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十年来，叶小纲以《喜马拉雅

之光》《最后的乐园》《大地之歌》等

交响乐作品拉开了“中国故事”的序

幕，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

之一。在创作大量不同凡响的音乐

作品的同时，他更参与到一系列社

会活动中，为现代音乐的推广和传

播倾心尽力培养人才、培育市场。

可以说，他取得了一位艺术家能够

取得的一切荣誉，然而，他的艺术人

生并非顺风顺水，曾在上海郊区的

造纸厂做过六年钳工，他今天辉煌

的创作成绩，似乎也正源自那段艰

苦的日子。

叶小纲生于音乐世家，父亲叶

纯之是老一辈作曲家，曾与李瀚祥、

胡金铨并称“香港电影三才子”，电

影《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音乐

便出自老先生之手。叶小纲考入中

央音乐学院后，也与谭盾、瞿小

松、郭文景并称“四大才子”，

后来美国音乐协会称他为

“中国的巴赫”，评价他的

音乐具有高度的艺术性，

在保持理性的同时又能

深抵人心。

留学海外，更痴迷中

国传统文化，中西结合的

人生经历使叶小纲的音乐冲

破文化藩篱，用西方人熟悉的

音乐形式，传递民族声音、讲好中

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从1984年

他代表青年作曲家出席中国改革开

放后首次参加的国际艺术节，首演

新作《西江月》，到1987年前往美国

伊斯曼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可以说

他是这个时代中国音乐艺术发展的

见证者之一。这种身份的认同感和

使命感，让他在1994年选择回国，

追随着那一颗初心。

常有乐迷和媒体关注叶小纲俊

朗儒雅的外形，但他更是一位不折

不扣的实力派，一直尝试站在中国

当代音乐的潮头。采访中，他思路

清晰、表达精准、言简意赅，甚至有

那么一点儿“恃才傲物”，他的言谈

绝不会有拖泥带水的恭维和冗长无

味的铺垫，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表

达完自己的观点后，你必须飞快转

动脑筋，才能跟上这位艺术家的思

维。他最想做的事，就是“用音乐表

达一个略为成熟的男人对世界尚存

的一丝勃勃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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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旬高龄南开教授，回顾当年科研故事

中国第一颗硅单晶诞生记

口述 丁守谦 整理 何玉新

丁守谦1930年出生在湖南攸县，

南开大学电子科学系教授，美国SID

学会理事、中国电子学会会士。在不

久前召开的“2021中国半导体材料产

业发展（开化）峰会暨半导体材料分会

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91岁的丁

守谦分享了1958年他和同事用自制

的硅单晶炉，拉制出中国第一颗直拉

硅单晶的故事。他们的这项成果，既

满足了当时国家对信息硅材料的重大

战略需求，迅速缩短了我国与欧美的

技术差距，也为我国半导体事业乃至

当今信息时代的集成电路和未来低碳

时代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奠定了坚

实的材料基础。

研制高纯度硅单晶

靠土办法艰难前行

1958年9月，天津市公安局按照
公安部指示，决定在玛钢厂成立“601
实验所”，由公安局江枫局长亲自挂
帅，宛吉春厂长任所长，我任组长，开
始研制硅单晶及物理提纯。小组成员
共七人，我是1950年进清华、1956年
北大物理系硏究生毕业，分配到南开
大学物理系任教。靳健、蔡载熙都是
南开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雷衍夏、胡
勇飞分别是北大和天大的大学毕业
生。张少华是中学物理老师，心细手
巧。我们几个年龄都在30岁以下，只
有一位年长者李性涵，近60岁，曾任
某电池厂厂长，称得上能工巧匠。

601实验所成立时，除了两间平
房，其他一无所有。宛厂长派我到书
店搜集资料，他说：“见到有硅字的书
就买。”我买到俄文版《半导体冶金
学》，从中获得拉单晶及区域提纯的基
本知识；还买到一本《半导体物理学》，
让我们充实了半导体理论。我又到南
开大学物理系资料室影印资料，同时
建议订购一些英、美、俄、日、德文的科
学期刋，以便及时了解前沿科学。

从资料中得知，硅的熔点是
1415℃，其化学特性特别活泼，必须在
真空或惰性气体保护下将其熔化，否
则将被污染。我们利用一台废弃的高

压变压器，采用打火花方法产生高频
振荡，将石墨筒内的硅粉加热，终于将
硅粉変成硅块。尽管起初的硅块表层
全成了碳化硅，还不能用，但为我们后
来演练提拉硅单晶发挥了作用。
最难的是研制硅单晶炉。宛厂长

