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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陆一冬 戴丽丽

桌子上、窗台上、书柜里，到处堆满了书
籍和资料。阜外医院行政楼里一个面积不大
的房间，与其说是办公室，不如说是书房。11
月30日上午，记者见到顾东风时，他刚刚结束
一个会议，理性、直接，待人温文随和，这是中
国科学院院士顾东风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从一名普通的机修工，到心血管疾病防
治专家，再到中科院院士，顾东风完成了人
生中高难度的三级跳。而支撑他跳跃的动
力，源于对医生这一职业的热爱，对医学科
学的不懈追求。

差一点失去上高中机会
1958年，顾东风出生在启东志良中央镇

的一个普通家庭。兄弟姐妹六个，顾东风排
行老五，是家中的小儿子。“小时候，见到镇
上医生穿着白大褂，背着医药箱为居民看
病，很是羡慕。”再加上大哥大嫂都在乡卫生
院工作，潜移默化中，顾东风对医生这一职
业充满了向往和崇敬。

1972年顾东风初中升高中，由于当时不
合理的考生推荐制度，他被排除在高中考生
名单之外。临近考试，经好心人帮助，好不容
易从乡里争取到一个临时指标，他才急冲冲
地奔向8里外的考场，参加了升学考试，最后
以优异的成绩升入高中学习。“差一点我就
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从此，顾东风异常珍
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

从竖河中学高中毕业后，顾东风被分配
到了当年的吕四机修厂当学徒工，每周三班
倒上班。在工厂，顾东风接触了一些技术员，
对他们技术指导很佩服，暗暗下决心要努力
学习。

不久，县工业局要发展“高技术”企业，
从北京、天津挖了数位技术人员来启东，开
发电器产品。经过推荐和遴选，顾东风被调
到启东电器厂，后又赴上海电子管厂学习技
术。

1977年恢复高考后，为顾东风打开了通
向大学学习的希望之门，他白天在工厂上
班，下班后读书。凭着苦学和智慧考上了南
京医科大学。

进入大学后，顾东风非常珍惜这来之不
易的机会，5年的时间，他从宿舍到教室、图
书馆和食堂，基本上是四点一线，无暇他顾。
在文革中未能有机会打好英文基础，家乡口
音又重，大学初期他用中文标注英语读音，

课余刻苦自学。
大学时期，顾东风掌握了基本的临床和

预防医学知识。临近大学毕业，他深感医学
知识匮乏，需要进一步深造。

1983年，顾东风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研究生院，开始主攻心血管病流行病学和防
治研究。1990～1992年，他获得世界卫生组
织的奖学金，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深造。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正值中国改革开
放后第二波“出国潮”，大批科技人才赴海外
谋求发展，和顾东风同一批出国的人，绝大
多数留在了国外。

“我也有过留下来的想法，但最后还是
决定回国做点事情。”1993年初，顾东风回到
北京。

刚回国时，顾东风居住在简易的“筒子
楼”里。谈起那段“艰难时光”，顾东风笑笑
说，要说一点困难没有也不是真话，但工作
很忙碌，大部分时间都在单位和调查现场度
过，也没觉得有多难。

为百姓提供更实用的防治模型
“心脏像汽车的发动机，血管相当于油

管，油管堵塞，心脏、大脑等器官就会出大问
题，我们所做的模型就是预测这些问题。”顾
东风向记者展示心脑血管风险APP使用方
法，在手机或电脑上输入年龄、总胆固醇、糖
尿病等指标，并结合中国特色的地域、腰围、
心血管病家族史等综合指标数据，便能够借
助数学模型，预测这个人十年内发生冠心病
和脑卒中的心脑血管风险，并根据风险高低
提供相应的预防和治疗措施，如早期改变生
活方式等。

冠心病和脑卒中，是我国居民健康的首
要威胁。然而，目前关于心血管疾病（AS-
CVD）发病风险的预测模型多来自欧美人
群，并不一定适用于我国。为了开发和验证
首个适用于我国人群的ASCVD发病风险
预测的“中国模型”，顾东风进行了跨越20
年的大规模调查和系统研究。

1991年10月，阜外医院牵头完成我国
第三次全国高血压抽样调查的现场工作，并
由阜外医院流行病研究室负责汇总。作为研
究室主任，顾东风参与整理和撰写了题为《中
国人群高血压患病率和变化趋势》的重要英
文学术论文。

