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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百岁院士以自己和夫人的名义设立奖学金。唐有祺和张丽珠，这是大

写的传奇人物和传奇爱情。

唐有祺把刻上两人名字的奖学金，作为一百岁生日礼物送给自己，也献给几

年前仙去的夫人。而张丽珠，是和他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学术传奇。她本身的贡

献和成就，值得这世界上所有荣耀。

女子当自强

张丽珠的父亲张耀曾，是民国时期

著名的法学家。他是同盟会成员，参加

过辛亥革命，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助

手，后来两度担任法务总长。著名思想

家、哲学家梁漱溟，是张丽珠的表哥。

张耀曾担任法务总长期间，曾让梁

漱溟任他的机要秘书。梁在此期间写下

了长文《究元决疑论》，北大校长蔡元培

看完文章拍案叫绝，力邀梁到北大教印

度哲学，虽然当时他只有中学学历。

张耀曾有四个女儿，张丽珠是其中

最小的一个。如今还经常见到有人梦回

大清朝，口口声声生儿子比女儿高贵，

仿佛家里有王位要传承。反而在清朝

时代出生的张耀曾，却说：生儿生女

都能报效祖国，女儿一样能继承血

统。张耀曾的原话是：“效忠社会则贤

女胜过不肖之子，继承血统则女与子

有何区别”。

他为官清廉，日记中对经济困窘的

情况时有记载。但不论多困难，他都让

四个女儿接受高等教育，取得大学学位

后又继续留学。张丽珠一直记得父亲对

四姐妹的教诲：“愿你们于家国、于人

类，为有用之人才”。

事实证明：让女儿从小拥有远大的

梦想，给她们和儿子一样的翅膀，就能

释放出惊人的力量。

张丽珠的大姐在美国获得工商管

理硕士，二姐获法学博士学位，三姐获

得生理化学硕士。而张丽珠不但从小是

学霸，还是体育、演讲全能。她高中时是

全运会女子排球冠军上海队的主力，被

授予“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称号（All

Round Girl）。

1937 年张丽珠高中毕业，报考当

时南京中央大学的航空工程系。她要成

为战争威胁下，祖国急缺的造飞机和开

飞机人才。她是唯一报考这个系的女

生，也以优异的成绩被成功录取了。但

因为日军入侵，大学被迫迁往内地，张

丽珠未能实现女飞行员的梦想，后来转

到圣约翰大学学医。

张丽珠转学医科，是因为 1938 年

父亲因病去世。有纪念文章痛心人才早

逝：“良医良相尽，此事最堪哀”。张丽珠

决定，要做一个治病救人的良医。

1944 年，张丽珠获得医学博士（M.

