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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20世纪80年代，顾迈男（左）在北京采访物理学家李政道。右图：20世纪80年代末，顾迈男（中）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地下隧道里采访物理学家丁肇中（左一）。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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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中学生，都读过她写的邓稼先和华罗庚
与新华社同龄的顾迈男：“干记者，到现在我都没干够呢”

本报记者王京雪

就像一些摄影师会在他人的镜头下感到拘谨，88岁的新华
社老记者顾迈男长于采访但并不习惯被采访。“被采访时别紧
张”，女儿特地给她发来一条温馨微信，这位做过整整30年采写
工作的资深记者看了摊摊手，哈哈一笑。

从上世纪60年代起，顾迈男报道了中国科技界的一系列重
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她的笔下群星闪耀：陈景润、华罗庚、李政
道、杨振宁、丁肇中、邓稼先、王淦昌、钱三强、朱光亚、叶笃
正……无数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在其间。

不夸张地讲，顾迈男的新闻作品影响了几代国人对科学家
的共同记忆：她是最早发现并关注陈景润的记者，是第一个走进
核武器研究“禁区”报道邓稼先的记者，是被华罗庚夸奖为“研究
华罗庚的专家”的记者，也是被中科院的工作人员评价“她是我
们科学院的人”的记者……直到今天，中学生们还能从语文教科
书里读到她写邓稼先和华罗庚的文字。

现在，顾迈男每天仍忙于读书写作。像年轻时那样，她写稿
还是手写，用的还是200字一页的方格稿纸，但她学会了怎么在
微信里改稿子。

今年夏天，她应出版社邀约，将写过的一些科学界的大故
事、科学家的小故事结集成册，这本叫《科学的春天》的小册子一
经出版，不到一个月就 2 次加印，并被选入 2019 年广东省中小
学“暑假读一本好书”推荐书目。

“新闻稿的生命力往往很短，年轻时我就琢磨怎么能让稿子
的生命力长些、耐看些。”顾迈男说，“如果我现在还年轻，我会继
续深入采访那些为咱们国家做出贡献的大科学家，狠狠地去挖
掘。采访这些人，一开始会很难，要知难而进，不能知难而退。”

退休已20多年，提及采访，她依旧神采飞扬，“干记者，到现
在我都没干够呢。”

“蝗虫起家”，从机要秘书到科技记者

“新华社就是所大学，何必非要坐在课堂里

读书呢”

“青年时代的立志是很重要的。”多年以后，顾迈男在一篇文
章里这样写道：“志向（或是梦想）确立以后，就应朝着志向（或梦
想）奋斗，经过无数的挫折、失败、成功，最后圆了自己的梦。”

听上去是人所周知的大道理，但“记者顾迈男”的路的确就
是这么走出来的。

30岁出头，顾迈男才当上记者，那时，她已在新华社做了近
10年事务性工作，先在发稿部门对照领导修改、审阅过的新闻稿
改清样，又被调到社长办公室做机要秘书。

走上工作岗位没几年，顾迈男渴望去大学深造，但国家建设
急需人才，有人劝她：“新华社就是所大学，何必非要坐在课堂里
读书呢？”

在新华社，放弃了大学梦的顾迈男从经手的新闻稿和文件
中学习，渐渐不再满足于安坐在办公室里管文件、听电话，她萌
生出一个新的梦想：当记者。

1962年，顾迈男鼓起勇气，向时任新华社副社长朱穆之说出
心愿，不久，她真得到一个去新华社国内部做科技报道的机会。

“穆之同志，到了国内部，我要是干不了可咋办呢？”她又喜
又忧地问。

“哎，干不了就回来吧。”
当时，正值我国科技事业迅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党中央

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个
科技远景规划“十二年科技规划”，我国逐步建成一支具有较高
素质的科研队伍。

顺应时代潮流，新华社也加强了科技报道的力量，顾迈男就
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记者工作。

