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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央地质调查所被学者认为是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之肇始，是中

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研究机构，也是中华民国时期成立最早、规模最大、

最具国际声誉的国家级调查与研究机构。关于中央地质调查所在解放以后的命

运，是被“撤销”、“解散”，还是“改组”、“归并”到哪个部门，目前尚缺少详

细而准确的文献资料。本文基于保存的历史档案结合相关文献，较为详细地梳

理了 1949 年 5 月～1951 年 5 月中央地质调查所被接管、全体职工希望隶属于新成

立的中国科学院，以及最终奉命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历史过程。

中央地质调查所奉命改组为中国科学院
地质研究所的史实*

刘 强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29）

摘 要 中央地质调查所作为中华民国时期成立最早、规模最大、最具国际声誉的国家级研

究机构，在南京解放后它的演变过程目前尚缺少详实而准确的文献资料。本文基于历史档案，

结合有关文献，较为详细地梳理了 1949～1951年中央地质调查所先后被南京市军管会文化教

育委员会（1949年 5月～1950年 6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1950年 7月～1950年 12月）、

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1951年 1月 3日～1951年 5月 6日）接管的过程。本文还整理了

1949年 11月 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后，中央地质调查所全所工作人员一致希望隶属中国科

学院的经过，以及最终于 1951年 5月 7日奉命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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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质调查所是中华民国时期成立最早、规模最大、最具国际声誉的国家级研

究机构，一直被中国学者视为中国近代科技体制化之肇始。尽管目前学者对于其成立

时间是 1913年（时称工商部地质调查所）还是 1916年（时称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有不同看

法，但都不影响其获得历史地位和声誉。蔡元培先生曾称地质调查所为“中国第一个

名副其实的科学研究机构”；1932年竺可桢先生在南京金陵大学讲演时，也提到地质调

查所“成绩卓著，可与外国相抗衡”；1950年竺可桢先生曾总结到：“中国之有近代科

学，不过近四十年来的事。最早成立的科学研究机关，要算北京前实业部的地质调查

所，创始于 1916年”；20世纪 70年代末，周培源先生在总结科学事业在近代中国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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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历程时，仍然对地质学的成就予以肯定：“在旧中国得到较快较好发展的学科，是地

质学、生物学和考古学”，特别是中国的地质学，“它的成就在世界地质学史上占有一

定的地位”。地质调查所不仅在国内获得了极高的赞誉，而且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

价和瞩目，如 C. H. Peaka所言：“地质调查所在国际学术界有其应有的地位。它的学者

是知名的，它的杂志被人们广泛阅读，它的研究对发展地球的博物史知识做出了真正

的贡献。西方人士把地质调查所称为民国时期最出色的科学研究机构”。可以说，在

1949年以前的岁月里，地质调查所成为中国人伟大的骄傲（王仰之，1996；张九辰，

2005；国连杰等，2013；吴福元，2021）。

关于中央地质调查所在解放以后的命运，是被“撤销”、“解散”，还是“改组”、

“归并”到哪个部门，其实很少有学者或者文章去详细追溯（朱训等，2003）。不少人甚

至原来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人都认为 1950年 8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

划指导委员会以后，“全国地质机构开始实行大调整，地调所正式宣告撤销，完成了它

的历史任务”（陈梦熊等，1996）。吴福元（2021）基于大量的历史档案研读，明确提出

中央地质调查所并没有“被撤销”而是“奉命改组”成了后来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

所。本文基于研究所保存的历史档案（电子文件编号 S005）和文献记载，试图更加详细

地还原解放前、后（1949～1951年）中央地质调查所被接管、申请隶属于中国科学院，

最终奉命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过程。

1 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及军事代表

1949年初，中央地质调查所直辖于国民政府经济部，所长李春昱、副所长周赞衡。

除了南京本部之外，还有北平分所、西北分所。南京本部所内组织机构包括 8个研究

室、一个测绘室、一个化验室、两馆及 5个事务部门：1） 地质调查室，主任黄汲清，

1948年赴英国参加万国地质学会尚未归来，兼代主任叶连俊；2） 古生物研究室，主任

尹赞勋；3） 新生代研究室，主任杨钟健；4） 矿物岩石研究室，主任程裕淇；5） 经济

地质研究室，兼主任程裕淇；6） 工程地质研究室，主任叶连俊；7） 地球物理研究室，

主任李善邦；8） 土壤研究室，主任熊毅前赴美国考察土壤研究方法尚未返国，代主任

马溶之；9） 测绘室，暂与地质调查室合并；10） 化验室，代主任余皓；11） 图书馆，

主任钱声骏；12） 陈列馆，主任侯德封；13） 文书科，科长高振声；14） 事务科，科

长韩文蔚；15） 出版科，科长魏和声；16） 人事室，主任殷福平；17） 会计室，主任

何而康。1948年元月统计的职员有 111人（不含工友 9人，档案 S005‑00011‑002），解放

前实有职员 110人（其中派往国外者 7人，派往湖南、广东、台湾工作者 6人，后来自清

疏散 6人），解放后实有职员 91人、工友 19人，后来经过整编，精简职员 10人、工友

5人，到 1949年 8月实有职员 81人（包括 1人参加西南服务团）、工友 14人（档案

S005‑00002‑002）。

1949年 4月 23日，南京解放。4月 28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通知派军事

代表赵卓前往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图 1，档案 S005‑00013‑017）。根据一份 1949年 8月
24日发出的“工作总结表格”可以看出（档案 S005‑00002‑002），5月初，南京市军管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军事代表浦继五曾经到过中央地质调查所宣布接管。5月 9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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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地质调查所召开解放后的第一次所务会

议，讨论各室馆移交清册、编制等问题，

关于研究费预算、不在京人员维持费等问

题，作出决议提请浦代表来决定。但不

久，中央地质调查所改为由南京市军管会

文化教育委员会接管。5月 20日，南京市

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通知，派关超、赫

世耀两位担任军事代表的联络员，在军管

时期受命军事代表进行各项工作（档案

S005‑00013‑018）。5月 22日，两位联络员

出席了解放后的第二次所务会议，主要议

题是“分别厘定各研究室本年的工作计划

和概算，由会计室汇编并平均计算出每一

个月的概算数目，转送华东局核拨经费，

以便展开新的工作”。

据尹赞勋先生在 《往事漫忆》 一书中

记叙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在被接管期间编印

的 《中地快报》 记载，1949年 5月 27日上

午，军管会文教部正式派军事代表赵卓来

所召集全所职工讲话，反复说明接管的意义。随后，全体同仁立即进行了接点工作负

责人的选举，当场投票共计工友 19人、职员 87人。5月 28日上午，在全所职工大会

上，联络员关超宣布了接管工作小组人选为尹赞勋（43票）、秦馨菱（43票）、姜达权（40
票）、关士聪（38票）、顾知微（37票）、曾昭顺（34票）、田登恒（工友代表），外加文教

委派来的联络员 2人（关超、赫世耀），一共 9人组成军管会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

