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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是“一堆一器”建立 60 周
年，《人民日报》特发文纪念。正是这
个契机，我得以了解了一些不被人所
知的老科学家的故事以及他们的家
国情怀，特别是看了杨桢老先生的访
谈节目，感触颇深。

“家国天下”的含义

1958 年，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建造
了中国的第一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
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也就是“一堆一
器”。它们为后来我国的“两弹一星”
事业作出了巨大的数据支持以及其
他相关贡献，尤其为氢弹的短时间研
制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访谈节目里，杨桢从少年时就
对原子能事业心有向往，1951 年钱
三强到北京大学物理系点将，杨桢
在志愿表上填下这样一句话：“用原
子能迎接共产主义。”从此，杨桢进
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工作。这
话看起来很大很空，难以理解，但看
到了后面的故事，我才清楚地认识
到这是那种植根于这些科学家血液
中的家国情怀。

1953 年，杨桢赴苏联学习，在列

宁格勒大学物理系学习。正在即将写
好论文而获到博士学位时，国家突然
要求他立即到莫斯科近代物理专业
相关单位实习。不少人为他惋惜，辛
苦得来的学位就这样没了。但杨桢没
有想那么多，他更看重的是祖国和人
民的信任，是他从少年时代就梦寐以
求的原子能事业。

杨桢先生在访谈里这样说：“我
是个战士，（国家）需要我干我就干，
要我冲锋我就冲锋。”他为此下尽苦
功，呕心沥血，去学习先进技术，在

“一堆一器”上做了大量工作，为后来
氢弹的研制提供了关键的数据。

杨桢先生说：“一堆一器”是火车
头，是种子，也是老母鸡。

确实，“一堆一器”就像一个摇
篮，培育了无数的核物理人才。那里
凝聚着一种别样的家国情怀。

像杨桢先生这样的科学家，少年
时期便壮志凌云，有着为国为民的大
理想。而现在，要是问一名学生为什
么要学习科学知识。如果听到类似杨
桢先生的回答，或许会令人发笑。如
今的同学相当现实，这可能和家庭教
育、整体社会认知有关，什么专业好
就业就选什么，什么东西好挣钱就搞
什么，而带有浪漫主义那种家国情怀
很难看到了。

我特别喜欢中国科学院大学 40
周年校庆词中的一句话，现在把它当
作我的个人签名———“家国天下，致
大尽微”。

其实，“家国天下”这 4 个字到
底有什么样的含义，我到现在都不
能给自己一个准确答案，它太难了！
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和老一辈科学家
们的交流之中，我又似乎明白了点
什么。“家国天下”的含义，可能就在
我身边的一切中———我不是作为一
个个体去学习的，而是作为中国未
来科学家的生力军去奋斗的。学习
科学新知识报效祖国，听起来很虚，
但是杨桢等老一辈不就是这样用行

动去践行的吗？如果听到这样的言
辞会发笑的话，对于国科大学子来
说是无比可悲的。

所以，现在的我可能还达不到杨
桢先生那样的胸襟，但我相信，随着
年岁的不断增长、阅历的不断积累，
将来的某一天我一定能够真正自己
去体会到那种家国天下、为国为民的
情怀，然后将自己的故事传递下去，
将这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传给后世。

天下熙熙，我为理往

看完整个访谈后，我还意犹未尽，
感觉杨老先生的贡献不亚于很多“两弹
一星”功勋们，于是我特意上网去搜索
杨桢先生的词条。结果让我震惊，搜索
结果除了这个访谈视频之外为零。似
乎，现在的人们把他（们）遗忘了。

瞬间，我的思绪回到了黄沙漫漫
的大漠，多少同学少年意气风发，从清
华园里、未名湖畔走出来，到祖国的边
疆去挑战未知的高峰。但在几十年后
的今天，又有多少人记得这些科学家
呢？写到这儿，我有些茫然，王侯将相
尚且千年后安在哉，又何况我们这些
或许一辈子平凡的科研人员呢！