一名毫无采写经验、蹲了近10年办公室的机要秘书能当好
记者吗？可以想见，人们对此会产生的种种议论。

“我听了反而更坚定了信心，决定迎难而上。”顾迈男说。
她日复一日地泡在北京三里河（中科院和国家科技委员会

所在地）和西郊的中关村（中科院所属各研究所所在地），她管这
些地方叫“我的领地”。

1962年夏，顾迈男走进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跟随正在研究治
理东亚飞蝗的中国生态学奠基人马世骏参观实验室。看着玻璃
器皿中的大小蝗虫，听着研究者们对中国蝗灾历史和灭蝗经历
的介绍，她将所见所闻写成职业生涯中的第一篇重要稿件：《揭
开蝗虫生活之谜》。

1962年7月12日，这篇通讯被《人民日报》刊发于2版头条，此
后，有人戏言，顾迈男当记者是从“蝗虫起家”的。

首战告捷，顾迈男却没有太多高兴。此前，她将这篇通讯的
初稿交给一位“严厉的伯乐”、她在国内部的领导方言，对方在仔
细修改后，把稿件当着全体编辑的面甩给她：“你叫编辑给你当
校对，你连标点符号都不会标，还当什么记者？”

“我接过稿子一看，不禁羞愧难当。”在人们的目光里，顾迈
男窘迫难安。

“我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回到原单位做轻松的工作；再是知

难而进，不退缩。我该怎么办？我选择后者。那之后，我更用
心地做采访，每篇报道都翻来覆去地看，确实把力气都用上
了，才交稿。”

1963年，顾迈男到河南新乡的农民家里住了半个月，采访
在那里改良盐碱地的土壤学专家王守纯。

结束采写后，一个早晨，她走进编辑部，正在扫地的方言
看见她就露出笑脸，拿手里的扫帚轻打了她一下，“小顾，今天

《人民日报》在社论的位置登了你的通讯！看来过去是让你屈
才了！”

原来，她写王守纯成功改良盐碱地的报道被《人民日报》
刊发在头版头条，相关通讯《盐碱地上好庄稼》配发于报道下
方、通常是刊登社论的位置。

从被质疑到被认可，顾迈男迎难而上，迈过了记者生涯里
最初的难关。

此后数年，她采访过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地质
学家李四光、建筑学家梁思成、气象学家竺可桢等著名科学
界人士，写下《蓝田猿人化石出土记》《毛主席和科学家》等
报道。

“刚入行，采访的都是些科学大家，会不会很有压力？”
“我不害怕，我是记者，这是我的工作。”顾迈男说，忐忑与

紧张是难免的，但她每次都决定“做只勇敢的小鸭子，上架
了！”

发现陈景润和“科学的春天”

“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还有这样不管

不顾做科研、给国家做贡献的人，我心想，不

管怎样，要为他写点东西”

“文革”中的一天，顾迈男去中科院参加报告会。会上，中
科院党组副书记武衡在发言时提了一句：“我国年轻的数学工
作者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
水平的成果……”

“这个人是谁？”顾迈男立刻向身旁一位中科院局长打听。
“哦，他叫陈景润，快死啦，是个怪人。”
“我心想，这年头还能做出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又快死

了，还是个怪人，这人一定非同寻常，我要采访他。”顾迈男
回忆。

那是1973年春，她已连续多年没遇到一个这样想去采写
的选题。1966年夏，她到北京大学采访，看见学校里的大字报
铺天盖地，中关村的研究所、实验室里也一片凋敝。

“完蛋了，写不出像样的稿子，一片混乱你写什么啊？每
次采访回来都心灰意冷，我干了30多年记者，其中长达10年没
什么可写，我那时非常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呢？”

听说陈景润其人后，第二天一早，顾迈男就跑到中科院数
学研究所。

接待她的负责人说：“这个人生命力很强，医院来了几次
病危通知单，但他现在还活着，他搞的那些研究也不为生产服
务，我们都懒得管他……”

就在这时，陈景润迎面走了过来。
顾迈男记得，陈景润戴着蓝棉布的鸭舌帽，架着副近视眼

镜，穿一身厚厚的棉裤棉袄，脸上笑嘻嘻的，不停地边点头边
说“谢谢，谢谢”。

之后几天，顾迈男一直在数学研究所采访，“知识越多越
反动的年月，还有这样不管不顾做科研、给国家做贡献的人，
我心想，不管怎样，要为他写点东西”。

她很快写成两篇报道：《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陈景润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和《助理研究
员陈景润近况》，呼吁有关部门关注陈景润，给他治病。