1997年，为研究我国心血管疾病的致病
因素和流行趋势，顾东风主持开展了重要科
研项目“中国冠心病、脑卒中发病和死亡影

响因素的前瞻性研究”。
该项研究需要对1991年高血压调查的

20多万人进行大规模随访。刚一开始，研究
就遇到了许多挑战。首先是时间比较久远，
没有电子数据库，档案收集起来难度较大。

“有的人已经退休或者去世了，档案没
有继续保存。有些地方遭遇了洪水等自然灾
害，档案遗失了。”顾东风说，这些样本资料
对于研究我国疾病谱的转变、心血管等重大
慢性病负担和发病死亡影响因素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

“当时，我每天想得最多的事，就是如何
把这些资料从全国各地搜集过来。”顾东风
说。除了寻求卫生部、医科院和地方卫生局
等部门的支持外，顾东风在美国校友何江教
授的帮助下，成功地从美国心脏病学会申请
到了宝贵但有限的启动经费。

与此同时，顾东风耗费大量时间和精
力，通过帮助组织翻译最新《国际动脉粥样
硬化防治指南》和编撰印刷《高血压防治手
册》等方式，又从国内一些医药公司筹到了
部分研究经费。

就这样，顾东风带领科室成员和全国近
20个合作团队克服重重困难，历时4年共搜
集了17个省市近18万人的调查材料。材料搜
集回来后，顾东风聘请资料输录员用了近3年
时间将资料录入计算机。同时，还组织专家审
核搜集回来的调查表格，对调查对象的发病
诊断和死亡原因进行核实。经过不懈努力，调
查研究的成果陆续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柳叶刀》《美国医学会杂志》等全球医学
领域权威学术期刊，揭示了我国高血压和心
血管疾病主要发病和死亡影响因素，推动了
我国心血管病等慢性疾病的防治。

在此基础上，2016年，顾东风领衔的团
队，顺利完成了中国心脑血管病风险预测研
究（China-PAR）。这一研究成果在著名国
际医学期刊《循环》杂志发表，杂志主编采访
并配发编者按，高度评价该研究有助于促进
心脑血管病预测和防控。随后开发了手机
APP软件和心脑血管风险评估网页，方便广
大民众使用。

心脑血管风险APP一经推出即受到了
社会欢迎，有不少企业与顾东风接洽，希望
能进行商业合作，但他都拒绝了。“这项研究
是国家出资进行的，我们就应该无偿提供使
用权，造福更多老百姓。”顾东风告诉记者，
目前，他和团队正在不断丰富这个模块，以
期为老百姓提供更加实用的预测模型，让心
脑血管风险APP更接地气。

经30多年的坚持和努力，顾东风在国
际杂志上发表了270多篇学术论文，获得国
家15项发明专利授权，以第一完成人获得2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成果被写入30多
项国内外心血管疾病防治指南等、被195部
国际专著引用，在国内外心血管与慢性病防
控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让敬业与仁爱精神薪火相传
初冬的北京，蓝天如洗。位于门头沟的

阜外医院西山科研基地内，“国家心血管病
中心”几个大字熠熠生辉。这里，也是顾东风
的心血管病防治实验室的所在地。

中午12点，A座三楼的实验室内，顾东
风正在跟助理研究员李宏帆商讨最新的研
究进程。隔壁的办公室桌上，一份盒饭静静
地等待着它的主人。

“教授一忙起来就时常忘记按时就餐，
我们都习惯了。”阜外医院助理研究员杨学
礼说。顾东风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白天处
理行政事务，晚上还要进行科研工作、指导
学生，40多岁时就有了许多白发。

12时30分，顾东风匆忙回办公室扒了口
饭。10分钟后，他又召集同事和学生开会，总
结前期工作，安排下周任务。

除了带领团队做科研项目外，顾东风还
担任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副主任、医院副院
长、流行病学部主任等多个职务，同时还担
任国内外多个学术兼职。而众多的头衔中，
顾东风最重视的还是“导师”这一角色。

多年来，顾东风培养的学生工作于国内
外医学及相关领域。学生们有的已成为教
授、学科带头人、企业家、青年千人专家等。
他的学生之一，鲁向锋教授，国家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现在国家心血管病中心负
责基因组学研究。今年10月30日，鲁向锋作
为第一作者在国际一流杂志《自然遗传》发
表了《东亚和欧美人群跨种族血脂异常的外
显子组研究》，影响力极大。

“从2004年开始跟随教授，以前是学
生，现在是同事，角色在转变，但精神的传承
没有变。”鲁向锋说，“顾教授治学严谨，对学
生要求严格，执着于科研，身先士卒，每天工
作到很晚才回家，学生们也跟着一起干。”