组。工作组组长为尹赞勋，下设秘书股（股长顾知微）、组织股（股长关士聪）、清点股

（正股长秦馨菱、副股长田登恒）、检查股（股长姜达权）和宣传股（股长曾昭顺），各股

下面还有一些干事。

接管工作组正式成立后，立即准备清点工作，划分了 10个分组并指定了负责人（图

书馆分组，分组长：朱宝全、尹赞勋；陈列馆分组，分组长：侯德封；新生代室分组，

分组长：刘东生；古生物室分组，分组长：卢衍豪；岩矿室分组，分组长：沈其韩；

地性室分组，分组长：谢毓寿；土壤室分组，分组长：朱显谟、萧明山；经济、工程

地质室分组，分组长：李毓英；地质室分组，分组长：楚旭春；事务部门分组，分组

长：邱兰祥、边绍楷、张全泉）。

全体参加清点工作的有 111人，共编为 18个小组（其中清点图书馆的有 4个小组）和

4个特别小组（油印、快报等），于 6月 3日开始清点造册。此次清点工作，不仅摸清了

家底，而且在工友宿舍的破箱子里面意外发现了 20世纪 20年代斯文·赫定调查蒙古、

新疆时的手稿及一些测量记录等；叶连俊、关士聪、何春荪等在甘肃采集的标本一箱；

葛利普校阅过而未付印的古生物誌稿一本等珍贵的材料。至 6月 11日，除图书馆外清

图 1 1949年 4月 28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派军事代表赵卓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的

通知（档案 S005‑0001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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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工作均已进入造册缮写及总结阶段，至

7月 1日全部清册编造完毕，7月 8日所有物

资清点完毕后举行了清点总结大会。这次

清点工作获得的物品分类数目见表 1（《中

地快报》第 34号，档案 S005‑00010‑034）。

清点工作结束后，于 7月 9日选举成

立了管理工作组（档案 S005‑00002‑018），

其功能是“对行政是处于监督地位而不是

代替”。管理工作组内分：总务、业务研

究、合作、文化 4股。管理工作组组长为

卢衍豪、副组长顾知微，总务股股长秦馨

菱、业务研究股股长李庆逵、合作股股长

王朝钧、文化股股长顾知微、曾昭顺。此

后，所务会议做出的决议还需要送请管理

工作组研究。7月 11日下午召开的第七次所务会议，决定“所务会议每两星期举行一

次，时间定于星期六上午，必要时举行临时会议。在所务会议时，如有需要，得请工

作组派人列席”。

管 理 工 作 组 业 务 研 究 股 制 度 小 组 征 求 同 仁 意 见 后 的 统 计 显 示（档 案

S005‑00007‑002），对于“有关本所整个编制问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对于本所应否

与其他全国性的机关合并调整问题”，赞成本所应与其他全国性的同类机关合并或调整

者共 41人（约占收回的 85份调查表的 48%，其中“赞成将来隶属于科学院者”有 2人），

表示反对或尚无需要者共 7人，不表示意见者共 28人（占比约 33%，其中工友最多 14
人），调查表缺漏者 1人，表示其他意见者共 8人。

7月 2日，南京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大专教育部通知，另派潘廓祥为驻中央地

质调查所军事代表的联络员，原来的联络员关超和赫世耀另有任用调回本部（档案

S005‑00013‑018）。7月 23日上午召开的第八次所务会议，潘廓祥已经作为“列席人员”

出席了会议，记录中有“（十二）矿岩室经济地质室建议添设钻械及探矿设备一案，请

潘联络员向文教会请示”。8月 6日上午召开的第九次所务会议记录，关于“机器房车

工雇用，待遇问题先向潘联络员询问”。9月 1日，南京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大专

教育部通知，联络员潘廓祥另有任用调回本部，中央地质调查所 9月 9日收到通知（档

案 S005‑00013‑034）。

9月 15日，中央地质调查所收到通知，原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

大专教育处奉命改组为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高等教育处（简称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

徐羽平为高教处处长、孙叔平为副处长。自当天起，高等教育处仍派潘廓祥为所军事

代表的联络员。9月 17日，中央地质调查所收到通知（图 2，档案 S005‑00013‑038），“案

奉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原大专部所属各单位军事代表一律撤销，改派徐平羽兼

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暨地理研究所军事代表，孙叔平兼国立南京大学军事代表，

赵卓任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南京分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国立翻译馆、国史

表 1 中央地质调查所物资清点汇总

家具

书籍

图件

标本

普通器皿

文具

仪器

药品

工具

材料

文件

表册

其他

2829
188702
106719
143899
1218
144603
19266
1419
1994
20783
100637
14974
24196

297



刘 强

地 质 科 学 2022年

298

馆、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暨中央博物院军事代表，任干任中华科学仪器制造所军

事代表，乐长明为本处秘书主任，仰即知照此令”。虽然此通知中将中央地质调查所的

隶属关系搞错了，但可以看出，南京市军管会派驻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军事代表已从 4月
底的赵卓变更为 9月中旬开始的徐平羽。

9月 17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召开了第十二次所务会议，李春昱所长报告，“文教会业

已改组，本所军事代表由徐平羽担任，据潘联络员说，徐代表很想知道本所工作一切

情（况），并拟最近来所看”。9月 28日，军事代表、南京市军管会高等教育处处长徐平

羽参加所务会议的记录显示（档案 S005‑00005‑013），李春昱所长发言“人民政府成立以

及调查所归并问题，我们大家曾经讨论过，归纳有两个意见：1） 地质机构总合并为一

个；2） 分为 2个：一为注重学理，一注重实地。关于工作计划，以前也作过，但未施

行，现在作一个规模较小的”。徐平羽的回复是：“据我自己的看法，调查所将来可能

是独立工作，大概归财经部，科学院还会有个地质机构的，时间也很快……，虽然将

来归到哪里还不知道，但目前工作计划是必须要有的，看到工作计划上所列费用，虽

不算多，但以南京目下经济情形亦算可观了。不过我对你们过去室内费用情形还不

明瞭”。

在 1949年 5月到 8月期间，中央地质调查所已将下半年野外调查计划送军管会文教

委等待批准，但限于经费问题野外工作无法实施，研究人员只能利用现有资料作室内

研究。7月初至 8月中，测绘人员利用该所收藏各种地图及报告为二野司令部约绘 4大
幅康川滇地区地图以为进军之参考。此外，每星期内有两个下午和业余时间作思想改

造及政治认识的学习。

图 2 1949年 9月 16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高等教育处通知改派军事代表徐平羽

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档案 S005‑0001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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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归属问题

1949年春，中央决定筹备建立科学院。1949年 7月 13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中

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简称科代会）筹备会议上讲话时宣布：“不久的

将来必须成立为人民所有的科学院”，他号召全国科学工作者参加科学院的筹划工作。

随后，科代会筹委会计划委员会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交议案，建议设立国家科

学院，统筹并领导全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事业。当时中央已决定由中央宣传

部部长陆定一负责筹建科学院，协助他工作的是恽子强和丁瓒。遵照指示，丁瓒和钱

三强共同起草了 《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简称“草案”）（丁瓒等，2000），丁瓒负责

