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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海泽农 矢志报国

1909 年 6 月 18 日，曾呈奎出生在
福建省厦门市的一个华侨世家。少年时
期，看到国家贫穷，农民辛勤劳作却吃
不饱穿不暖，他便立志研习农业科学，
以科技改变落后局面，并给自己取号

“泽农”，以明心智，矢志不渝。
1927 年，曾呈奎进入厦门大学学习

植物学，师从钟心煊教授，开始海藻的
收集和研究。彼时，国内的海藻研究还
是一片荒漠。在收集海藻时，他看到人
们采集海藻为食，便萌生了“海洋农业”
的想法。从此他与大海结缘，开始了“沧
海桑田”的一生远征。

1932 年，曾呈奎到岭南大学研究院
刻苦攻读，并获理学硕士学位。1935 年，
他来到国立山东大学任讲师，1937 年被
聘为副教授。此后，他又到岭南大学任
生物系副教授。

其间，为了摸清我国海藻资源“家
底”，曾呈奎南到海南，北至辽宁，对我
国沿海海藻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采集了
数千号海藻标本，积累了大量资料，为
我国海藻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940 年，曾呈奎到美国密执安大学
研究生院学习藻类学、湖泊学和植物生
理学，两年后顺利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随后，他又获得密执安大学拉克哈姆博
士后奖学金。1943 年 6 月，当博士后工
作结束，他决定回国建立水生植物研究
所，但因二战期间中美交通几乎断绝而
未能成行。于是他选择赴美国斯克里普
斯海洋研究所进修物理海洋学和海洋
化学，同时继续他的海藻资源及其利用
研究。

1946 年，37 岁的曾呈奎已是美国
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拥有
优厚的生活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美
国密执安大学、华盛顿大学等单位也都
希望他去工作。但报效祖国、实现“泽
农”志愿，一直是他难以割舍的情结，他
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正因为她落后才
更需要我们去建设。”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立山东大学于
1946 年在青岛复校，时任生物系主任的
童第周受校长赵太侔之托，聘曾呈奎为
该校教授。当时的国内无论是生活条件
还是研究条件都很差，但曾呈奎于 1946
年 12 月毅然回国。他一面教书育人，一
面从事海洋科学研究。

青岛解放前夕，曾呈奎是国民党政
府要争取到台湾去的科学家之一。当
时，他远在厦门的夫人和子女已去了台
湾，日夜盼望他也能到台湾全家团圆。
但他却态度坚决：“我相信共产党，我决
不跟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去！”他的行为
遭到了家人的误解，从此他与家人天各
一方。

直到 1975 年，曾呈奎作为新中国
第一个科学家代表团副团长访问美国
时，才得以与分别数十载的家人第一次
相见，但误解仍没有消除。1995 年，其次
子、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局研究员曾云
骥来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进行学术
交流时，父子二人才于 50 年后在祖国
大陆第一次握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科学教
育事业大力支持，使曾呈奎深受鼓舞。
1956 年，曾呈奎第一次郑重地向党组织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长期考察和培
养，1966 年基层党组织终于通过了他的
入党申请。就在他期待批准之际，“文
革”爆发，之后他受到迫害，被打成“反
动学术权威”“大特务”。1954 年与曾呈
奎结婚的妻子张宜范，深深地为自己的
丈夫担忧，曾呈奎却说：“我们要相信共
产党。目前只是一片乌云遮天，总会过
去的！”

“文革”结束后，他再一次向党组织
提交了申请。1980 年 1 月 8 日，曾呈奎
终于在古稀之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战略引领 功在千秋

曾呈奎长达 70 余年的科研活动都
是和海洋科学联系在一起的。他坚持面
向国家需求，体现自主创新，在开展基
础研究和探索自然规律的同时，时刻不
忘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长期坚持
并成效卓著。

曾呈奎长期从事海藻生物学研究，
在藻类的分类形态研究上发现了百余
个新种，两个新属，一个新科；具体主持
完成了《中国海藻志》的编写，成为世界
上最权威的藻类分类学家之一。