这个问题缠绕我一周之久，甚至
让我动摇自己的初心。我因此特地和
几位任课老师聊到了这个问题，他们
都是数学、物理、天文领域里的科学
家。他们给我的答案：每个人做科研
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但我们带过这么
多学生，从来没有看到只是为了出名
可以做出成就来的。

听到这里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个
问题的本质在于回答———科学家对自
己的社会地位的期许。记得丁仲礼校长
在中国科技网的访谈中回答关于“明星
火于科学家”的问题时说，这本身就是
个伪命题，因为真正的科学家们根本不
在乎这些东西，也就是期许为零。

我释然了。如果纠结于名利，连
成为一名科学家都不太可能了，起码
你不会真正地走近科学，去理解世界
运行的本质。“不被外物所累，为自己
做减法”，这是我的导师经常说的一
句话。我想杨桢先生他们在晚年回顾
自己的一生时，能为国家留下有自己
痕迹的一些东西，能记得在荒原上洒
过自己的汗水，再看看现在中国的富
强，幸福不过如此！

以后倘若再有人问到：科学家的
工资怎么样？科学家地位怎么样？我
想我的回答应该是：温饱温饱，饿不
着。这样才是成为科学家应有的真正
洒脱和超然的处世态度。

（作者系国科大天文与空间科学
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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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生于江苏苏州，自幼接受良好的
教育，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留美，和
丈夫均为科学工作者。

你是不是以为我要说的是鼎鼎大名
的何泽慧先生？不，我要说的是一个名字：
吴健雄。

其实，我不喜欢这个称号，更不喜欢
这个称号同时落到了两位先生头上。仿佛
中国科学家的名字，得靠着外国人的名字才
能叫响，又仿佛只要是厉害的女物理学家，
就得像居里夫人。不过，从这个称号我可以
看出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女
性。吴健雄先生这两个身份全都占了，此外，
她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美籍华人。

吴健雄，实验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外
籍院士，曾参加美国“曼哈顿计划”，学术造
诣颇高。正是她的实验证明了杨振宁和李政
道的理论。198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史
坦伯格评价她：没有吴健雄的实验结果，李
政道、杨振宁二人的理论只能是一种构想，
吴健雄的实验结果改变了这一切，吴健雄应
该当之无愧地与他们共同分享诺贝尔奖。

毫无疑问，她是科学“大腕”，是“一
线”科学家，可是出了苏州，甚至出了苏州
太仓（吴健雄的故乡），就几乎没什么人听
说过这个名字了。想起我自己刚入校向大
家介绍家乡太仓时，说太仓是郑和七下西
洋的起锚地、是复社领袖张溥的故乡，说
牛郎织女和江南丝竹，说娄东画派和“四
王”，甚至说太仓的肉松很有名、羊肉面很
好吃。却唯独忘了说，太仓走出一位伟大
的女科学家吴健雄。

仔细想想，其他同学对自己家乡的介
绍也大多如此，充满了“中国味儿”，充满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怀，几乎没有人介绍
自己的家乡曾经走出了哪位科学家。

也许，当今世界所认可的科学，也就
是我们现在学习的科学，是个彻头彻尾的
舶来品。虽然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科学
还是没有内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
人从骨子里还是仅仅把科学当成一种工
具，一种用来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的工具。
科学情怀也只出现在了大部分科学家和
少部分学习科学的孩子身上。毋庸置疑，
科学不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科学可
以也应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文
化负责“中国特色”，科学文化负责“伟大
复兴”。“文化”本就该是海纳百川，与时俱
进。只有当某样东西、某种精神内化为一

个人思想的一部分时，他 / 她才会真正为
之奋不顾身，这就是对信仰的追求。吴健
雄先生就是这样的人。看她身着旗袍的照
片，温文尔雅，符合了人们对“大家闺秀”
的定义；看她穿着白大褂做实验的照片，
自信优雅，又正是一位科学大家的样子。