通过公安部了解，全国各单位都没有
硅单晶炉，只有北京有色金属冶金设
计院有锗单晶炉。一名公安干部陪我
到北京参观，我发现锗单晶炉非常复
杂，因为不许拍照、记录，回来后只能
凭记忆向大家转述。我一边说，大家
一边分析讨论，靳健选修过制图课，由
他来绘图。大家又七嘴八舌地提了些
修改意见，定稿后交给宛厂长。宛厂
长下达指令，玛钢厂车、钳、铆、焊各工
种齐上阵，不久，一台与我印象中的锗
单晶炉有些相似的硅单晶炉制造出来
了。但没想到一试炉壁烫得不行，只
能推倒重来。

国庆十周年之际

制成硅单晶献礼

我们改进设计，将炉壁及提拉杆
都加上水冷套，在炉壁上设计了两个
观察窗，以便多人观察监控，发挥集体
智慧。据国外文献，高温炉一般都用
惰性气体氩作为保护气体。我们找不
到氩气，一度想采用吉普森法产生氢
气作为保护气体，但因太危险而放
弃。后来买了一套真空系统，才解决

了硅单晶不被污染、同时又能保持稳
定的热场分布。

接着是硅粉纯度问题。601实验
所成立之前，研制硅粉的化学组就已
成立，他们采用硫铝还原法制成硅粉，
但纯度较低。实验所从板桥农场调来
南开大学化学系将近毕业的大学生张
嘉伦，改用三氯氢硅还原法提纯，将硅
粉纯度达到了3个9。

最后是硅籽晶问题。当时，宛厂
长从科学院购来的硅籽晶像印刷厂的
铅字般大小，只有一块。他还保留了
一小批高纯度石英坩埚，说不到关键
时刻不准用。我们在做拉硅单晶模拟
实验时，将硅块磨成硅籽晶般大小，替
代硅籽晶反复实验，直到能稳定拉出
像小胡萝卜一样的硅复晶棒。

准备工作就绪，国庆十周年也临
近了，宛厂长将那宝贝一样的硅籽晶
及高纯度石英坩埚交给我。1959年9
月14日晚上8点，全组人齐聚实验室，
由动手能力强的张少华主拉，我与靳
健等人在另一个窗口观察、监视，一旦
发生意外随时调整电压，或发出警报。

实验开始，随着硅单晶炉徐徐加
温，待硅粉全部变成硅溶液后，张少华
轻轻放下硅籽晶，慢慢提拉、放肩（即
让晶体逐渐变大，直径达大拇指大
小），及至出现三条棱线，我们观察到
拉出的晶体出现了三个对称的小平
面，这是我们演练时从未见过的，说明
拉出的是真正的硅单晶！

当晶体拉到3厘米长时，忽然马
达出现故障停转，我们立即改用人工
转动，坚持了一会，但不得不停机。这
时坩埚内有些硅液还没拉完，不过问
题不大。待单晶冷却，拿出来仔细观
察，一个黑褐色单晶体见棱见角，三个
晶面闪闪发光，这不就是我们日思夜
想的一个完整的硅单晶吗！

这时已是9月15日早晨，我给宛

厂长打电话，他马上赶来，看到后也十分
兴奋，立即打电话向江枫局长汇报。江
局长在电话里说：“太好了，要重奖你
们！”宛厂长拿着这颗硅单晶四处报喜，
并到科学院去检验，结论证明是一颗纯
度为3个9的硅单晶。
之后，我们的拉制技术愈加纯熟，单

晶炉也越改越完善。听宛厂长说，我们
生产的硅单晶除供给公安部相关单位
外，还卖给了一些科研单位，简直供不应
求，不得不日夜开工。南方一些厂还向
我们订购单晶炉，卖出了二三十台。

参加全国硅材料研讨会

获得权威院士赞赏

张少华等人继续拉制硅单晶，我与
靳健、蔡载熙开始无坩埚区域提纯，力争
将硅单晶纯度达到5个9以上。硅单晶
提纯难度更大，当时只有美国贝尔实验
室、德国西门子的科学家做过，而且是在
1953年才开始的。我们只能参考那本
俄文版的《半导体冶金学》及国外文献上
的示意图，具体工作完全靠自己摸索。