这两篇稿件和她后来采写的关于陈景润的十几万字报道
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重视，陈景润被送到医院
治病，命运也由此转折。

1978 年初，徐迟创作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
后，“陈景润”的名字家喻户晓，激发了包括搜狐创办者张朝阳
在内的一代年轻人对科技的热情和对科学家的向往。

同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受邀出席的陈景润坐上主
席台，讲述自己的故事：“我只不过是攀上了科学的一个小山

包，就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新华社
记者对我的帮助。”

顾迈男全程亲历、报道了这次在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意
义深远的盛会。

她听到邓小平在开幕式讲话中，阐述“科学技术是生产
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要论断；也听到闭幕
式上，由播音员宣读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这是
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在知识分子们欢欣雀跃、科技工作全面复苏的这个春天，
顾迈男与新华社国内部记者傅军连续数晚来到中关村采访，
发现这片黯淡多年的土地重新亮起灿若繁星的灯火，那是各
研究所、实验室里的科研人员们在挑灯夜战，日以继夜地弥补
被迫虚掷的时光，他们就此写出长篇通讯《中关村的灯火》。

祖国的命运与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日后，有人问过
顾迈男，她做记者的黄金时代是在哪个阶段？顾迈男回答，在
迎来科学的春天后。

多为科学家“立传”

“你问我这些科学家身上，什么东西最动

人？他们为国效力的精神最打动我”

1985年，顾迈男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采访，闲谈间，有
负责人跟她分享了一则“趣闻”：物理学家杨振宁来访时，曾问
一个北京大学核物理系的学生听没听说过邓稼先，对方答从
没听过这个名字，杨振宁大为惊异，说邓稼先为国家做出那么
大的贡献，中国学习核物理的大学生竟然都不知道他的名
字……

顾迈男丝毫不觉得有趣，只感到不是滋味，她觉得杨振宁
批评的不是那个大学生，而是她这样做科技报道的记者。

“邓稼先到底是什么人？杨振宁为什么这么关心他？我
要想办法找到这个人。”

几经周折，顾迈男在核工业部打听到了邓稼先，她发现要
想让这个人从不为人知到广为人知殊为不易：他工作的领域
涉及国防机密，且参与研制“两弹”的科学家那么多，单独抽出
一个人来宣传，行得通吗？

“仔细想过后，我还是决定知难而进。”顾迈男说。
当时核工业部的办公厅主任李鹰翔带着她去拜访国防科

工委的负责人朱光亚，说明情况。谈到能否报道邓稼先，李鹰
翔说：“邓稼先病得很厉害，先报道他，等以后再报道其他的科
学家……”

“新华社是个金牌子，他们大概也了解我算是个资深记
者，几十年来稿子里没出过差错。”就这样，顾迈男拿到了采访
邓稼先的通行证。

在医院的重症病房里，她初次见到刚做完手术的邓稼先，
之后，又前往邓稼先工作的“九院”，即中国核武器研究院深入
采访。

1986 年夏，新华社对国内外播发了通讯《“两弹元勋”邓
稼先》，轰动一时。

“我写着写着就哭了，到现在看这篇文章心里还是特别难
受。”顾迈男说。

她讲起邓稼先和母亲的诀别，这个隐姓埋名的“失踪”的
儿子，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秋天回到北京，在已经
不能说话的母亲病床前挥动手里的报纸：“成功了，成功了！”
而他的母亲至死都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干了什么。

还有1985年的国庆节，住院近3个月的邓稼先带着警卫员
偷偷溜出医院，他们先去了王府井的新华书店，邓稼先在那里
看了一个多小时技术书籍，还给警卫员买了本英语书。

之后，他又要求去天安门广场，在国旗下，邓稼先跟年轻
的警卫员说：“到新中国成立 100周年的时候，你都 84 岁了，
那时，我们国家富强了，你可一定要来看我啊。”

“你问我这些科学家身上，什么东西最动人？他们为国效
力的精神最打动我。”顾迈男说。

“看看邓稼先，他为什么这样工作？他想的是什么？是少
年时代，中国的老百姓在北京见到日本兵要行礼的国耻，是要
报效国家的决心。不要忘记这些人！我们现在说不忘初心，
我们不要忘了他们。”

