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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秉南院士是中国杰出的水力学与河流动力学家， 中国水力学学科重要的奠基

人和开拓者之一， 为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林秉南祖籍福建省莆田县， １９２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生于马来亚（现马来西亚）， 原名

秉兰， 后改名秉南， 字士光。 父亲林黄卷， 当时在马来亚任庇朥华侨学校校长， 兼

垦殖橡胶园和经营锡矿， 在马来亚加入中华革命党追随孙中山先生， １９２１ 年应孙中

山先生召唤回到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内政部矿物局科长、 财政部两广盐运署秘

书。 次年林秉南随母亲回国， 从此在广州定居。
林秉南于 １９３８ 年考入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因抗日战争当时迁往贵州平越），

时任院长为茅以升教授， １９４２ 年毕业， 留校任混凝土建筑设计课程助教。 １９４３ 年

离校任贵州修文资源委员会修文水电工程处工务员， 从此与水利结缘。 １９４５ 年考取国民政府教育部公费留

美研究生，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从上海乘船赴美， 同行有许协庆等 ３０ 余位学子， 于 ４ 月抵美就读于爱荷华州立大学

力学和水力学学院（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ｏｗａ）， 于 １９４８ 年获水力学硕

士学位， １９５１ 年获博士学位。 在此期间于 １９４９ 年与同在爱荷华大学留学的王宝琳结为伉俪。 王宝琳是中国

现代化学开拓者之一王琎教授之女， 回国后在北京大学附属医院任儿科主任， 是中国儿科肾病专业的奠基人

之一。 林秉南于 １９５２ 年至 １９５４ 年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任助理教授，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举家回国。 １９５６ 年林秉南

任中国科学院水工室研究员和水力学组副组长。 １９５８ 年中国科学院水工室、 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北京水

电科学研究院合并成为北京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北京水科院）， 林秉南参与水工所筹建， 并于

１９５９ 年至 １９６６ 年担任水工所副所长。 １９６６ 年至 １９７２ 年林秉南在 “文化革命” 中作为 “反动学术权威” 受

到批斗， 送往河南平舆水电部五七干校劳动。 １９７２ 年至 １９７７ 年在水电部科技情报所任工程师， １９７８ 年从科

技情报所调回北京水科院任水工冷却水所副所长， １９８０ 年任水力学所所长， １９８２ 年至 １９８４ 年任北京水科院

院长， １９８５ 年起受聘为北京水科院咨询委员， １９９０ 年任北京水科院名誉院长， 直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逝世。
林秉南院士是全国政协第五届至第八届委员（１９７８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清华大学兼职教授、 美国科

罗拉多州立大学客座教授、 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１９８１ 年至 １９９０ 年）、 钱宁泥沙科学基金会主任委员

（１９８８ 年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９９１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林秉南院士长期从事水力学与河流动力学领域的研究， 在高速水流、 明渠不恒定流和河流泥沙研究等方

面都取得了开拓性成就。
在高速水流方面， 他于 １９５８ 年完成了中国第一座最大流速可达 １９ ｍ ／ ｓ、 变坡幅度可达 ５７°的高速水流渗

气陡槽设计， 是当时世界三座试验用大型活动陡槽之一。 他是中国最早对溃坝波进行试验研究的学者， 早在

１９５８ 年至 １９５９ 年， 他负责设计了第一个长江三峡水库水体突然泄放实体模型， 完成了长达 １８ 卷的 《长江

三峡水体突然泄放问题研究报告》； 他是高坝水流宽尾墩新型消能工的发明人之一， 他主持的 “宽尾墩、 窄

缝挑流坎新型消能工及渗气减蚀的研究和应用” 改变了高坝泄流消能的传统概念与途径， 找到了解决中国

高坝建设中出现的极高速水流对水工建筑物严重的空蚀及冲刷问题的方法， 在安康、 潘家口、 五强溪、 岩

滩、 隔河岩等许多大型水利水电工程中， 取得显著技术效果和经济效益， 为中国高坝建设提供了有效技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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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他还开发了如 “渗气水流测量方法” 等多种首创的高速水流实验和测量设

备与仪器。
在不恒定流研究方面， 林秉南于 １９４８ 年在他的硕士论文 “Ｕｎｓｔｅａｄｙ Ｆｌｏｏ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ｓｓａｕｓ Ｌｉｎｋ Ａｔ⁃