我们发现，设计硅的区域炉原理并
不复杂，但真做起来却异常困难。大家
一起讨论，还是由靳健担任设计师，画出
图纸，然后加工。玛钢厂的加工能力不
足，又派靳健到江苏省一个公安局管辖
的工厂去加工。接着开始实验，问题又
是一大堆，我重读当研究生时最喜欢读
的维纳经典著作《控制论》，以及我买到
的钱学森英文影印版《工程控制论》，根
据这些原理，经反复实验，终于在1960
年秋天拉出一根直径约1厘米，长十几
厘米的硅棒，经鉴定，其纯度达到7个9，
成为我国第一根区熔高纯度硅单晶。

1961年秋天，国防科委和国家科委
在北京联合举办“全国硅材料研讨会”，
这方面的著名专家均到会，宛厂长带着
纯度为7个9的硅单晶赴会，引起轰动，

聂荣臻元帅闻讯后笑着说：“这可是游击
队打败了正规军！”

这两项重要任务完成后，由蔡载熙
主要负责区熔的进一步硏究及生产，靳
健去研究硅的外延生产等新项目，我负
责创立测试组。后来703厂成立，招来
一批北大、清毕、南开等大学的优秀毕业
生，队伍逐渐扩大。宛厂长组织成立技
术核心组，我、靳、蔡等人都是成员。

1965年召开全国半导体会议，我写
的《四探针法硅电阻率的探针游移误
差》与703厂技术员韩朝林合写的《Q表
法测硅电阻率》两篇论文均入选。后者
由韩朝林在会议上做报告，引起重视，林
兰英院士要求赶快发表。后来她到703
厂参观，专门看了这台仪器，又一次得到
她的赞赏。若干年后我偶遇老同事，他
告诉我这两篇论文中导出的公式已成为
部颁行业标准。我深刻体会到，这两篇
论文，如果没有好的数理基础是无法完
成的。我要由衷感谢“两弹一星”元勋彭
桓武和周光召两位恩师，他们亲自向我
们研究生开设了“数学物理方法”课程，
使我在日后的科研中开花结果。
这就是中国第一颗硅单晶诞生前前

后后的故事。准确地说，这不是故事，是
实实在在的历史。也许有人会问，这么
重要的科研项目为什么会交给几个年轻
的知识分子？简言之，世界第一块集成
电路于1957年在美国问世，我国因此掀
起了硅材料研究热潮，但久攻不克。公
安部要大力发展刑侦技术，急需硅单晶，
这才把任务交给天津市公安局。
因为中国第一颗高纯度硅单晶诞生

在天津，所以在1960年3月，国家计委和
冶金部在天津投资66万元组建703厂，
几经更名，成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46研究所。如今我国半导体材料行
业飞速发展，已能研制生产12吋直拉硅
单晶。我由衷地开心，为我们的过去骄
傲，也为今天的科研人员喝彩。

讲述

丁
守
谦
教
授

印 象

在世界舞台
讲中国故事

叶小纲 民族音乐赋予我美学支撑
文 阿加东

叶小纲谈电影音乐

电影里的故事与角色
拓宽了音乐家的思路

我觉得影视音乐是一个音乐家拓宽创
作思路、接触生活、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
好机会。因为电影里的故事和角色都是不
一样的，做电影音乐能接触到很多平时不
熟悉的东西，比方说几百年以前人们的生
活，甚至未来太空的生活，能拓宽自己的人
生经历。我本人乐此不疲，除了在音乐前
沿探索，还能让自己的音乐为社会、为大众
服务，对作曲家是一个考验。
创作电影音乐要提前和电影主创人员

沟通，也要看样片，如果不看样片，怎么掐
时间呢？电影是时间的艺术，分分秒秒要
掐得很精准。画面一换，音乐就要跟着变
化，所以想要精益求精，就要看画面，这对
作曲家是一种挑战。

国外的电影音乐，比如《泰坦尼克号》
《海上钢琴师》《辛德勒名单》，我觉得都非
常棒。客观地说，很多西方的优秀电影，
它的音乐质量比电影本身还要高。这一
点我们中国的电影工作者真的要好好思
考，因为西方电影导演和制片人将电影音
乐作为影片的重要环节，对一部电影来说，
音乐质量高总不是坏事。我们很多导演知
道莫里康内，但光听莫里康内是不行的，必
须认真听一听古典音乐。不听勃拉姆斯、
瓦格纳、贝多芬的导演，基本功是不扎实
的，要知道，莫里康内就是听勃拉姆斯、瓦
格纳、贝多芬才形成自己音乐风格的。千
万不要小看古典音乐，电影《泰坦尼克号》
主题曲《我心永恒》多好听、多经典，但是它
的曲作者詹姆斯·霍纳如果没有古典音乐
的基础，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因为
我们一些导演缺乏古典音乐基础，所以才
会认为“这个音乐不是我要的”“那个音乐
也不是我要的”，其实这是挺可笑的事。