澳大利亚的国际知名藻类学家、
亚太地区应用藻类学会乔安娜·琼斯

博士如是评价：“曾呈奎是一位藻类学
界的巨人。生活于动荡的年代，但从没
有偏离过对藻类知识的追求以及尽可
能利用藻类来改善人类生活道路的追
求。”

上世纪 30 年代，曾呈奎走遍中国
南北沿海开展海藻资源调查研究，和世
界上瑞典、丹麦、英国、美国和日本的知
名藻类学家建立了密切的业务联系，这
些国家的一些博物馆内至今仍完好地
保留着当年他寄去的中国海藻的珍贵
标本；40 年代，他在美国围绕着战略物
资琼胶产品的生产和控制问题，负责组
织开展了对琼胶原料的生产和加工方
法的研究，同时也涉足于褐藻胶和卡拉
胶的资源和加工方法的调查研究，积累
了大量的经验。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紫菜生活史研
究成为当时世界藻类学界的研究热点，
曾呈奎在青岛立即抓住这个科技难题
实施研究，并很快取得了关键性的进
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早突破由紫菜丝
状体产生壳孢子，由壳孢子产生叶状体
的两个科学家之一，从而为紫菜的人工
采苗栽培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他最早定
名的“壳孢子”一词，经过数年的验证之
后，得到了当时世界上所有权威藻类学
家的一致认定和接纳，并采用至今。
1956 年他主持的甘紫菜的生活史研究
科研成果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国家级科
技授奖的项目之一。

海带原本是分布在日本北海道和
苏联库页岛冷温带海域的食用海藻，是
中国的传统食品，却不是中国的产品，
每年中国需要从日本和苏联进口约为
15000 吨干海带满足市场的需求。上世
纪 50 年代初，曾呈奎就把海带养殖原
理研究选定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的研究方向之一，主持完成了这项重要
的研究任务。在原国家水产部和各级政
府领导的支持下，经过十余年的共同努
力，终于取得了海带夏苗培育、海上施
肥和南移栽培的巨大成功，为在中国建
成世界上最大的海带栽培业起到了关
键的推动作用。随后，中国的海带栽培
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中国海洋水产养殖
业的领头产业。

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中国人工栽
培海带的总产量已达到 30 万吨干品，
是日本和苏联自然海带产量 5 万吨的
6 倍，从而震惊了世界藻类学界和水
产养殖学界。正如国际著名藻类学家
苏珊·布劳利教授指出的：“对于 20 世
纪的世界科学而言，曾呈奎博士是一个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他对藻类学的
贡献是不可估量的！”由曾呈奎亲自主
持和领导的“海带养殖原理研究”荣获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海带大规模海上栽培业在中国取
得巨大成功，不仅是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的典型事例，也是为人类开发利用海
洋，并取得成功，开启了新篇章。正是在
此背景下，参考了海带的发展模式，借
鉴了海带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中国的紫
菜、裙带菜和龙须菜等其他海藻的栽培
业也先后取得了成功并迅速发展。随
后，动物性的贝类（贻贝和扇贝）养殖、
虾类的养殖和鱼类的养殖业也首先在
中国迅速大规模地发展了起来。

在发展海带栽培业取得进展的同
时，曾呈奎和他的合作者于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展了琼胶、褐藻胶的提取加
工方法的研究，组织完成了从马尾藻中
提取褐藻胶的研究，并于 1956 年在青
岛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生产褐藻胶的车
间，从而开创了我国化学工业的新领
域———海藻化工工业。

在此基础上，他还带领团队进一步
开展了海藻资源的综合利用研究，不仅
用海藻生产褐藻胶、琼胶、卡拉胶、甘露
醇和碘，还将这些产品用于药品、食品
和饲料生产，使我国很快成为仅次于美
国的褐藻胶生产大国，并发展成为世界
最大的褐藻胶生产国。