写院部机构，钱三强负责写各研究所的部分，写完之后经恽子强看过送给陆定一（钱三

强，2000）。根据后来的发展，可以看出“草案”勾画出了科学院的基本框架（樊洪业，

2000，2005；樊洪业等，2000）。在“草案”中，特种研究机构即研究所的设立，暂时

只考虑了前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机构改组或增设，其中对于“（12）地质研究所

（中研）南京”，处理意见是“可以不动，仍由李四光主持”。可以看出，在最初的草案

中，“人民科学院”的组织架构中尚没有考虑中央地质调查所。9月 4日，《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 《共同纲领》）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

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两个文件的草案初稿印发。《共同纲领》草案第 43条提出

“设立科学院为国家最高的科学机关”，《组织法》 草案把科学院列为政务院的组成

部门。

1949年 9月 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

法》，在第十八条中明确在政务院下面设立“科学院”，行使管理全国科学研究事业的

政府行政职能。1949年 10月 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

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院、署、行的负责人。会议任命郭沫若为科学院院

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

1949年 10月 23日下午三时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科学院准备接管原有各科学研究机

关座谈会”，会议由竺可桢副院长主持，出席人员还有：陶孟和、丁瓒、严济慈、恽子

强、黄宗甑（图 3）。此次座谈会明确“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已决定为科学院接管外，

凡是以往私人的研究机关暂缓接管”，会议纪要的第二条是“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地

理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等以本院准备接管为原则”。

1949年 10月 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向郭沫若院长颁发中

国科学院铜质印信。11月 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对外办公。1949年 11月～1950年 4月，

中国科学院陆续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和静生生物调查所等科研机构，经过

整合重组，于 1950年 6月成立了第一批 15个研究机构和 3个研究所筹备处。但关于中

央地质调查所的隶属问题，一直未有定论。

潘廓祥（1996）在回忆南京地质调查所接管过程中曾经写到：“在这期间，穿插了一

个小插曲。不知是文教会还是华东区的意见，想把南京地调所归属华东区。一天，军

代表徐平羽来所召开全所大会，在会上宣布了这件事。遭到了大家强烈的反对，特别

是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站起来大声地说：‘地调所一向是中央机构，现在改属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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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势必再回到中央。这不等于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军代表徐平羽听了哈哈大

笑：‘你们说的对就要听，何况你们都是些专家学者呢！’这件事就这样告一段落，以

后就不再提起”。

根 据 1949 年 10 月 26 日 中 央 地 质 调 查 所 召 开 的 座 谈 会 记 录 可 以 看 出（档 案

S005‑00009‑004），李春昱所长应该是在 10月下旬知道中共中央华东局给资源委员会矿

产测勘处（当时已属华东局管，改名为“华东区工业部矿产测勘处”）写了一封信，该

信由矿产测勘处谢家荣处长收，信中表达了要求“暂管”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意思。在

这次座谈会中，李春昱所长与王钰、曾鼎乾、叶连俊、穆恩之、李星学、高振西、尹

赞勋、侯德封、程裕淇、马溶之、陈梦熊、顾知微、李毓英、黄懿等先后发言，其中

尹赞勋、侯德封等人充分发表了意见，对“暂属华东局”均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

此外，叶连俊先生提议：“推几位老前辈草拟本所的意见并包括本所的历史和性质，将

来中央来人调查时，也送他一份”。此建议得到大家的认可，经推举，尹赞勋、侯德

封、杨钟健、李春昱、王钰等 5人组成起草委员会，尹赞勋为召集人，负责起草中央地

质调查所的历史、工作性质等方面的意见书。

10月 28日下午，中央地质调查所召开了“关于本所隶属问题”的专题座谈会（档

案 S005‑00009‑005）。从座谈会记录中可以看出，28日上午召开了全所大会，军管会高

教处徐平羽处长出席了大会，潘廓祥（1996）叙述的杨钟健先生反对归属华东局的“小

插曲”，应该就是这天上午的事情。在这次座谈会中，王钰和杨钟健先生首先向大家报

告了 27日晚起草委员会的意见：一是本所不能分割；二是本所是全国性的机构，对此

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对于第三个问题，即隶属问题，李春昱所长请大家发表意

见“属于中央哪一机构最好”。王钰、李善邦、穆恩之、程裕淇、马溶之、李星学、尹

赞勋、杨钟健等先后发言，其中李善邦先生分析隶属关系大约有两种可能：一是属科

图 3 1949年 10月 23日“科学院准备接管原有各科学研究机关座谈会”会议纪要

（图源：《中国科学院六十年（1949～2009）》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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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二是属财经会，他认为即使要做实

际工作，也需要进行研究，因此“还是属

科学院好”；程裕淇先生认为 “（中央人

民政府）各部中没有一部恰好我们隶属

的”，“科学院也不是清高的机关了，本所

进入研究院也不是关上门来研究，所以很

适合”。综合大家的意见，一致认为应该

隶属“科学院”，杨钟健先生感慨地说

“今天大家意见如此一致，是地质调查所

最可纪念的一天”。

1949年 10月 29日，中央地质调查所

针对当时的一些问题，提出了 《中央地质

调查所全体工作人员对目前问题的意见

书》（图 4，以下简称 《意见书》，档案

S005‑00009‑006），主要内容有 5个方面：

1）本所应当是全国性的中央机构；2）完整

的保有本所目前不可分割的机构性；3）本

所应隶属在政务院中的科学院；4）我们极

愿接受中央政府和华东局指派的有关工

作；5）我们赞成最近办一个短期地质探矿

专修学校但应明定训练的目标和计划。

关于隶属问题，《意见书》 明确写道：

“谈到本所今后的隶属问题，我们全体只

有一个意见：一致认为应当归入即将设立的科学院内，我们的理由约有 3条：第一、在

政务院组织系统内，本所似乎不归在财政经济委员会，就归在文化教育委员会。但在

财经委员会各部中，如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农业部，林恳部，水利、轻工业等部

均和本所业务有相当关系。因此，无论归入那一部都有顾此失彼的毛病（除非把本所各

研究室分隶各部，但这一点又抵触了前段所说的本所业务的不可分性）。如果归入科学

院，（那样），不仅可以统筹照顾到所有各生产企业部门，同时，地质科学和其他有关

科学在同一机构里面，也容易互相解决共同的疑难问题。第二，如第一段所述，本所

业务性质包有实用和理论的不可分性，虽说过去的理论研究每有悬空不着实际的偏差，

今后我们一定注意把理论和实用密切的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求提高理论，在理论指导

下去争取实践，不仅尽量设法使我们以前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即便国外已往所得的理

