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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的残疾孩子

1980年，吕鹏飞出生在潍坊
安丘大莲池村，是家里的第一个
孩子。“出生十几天，检查发现我
患有腰脊膨膜突出，后来进行了
切除手术。”全身瘫痪、腿脚畸形
都是切除手术留下的后遗症，到
了学习走路的年纪，吕鹏飞仍然
学不会站立。“我是爬着长大
的。”吕鹏飞说，因为家庭条件和
身体素质的限制，他失去了上学
的资格。从家到村里学校的路不
足1公里，吕鹏飞却从来没有机
会踏上这条路。有时候他什么也
不干，只是坐在家门口的台阶
上，看着背着书包的小朋友上
学，放学，一坐就是一天。

“杨桂兰老师在我们小学教
语文，她听说了我的情况，便跟
我父母商量让我去上学，还说她
可以照顾我。”出于种种顾虑，这
个提议最终作罢。杨老师便同班
里四名同学商量，每天下课后到
吕鹏飞家里写作业，顺便可以教
教他。在家里那张窄小、油污的
饭桌上，在四位学生“老师”的指
导下，吕鹏飞直接开始了二年级
课程，并一直延续到那几位同学
去县城上初中。

1990年春节，10岁的吕鹏飞
经过几次大手术后已经能够独
立行走。春节前夕，他跟随父亲
来到邻居家讨写对联，浓黑的墨

汁被毛笔饱蘸，在通红的纸上留
下好看的形状，看得他心痒。“趁
着没人注意，我偷偷把盛墨汁的
瓶盖拧开，拿起笔过了把瘾，看
着墨汁下去一大块，再偷偷倒上
点水。”此后，旧报纸成了吕鹏飞
的书法练习册，为了找感觉，他
也会拿着树枝在地上来回练习。

迷上篆刻

四位同学去镇上上初中后，
吕鹏飞的小学生涯也结束了。12
岁那年，他竟然还直接上了“大
学”。吕鹏飞上的大学实际上是当
时中国书法函授大学在安丘开办
的书法站，杨桂兰老师经过多方
联系，给吕鹏飞争取了一个旁听
的机会。在1992年中国书法函授大
学的课堂上，大多是25岁到35岁的
青年人，也有50多岁的长者，此外
还多了一个毛头小子。

书法与篆刻是不分家的，在
名家云集的课堂上，吕鹏飞第一
次见到了四四方方、用来署名的
印章。“上课时看到别人用印章，
从那个时候我认识了篆刻。”
印章或大或小，起落之间，在
纸张上留下优美的书写体，吕
鹏飞一下子就着迷了。

村子里有很多青石头，见
儿子喜欢，父亲便帮他把形状

不一的石头捡回来，吕鹏飞用钢
锯把石头锯成长条状，然后用磨
石把边缘打磨光滑，再用刻刀来
刻写印章。

“当时觉得好玩，手上经常
磨出泡，也不觉得疼。”一块手掌
大小的石头，吕鹏飞一上午就能
把印章的形状抠出来，三四天就
能做好一块印章。吕鹏飞一开始
给课堂上的同学们免费刻印章，
后来是慕名前来的乡里乡亲，再
后来村里的人办银行贷款需要
个人的姓名章，也来找他。一来
二去，十里八乡都知道大莲池村
有个会刻印章的小孩。三块钱、
五块钱、七块钱，来找吕鹏飞刻
章的人越来越多，吕鹏飞回忆
说：“当时父母很高兴，觉得有了
吃饭的手艺了。”

摆摊10年与“书法小院”

2004年到2014年十年间，吕
鹏飞在镇上的集市摆摊刻章。为
了摆摊，他买了一辆电动三轮
车，“只要有集就去赶”，赶集成
了吕鹏飞的日常营生。

第一次摆摊，吕鹏飞开了半
个小时车去12里路之外的王家
庄子赶集，回来的路上被一辆车
连车带人撞倒了。“旁边路过的
人把我扶起来，我又爬上电动三
轮车开着回家了。”吕鹏飞的乐
观心态一直延续到之后的摆摊
生涯中，前来刻章的客户五花八
门，有时难免会遇到要求刁钻的
客户，但吕鹏飞都能和气应对。