作为一名古典音乐作曲家，我也很愿
意听流行的、电子的、摇滚的作品，而且在
我的作品中也出现过这些元素。比如电视
剧《玉观音》，里面有很多摇滚乐的配乐段
落，都是我亲自操刀，甚至包括酒吧里的流
行音乐作品，都是我亲力亲为。我近期还
写了一首摇滚音乐作品。
我有这个自信——我的音乐可以帮助

电影提升质量，可以和导演“抢戏”。现在
很多年轻电影人不敢请我写音乐，他们觉
得我是和张艺谋、陈凯歌那一代导演合作
的电影音乐人，担心找我写音乐很贵，或者
是年轻人觉得我太老了，意识跟不上了，但
我自己到现在为止还没失败过呢，我会一
直不断地去尝试新的创作。

一个人的生活经历

比工作经验更重要

记者：谈到您的艺术经历，就不能不提及您这

一代中国作曲家，从中央音乐学院到上海音乐学

院，这二十几年的世界音乐创作舞台，几乎被这一

批人——您、谭盾、陈其钢、陈怡、郭文景、瞿小松、

周龙、许舒亚、盛宗亮等人“霸占”。而且，这批人

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先得到西方音乐界的

认可，然后才回到国内。

叶小纲：我们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新生作
曲家，时至今日，仍在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中起着作
用，并在国际上异军突起，形成一股新鲜力量，应
该说是时代造就的。我也是先在国外得到承认，
比如出版商——我的室内乐作品在国外已经演了
很久，自己都懒得去听。关键在于，我们从人家那
里学到的技法能否与我们自己民族的需求相结
合，进而创造出自己个性化的艺术，既能让国人感
到新鲜，又具有国际化的通行语言而被世界所承
认和接受。

记者：您认为您这批音乐才子取得成功的原

因是什么，您又是如何做到独树一帜的？

叶小纲：我认为一个人生活的经历远比工作
经验更重要。有一次余隆和我说，现在的年轻人，
有工作经历但没有人生经历，作为一个艺术家是

不够的，我非常同意。我认为自己的创作不
是靠技术取胜的，我靠的是在音乐中的
情感，当然感情也需要过硬的技术去
支撑，才能合理地抒发出来。尽管
做的是现代派，但我主打的却是
自己作品中古典音乐的文化气
质。我喜欢读书，渴望新的知识，
每周都要买一大堆书，同时在几
个网站上购书，有时会为了一句
话而买一本书。我至今都坚持每
天听一个小时唱片，涉猎到音乐的所

有领域：古典、现代、民族、通俗、流行、
摇滚；我还坚持每天阅读一两个小时，这是

自青少年时代养成的习惯，那时候我读遍了鲁迅
的书，他的作品我几乎都非常熟悉，看到经典的句
子就抄下来，好的段落用笔画下来，至今还有这样
的习惯。

记者：您对于中国当代音乐的期望是什么？

叶小纲：第一，我希望让中国的音乐能够真正
迈进世界音乐的大门，在我还在业内的几年中，让
自己成为一名足够优秀的音乐家，这是第一点；第
二，推动全社会为诞生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而努
力，或者说，在我们的努力下，诞生更多的大音乐
家。我现在是中国音协主席，有责任带领中国的
音乐家们在满足全国人民诉求的基础上，把音乐
做得更好。

我的音乐结构

是中国式的起承转合

记者：德国的古典音乐、美国的音乐技巧，当

然还有中国传统的音乐底蕴，这三者是您创作的

基石，它们各自给您带来了哪些影响？

叶小纲：一方面，中国的古典文化是追求社会
大同与和谐秩序，这是中国人的理想；另一方面，

我很熟悉我们国家各民族的音乐传统，这些构成
了我作品中的美学支撑。我在美国留学过，感受
到美国音乐技术的优势，美国音乐的配器非常灿
烂，当代作品的剧场效果很好。德国古典音乐重
在精神，有人说瓦格纳的音乐是“毒药”，贝多芬的
音乐是不断进取，其精神力量一直都在。音乐不
能单一化，应该融在一起，我的音乐里有德国音乐
的影子，表现方式是美国的多姿多彩，但我的内在
是中国的芯。中国音乐的结构是起承转合，我的
音乐结构在任何西方的音乐曲式里都找不到，这
是我独特的优势。