“还有那些海外华裔科学家，我在工作中接触到他们，感
到他们非常非常爱国，不是一般地爱。”顾迈男补充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她先后采访过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
丁肇中、杨振宁，并在之后多年长期关注、报道他们的工作情
况，深知他们为祖国科技事业做出的积极努力。

提到社会上一些人对杨振宁等学者的非议，她一连说了
5 个“不对”，“那都不对！他们不了解他”。

在科技记者的岗位上，顾迈男不知不觉间担负起为科学
家“立传”的责任。她发现她的采访对象们不仅学术上颇有造
诣，还都怀有强烈的爱国心，大多在青年时代亲历过旧中国的
黑暗，又在新中国诞生后，以极大的爱国热忱投入工作。

她愿意下功夫把他们的人生经历真实、细致地刻画，也因
而赢得科学界的认可。顾迈男的老同事傅军曾说：“大大小小
的科学工作者没有不认识她的，连家里的大人孩子也跟她挺
熟，她在科学界是个很受欢迎并得到信任的记者。”

“长期以来，我们对科学家的报道确实太少了。”2005年，
时任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应邀为顾迈男《非凡的智慧人
生——著名科学家采访记》一书作序，“我想通过这篇序言，传
递自己的一点‘感悟’——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多
为科学家‘立传’。”

“这辈子没白活”

“干哪一行就要钻进去爱哪一行，先不要

考虑名利，好好做本职工作。”她说，“如果时

光能倒流，我还想从头再来过这么一遍”

最近，顾迈男刚整理完即将再版的丁肇中传记书稿，远在
海外的丁肇中看了出版社发去的稿子，特地交代自己在北京
的学生向她表示感谢。

再早些日子，华罗庚之子华俊东给顾迈男打电话说，“你
是我爸爸的恩人”。她撰写的《华罗庚传》已再版 4 次。

“我们现在还在向顾老师约稿，希望她把更多故事讲给孩
子们。说实话，她在《科学的春天》里写下的那段历史，国家领
导人和科学家们当年为推动中国科技发展所做的努力，我以
前都不那么了解。”《科学的春天》一书责编钱丹说。

顾迈男有过离开新闻战线去“当官”的机会，但直到退休，

她都是一名记者，一个活跃在采写前线的“排头兵”。
“回头看看，这条路我真的无怨无悔。新华社给了我一个

展示才能的大平台，让我在30年里淋漓尽致地发挥，我非常感
谢社里的各级领导和很多编辑，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我走
不到这里。”她报出了一长串的人名。

“从没想过国家和组织会给我那么多荣誉，又是‘三八红
旗手’，又是‘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又是国务院特殊津贴……
我年轻时就是干、干、干、干！就觉得把你放在这条战线上，你
就应该把这条战线上的人物挖掘出来，宣传出去。”

家里的写字桌面向养花的阳台，阳光从窗外照入，落在顾
迈男白色羽毛般的银发上。“冬天坐在这里写稿很舒服的。”她
笑着打趣，“要不我现在怎么还能写出那么多东西呢？”

过往的惊心动魄、一次次知难而进，都已化为谈笑间的一
则则逸闻。

她提到唐山大地震发生后，自己立即赶往国家地震局，在
地震棚里一蹲两三年，遇上一次7.1级的余震。“楼晃得厉害，

每个人脸都煞黄煞黄的，我心想完啦，要牺牲啦。”

“还有一回去美国采访，全程上下飞机19次，有一次差点
不能安全着陆，当时天空电闪雷鸣……”

1979年采访回国讲学的李政道，起初没争取到充足的采
访时间，她一连7周，天天跑去听李政道讲学，在课余和晚上采
访他的老师、同学、好友和听课的学生，写出通讯《李政道教授
在中国讲台上》，被国内外媒体广泛采用，也赢得了李政道的
信任。

当然也吃过采访对象的“闭门羹”，“你要拿出货来，拿不
出东西是得不到认可的”。

“干哪一行就要钻进去爱哪一行，先不要考虑名利，好好
做本职工作。”这是这位前辈对后辈们最平实而真诚的劝诫。

“我这辈子行了，没白活。”回顾完自己的职业生涯，顾迈男
平静地说，“如果时光能倒流，我还想从头再来过这么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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