上世纪 60 年代初，世界海洋水产
业开始出现增长缓慢，国内海洋水产业
界开始出现养捕之争。曾呈奎明确主张

“海洋水产生产必须走农牧化的道路”。
他首先提出了“耕海”的设想和建议，亲
自领导和部署了胶州湾的“耕海”试验，
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70 年代末，他
和合作者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报
告，初步形成了“海洋水产生产农牧化”
的理论，受到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并被采纳；80 年代后期，他将理论进一
步发展成为“蓝色农业”的系统思想；
1998 年他又以《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蓝
色农业》为题，组织筹备和主持召开了
第 108 届香山科学会议。为此，我国沿

海各省先后提出了“科技兴海”和“建设
海上强省”的规划。2000 年中国已经发
展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海水养殖大国，
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个水产养殖产量超
过水产捕捞产量的国家。

曾呈奎有关“海洋农牧化和蓝色农
业”的远见卓识，不但在中国获得了普
遍的承认，而且也得到了世界水产界的
承认，世界水产学会授予他“世界水产
学会终身荣誉会员”的殊荣。

2002 年 4 月世界水产养殖大会在
北京成功召开，这是对中国海洋农牧化
理论和实践成果的接受和认定，也是向
世界作出了响亮的回答———中国人能
够自己养活自己！

美国加州大学科学史研究专家彼
得·纽肖和王作跃博士合作，以曾呈奎
为研究对象，撰写科学史研究论文指
出：曾呈奎教授实行了将基础研究和应
用研究相结合的独特道路，使他从孩提
时期就产生的理想———以海洋农业来
造福百姓终于变为现实。他有关海洋农
业的思想在中国推动创建了一批新的
海洋产业，他的成功使中国处于世界海
水养殖业的前沿，鼓舞了全球范围“蓝
色革命”的不断发展！

作为一个战略科学家，每到关键时
刻，曾呈奎总是为中国的海洋科学事业
领航———上世纪 50 年代，曾呈奎参与
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海洋科学重大规划

的制定工作，并担任国家科学规划委员
会气象海洋学科副组长、国家科委海洋
专业学科组副组长，组织开展了全国第
一次大规模的海洋综合考察；60 年代
初，曾呈奎等 7 名科学家联名上书建议
成立国家海洋局，加强我国海洋管理
事业，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又将海洋
所急需的科学考察船“实践号”无条件
地转拨国家海洋局使用，多方面给予
极大的支持，为我国海洋管理事业的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70 年代以来，
他和其他科学家积极向国家建议的开
展南极调查研究被采纳，使我国成为
在国际上能够独立进行极地研究的少
数几个国家之一；80 年代，曾呈奎提
出了中国发展新兴的海洋生物技术的
设想，并承担国家攀登计划项目“海水
增养殖生物优良种质和抗病力的基础
研究”，研究成果丰硕，使我国海洋生
物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跻身国际领先行
列；1992 年，他建议的增加有关海洋
高技术的项目被采纳，推动了我国细
胞工程、基因工程等技术在海洋生物
资源研究和开发上的运用……

多年来，曾呈奎获誉无数，先后荣
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
成果奖和省（部委）奖等奖项。1995 年获
太平洋地区科学大会畑井新禧志奖；
1996 年获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
技成就奖”；1997 年 9 月获“何梁何利基
金”科技进步奖；2001 年获美国藻类学
会杰出贡献奖；2002 年获山东省首次设
立的最高科技奖。

2005 年 1 月 20 日，曾呈奎以 96 岁
高龄辞世，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局和美
国海洋基金会于 2 月 1 日发来悼文：

“曾呈奎教授作为美—中海洋生物资源
框架协议的成员作出的贡献和产生的
影响将会留存在大家的记忆里……我
们认定他在领先发展亚洲地区的大规
模海藻栽培方面的洞察力和领导作用，
认定他是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
早期教授和创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的奠基人之一，认定他在努力促成中
国和美国之间在海洋生物学领域建立
强有力的合作关系方面起到的作用。”