ｔａｃｋ” 中， 提出了求解不恒定流的 “指定时段构造特征线网法”， 并于 １９５２ 年 ４ 月发表于美国地球物理联合

会会刊， 受到当时水力学界的重视， 后被收入美国、 日本多部水力学专著中。 他于 １９５０ 年提出的 “明渠非

恒定流等时段法” 被选入 《中国水利大事年表》。 １９７４ 至 １９８５ 年期间他作为浙江省河口海岸研究所特邀顾

问， 并带领研究生在中国率先开展了用数学方法模拟不恒定流流场的研究， 先后提出了 “二维特征理论法

研究杭州湾潮波运动” 、 “破开算子法在二维潮流和污染物扩散场计算中的应用” 、 “三角网格在二维不恒定

流计算中的应用” 等大量研究报告和论文， 推动了中国不恒定流数学模拟的研究， 在生产实践中获得广泛

应用。
在河流泥沙研究方面， 林秉南于 １９５１ 年在他的博士论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中首次用实验揭示了泥沙沉降中浓度效应的存在， 指出泥沙颗粒雷诺数是研究浓度

效应的重要参数。 该项成果发表于美国第二届中西部流体力学会议论文集， 改变了传统的泥沙沉降速度公式

只适用于单颗粒泥沙在无穷介质中沉降的状况。 １９５９ 年他和钱宁共同开展钱塘江河口演变基本规律研究，
于 １９７４ 年提出了一维和二维动床计算方法； ２００１ 年他和王兆印合作在第 ２９ 届国际水利工程研究协会

（ＩＡＨＲ）发表论文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系统总结了中国泥沙问题研究的科学成就

和研究方向； 从 １９８６ 年起他把主要精力投入长江三峡工程泥沙研究中， 于 ２００６ 年在 《水利学报》 发表

“河流悬移质泥沙冲淤数学模型导论”， 这是他关于河流泥沙问题研究的总结性论文， 也是他一生发表的 ９５
篇论文中最后发表的一篇论文。

林秉南为长江三峡工程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 泥沙问题是三峡工程建设

运行中的关键性技术问题之一。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林秉南受命担任泥沙论证专家组组长， 严恺、 钱宁、 张瑞瑾、
杨贤溢和石衡任顾问， 专家组成员由 ２７ 人组成， 后增至 ３２ 人。 面临着泥沙问题的复杂性和国内外对三峡工

程泥沙问题的高度关注， 林秉南广泛听取专家们的意见， 凝练出 “水库淤积与防洪库容和调节库容的长期

保持”、 “水库变动回水区航道与港区淤积”、 “水库末端淤积与重庆市洪水位抬高”、 “水库运用对江湖关系

和下游河道及长江口的影响” 等几大课题， 在由多学科初步确定的 “１７５⁃１４５⁃１５５” 方案（即正常蓄水位 １７５
ｍ， 防洪限制水位 １４５ ｍ， 枯季最低消落水位 １５５ ｍ）和 “蓄清排浑” 运行方式的框架下， 采用原型实测资料

（以丹江口水库变动回水区为原型）、 泥沙实体模型（建造四个实体模型各自独立进行平行试验）、 数字模型

（由林秉南亲自主持评议）， 进行了多途径细致深入的研究。 经过长达两年半的研究， 终于提出 《泥沙专题

论证报告》， 在报告的结尾段掷地有声地指出： “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阶段的泥沙问题经过研究， 己基本清

楚， 是可以解决的。” 这是对历史的承诺。
该项论证成果获得了国内外广泛的认同和赞誉。 世界银行在 １９８６ 年至 １９８８ 年委托加拿大与中国按照世

界银行的国际标准联合编制的《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报告》第三卷 “理论、 计算与数学模型” 一节中写道： “三
峡工程整个控制泥沙策略所依据的平衡坡降与保留水库长期库容理论在中国已发展成完美的艺术。 世界上再

也没有别的国家有使水库防洪调节库容得以永久保持的如此丰富的经验。” 然而， 作为一位具有使命感和严

肃科学精神的科学家， 林秉南并没有陶醉在已有的成功中， 而是思考得更远更深。 １９９３ 年国务院三峡工程

建设委员会考虑到泥沙问题在三峡工程建设和运行中的复杂性和关键性， 决定在论证工作结束后继续设立泥

沙课题专家组， 负责组织协调三峡工程泥沙科研工作， 林秉南受聘为组长， 再次挑起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研究