论成果，都要用来作为指导实用问题的原则。在科学院中的地质机构内，就可能获得

一个适宜的环境去充实理论，而增大实用的效果。第三，友邦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

看他的行政组织，就是把全国地质人才和设备集中在联邦科学院，去统筹他们整个的

地质调查与研究，在前后几个 5年计划中，确实发挥了伟大的效能，既不浪费人力，又

不虚耗时间。他们既然有了这种宝贵的经验，我们今天当然应该仿效”。

图 4 1949年 10月 29日中央地质调查所

全体工作人员对目前问题的意见书

（档案 S005‑0000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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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10月 31日，所务会议记录（档案 S005‑00005‑015‑003）显示其中一项议题是

“有关本所将来隶属问题，趁竺可桢、陶孟和二位副院长来京，是否将本所前次开会所

拟意见书分送给他们一份”，议决意见是“将前意见书加以修改后分送竺陶二位副院长

各一份，请其参考，并着人趋谒说明意见书情形”。同时，这次所务会对“高教处介绍

潘廓祥来所工作”做出了“欢迎”的决定，从 11月份开始，原来作为军事代表联络员

的潘廓祥正式加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成为经济地质研究室的练习员。

《竺可桢日记》 记载：“11月 3日 星期四……上午至历史所（气象所假历史所办公）。

李赓扬（春昱，备注：此处“扬”有误，应为“阳”）及李善邦来，谈及地质调查所隶

属问题。所中同人均一致主张归科学院。余告以科学院必甚欢迎，但研究所与调查所

是否合并，待仲揆先生回国后再决定”。

1949年 11月 5日，所务会议记录显示（档案 S005‑00005‑017）：“本所隶属问题——

据竺可桢及陶孟和两副院长谈，将归科学院接收。（华东局前拟接管本所，现已作罢，）

但华东局仍希望我们马上开始工作，徐平羽处长嘱我们派人与华东局迳洽，如何办

理——决定着人赴沪接洽，该局如有目前需要解决的工作，我们接受办理，若是普通

调查，以天气寒冷、工作效率太小，最好等到明年春天再作”。

1949年 11月 11日，所务会议记录显示（档案 S005‑00005‑018），李春昱所长报告

“（一） 关于本所与上海华东局接洽工作事，本人七日赴上海与该局负责人面谈，该局

很愿意和我们在工作上发生联系，我当将本所能担任的工作，如经济地质、工程地质、

物理探矿、土壤肥料等工作，他们有这种工作时我们可以接受。（二） 山东省政府很愿

意我们去工作，尤其胶东地带许多矿产问题，与从前不同，亦需要详确调查。（三） 关

于办理矿产学校事，将我们的意见向该局详谈后，他们仍希望四个机关会同办理。最

后他们说就是地质调查所归科学院接管后，工作方面仍应保持联系”。此外，此次所务

会记录还显示“关于本所隶属问题，陶孟和副院长来信，希望我们同仁表示意见——

决议推请杨钟健、侯德封、程裕淇三先生将本所意见书加以修改，经大会同仁签名后，

分送陶先生竺先生及政务院”。在讨论“北京钱昌照先生来电请所长到北京去，如何办

理”时，决议是“电覆以本所即将由科学院派员接管，未便远离”。可见，1949年 11月
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后，当时以为中国科学院很快就要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了。

经过开会讨论，中央地质调查所于 1949年 11月 12日形成了一份意见书—— 《中央

地质调查所工作人员对本所隶属问题的意见书》（图 5，档案 S005‑00008‑003），有

80位工作人员在原始讨论稿上签名（根据 1949年 11月 15日编制的 《中央地质调查所在

职人员调查表》 可以看出，当时全所职员（不含工友）一共只有 82人，除了所长李春昱

和土壤研究室的技佐刘铮没有亲笔签名外，其余全所职员都有签名）。该意见书的全

文是：

“中央地质调查所目前组织，计有地质、矿物岩石、新生代地质、经济地质、工程

地质、古生物、地球物理、土壤、化验、测绘等十个研究室，和图书、陈列两馆（原有

西北北平两分所未包括在内）。这些部门是在三十四年的历史中，（随着客观需要），逐

渐建立起来的。这种发展的原则，是力求野外工作与研究工作密切联系起来，以解决

实际问题，并策进学术与技术的进步。因此，除了调查全国地质矿产土壤的基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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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还坚定地建立了推进了学术性的研究。例如地层古生物的研究，矿物岩石的研

究，土性的研究，地震的研究，矿产矿业的统计，地质图及土壤图的测绘编制，和史

前人类及考古的探讨与采集等等。这许多科目，大半为国内仅有的机构，并且亟待发

展的。当然，还有不少部门是今后应该添设的。在这种原则下，地质调查所内容，却

应该像一个地质学研究院样的发展下去。如果说这样的机构，不能全部直接配合工业

建设，不错，那没有问题，是说采矿地质、工程地质一类的工作人员不够，而不是说

那一个部门不重要。所以在即将到来的建设高潮中，我们认为正需要这样的中央地质

机构，集中人力物力，来负责计划和推动一切地质工作的各方面。

因此，本所同人对于今后的隶属问题，我们全体只有一个意见，认为应当归入科

学院。我们的理由是：容纳现有的各研究部门，及图书馆、陈列馆，惟有在科学院才

可能有适宜环境。也必须保持扩充和联系这些部门，才能有力的训练工作人员提高技

术与学术的进步和解决实际问题。这并不妨害任何建设部门工作的配合。同时，科学

院是应该包括一切科学研究的总机构，在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负有统盘筹划的责任，

也只有在这种环境中，地质学才能和其他科学各部门通力合作，增加集体研究的功效。

谨表达我们的意见，供今后参考采纳”。

经过誊抄（与原始签名件相比，所列的工作人员名单中有土壤研究室的技佐刘铮，

但原始签名件上有的詹作武和姚瑞开名字却不在其中，因此是一个 79人的名单），该意

见书由所长李春昱于 11月 14日签发，以信函形式一式两份呈送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严济

图 5 1949年 11月 12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全体职员关于隶属问题的意见书

（档案 S005‑0000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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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主任（档案 S005‑00008‑002）：“慕光先

