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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读人

“她的世界，只有黑白两色”
追忆“中国的居里夫人”何泽慧
文/片 本报记者 任鹏

6 月 19 日那一夜，特别漫
长，躺在病床上的何泽慧已经无
力说话，她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个
在她眼里有些“乱糟糟”的世界。
好在有儿女陪在身边，此时的她
也许并不觉得孤寂。

6 月 20 日清晨，这位 97 岁
的老人安静离世。

“她就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
通的老太太。”在儿女眼里，母亲
永远是这个样子。

可这个普通的老太太却并
不简单，她曾和丈夫钱三强一起
发现铀核裂变新方式，对中国的
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研制做出了
巨大贡献。

人们记住她，并不是因为她
的丈夫，而是她凭借自己在科技
上的成就，被誉为“中国的居里
夫人”。

而在很多人眼里，即使她只
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她依然值
得被铭记——— 在做人的品德上，
她所达到的高度并不输于她的
学术成就。

生前，她被尊

称为“何先生”
又一位有分量的著名物理

学家、中科院资深院士走了。
6月 26 日上午 8 点，北京八

宝山殡仪馆东礼堂门口，来客陆
续到达。

这是一场静悄悄的追悼会，离
去者是一位慈眉银发的老太太，厅
内遗照上，一束光从左侧打到她的
脸上，颜容沉静、淡笑怡然。

“何泽慧”这个名字对很多
人来说并不熟悉。人们谈起她
时，多与她的丈夫——— 钱三强联
系在一起。可在原子能研究领
域，她对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
成功研制，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

在生前，她被尊称为“何先
生”。

送别的人陆续排队入厅，大
多数人和老人生前并没有交集，
只是仰慕其学识与声望，来送最
后一程。

“何先生年纪大了，很早就离
开科研一线，与她交往多的，也就
是李惕碚、马宇蒨等老同志。”中科
院高能所办公室的蒙巍说。

先行进厅告别的多位老人颤
巍巍地走出礼堂，有的人需要搀扶
才能走下台阶。旁边有人介绍说，
这些都是中科院资深的老院士。

“在何先生面前，就不要提
我的名字了。”面对询问，每个人
都摆摆手。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刘晓静静地注视着老
人，她做何泽慧研究一年多了，
她需要在心里刻下这个熟悉的
面孔。

刘晓说，何先生是个普通
人，但她的个性很强，甚至有些
怪，但她的真实却让人感动，“让
这个世界感动”。

门口处的挽联是对逝者一
生很好的总结：“勤俭朴素脚踏
实地生活，诚实正直一丝不苟做
人”。对联上，并无一字半句提到
何先生在原子核物理上的成就，
人们愿意回忆和讲述的，是她的
为人。

看不见皇帝

新衣的小孩子
6月 20 日，中科院院士李惕

碚和恩师何泽慧在医院见了最
后一面，交往几十年，此次却充
满了哀伤。

何泽慧晚年的交往圈子不
大，李惕碚是为数不多与她经常
来往的学生和熟人。

“她有时就像那个看不见皇

帝新衣的小孩子，冷冷地冒出一
句不合时宜而又鞭辟入里的实
在话。”李惕碚说。

看着恩师那熟悉的面孔，李
惕碚想到了 1979 年，那时候，他
还是一个年轻人。

那一年，中科院高能所宇宙
线室天体组贾恩凯被抓走了，理
由是“文革”中犯有严重罪行。

“那个年代，公安部门认定
的事情，大家即便知道有错也不
愿插手。”

“是何先生找到所里政工部
门，要求他们爱护科研人员，明
确申明她要保这些青年人，包括
贾恩凯。”

其实，何泽慧和贾恩凯仅是
同事关系，并无多大私交。

李惕碚说，何先生帮助贾恩
凯，只是因为对真理的追求。他
把这归结为何泽慧的一种风格。

“年轻人很难体会，在那个
时候站出来讲这番话需要多大
的勇气。其实，最困难的还不是
有承担风险的勇气，而是在当时
的历史条件下保持独立思考和
正确判断的能力。”