的重任。 他编制了《关于三峡工程泥沙研究规划》， 为开展更加深入、 系统、 长期的三峡工程泥沙研究制定

了路线图， 并在“九·五”“十·五”泥沙攻关项目中实施， 取得丰硕成果。
林秉南对三峡泥沙问题一直持十分谨慎严谨的态度。 ２００３ 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必须居安思危，

要充分考虑将来可能出现的新问题。” ２００９ 年他在一篇未正式发表的论文 “我对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认识”
中， 对当前和将来三峡工程泥沙问题做了极为精辟和深刻的论述。 他指出： ①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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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成功预报水库百年淤积的先例， 这是数学模型本身的功能所决定的。 数学模型的功能限于在给定的外部

条件所适用的范围内对可能出现的情况通过计算进行预报， 而外部条件如何演变难以把握。 因此他建议加强

对外部条件演变的研究， 并建议以 ２５ 至 ３０ 年作为一个淤积预见期； ② 对水库应设立 “安全阀”， 以作为应

对水库出现的意外情况。 “安全阀” 包含两层含义： 其一， 水库在必要时可将坝前水位降至某一特定低水

位， 这样， 一来可以藉以冲刷水库泥沙， 作为应对意外淤积的措施； 二来在战时可保障水库安全， 为此要保

证库岸的稳定性能允许水库水位迅速消落。 其二， 对数模计算的重庆洪水位应预留 １ 至 ３ ｍ 的变幅， 以应对

意外大淤积； ③ 要充分认识优化调度对减淤的重要性， 其内涵是降低水库水位、 冲刷水库淤积， 并以此控

制水库淤积。 水库建成后， 优化调度是人工调节水库淤积的唯一手段， 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放弃。 他同时指

出， 优化调度引起的流动是不恒定流， 用恒定流模型进行优化调度计算其结果将会引起误导的作用； ④ 要

进一步发展泥沙数学模型。 他指出： 模型的数学框架必须正确无误， 力求模型符合自然物理现象及流体力学

原理， 在模型中要攻克粘滞性和惯性同时起作用的问题， 要进行模型与观测资料的拟合， 实体模型的条件是

由数学模型给出的， 要深化对两者关系的认识。 林先生这些认识， 为我们继续进行三峡水库泥沙问题研究指

明了方向。
林秉南是国际知名学者， 长期活跃在国际水利和水力学科技交流舞台上。 １９８３ 年他率团访问日本， 促

成 “中日河工坝工会议”， 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２６ 届。 他作为发起者之一， 积极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建

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 并于 １９８４ 年在北京成立， 林秉南担任第一至四届顾问委员会主席， 兼英文期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主编。 １９９１ 年至 １９９６ 年他担任国际水利工程与研究协会 ＩＡＨＲ 亚

太地区分会主席。 １９９７ 年他获得美国土木工程学会干旱地区水利工程奖和 ＩＡＨＲ 终身荣誉会员奖。 在他的发

起和大力推动下， ２００４ 年世界泥沙研究会成立， ２００７ 年他获得该学会荣誉会员奖。 他的这些努力， 搭建了

中国与世界泥沙科技交流的平台， 为中国泥沙科技发展迎来更多机会与荣誉。
当我行文至此时， 一位谦和、 睿智、 严谨， 海外学成毅然回到新中国， 为国家和水利科学做出杰出贡献

的科学家———林秉南先生的形象更加清晰地映现在我的眼前。 还有他的夫人， 著名儿科专家王宝琳大夫，
１９７３ 年她曾为我三岁女儿诊治肾炎， 我们曾一度是邻居。 我对他们怀着深深敬意和感激之情。 然而， 令人

悲叹的一幕此刻也从我脑海的深处翻腾出来。 那是 １９６６ 年深秋的一天上午， 我从北京水科院北院单身宿舍

去办公室， 目睹林秉南先生和他年迈的父亲正挂着 “汉奸”、 “特务” 的牌子， 被一群狂热之徒在批斗着

……。 虽然时隔 ４６ 年之后， 当记者向已 ９２ 岁高龄的林秉南先生问及如何看待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时， 他只

淡淡地说了八个字： “无所谓了， 群众运动。” 可是我心里却隐隐作痛。 赞哉！ 叹矣！ 一代代大禹传人， 他

们肩挑着以水利复兴中华的重担， 艰难跋涉在大河上下， 忍辱负重， 直到春蚕丝尽。 他们是我们民族的

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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