生：关于本所隶属问题，经本所同仁开会

研讨，拟就意见书，兹随函奉上两份，一

份请留参考，一份请为转呈政务院。俾对

本所隶属问题，有所参考”。对于此函，

11月 17日，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回函确认

收悉（图 6，档案 S005‑00008‑004）：“今接

大函并附你所同人对于隶属问题意见书两

份，均已收悉。除留本院并转呈政务院参

考外，特此复请查照”。

有理由相信，在当时情势已经非常明

朗，中国科学院将接管原中央研究院各下

属机构，因此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将

成为中国科学院所属的地质类研究所。因

此，致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的函件发出后，

中央地质调查所部分员工给李春昱所长建

议（档案 S005‑00008‑001‑003）：“关于本所

同仁对于隶属问题意见书，闻已送陶孟和

一份，严济慈一份，并请严济慈转呈政务

院一份。兹有部份同仁（二十位）建议，因

恐科学院有避免犯争取接收本所之嫌而不

便将意见书转呈政务院，且为符合前次科

学院方面致陶孟和信中之本意，应再直接

送周总理一份，以便同仁意见能迅速上达。敬请裁决”。11月 14日 17时半，李春昱所长

在此建议书上签署“送请各出席所务会议诸先生签具意见后办理”，共有 11位人员在上

面签名赞成（其中杨钟健、钱声骏、程裕淇、侯德封、李善邦、马溶之 7人签署“赞

成”，叶连俊签署“服从多数意见”，王朝钧、黄孝夔、李庆逵、宋叔和（李代）4人签

署“今啓”）。

11月 15日，李春昱所长草拟一份致政务院周恩来总理的函：“恩来先生：我们是

地质调查所的工作人员，对于本所隶属问题，有一个意见，兹谨缮具意见书一份奉上，

敬请参考”（档案 S005‑00008‑001‑002）。11月 16日 17时 35分，李春昱所长又签发两份

电报（图 7，档案 S005‑00008‑001‑001）：1） 致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其内容是“我们希望

在科学院领导下工作，意见书已另呈”；2） 致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其内容是“我

们希望在科学院领导下工作，意见书已呈办公厅”。两份电报的落款均为“地质调查所

全体工作人员（铣）”。

此事有 《竺可桢日记》 可以佐证：“11月 16日 星期三……下午地质调查所侯德

封……等三人来谈，谓调查所同人全体一致要科学院接收，并已去函致周总理表示此

意见”。

图 6 1949年 11月 17日，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回

函收悉意见书（档案 S005‑0000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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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9日，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

给 中 央 地 质 调 查 所 回 函（图 8， 档 案

S005‑00008‑005），表示“十六日来电已

悉。关于中央地质调查所，由政务院指导

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统筹办理，

将来应如何发展候接收工作完毕后再作决

定。你们的意见书已转达政务院及中央财

政经济委员会”。11月 24日，中央地质调

查所收到复函。至此，中央地质调查所希

望完整地归属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办

公厅严济慈主任、副院长竺可桢、陶孟和

甚至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应该都是

知情的。

随后的一些记录或者事情，也事实上

表明中国科学院已经在考虑中央地质调查

所的工作安排了。例如，11月 26日的所

务 会 议 记 录（档 案 S005‑00005‑020）提 及

“科学院来信着我们依据实际情形开列拟

购学术书刊清单”，议决“请各室于下星

期内开列书单送图书馆汇办”。中央地质

调查所将来可能归属中国科学院一事，正

在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南京市军管会应

该也是知情的，例如 1949年 11月 27日，

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在回复地质调查所的

一封函件中，曾写道：“十月廿七日来文

除有数点于十一月二日来文批复外，其余

数点批复如次：1. 职工待遇，原则上应与

中研院一律，最好待科学院接收后统筹办

理。……”。从中可以看出， 11月下旬，

高教处应该已经知道中国科学院有意要接

收中央地质调查所了。另外一个佐证是

12月 12日所务会议记录“高教处转来中

国科学院函限本月廿日以前拟具本所一九

五〇年度工作计划迳送该院——决议由各

室馆拟具计划后于十七日以前送交文书科

汇办”。

图 7 1949年 11月 16日，李春昱所长签发两份电报致

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和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表达希望

在科学院领导下工作（档案 S005‑00008‑001‑001）

图 8 1949年 11月 19日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

给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回函（档案 S005‑0000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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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央地质调查所没有被中国科学院快速接收的原因

杨钟健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说过：“值得说的是，派到南京接收各机关的是恽

子强、黄宗甑两人。他们对地质调查所只从字面上了解，不认为是研究机关，竟未接

收”（杨钟健，2020）。

1949年 11月 14日，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北京对科学院同人讲话中提及，政务

院接收委员会将统筹处理在南京和上海的研究机构，委员会下设 5组，由各单位组成的

接管团不久将南下，中国科学院所派代表是恽子强和黄宗甑，属于文教组（见 《中国科

学院史事汇要 1949年》）。查阅 《竺可桢日记》 可以看出，1949年 12月 7日（星期三），

竺可桢副院长“……上午九点至办公室，讨论恽子强、黄宗甑二人南下接收方针”。12月
8日，恽子强随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南下，他的主要任务是接收中

央研究院等科研机构。12月 17日，黄宗甑随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

第二批南下，协助恽子强工作。12月 31日，杨钟健自南京抵达北京，就任中国科学院

出版编译局局长之职。因此，杨钟健在回忆录中所述恽子强、黄宗甑两人“对地质调

查所只从字面上了解，不认为是研究机关，竟未接收”一事，应该发生在 12月下旬。

在此之前的 10月 23日，竺可桢主持的“科学院准备接管原有各科学研究机关座谈会”

已经原则决定“准备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而且当时开会的人就包括恽子强和黄宗

甑，因此那次会议的精神他们应该是清楚了解的。恽子强和黄宗甑“未接收”中央地

质调查所，应该不会是从字面上误解了该所的性质，而实际上应另有原因。在此之前

的 1949年 12月 16日，竺可桢副院长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北京的）地质调查所归

财经委接收，地质研究所归科学院接收。中央地质调查所暂由华东军政委员会维持（见

《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 1949年》）。

中国科学院对于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地质机构的接管问题极为慎重。1949年 12月 30
日，竺可桢副院长与时任中科院研究计划局副局长的钱三强等拟定研究所初步调整计

划时，曾商量“地质部俟仲揆回国后再说”。在 1950年 1月 3日中国科学院召开的院务

汇报上，竺可桢副院长提出的初步调整方案中，关于地学组的“中研地质研究所（南

京）”与“前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南京）”的处理意见是“地质机构调整俟李仲揆先生回

国后决定”。1月 28日，恽子强在院务汇报上报告了参加华东区工作团的工作情况，提

及“在造具清册期间，曾对上海、南京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上海北平研究院所属所、

室，南京地质调查所，地理研究所进行谈话了解。一般均热忱期望科学院早日正式接

管，早定今后工作方针”（见 《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 1950年》）。考虑当时我国有 3大
中央级地质机构（即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

处）及队伍的实际状况，中国科学院在等待已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李四光先生从

国外回来统一考虑新中国的地质机构重组问题。

3. 1 1950年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工作

进入 1950年，虽然中央地质调查所的隶属问题未定，仍在南京市军管会接管领导

之下，但该所积极响应国家经济建设的号召，接受政府指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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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均在野外工作（表 2），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东及华中（河南）各地，工作类型有地