记者：也有一些评论说，您的音乐相对还是比

较传统、保守，您听过这种说法吗？认同吗？

叶小纲：如果不这样的话，接受我的人就更少
了。我的音乐如果特别前卫，那我就成了一个学
科的实验带头人，而不是整个音乐界的带头人。
保守一些的话，我觉得音乐可能会比较好听，大多
数人能够接受，我走的是这条路。我不想去走一
条我一个人独闯在前面，后面没有跟随者的道路，
也不希望再过五年、十年才能有人听懂我的音乐，
这不是我的目的。在国内写东西，我相对来说会
稳一点，但我有些给国外写的东西是非常前卫的，
那是因为“买方需求”，我得让外国人知道，我们中
国人不是那么保守，你们会什么，我们全会，我们
比你还先进，我是“看人下菜碟”的。

记者：您写过《春天的故事》《深圳故事》等颂

扬改革开放的作品，这类作品有它的社会效益，您

在创作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凸显它的艺术性呢？

叶小纲：这要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确实是任
务，是我的工作；另一方面，对于作曲家来说，也是
一个特别好的锻炼机会，因为你要适应需求。这
样的机会来了，我也想看看自己能不能适应创作
环境，这是很好的考验。我个人认为《深圳故事》
写得很不错，可以成为类似作品中的优秀作品。

接触国外的音乐家越多

越发现我们的音乐家并不逊色

记者：您最想教会学生什么？

叶小纲：我不敢说自己是一名成功的音乐教
育工作者，但我的学生不少，他们的成绩都不错。
他们年纪比较轻，就像一张白纸，可塑性强，可以

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我想把自己的审美、嗜好、
偏爱都传达给学生。我相信我在青年时代建立起
的审美基础，用现在的话讲，是比较“高大上”的。

记者：作为老师，或者说作为伯乐，您看学生

有没有看走眼的时候？一般来讲从他第一年入学

到最后毕业，到他日后的发展，是不是大多数都如

您所料？

叶小纲：这个很难讲，我举个例子说，我的同
班同学谭盾，现在是我们这一班里很优秀的指挥
家，是全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但当年他进学校的时
候并不被老师们看好。我们班上有一个人，入学
时是全班第一名，我们都仰望着他，因为他实在是
太厉害了。他好在什么地方呢？主要表现在技术
上，我们觉得自己再学三年五年都追不上，但最后
这位同学恰恰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功。

记者：在您看来，当下中国音乐在国际上处于

什么位置？

叶小纲：这些年我做过北京现代音乐节、青岛
海洋国际音乐季、大湾区艺术节、深圳“一带一路”
国际音乐节，邀请并接触过很多国外的现代音乐
艺术家，看过他们的表演，由此我发现，我们国家
的艺术家跟他们比起来毫不逊色。这个自信是这
么得来的。如果你不去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不知
道世界的情况，这个自信就无从谈起。

记者：您一直在做交响乐普及，成效如何？

叶小纲：交响音乐已经走到了一个紧要时刻，
当下的现实情况是，交响音乐的创作者越来越多，
世界各地的交响乐团越来越多，交响音乐演奏家
的技巧水平越来越高，但相比我们的前辈，相比古
典和浪漫主义音乐时期，我们这个时代真正能风
靡全世界的交响音乐作品却不见增多。这就需要
我们国际上所有的交响音乐艺术家、交响音乐院
团、交响音乐机构等汇聚起来，共同携手，改变颓
势，担负使命，共创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交响文明
与艺术辉煌。

记者：您的身份很丰富，包括音乐家、教育家、

社会活动家，现阶段给自己的定位侧重于哪方面？

叶小纲：心灵还是侧重在创作方面，希望能多
出新作品。但时间上没有办法保证，因为要做很
多事情，有的时候开会，有的时候教学，有的时候
赴外地考察、研讨，有的时候写文章，反正比较忙
碌吧。

叶小纲
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作曲
家。主要作品有交响乐《春天
的故事》、舞剧音乐《深圳故
事》、交响曲《长城》《琵琶协
奏曲》、室内乐《九乱》
《林泉》等。

左一为叶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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