亲贤爱才 诲人不倦

1950 年 8 月，在童第周和曾呈奎等
人的倡议下，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海
洋科学研究的机构———中国科学院水
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中
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前身，以下简称中
科院海洋所）在青岛成立，曾呈奎任副
主任，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在创建初期，曾呈奎广招贤才，不
但动员娄康后、吴尚勤、张峻甫等优秀
科技人才加盟中科院海洋所，还从印
尼请来张德瑞等人。他还千方百计邀
请留美的著名海洋物理学家毛汉礼回
国加盟了中科院海洋所，为中国科学
院乃至全国的海洋物理学研究工作打
开了局面。

在他和童第周、张玺等老一辈科
学家的培养和指导下，一批批优秀人
才会聚在中科院海洋所，并相继成为
国内外成绩斐然的科学家，其中如中
科院海洋所第四任所长、海洋地质学
家秦蕴珊以及张福绥、袁业立、金翔
龙、郑守仪、胡敦欣、侯保荣等科学家
当选为院士，引领着我国海洋科学的
发展。

张俊甫、张德瑞、吴超元和纪明侯
分别从事海藻的分类、形态、栽培和海
藻化学研究，成为学科带头人和国际著
名科学家。费修绠成功研发出一系列具
有我国特色的紫菜人工育苗和栽培生
产技术体系，研究成果分别荣获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 2002 年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

物理海洋学家赫崇本是曾呈奎发
现和培养的杰出人才之一，他曾坦言：

“没有曾呈奎的帮助和热心，就没有我
赫崇本的一切。”

长期以来，曾呈奎以海纳百川的博
大胸怀，倾其所学，为国内外培养了 100
多位高级科技人才，甚至还培养了许多

“洋弟子”。国际藻类学家、美国北卡罗
来纳大学麦克斯·候莫森资深教授就是
在曾呈奎的引领下走上藻类学研究之
路，并成为著名藻类学家。

曾呈奎在国际学术界知名度高，他
积极参与组织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先后
促成了中美、中加、中英、中日、中法、中
德等国家之间的多项合作研究与学术
交流，扩大了我国海洋科学界在世界上
的影响，也把我国一大批中青年科技人
员推上了国际学术界的舞台。

一生奉献 精神永存

曾呈奎常说，“人生只有一次，何不
轰轰烈烈过一生”。的确，在长达 76 年
的科研与教学生涯中，他过得轰轰烈
烈，把自己全身心地交给了国家和人
民，交给了海洋科学事业。

上世纪 30 年代，他冒着生命危
险，到人迹罕至的沿海采集海藻标本；
40 年代，他在美国废寝忘食、夜以继
日地工作，并定期潜到十米深的海底
观察海藻栽培实验；50 年代，创建中
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初期，他一面带
领大家开展多个课题的研究，一面积
极参与领导我国首次大规模的全国海
洋普查；60 年代，国家处于经济困难
时期，他带领助手们及时开展从海洋
里要蛋白质的科研项目；70 年代“文
革”后期，他顶着“业务挂帅，白专道
路”的政治压力，毅然带领助手们去西
沙群岛调查采集海洋生物标本；1984
年，古稀之年从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
的他仍然活跃在科研活动第一线。

1975 年，我国收复西沙群岛不久，
刚被“解放”出来的曾呈奎便果断组队
前往西沙群岛进行海洋生物科学考察。
1976 年、1980 年，他先后两次率队前往
西沙群岛进行考察。古稀之年的他每天
和年轻的科考队员一样头顶烈日，忍着
40 多度的高温，徒步踏过灼热的沙滩，
脸上都晒爆了皮，仍精神饱满地下海采
集标本，日以继夜地工作。

长年的奔波、劳累，使曾呈奎患上
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但他在卧床
治疗期间仍坚持工作。1994 年底，在去
智利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途经美国旧金
山，在美国加州大学标本馆研究海藻标
本时，因腰椎间盘突出症复发而不能站
立，无奈之下，他只好把会议用的论文
交给美国同行带到会上交流，而自己一
天也没停止过工作。