质矿产、土壤水利及工程地质等（高振西，1950）。

1950年 4月初，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核定的地质矿产调查计

划，中央地质调查所、矿产测勘处、北京地质调查所等南京北京的机构组成的地质工

作人员和测量人员到达沈阳，会同在东北的地质测量人员，组织了东北地质矿产调查

队，李春昱任总队长。经过五个多月的野外测量、调查和探勘，于 9月 25～28日在沈

阳举行了一个总结会议。李春昱总队长报告东北地质矿产调查队包括地质工作人员 84人，

其中有中央地质调查所的 26人（表 2）；物理探矿工作人员 21人，包括中央地质调查所

的人员；此外还包括测量人员 105人、事务人员 3人、钻探人员 80余人、临时槽探工人

600余人（东北区地质矿产调查队，1950）。此次野外工作是中国地质界第一次大规模的

系统配合工作模式，有地形测量、地质调查、物理探矿、钻探槽探以至开采，取得了

不少的收获。中央地质调查所在南京的另一部分地质人员则分赴全国各地，担任紧急

的地质矿产和重点工程地质调查工作，冬季收队回所又开展了大量的室内分析、总结

工作。

表 2 1950年中央地质调查所野外工作队

东北区

鞍山本溪一带铁矿区

东边道铁矿

太子河流域

有色金属调查

弓长岭队

小房身

樱桃园队

地球物理探矿队

临江大栗子沟队

煤田地质队

清原磐石队

马鹿沟金沙沟队

凤城岫岩安东队

天宝至明月沟石人沟队

程裕淇（矿物岩石研究室）
李毓英（经济地质研究室）
赵贵三（矿物岩石研究室）
潘廓祥（经济地质研究室）

王朝钧（地质调查室）
翁礼巽（矿物岩石研究室）

李春昱（所长）
沈其韩（矿物岩石研究室）

秦馨菱（地球物理研究室）

叶连俊（工程地质研究室）
秦 鼐（地质调查室）

沈永和（矿物岩石研究室）
刘鸿允（地质调查室）

王 钰（古生物研究室）
卢衍豪（古生物研究室）
杨敬之（古生物研究室）
穆恩之（古生物研究室）
盛金章（古生物研究室）

侯德封（陈列馆）
关士聪（地质调查室）

刘东生（新生代研究室）

黄 懿（矿物岩石研究室）
谌义睿（地质调查室）

宋叔和（矿物岩石研究室）
朱福湘（经济地质研究室）

宫景光（经济地质研究室）
边效曾（经济地质研究室）

工作大区 工作区域 工作队伍 组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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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过程

1949年 12月 25日，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由意大利热那亚启程秘密回国，1950年 3月
初，经过 3个多月的重洋飘渡，终于到达了香港。1950年 4月 6日，李四光从香港回到

广州，继而先到上海（4月 9日）、后到南京（4月 13日），5月 6日清晨到达北京。5月 7日，

周恩来总理前来看望，畅谈了近 3个小时。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李四光在中国科学院方

面除了协助郭沫若做好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外，还要把组织全国地质工作者为国家建

设服务的主要责任担负起来（陈群等，2009）。李四光接受组织全国地质工作的任务，5月
中旬，向全国地质界人士发出信件约 200多封，征询组织全国地质工作的意见（档案

华北区

华中区

华东区

东北土壤调查团

山西铁矿调查

大同煤田调查

察哈尔官厅水库

包宁线地质调查

宜洛煤田调查

淮河上游土壤调查

山东金岭镇

鲁南的沂河沐河

苏北盐恳区

海州附近

呼兰、绥化、海伦、通北、北安、
克北、德都、克东、巴彦、庆城、
绥棱、兰西、拜泉、明水、望奎、
青岗等县土壤概测及通北国营农

场的土壤详测

肇东、肇州、肇源、安达、林甸、
泰康、龙江、富裕、依安、宁年、
甘南、讷河、嫩江、泰来等县土
壤概测及查哈阳和鹤山国营农场

的土壤详测

山西铁矿调查队

官厅水库工程地质队

包宁线地质调查队

物理探矿

沂沐两河疏导工程地质

土壤调查

国营计划农场土壤初测

朱显谟（土壤研究室）
曾昭顺（土壤研究室）

吴以譲（测绘室）

宋达泉（土壤研究室）
程伯容（土壤研究室）

尹赞勋（古生物研究室）
曾鼎乾（地质调查室）

王顺祥（测绘室）
黄子洞（测绘室）

李星学（古生物研究室）

姜达权（工程地质研究室）
姜国杰（工程地质研究室）
刘秉俊（工程地质研究室）

姜国杰（工程地质研究室）

顾知微（古生物研究室）
楚旭春（地质调查室）

何廼禔（测绘室）
颜惠敏（测绘室）

席承藩（土壤研究室）
黄孝夔（土壤研究室）

秦馨菱（地球物理研究室）

周慕林（工程地质研究室）
姜达权（工程地质研究室）
刘秉俊（工程地质研究室）

李庆逵（土壤研究室）
何金海（土壤研究室）

马溶之（土壤研究室）

续表 2

工作大区 工作区域 工作队伍 组成人员

东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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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377‑00002‑021‑004）。中央地质调查所在 1950年 5月 23日召开的所务会中，主席周赞

衡报告“科学院李四光副院长征求对于调整地质机构意见的信件将由北京印发各地质

工作人员”（档案 Z377‑00002‑021‑002）。8月，李四光先生陆续收到了征求意见的回信，

共有 295人回信发表了意见，经李四光考虑，并且同有关方面联系，最后提出全国地质

机构设立“一会（中国地质计划调配委员会）、二所（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古生物研究所）、一局（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的意见。8月 22日，

李四光提出的全国地质机构设立意见，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文化

教育委员会联名报周恩来总理。8月 24日，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临时院务汇报，宣布

成立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经院长推荐两所所长人选，其中地质研究所所长：

侯德封（兼代），副所长：程裕淇、张文佑（见 《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 1950年》）。8月
2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四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全国地质机构设立意见，只是在通

过时将“中国地质计划调配委员会”改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8月 25日
周恩来总理签发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的任命通知书。同日，周恩来总理签

署批准任命李四光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为副主

任委员，田奇㻪、佟城、李春昱等 18人为委员的任命书。

1950年 11月 1～7日，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地委会）扩大会议在

北京召开，被邀请参会的 74位地质工作者，除了地委会 21个委员外，还有中央及各大

行政区地质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实际工作者的代表，以及各大学地质系的主任教授。

最终参会的 65人围绕“中央地质的组织”、“1951年工作计划大纲”、“中央与地方地质

机构的联系”、“地质教育问题”和“提案中的其他问题”等 5个问题开展讨论。对于中

央地质机构的组织，包括地委会的组织，地质矿产勘探局、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研究

所的下设部门都提出了建议。这次会议为地质工作的统一领导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尹赞

勋，1951）。为统一对全国地质工作机构的管理和力量的组织，加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

指导委员会的管理职能，1950年 11月 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陈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联名发出了 《关于地质工作

及其领导关系的决定》（财经总字第一〇五九号），明确提出了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