我是在初中知道吴健雄先生。她是我
了解的第一位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
一位中国女科学家，所以我对中国女科学
家这个群体的最初印象全部来自先生。我
总觉得，女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比男科学
家更强。她们更有激情，也更深情。

先生移民美国，曾 9 次回到故土，关
心家乡的发展，还为她父亲的学校捐赠了
一栋楼。先生去世后，遗体就被葬在了这栋
楼下。太仓的学校，从幼儿园到大专，凡是名
字里带有“明德”“建雄”字样的，都和她有
关。在她父亲创办的学校———明德学校，许
多颁给孩子们的奖项都用“建雄”来命名。在
重要的年份，太仓市各学校还会举行缅怀吴
健雄先生的活动，让每个孩子都能对她有所
了解。这个小城，在用自己朴素的方式，努
力地记住这个伟大的科学家。

关于先生的故事，我印象最为深刻的
是一个“小游戏”。当年，吴健雄在中国公
学念大学时，考试总是满分，对各种知识
理解得十分透彻。杨鸿烈、马君武、胡适 3
位老师做了个小游戏：各自写下自己心中
班上最优秀的学生的名字。写罢，3 人拿来
一看，3 张纸上都写的是吴健雄。这个故事
有趣又贴近生活，仿佛就像如今各门学科
的老师闲聊起了自己的得意门生。

在学校这个象牙塔里，最优秀的似乎
总是女孩子。小学时总是女孩子成绩最
好，渐渐，男孩的成绩也跟了上来。但在那
些既聪明又有魅力的学生里，还是女生居
多。可到了社会，女孩子却渐渐退居幕后。社
会对于女性压抑了太多，这不仅是女性的悲
哀，更是社会的悲哀。这样的压抑，让我们看
不到更多女性的魅力。在“科学”这样一个似
乎专为男性而生的学科里更是如此。

闭上眼睛，想象先生的模样，我脑海
中浮现出的永远是她那张挽着头发、身
着旗袍的照片。照片中的吴健雄先生规
规矩矩地坐着，带着羞涩的微笑，眉宇间
透露出来的大家气质，自信而内敛，一副
胸有成竹、处变不惊的样子。了解了她的
家世和故事之后，更是觉得，她不管做什
么都会成功，而她只是单纯地跟着自己
的兴趣走了下去。吴健雄先生是真正自
由的女性。这一点在她那个时代连很多
男性都做不到。学习科学知识与国家繁
荣富强挂上了钩，早期的许多科学家往
往是怀着“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的
心态投身了科学。

我想，这与他父亲的教育理念是分不
开的。从“健雄”这个名字也可以看出，她
的父亲吴仲裔先生希望她能活得像个男
孩子一样，当然也希望她不被社会对女性
的诸多要求束缚。可以说，这个男性化的
名字体现了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萌生
的“女权主义”，是对男女平等的追求。

先生的魅力不仅仅是先生一个人的，
更是那个时代的太仓独特的魅力。对先生
了解得越多，不仅更加崇敬她本人，而且
更加热爱我的家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女子，带着她独
特的魅力走向了世界。

（作者系国科大工程科学学院学生）

她，让我更加热爱家乡
包雨晨

编者按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学术指导团队、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家研究中心”张藜教授和罗

兴波副教授、张佳静讲师为国科大本科生开设了通识课程“中国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利用研究心得，为同
学们介绍老一代科学家的科研经历与家国情怀。本版遴选几篇课程论文分享，虽有稚嫩，但代表性地反映
了新一代大学生对科学家职业及其社会影响的多元化思考和追求。