2002 年，93 岁高龄的曾呈奎因病
住院手术。当时他已接受邀请，准备去
马来西亚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于是他一
边准备手术，一边准备参加学术会议的
报告。为了不影响陪床老伴的休息，他
半夜悄悄起床到病房的洗手间里，坐在
马桶上，借着洗手间微弱的灯光修改他
的学术报告。

在曾呈奎去世前的一个月，病榻上
的他荣获了国家民政部授予的“2004 年
度全国爱心捐助奖”。对社会和人民怀
有深厚感情的曾呈奎一生俭朴，却从自
己的工资、稿费和奖金中累计拿出了近
30 万元捐助给困难学生和社会群体。

“身体有用器官捐献社会，骨灰撒
入大海，所有书籍和资料全部捐给中国
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这是曾呈奎的临
终遗言。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曾
呈奎用自己博大的胸怀，在生命的最后
时刻，再次向世人展现了一位优秀共产
党员无私奉献的赤子之心。

为纪念曾呈奎先生作出的卓越贡
献，弘扬曾呈奎先生的科学精神，2009
年 6 月 18 日，在曾呈奎百年诞辰纪念
会上，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正式设立“曾
呈奎海洋科技奖”，这是中国首个以海
洋科学家命名的科技奖项。科技奖每两
年评审一次，旨在奖励对中国海洋科学
作出突出贡献的国内外学者及专家。

“我是大海的儿子。”曾呈奎曾如是
真情表白。

“大海的儿子”从未远去，他依然光
彩夺目———2009 年获新中国成立 60 年
十大海洋人物；2018 年获改革开放 40
周年感动山东人物……

晚年曾呈奎老骥伏枥，依然工作在一线。

1975 年 7 月，以周培源
（右 2）为团长、曾呈奎（左 2）为
副团长的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
访美，美国总统福特（右 1）在白
宫椭圆形办公室接见代表团，并
亲切握手（右 3为黄镇）。

1965 年 6 月 4 日，时任国家
教育部部长叶圣陶（右 1）在海洋所副
所长曾呈奎（左 1）、山东海洋学院生
物系主任方宗熙（左 2）等陪同下在青
岛近海舢板上观察海带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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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月 18日是海洋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曾呈奎诞生 110 周
年纪念日。

在长达 76 年的科研与教学生涯中，曾呈奎倾尽心血，成果卓著，正
如美国加州大学科学史研究专家彼得·纽肖和王作跃博士共同撰写的科
学史研究论文所指出的：“曾呈奎教授实行了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
结合的独特道路，使他从孩提时期就产生的理想———以海洋农业来造福
百姓终于变为现实。他有关海洋农业的思想在中国推动创建了一批新的
海洋产业，他的成功使中国处于世界海水养殖业的前沿，鼓舞了全球范
围‘蓝色革命’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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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呈奎（1909 年—2005 年）

海洋生物学家，我国海洋科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我国海藻学研究和海
带栽培业的奠基人之一、我国海藻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之一。

1909 年 6 月 18 日出生于福建厦门。1930 年从厦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
教，1934 年获岭南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40 年赴美留学并获理学博士学位。
1946 年放弃美国优越的工作条件，毅然回国报效祖国。1950 年参与筹建中国
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历任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曾任中国海洋湖沼
学会及其藻类学分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国际藻类学会主席。

在 70 多年科研生涯中，发表 400 余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含合作），出版 14
部专著。1978 年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1978 年获三项全国科学大会
奖，1986 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95 年获太平洋科学大会畑井新
禧志奖，1997 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2000 年获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2001 年获美国藻类学会杰出贡献奖，2002 年获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
1980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5 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2005 年 1 月 20 日逝世，享年 96 岁。

1980 年，曾呈奎在西沙群岛采集海藻标本。

1944 年曾呈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近
海潜水海底做石花菜生长实验。

1980年曾呈奎在实验室向全国海洋
科学夏令营的小学生介绍海洋科学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