委员会应为地质工作的统一领导机关，现有地质工作机构及其人员的配备调度，一律

由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负责，但地质研究机构及古生物研究机构在组织上仍

属中国科学院，其研究活动仍属中国科学院工作之一部分。此外，还要求“现由中央

财经计划局领导之北京地质调查所、南京矿产测勘处，华东教育部领导之南京地质调

查所及中国科学院领导之南京地质研究所，在本年十一月份内，一律移交地质工作计

划指导委员会接收领导”。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于 12月 1日将此通知抄给中央

地质调查所，12月 4日收文后次日，李春昱所长将此通知“抄致华东教育处及徐代表”

（档案 Z377‑00016‑001）。

在这个通知中，出现了“华东教育部领导之南京地质调查所”这一表述，这是以

往很少有文章提及的一个线索，说明在此之前一段时间之内，中央地质调查所已经由

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接管变更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接管了。查阅中央地质调查所

1950年度的所务会议记录，可以找到这一线索。1950年 5月 31日上午召开的所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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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事项的第一条就是：“高教处转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通知请本所编具本年七八

九月份预算迳送上海华东教育部，请各馆室根据切实需要编具七八九月份预算，于六

月三日以前送交会计室以便汇编报送”。1950年 7月 3日上午召开的所务会议记录显示

（档案 Z377‑00002‑023）：“华东教育部已将本所七月份经费汇来，惟以本所七月份所编

预算数额过巨，且未附工作计划，无法审核，七月份经费仍系按照过去预算数额拨付，

希重做工作计划送部，以便审查”。此外，在 1950年 3～9月执行野外任务期间，为了

便于南京、沈阳、北京之间的联系、沟通信息所编发的 《南京通讯》 第十九号（1950年
7月 4日，档案 Z377‑00003‑2）中也有“本所七月份上半月员工薪水七月一日已由华东区

教育部拨汇到所”。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1950年 7月～12月之间，中央地质调查所

是被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接管的。

1950年 12月 1日，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四光通知南京地质调

查所—— 《函知贵所由本会接管派定侯德封李春昱喻德渊为接管小组由》（地（50）字第

五十八号），内容是“我会奉令接管你所，兹派定侯德封李春昱喻德渊三同志为接管委

员成立接管小组，以侯德封同志为组长。特此函达，请惠予接洽办理交接手续并将办

理情形见复为荷”。12月 5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函复“接准你会本月一日地（50）字第

五十八号通知，以奉令接管本所并派侯德封等三人为接管委员会，当即呈请华东教育

部核示并函请军事代表徐平羽来移交。今行将办理情形函达后希查照为荷”。同日（12月
5日），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具函华东教育部请示如何办理（宁地总（50）字第 0269，
档案 Z377‑00016‑003‑002）。12月 12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吴有训部长批复（档案

Z377‑00016‑004）：“二、遵中央文教委员会关于地质工作及其领导关系的决定，你所应

即移交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收领导。三、移交手续由你所军事代表徐平羽同志

负责协同办理，于本月底以前办理完竣并将接交情形具报以凭结束存备。四、你所经

费，本年十二月份暂准由我部照发。至一九五一年度我部应领经费内即无你所预算，

希向地质工作计划委员会洽定明年一月份起迳由该会拨发你所各项经费”。

1950年 12月 6日上午，中央地质调查所召开了所务会议，讨论的第一项事情就是

“本所即将改组如何办理”，决议“为着交接时期，员工生活发生问题，决议：一、报

请华东教育部在本所未领到地委会经费以前，本所员工薪金请其仍按时照拨。二、函

地委会说明本所以往发薪时间，请其在本月十八日以前将本所十二月份下半月薪金汇

拨，以维同人生活”。这是以李春昱所长为主席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地质调查所所务会

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善邦、程裕淇、李庆逵、侯德封、宋叔和、余皓、钱声骏、

马 溶 之 、 王 朝 钧 、 刘 东 生 、 叶 连 俊 、 何 而 康 、 邱 兰 祥 ， 记 录 人 是 宋 成 美（档 案

Z377‑00002‑026‑003）。1950年 12月 18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召开了“一九五〇年野外调

查队会议”，会议主席还是李春昱，其中记录有“地委会拨来煤炭、化验等费款壹亿元，

除煤炭用三千万外，其余如何分配”，可以看出，地委会在 1950年年底之前，已经开始

接手支付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花费了。

12月 30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吴有训部长再次来函催促赶办交接具报工作

（档案 Z377‑00016‑007）：“关于你所移交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收领导，经于本月

十二日以教秘字第八五〇〇号批复知照，并应于本月底以前办理完竣将接交情形具报，

310



刘 强

1期 刘 强：中央地质调查所奉命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史实

311

以凭转报中央存备在卷。兹特再通知，即希将交接情况迅为具报为要！”。在收到通知

后，地质调查所于 1951年 1月 2日函复“敬悉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委员顷已抵

宁并定于元月三日正式接管本所，关于本所移交清册除届时送请徐平羽军事代表副署

外合先报请鉴核”。此函中的地委会接管委员即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尹赞勋，12月 30日地委会指派他来进行监交，31日他与谭锡畴抵南京。1951年 1月
3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召开全所同仁大会，由尹赞勋副主委宣告中央地质调查所正式被

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

1951年 1月 4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在给南京市公安局的函中写道：“本所由一九五一年

元月三日起由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本所原用‘中央地质调查所’条戳，

自接管日起停用。兹拟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条戳

壹颗，特此函达请予备案为荷”（档案 Z377‑00016‑009）。由此可以看出，地质调查所

自 1913年成立一直到 1951年 1月初，它的名号一直存在，只是隶属不同政府部门或者

被不同部门接管，并没有被“撤销”。移交清册显示（档案 Z377‑00016‑016），移交时中

央地质调查所共有 106人，其中研究人员 62人（包括所长、副所长各 1人，技正 18人、技

士 18人、技佐 21人、练习员 3人），技术人员 15人（包括技正 1人、技士 4人、技佐 5人、

技术员 5人），行政人员 14人（包括会计主任 1人、科员 3人、会计佐理员 1人、管理员

3人、雇员 6人），工友 15人（技工 4人、工役 11人）。房地产包括 54.8亩土地，6幢楼

房、22幢平房；仪器 1552件；研究设备包括图书 189036册、报告资料 3281份、中外

地形图 101423幅、地质土壤矿产图 9118幅；标本 160321件；此外还有药品、玻璃器

皿、古代文物（10件）和燃料（煤 80吨），等等。家具 4738件；重要文具 24件；档案

11104案；关防图章及文具若干。

3. 3 中央地质调查所奉命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1951年１月 25日，“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给地委