D.）学位，并获当年最优秀毕业生奖。

她随即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因为

在工作中感到迫切需要掌握新理论和

新的医疗方法，于是在抗日战争胜利

后，出国深造。

1946 年 9月，她和毕业于交通大学

的三姐惠珠，一起搭乘万吨巨轮“梅格

斯将军号”赴美留学。同在这艘船上的，

还有冯玉祥、华罗庚，以及也是去留学

的唐有祺。

赴美留学

缘分是件奇妙的事。

唐有祺出生在一个上海普

通商人家庭，小学和中学

都在上海就读。他和张丽

珠同在上海这许多年，茫

茫人海中从未相遇。

上大学时，张丽珠历

经周折最后留在上海在圣

约翰大学就读；而唐有祺

考入上海的同济大学，学

校在战火纷飞中被迫不停

往内陆迁移，三年辗转九

省。刚安顿好又要长途跋

涉，以及空袭声中冒着生

命危险上课做实验，成了

唐有祺大学期间的日常。

唐有祺考入同济大学

化学系时，还在条件优越

的上海；等到毕业时，已经

辗转九省，到了四川宜宾

李庄的一所庙宇。当时，李

庄是个天气恶劣条件艰苦

的地方。林薇因夫妇曾经

在这里如何撑着病弱的身

体坚持学术研究。

因为一心希望利用自

己的知识服务国家，1942

年大学毕业后，唐有祺放弃

了已经考上的中央大学研

究生学业，也搁置了通过选

拔考试获得的留学名额，去

兵工厂和钢铁厂工作。

但在实业工作的过程

中，唐有祺渐渐意识到只

有提高学识才能实现技术

突破。于是抗日战争胜利

后，他决定赴美留学。就这

样，他和她上了同一条船。

虽然同在一条船上，

张丽珠和唐有祺却从未碰

面交谈。唐有祺倒是和张

丽珠的三姐开过一次会，

因为他们都是化学专业

的。他因此也留意到了张

丽珠，但张丽珠对他没什

么印象。

两个星期的航程中，

两人未曾相识；抵达美国

下船后，他们又各奔东西。

张丽珠先在哥伦比亚大学

医学院和纽约大学医学院

作博士后研究，后来到纽

约医院做住院医师及肿瘤

早期诊断研究，发表了世

界先进水平的论文。

由于她的研究成就，

1949 年 4 月受到伦敦一家

医院的邀请，又横渡大西

洋到了英国，做妇产科总

住院医师。1950 年 10 月她

通过英国国家考试，获得

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资

格。

唐有祺则被诺贝尔化

学奖获得者鲍林教授收入

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因为

表现优异，唐有祺顺利拿

到博士学位后，鲍林又让

他在博士后岗位上继续研

究，当时国际上刚刚兴起

的用 X射线解析蛋白质结

构的重要课题。

唐有祺从此成为国际

上首批接触蛋白质晶体学

及分子生物学的少数学者

之一。在各自领域大放异

彩的张丽珠和唐有祺，彼

此的人生轨迹在五年后，

终于开始交叠。

1951 年，西方国家开

始对中国展开经济封锁和

人才封锁。在英国的她和

在美国的他，不约而同地

放弃了名利在望的锦绣前

程，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排

除万难也要回国。

张丽珠去买船票，船

运公司用尽借口不卖给

她。唐有祺遭遇了同样的

困境，用尽各种办法都买

不到船票。张丽珠到处找

关系，终于凭一封电报买

到了船票。

船先到香港，很多人

劝她就在那里留下，张丽

珠不为所动，从广州入境

回到了上海。

唐有祺遭遇的阻力更

大。他在美国无论如何都

找不到途径回国，最后在

博林教授的帮助下，以开

学术会议的名义，取得去

瑞典的签证，再辗转法国、

英国……冲破层层阻挠，

历时一个月才回到祖国。

两人分头回到祖国

后，因为有共同的朋友，这

才见面相互认识。在央视

节目上说到这段往事时，主

持人想当然地问：于是男方

就去追求女方，展开一段浪

漫的爱情故事了吧？

张丽珠诧异地扔过来

一句话，无情打破小清新：

“什么？我们两个都到了年

纪，都应该结婚了！”

世界上的美满婚姻，

哪有固定的公式。像这一

对连谈情说爱都没有就闪

电结婚，却因为共同的革

命理想，在各自缔造传奇

的过程中，发展出最坚实

的爱情。

回归祖国挑起重任

唐有祺一回国就挑起了重任。他先

在清华大学开设新课，将结构化学的最

新理论和方法介绍到国内。后来调任到

北京大学，在艰难的条件下，逐步建立

起中国自己的结构化学研究体系。

张丽珠回国后原本在上海工作，结

婚后调到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

部）第一附属医院。1958 年参与第三附

属医院创建，成为博士生导师、国家重

点学科学术带头人。

两人婚后生下一儿一女。孩子才一

个月大，张丽珠就回医院上班。当时她

和唐有祺工资都不高，大多花在了雇佣

保姆和月嫂上。唐有祺因为部分研究工

作可以在家做，不像张丽珠必须到医

院，就由他承担起指挥保姆带娃和处理

家务的事。

这是一对学术大牛的志同道合比

翼双飞。他们上访谈节目时，主持人却

对着大师连连追问，她不做家务不管家

啊？那你不介意啊？唐有祺表示对妻子

的事业非常欣赏，自己鼎力支持之后，

主持人还酸溜溜地说：她责任心完全用

在那上头，对家里一点都没有。在成功

女人背后支持她的男人不容易，感谢唐

老师。

看到这些言论就会发现，女性要取得

成就，要克服多少来自社会的偏见，要承

受多少舆论打压，是多么的不容易。

幸好，张丽珠有百年前就具备男女

平等思想的父亲，从小为她树立远大目

标，支持女性做“于家国、于人类有用之

人才“。她还有懂得欣赏并支持优秀女

性征服星辰大海的丈夫。他说：“在我心

中看起来，她的贡献更明显，我的贡献

拢共那么多。”

唐大师说到自己的贡献时实在太

谦虚；而张丽珠对国家和学术界的贡

献，确实担得起一切赞美。1988 年 3 月

10 日，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顺利诞生。

这一项中国医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就是

由张丽珠带领完成的。她也因此被称为

“神州试管婴儿之母”。

当时的条件多么艰难，一般人根本

想象不到。因为那时的国产穿刺针达不

到标准，张丽珠只能把几根从外国带回

来的穿刺针，反复消毒使用。用到后来

针头都钝了，就拿到钟表店磨尖再用。

父母给孩子取名叫赵萌珠。萌代表

开始，而珠表示对张丽珠的感谢。2008

年，张丽珠培育试管婴儿的科技成就，

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评为建国五十年

来影响中国的十大科技事件第五位。

而唐有祺的学术成就有多高，从北

京大学官博对这位化学泰斗的寿辰贺

词，就可以想见：“有唐先生，诚为家国

之幸，时代之吉”。张丽珠的传记书名是

《妙手握奇珠》，而唐有祺的传记是《根

深方叶茂》。他们是真正旗鼓相当的传

奇，“势均力敌”的爱情。

2012 年，唐有祺张丽珠隆重庆祝结

婚六十周年。他说：我们结婚时都三十

多岁了，能在一起走过六十年，真的不

容易。说这话时，当时这位九十多岁的

老人，眼中充满了爱意。

四年后的 2016 年，95 岁高龄的张

丽珠因病医治无效，驾鹤仙去。

如今唐有祺百岁诞辰，不但收到来

自各界人士的庆贺，北京大学更以专题

页面，十几篇文章热烈祝贺。而这一切

荣耀，他只愿与她共享。在寿辰这一天，

他捐资成立和爱妻联名的奖学金，献给

天上的她。

他们曾一起跨过高山越过大海，在

狂风暴雨中比翼双飞，飞到最璀璨的星

空，为人类打造出一片新天地，把这个世

界变得更美好。 （参考自《央视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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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珠在英国做妇产科总住院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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