作为科学前沿的领军人物，科学家在
公众眼里显得神秘。那么，科学家需要对
社会有什么超出普通人的责任？所谓科学
家的社会角色又到底是什么的？在经过

“沃森事件”的触动之后，我好像看得清楚
了一些。

对于沃森，相信上过高中的人都不陌
生，生物课本上有他与克里克对 DNA 结
构的精妙推断，这一双螺旋结构与相对
论、量子力学一起被称为 20 世纪最重要
的 3 大科学发现，他们也因此被称为

“DNA 之父”。而不久前，沃森却因为他的
不正当言论被他所在的冷泉港实验室剥
夺了名誉校长、名誉教授等全部名誉称
号。从众人景仰的 DNA 之父到声名狼藉
的种族主义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沃森在晚年时期多次发表人种
差异造成智力差异的论断。而这些论断没
有充足的科学基础，仅凭简单的 IQ 测试
就得出结论，因此遭到了学术界的一致抵
制。他本人的名声也一落千丈，先是职位
被免除，而今又丢掉了名誉称号。

其实，科学家晚年放弃科学的事例不
在少数，比如大名鼎鼎的牛顿在晚年沉迷

于神学和炼金术，达尔文也曾推翻自己的
进化论而相信神创万物。但与他们不同的
是，沃森触碰到了科学界的底线，公然鼓
吹人种智力优劣论。如果他仅仅是一个普
通人，科学界或许不会如此反感，只当他
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罢了，而问题正在于，
他作为 DNA 结构的发现者、诺贝尔奖得
主，身上的权威性使得他的每一句论断都
可能影响广大公众的认知，甚至被不怀好
意的人当作保护伞。

这次事件让我充分认识到了科学家无
论在什么时候，哪怕你以年老糊涂为借口，
也不该不加论证地公开站队某些敏感话题。
普通人尚且要为自己的失言负责，何况科学
家。作为一个权威公知，更应该谨言慎行、约
束自己，这或许就是科学家除了学术贡献以
外能为社会作出的正面表率作用。

科学家不仅仅需要科研能力强，正确
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更加不可或缺。我们
需要的不是科学疯子，而是能真正推动社会
发展的科学领军者。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是
否具有与科研实力相匹配的人品，是科学工
作者能被称之为“家”的重要前提。

（作者系国科大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学生）

“情怀”是指“含有某种感情的心
境”，当用于科技行业，指的是“科学家
的情怀”。有许多人认为科技行业从业
者的动力大多来自于这个“情怀”，认为
他们是以“为了全人类的进步，为了推
进人类文明对自然的认识”为动力的。
更有甚者，以同样的追求要求后进的科
技行业从业者，将此作为一个极重要的
要求，并视之为高尚。

其实，当我们试图探讨单个的科
技行业从业者的动力来源时，一定需
要认识到他们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而
不是属于一个抽象化的、被脸谱化的
科学家群体。

那么，情怀真的是科技行业从业者
的主要动力吗？情怀应当作为对于科技
行业从业者的要求吗？情怀足以解决实
际的问题吗？要回答这些问题，需做好
以下三个分割。

一、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因与
结果的分割

科学与技术作为深刻地影响了
整个社会形态的一大领域，对其本身
的发展成果以及这一领域工作者的
诸多个人成就施予多么高的评价也
不为过。说科技“推动全人类的进步，
加深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云云都是
十分恰当的。但是这一评价，本质上
是基于结果的，即这一切的评价是对
于整个科学与技术的成果的评价，它
不能构成原因。至于整个科技领域为

什么会发展，其原因是否主要在于科
学家群体主观上抱有“推动全人类的
进步”这类想法，是有待考量的。

17 世纪的牛顿始终是一位基督
教徒，出版了大量的神学著作，毕生
致力于探寻上帝设定的规律。在 20
世纪的二战中，无论是同盟国还是
轴心国的众多科学家，都为了国家
的战争需求进行了大量专门的研
究。在 21 世纪的科技研究体系中，
也存在许多并不处于金字塔顶端的
人员，他们中有许多是依靠该行业
维持生计的。在以药学和计算机应用
技术为代表的众多产业级技术领域，
资本才是一切研究最根本的动力。当
然，这番论断不是在试图否定对于科
学的某种“热爱”的存在性，而是指出
这种“热爱”或“情怀”只能构成个人
动力的一个侧面。无限放大这一动力，
将其视为科技行业从业者的唯一追
求，是对于科研人员群体的无端神
话；过分赞美该种情怀，将其标榜为
即将踏入科技行业的人的最终追
求，是对后来者的无理绑架。