吕鹏飞的和气为他赢来了

一次又一次的命运眷顾。一次，
书法篆刻水平比较高的王连庆
经过吕鹏飞的摊位时发现了他，
并邀请他加入“书法小院”沙龙。
吕鹏飞也因此结识了一些书法
篆刻家，并得到了专业指导。

在“书法小院”老师们的指
导帮助下，吕鹏飞与弟弟在安丘
县城租下一间小屋，开了一家名
为“吕记文房”的小店，专营文房
四宝。“吕记文房”给吕鹏飞提供
了一个安身之处，也成为吕家兄
弟养家糊口的饭碗。“弟弟在一
楼卖些文房四宝，同时干着装裱
工作，我就在二楼刻章。”靠着逐
渐积累的知名度，吕鹏飞现在主
要接一些定制印章的订单。

吕鹏飞的印章不仅用于出
售，还在各大展会上崭露头角。
现在他已经是山东书协会员，
还曾入展2018年8月山东省第
三届篆刻艺术展、2018年首届
青田印石杯全国篆刻大赛、
2018年12月全国农民书法作品
展等展会。2020年，他获得了
2020年万印楼国际精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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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甘当“小白鼠”以身试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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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求学路

说起自身的求学经历，丁光
生总免不了谈及家人。他的父亲
丁绪贤，是中国最早一代化学家，
曾在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等知名
学府任教，致力于实业救国和科技
救国。母亲陈淑，是中国早期女留
学生之一，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女子
高等师范学校，是中国女子教育的
先驱。丁光生的叔父们也在大学教
授化工、化学和物理。

在家族影响下，丁光生自幼
以科学救国为志，勤学苦读。17岁
那年，他考取了中央大学医学院。

“我告别父母，孤身一人，攀上一辆
货车，颠沛20余日，方才到达重庆
郊区的柏溪校区。”求学路之艰辛，
更加激起他对知识的求索热情。他
一路读到博士学位，本立志成为一
名医生，命运却给他开启了另一扇
门。“当时国内还没有临床麻醉学，
教育部为了配合抗战后的医疗事
业发展，在1946年招考公费留学生
时特设了三个临床麻醉学的名额。
那年春，我通过了全国统一公费留
学考试，到美国学习临床麻醉学。”
就这样，他成为中国第一代临床麻
醉学家。1950年6月，他获得芝加哥
大学药理系博士学位。与此同时，
他还在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外科担
任临床医师，这在当时的中国学者
中是不多见的。

丁光生很快迎来另一个人生
的分水岭。彼时，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政府对留美的中国学生进行
了严格控制。一方面，他收到了美
国诸多知名机构的工作邀请；另
一方面，父亲时常来信提及国内
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对祖国的
牵挂使他夜不能寐。他再次独自
踏上一段艰险之路。在太平洋上
航行了半个月之久后，他辗转回到
中国香港。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
在香港的英国军警的持枪监视下，
换小轮至九龙，再换火车至罗湖，
走百米缓冲地带……终于，踏上
祖国大陆的土地。”1951年7月17
日，当丁光生提着两个沉重的箱
子走出罗湖火车站，第一次见到
五星红旗时，不禁热泪盈眶。

研发的救命药被美国仿制

上海药物所从1932年建所至
50年代初，一直缺乏药理研究。丁
光生就在这时接下重任。这几乎
是个白手起家、平地起楼般的大
工程。药理实验离不开动物，当时
国内物资匮乏，他就把仓库改建

成动物房。天冷，水泥不易干，他
就守着炭炉去烘干，夜里睡在施
工中的动物房内。

他的研究分为三个方面：心
血管药理研究、抗血吸虫病研究
和重金属解毒药研究。“记得新中
国成立后，我国有大量的血吸虫
病病人。治疗血吸虫病，全世界只
有一种药——— 酒石酸锑钾，但这
种药必须通过静脉注射，毒性大，
而且要打很多针，不少病人刚注
射完，就因为毒性太强而丧命。”
他说。“一定要找到解药！”于是，
他没日没夜地做起研究。

1957年3月，丁光生与梁猷
毅、谢毓元等人合作研究出了具
有解毒疗效的创新药——— 二巯丁
二酸钠。药虽然有了，但效果如何，
需要通过临床试验来验证。可在当
时的条件下，试药的条件与保障都
十分有限，找谁来试？丁光生选择
了自己。他做起了“小白鼠”，以身
试药，成为第一个静脉注射此药
的人。后来的临床结果显示，该药
不仅能解锑剂的毒，还可以解很
多重金属的毒，比如铅中毒、汞中
毒，甚至砷中毒。