会回函：“查本所已于一九五一年元月三日由你会正式接管，兹送上物资移交清册五份，

人员清册贰份，至新查核在监交人下面盖章，除物资移交清册贰份，人员名册二份留

存你会备查外，其余物资移交清册三份经监交人盖章后请即寄还，俾资存查是荷”，该

档案上有“照办 封 一 .二五”和“衡 元、廿五日”的签名，其中“封”和“衡”分别

代表侯德封和周赞衡。1月 30日，地委会函复收到清册并将留存备查以外的物资移交

清册三份寄还，其上的处理意见“清册一份函送华东教育部 封”和“存 封 二、二”均

显示这时候的机构不仅改名了，而且负责人也已经由李春昱变更为侯德封了。另外一

个材料也可以佐证此事，1951年 2月 12日再次讨论 1950年野外工作总结时召开的“五〇年

野外工作小队长及所务会议联席会议”记录显示，此时的所务会议主席已经变更为侯

德封了。

1951年 2月，3大地质机构（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原

矿产测勘处）的代表在南京召开地质工作者座谈会，讨论机构改组的问题。经过讨

论，2月 16日，与会者拟定了一份 《致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倡议书》，有 70人
在上面签名，主张“各中央地质机构在地委会统一领导下，应从速成立局所，所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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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工作人员，具有双重资格，室内工作由所领导，野外工作由局领导，但室内工作与

野外工作，应在地委会同一领导系统下求得工作步调上的一致，因此地委会应加强对

局与所的统一领导，以免分歧”。并提出几条意见：“（一）各项重要问题的决定，请把

握一元化的基本原则，地质工作人员方面在双重资格下，每一个地质工作者，具有双

重名义，如在所为研究员，在局为技正，不加兼职字样。……（三）地委会的组织和所

属各部门负责人选，请早日公布，人选发表后，请迅速到职办公，切实负责推动工作，

并请在本年三月底前正式成立，结束接管工作”。（见 《中国科技史料》 2002年第 23卷
第 4期 319‑322）

1951年 3月 14日，中国科学院通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51>院秘字第 1090号），

刊发圆形橡皮图章一颗，文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1951年 3月 23日和 26日，

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分别致函南京地质调查所接管小组（地<51>字第 392号和

地<51>字第 407号），将“上次在京会商有关局所编制及领导人问题”进行了告知，希

望接管小组向同仁传达，“至于局所成立问题，俟上级批示到达后再行通知”，其中地

质研究所拟设置土壤研究室、第一组（矿物）、第二组（岩石）、第三组（动力地质）和第

四组（综合），另外明确了地质工作人员均为双重资格，双重资格不是兼职。1951年 4月
10日，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给中国科学院发函（地<51>515号），“为请贵院办

理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之工作人员聘任手续由”，提供的地质研究所人员共 142人，

由 5个部分组成，其中北京地质工作人员 46人（主要是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的人

员）、南京虹桥地质人员 33人（原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的人员）、南京珠江路地质人员

32人（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人员）、南京鸡鸣寺路地质人员 14人（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

究所人员）、南京土壤研究室工作人员 19人（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人员）、地质委员会地

质人员 2人。虽然中国科学院最后没有按照这个名单进行聘任，但基本的组建思路已经

可以看出来了，即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人员集中了三大国家级地质机构的地质工

作人员，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新生代研究室和地球物理研究室的人员均

不在这个名单之中。

从这些档案材料可以看出，在 1951年初，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已经在加

速落实局所的组建工作了。到了 1951年 4月 29日，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以

“地（51）字第 653号”正式通知地质研究所（档案 Z377‑00013‑028），“我会图书馆及陈列

馆定于五月七日与矿产地质勘探局、地质研究所及古生物研究所同时成立”。5月 3日，

地委会以“地（51）字第 689号”通知侯德封和王植（原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副处长，

任新成立的矿产地质勘探局秘书处副处长），局所 5月 7日宣布成立，“前接管小组应于

该日撤销，所有该组经管事宜，即请移交所长及副局长，印信即可于该日启用”（档案

Z377‑00013‑029）。5月 4日，地委会以“地（51）字第 693号”通知地质研究所：“接中

国科学院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九日（51）院字第一九四四号函：‘四月二十七日地（51）字

第六三七号函及名单收悉。本院决定任命：马溶之为地质研究所土壤研究室主任；何

作霖为地质研究所第一组主任；程裕淇为地质研究所第二组主任；张文佑为地质研究

所第三组主任；李春昱为地质研究所第四组主任；……’”（档案 Z377‑00014‑001）。

从此脉络可以看出，1951年 1月 3日～5月 6日，中央地质调查所一直处于中国地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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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接管状态。

1951年 5月 7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和中国地质工

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在南京举行了正式成立大会。随后，中国科学院地

质研究所在给南京电信局、南京鼓楼邮局、南京水厂和南京电业局营业科的函件中均

明确写明“前中央地质调查所”已奉命“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吴福元，

2021），凸显了中央地质调查所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最主要来源。至此，中央地

质调查所全体员工一致希望归属中国科学院的愿望尘埃落定、正式完成。

4 结 语

地质调查所成立于 1913年，正式开始独立运转于 1916年，经过 37年的发展，到

1949年南京解放时，中央地质调查所已经成为中国近代成立最早、规模最大、最具国

际声誉的国家级调查与研究机构。

解放后，中央地质调查所并没有被撤销，而是首先被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

教育委员会接管（起止时间 1949年 5月～1950年 6月，其中 1949年 9月中旬之前的军事

代表是赵卓，9月 17日之后的军事代表为徐平羽），后来被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接管

（1950年 7月～1950年 12月），最后于 1951年 1月 3日正式被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

员会接管，在这之前，所长一直是李春昱。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虽然已于 1950年 8月 25日被政务院批准成立并任命了所领

导，但并没有立即完成组建工作。中央地质调查所在 1951年 1月 3日～1951年 5月 6日
期间仍然被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直到 1951年 5月 7日，中央地质调查所

奉命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办公地点仍在南京市珠江路 700号原中央地质调查

所所址。因此，中央地质调查所在 1949年 4月 23日～1951年 5月 6日仍然存在，直到

最后也没有被“撤销”而是奉命被“改组”了。

致 谢 本文是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吴福元所长建议和支持下完成的。

研究所综合办公室的张云霞老师为本文提供了大量的历史档案信息；同事杨翔棹不厌

其烦地帮助查找文献资料；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战略咨询研究院陈京辉老师为查找

《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 提供了大力支持；中国科学院大学已退休的潘云唐教授认真阅

读了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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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facts of reorganization under the orders the National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into Institute of G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iu Qia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The National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is one first established, largest staff and the most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national‑level research institu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is little detailed documentary about its evolution since Nanjing Liberation. On
basis of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references, this paper attempt to figure out the detailed
reorganization process of the National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including take over
successively by Subcommittee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of Nanjing Military Control
Commission（from May 1949 to June 1950）,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East China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mmission（from July 1950 to December 1950）, Chinese Committee for Planning
and Guiding Geological Work（3 January to 6 May, 1951）. In addition, the processes restore of
application for the admission into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AS）by all staff of the
National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is present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CAS on 1 November
1949. Finally, this paper summarize the procedure of the National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was reorganized under the orders to the Institute of G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on
7 May, 1951.

Keywords The National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Take over, Reorganization under
the orders, Institute of G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istorical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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