三年后，贾恩凯被无罪释
放。

“贾恩凯事件”前一年，李惕
碚和一些年轻人计划建设高空
科学气球系统，会议当天，中科
院一位领导厉声斥责：搞什么气
球？

上级发了火，后果很严重，
所领导压力很大。

“何先生知道此事后，立刻
公开表示支持青年人：发展交叉
学科，不能只管领导说什么。”

“这些年，我脑海中常常会
出现一个画面，就是我们在野外
做高空气球实验时，她几乎每场
必到的情景。”李惕碚说。

那时候，何泽慧已经 60 多
岁，每次她都得坐着吉普车，从
北京颠簸两三个小时，到达目的
地河北省香河县，就这样坚持了
十多年。

“对她而言，压力和风险似
乎根本就不存在。”李惕碚固执
地认为，“她从不理睬那些流行
的种种花样。权位和来头，排场
和声势，以及华丽的包装，对何
先生都没有任何作用。”

“母亲是一个真人，任何时
候，她都只讲真话。”何泽慧的女
儿、北京大学教授钱民协说。

“老太太的世界，是黑白两
色的。”钱民协的丈夫说，在老太
太眼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
有灰色，更没有迁就与妥协。

“我做事是不

合时代的”
2000 年底，何泽慧和李惕

碚、马宇蒨应邀参观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接待人员请她题字。

“我不题。为什么只让我一
个人题字，不让他们题？”何先生
边说边指了指身后的中科院高
能所研究员马宇蒨。

展览馆的一位处长见状赶
紧解释：“因为您是名人，是很重
要的人物。您到这儿来，能给我
们题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啊！”

可惜，何泽慧平生最不愿意
被别人说成是名人。

“那你题不题？”何先生反问身
后的马宇蒨。马宇蒨只得回答：“您
题我就题，我们大家都题。”

最后，何泽慧题了字，同行
的人也一一留下名字。

还有一个小故事，钱三强病
重时，医生嘱咐不能有过多访
客，何泽慧干脆搬个小板凳，坐
在病房门口，说不管是谁，多大
的官来了都不让进。

“这就是我母亲的风格，她
能做得出来。”女儿钱民协说。

不仅这些老熟人、学生，一
些与何泽慧接触过的人，都会有
这么一个感觉，这个老太太，老
了反而“不可爱”了。

对这一点，李惕碚的学生卢
方军深有感触。
1993年，卢方军在一个讲习

班上第一次认识何泽慧，会后遛
弯时，他告诉老太太说自己进高
能所半年了，又说到李惕碚前不
久去美国收获挺大的。

“可能是我后面一句讲得不
清楚，何先生误以为我说自己有

收获，她立刻不无讽刺地说：‘才
半年你就收获挺大的？’”

后来，两人谈起健身，卢方
军顺着她说：“您什么时候给我
们年轻人传授一下健身之道？”

“我可以给你们讲讲做人、为学
之道！”老太太硬硬的一句话，把
卢方军噎得说不出话来。

卢方军后来才明白，何泽慧对
健身很不屑，她认为健康的身体只
是更好治学的基础。“涉及学问与
品行时，她非常较真，言辞锋利。”

“听我的故事有什么用……
我做事不合时代的。”女儿钱民
协回忆，92 岁时，何泽慧首次接
受电视专访，经历过跌宕人生的
老人在思索一番后，意味深长地
说出这句话。

敬佩她，却无

法成为她
6 月 27日，参加完告别仪式

的第二天，刘晓照旧来到办公
室，阅读何泽慧在德国的博士毕
业论文。

“何先生生活的时代是开放
却又保守的，传统社会的品德附
着在他们身上，形成了一种传统
知识分子的气质。”刘晓说，“人
们如此怀念何先生，是因为她的
很多品质，在这个社会上越来越
少见到了。”