在该药的基础上，丁光生等
人对口服二巯丁二酸进行了进一
步研究，它毒性低、易吸收，对治疗
多种金属中毒都有明显疗效。“西
方国家也承认，这是重金属中毒时
的首选治疗药。”丁光生自豪地说。
1991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正
式批准二巯丁二酸用于儿童铅中
毒，这是我国研制的化学药品首
次被美国批准仿制。

花甲之年“跨界”

熟识他的人都知道，丁光生
半生躬耕科研，爱得至深。可在花
甲之年，他突然来了个“跨界”。这
是一个看起来与医学相去甚远、
少有交集的领域——— 编辑学。

1980年，丁光生创办《中国药
理学报》并任主编。许多人劝他，

编辑工作是一项“只出力，不出
名”的工作。但他甘为“春泥”，退
居幕后。因为他坚信，唯有创办自
己的刊物，才能让中国药理界赢
得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尽管刚开
始这是一份中文期刊，但他坚持
论文要附上英文摘要，后来要求
图表和图例也要有英文，这样外
国人也能看得懂主要的科研数
据。《中国药理学报》创刊仅五年，
就被美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的科学
引文索引SCI收录，是早期被SCI
收录的少数中国期刊之一。

“很难在早晨看见爸爸”

上海药物所无人不知，丁光生
全年365天无休。国庆节、春节假期，
保卫处要给各个实验室封门，只有
丁光生的实验室、办公室是例外，因
为他每天都要来上班。哪怕是出差
回来，他也总是先回所里。

在家人的记忆里，丁光生一
辈子“以所为家”，而家只是个旅
馆，用来睡觉、吃饭。在家稍作休
息，他也毫无悬念地会回所里工
作。“我们很难在早晨看见爸爸，
因为他四五点就到单位去工作
了，总是和食堂工作人员一起进
大门。”丁光生之子丁民乐说。

除了是一个沉迷工作的“劳
模”，丁光生还是一位可敬可爱的
老先生。鲜有人知，他会用扑克牌
变魔术，会模仿各地的方言讲笑
话。他记得《中国药理学报》每一位
编辑的生日，甚至编辑的爱人、孩
子的生日。每当编辑部工作人员过
生日，他总是自掏腰包，请所有人
吃饭。他总说自己不会唱歌，但是
非常喜欢听歌，轻松愉悦的时候也
会轻轻地哼唱。

先生已逝，但留在大家印象
里的，依然是他挎着书包，迎着晨
光，雄赳赳、气昂昂走来的画面，
给人鼓舞，予人力量。

综合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
晚报、中新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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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家文房四宝店，同时可以作为自己的创作工作室，是不
少艺术从业者向往的事情。2017年，从小残疾的吕鹏飞跟弟弟一起
开了一家“吕记文房”，他的漂亮印章和篆刻梦想有了一个落脚地。

吕鹏飞自幼爱好书法、篆刻，通过自学和老师朋友们的指点帮
助慢慢确定了篆刻艺人的人生之路。生活飞奔向前，吕鹏飞握紧了
手中的刻刀，坚定地为自己憧憬的未来描“横”刻“竖”。

残障男儿的“篆刻人生”

我国著名药理学家、中国
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
员丁光生，2022年10月6日在上
海逝世，享年101岁。

正如其名，他的一生都在
“向光而生”。他和中国共产党
同年同月同日生，是中国第一
代临床麻醉学家、药理学家及
编辑学家。他致力于心血管药
与抗血吸虫病药的研究，作为
主要研究者研制的解毒药二
巯丁二酸，是美国仿制的第一
个中国新药；64年前，他甚至
以身试药。他在花甲之年创办
了《中国药理学报》，荣获中国
出版工作者的最高荣誉“韬奋
出版奖”。

风雨百年，但他的内心始
终是一位不负韶华的青年和
少年。

丁丁光光生生获获颁颁首首届届全全国国优优秀秀科科技技期期刊刊一一等等奖奖证证书书。。

吕吕鹏鹏飞飞和和他他刻刻的的印印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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