员 ( 1978~ 1983年 ) ,
1983年以来任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及教科文卫
委员会委员。
近年里刘东生先 生仍活跃在社会舞台 上, 88岁高龄 时还赴 罗布泊 作地 质考察。 刘东生 先生 的逝
世是我国科学界的重大损失, 他的学术业绩和为国争得的荣誉已 彪炳在史册, 其探 索精神将为 后学们
继承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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