“老太太走了之后，那么多
人都佩服她的品德，发出很多感
慨。这是为什么？”回到家，钱民
协的丈夫也这样反问妻子。

他顿了顿，接着说，“如果她
的离开，能唤回一些东西的话，
那还是很值得的。”

一旁的钱民协突然插话：
“我记得有一天，妈妈和我说了

一句话：如果你爸能活到现在，
看到社会上的一些事，非得气死
不可。”

说到这，夫妻俩对视一笑。
“爸爸较真，妈妈豁达，但他

们那代人坚持的很多原则，在这
个时代没有了。”
1967 年，氢弹爆炸成功第二

年，做出巨大贡献的钱三强和何
泽慧被下放到陕西一所干校。何
泽慧每天负责敲钟，时间精准地
可以用来对表。

“着什么急，听天由命吧。”
困境中的何泽慧说。她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是：“国家是这样一
种东西，不管对得起对不起你，
对国家有益的，我就做。”

研究何泽慧的刘晓把何先
生这一代生于上世纪初的科学
家归纳为一类人。“他们是真正
有理想和追求的，那是一种国家
层面的理想。”

何泽慧 95 岁寿辰时，李惕
碚在一篇文章中说：爱因斯坦纪
念居里夫人时写着：第一流人物
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
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
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
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
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在这个非科学学术的层面
上，李惕碚把恩师比作“中国的
居里夫人”。

可惜，恩师已不在。

普通得不能

再普通的老太太
与大家聊完母亲，6月 27日

中午，何泽慧的女儿钱民协回到
母亲家，“我得把她的照片挂上
墙”。

这是一座建于 1955 年的灰
旧小楼，何泽慧在 203室住了 56
年。

屋内木地板是房子建成那
一年铺的，踩了几十年，红漆褪
掉，斑驳不堪。
15平米的狭窄客厅里，堆满

了书。
在钱民协印象中，家里很多

家具都是从旧货摊上淘来的二
手货，母亲从来舍不得往外扔东
西，东西坏了就自己动手修。

一次，何泽慧去参加国际会
议，脚上穿的鞋打了三层补丁，
人造革书包带断了，用绳子扣
着，裂开的用针缝起来。一块去
参加会议的现任中科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王焕
玉惊呆了：“一个吃过洋面包的
科学家能这样，让人非常敬佩。”

单位曾多次劝何泽慧搬进
气派的院士楼，窗户明亮、空间
宽阔，但她总是拒绝。住在旧楼，
是她怀念丈夫的最好方式。

“母亲就是一位普通得不能
再普通的老太太，普通的母亲、
祖母。”钱民协坐在空荡荡的家
里，“家里所有人的毛衣都是妈
妈织的，现在还保存着一抽屉的
毛衣针。”

钱民协静静地回忆着她陪母
亲走过的最后 17年时光。她说每
当何泽慧看新闻联播时，都会感
叹：“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啦。”

然后再看看旁边的女儿：
“老古董了……你也是老古董
了。哈哈。”

母女俩便一起对笑起来。
时光已近中午，这栋老式房子

里的光线却依旧昏暗。旁边，钱三
强的书房一如在世时：老式的书
桌、缠着旧布条的破藤椅、巨大的
书架上塞满了书籍、手稿。

几十年时光流转，一切未曾
改变。唯一改变的，是挂了十多
年的钱三强遗照旁，多了抿嘴微
笑的何泽慧的照片。

一晃 19 年，两个人终于又
走到一起，只是物是人非。

人物简介

何泽慧，1914年出生于江苏苏州，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的夫人。她曾和钱三强等合作发现
了铀核裂变的新方式——— 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1980 年，何泽慧当选为中科院数学物理学学部委员(院士)。由于她在原子核物理方面的成就，
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何泽慧在中科院高能所的书桌。

告别仪式上，何泽慧的孙子钱绍强抱着奶奶的遗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