二、科技行业从业者的个人
与集体刻板印象的分割

此处所谓的集体刻板印象，其
实指的是抽象的、被理想化的科学
家群体。

作为科技领域的工作人员，科技
行业从业者集体的共同意愿反映了整

个学科或领域的发展需求。但这不等
同于从属于该集体的每一个个体，都
应当改变自己以适合于这个要求。再
者，舆论对于科技行业工作者的宣传
往往过分美化，使得他们过度理想
化。实际上，个体从事科技行业的原
因往往是杂糅的，这意味着无法要求
每一个从业者都以牺牲与奉献为前提
开展工作，同时也意味着每一个研究
者没有必要迫使自己成长为刻板印象
的模子。更何况，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
本身也只属于人的众多需求之一。追
根究底，从业者不需要也不应当接受
一个理想化、脸谱化的科学家群体画
像才开展工作。现代科学与技术，完全
可以和其他任何行业一样，成为社会
分工的一个普通部分，而扮演该分工
的个体也完全有权利拥有科技以外的
追求。拥有所谓的“情怀”可以是个人
的追求，可要求所有科技行业从业者
都具有“情怀”，是不合理的。

三、科学技术发展的旧模式
与社会新环境的分割

情怀足以解决实际问题吗？
在 20 世纪末，有人说 21 世纪是生

物科学的世纪。现在 21 世纪已经过去
近 20%，依然不见本世纪有何生物科学
独占鳌头的迹象。为什么？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生物学是一个建立在事实基础
之上的科学，需要大量实验。实验的开
展受到诸多技术的限制，更受到钱的遏

制———生物学实验中所需要的各类试
剂大多极其昂贵，以致众多实验室无力
承担，无法如愿开展实验。

现代的药物研究，研发周期长，花
费额巨大，且研究成功率没有保障。如
果进行药物研究的人无法从中获利，那
么，有谁愿意承担巨大的风险投入巨大
的成本进行药物研究呢？美国、日本等
国对于药物的专利保护有 20 年（某些
情况下可延长），而且往往是产品专利
而非工艺专利。这一切保护制度就是为
了补偿药企，就是为了让他们从药物研
究获取巨额利益以补偿药物研究的成
本投入乃至有利可图。正因为如此，诺
华、辉瑞等全球为数不多的真正具备新
型药物研发的巨型药企才得以存续。

事实上，如今的一切的科学技术
研究也都受制于目前市场经济的、全
球化的社会与经济环境的影响。在这
样的背景下，政治、经济能力或知识倒
可以成为为研究扫除障碍的助手。

通过上面简要的分析可以看出，
所谓的情怀并不能构成科技行业从业
者开展工作的主要动力来源，也不应
当成为对于科技行业从业者的要求，
更无力解决现代社会经济环境下的科
学研究的各种实际困难。整个科技行
业其实和其他行业一样，是社会中的
一环，没有过多值得神化之处。“情怀”
可以作为一种美好的向往，但面对科
学技术的“唯情怀论”，是值得商榷的。

（作者系国科大电子电气与通
信工程学院学生）

浅谈科学技术的“唯情怀论”
■雷慈

从“沃森事件”看
科学家的社会角色
贠嘉乐

上世纪 50 年
代，杨桢（左一）随
刘杰（前排左三）、
钱三强 （前排右
三）、何泽慧（前排
右二）、赵忠尧（左
二）在苏联考察。

杨桢

吴健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