医者仁心。顾东风作为主管阜外医院教
育处的副院长，总是对学生这样说：“当大夫
要有敬业仁爱精神，做好人；做研究要实事
求是，不能有半点虚假，才能做好学问。”

阜外医院第一任院长吴英恺院士是顾
东风最为敬佩的前辈之一。吴英恺是中国胸
心血管外科和心血管病流行学的奠基人，在
医疗、科研、预防、教学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
献。“翻阅吴院长八十年代发表的流行病学
和防治英文论文，你能感受到大医为国为民
解除病忧的情怀。”顾东风激动地说，“作为
后来人，我们要牢记和传承前辈的初心，沿
着他们的道路砥砺前行。”

“每次看到学生学有所成，发表优秀论
文，或接到学生们从天南地北送来的祝福，
就特别高兴。”顾东风说。从青年人身上他看
到了国家未来的希望，其最大的心愿就是能
够培养出更多的青年学者，让更多的年轻人
脱颖而出，让敬业与仁爱精神代代相传。

希望有机会回报家乡人民
“我是土生土长的启东人，能够获得科

技界的最高荣誉，离不开家乡人民对我的关
心和培养。”顾东风说，获得中科院院士的消
息传出后，除启东市的党政领导外，不少家
乡老同事、老朋友也纷纷来电或短信祝贺，
让他很受感动。

“初中时，我是居民户口，父母再加上六
个孩子，不到月底，家里的米缸就剩下一个
底，大家就勒紧裤带少吃一点。暑期时常去
捡柴禾或割猪草。”回首自己的学生时代，顾
东风感慨万千。

虽然条件很艰苦，但年少时的日子却充
满乐趣。无论是小学、中学，很多老师给了顾
东风人生中最早的启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至今他仍能清晰地叫出许多任课老师
的名字。“除感恩父母亲养育和培养外，我感
恩于这些家乡老师，是他们引领我走上了学
习的道路。”

“我以家乡为骄傲，启东有很多更为杰
出的人才，我只是比他们先获得荣誉而已。”
顾东风表示，“院士”这份荣誉是对他和团队
过去工作、成绩的肯定，也是国家、中国科学
院及所有同行对他的一个新托付，意味着一
个新的起点。

这几年回启东，顾东风总是为家乡的巨
变而振奋。“启东这几年生活条件好了，水质
好了，流行病也少了。基本公共卫生方面建
设搞得有声有色，我感到非常高兴。”他说，
启东市人民医院、中医院这两年不断加快发
展，医疗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顾东风认为，许多常见疾病还是要在基
层医院得到解决，像心脑血管疾病通过预防、
早期筛查和针对性的防治，可以得到较好的
控制。因此，他希望今后能抽出时间，对启东
市民的心脑血管病进行研究，跟基层医务人
员交流，指导心血管病防治工作。把预防和控
制方案、价格低及效果好的药品推介到乡村
卫生室，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让农村的心血
管病得到更好防治，造福家乡人民。

以家乡为骄傲 以荣誉为起点
——访启东籍新晋中科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顾东风

看似柔弱却坚强（三）
潘兆平

知道我孙子4岁已上托儿所学前班，问
我：“他赖学吗？”我说平时还好，天若下雨
什么的就赖着要他爸开车送。杨先生说她
小时候也赖过学，当时家里的东西两头各
有一所小学，她在东头上学，很受老师宠
爱，是“公主”，后来不知何故，家里将她转
至西头去上学，是插班生，更主要班里已有
几位王子与公主（是富人或官家子女），杨
绛感觉受到冷落，每天早上就赖在门洞里
不肯去上学。最后由强壮的马夫“一把掮到
肩上就扛走了”，我问：“你哭吗？”“哭也没
用。”

杨先生平时讲普通话，与亲戚讲无锡
话，我去了，她就说：“兆平来了我顶开心，
我可以讲上海闲话了。”也许上海话能让她
回忆起当年青春的岁月。另外，很多沪语的
精妙之处是普通话难以表述的。例如上述
的“趣”，还有钱先生的“常委常委，常常勿
开会”。上海话把“大”说成“DU”，百岁杨绛
还顽皮地给人起外号（并无恶意）。她称某
位常去拜年的领导“DU好佬”，称某领导

“DU老倌”，这类称呼对南方人而言还有些
亲切之感。有次我问她钱先生对陆游作为
爱国主义诗人的“招牌菜”《示儿》似不太欣
赏，不知何故，是否认为文学品位不高，有

点打油诗风格？杨先生莞尔一笑：
“说DU话呀！”

有次春节去拜年，看到她客厅
桌子上新添了一盆硕大无比的君
子兰，我指了指花：“DU好佬来过
了？”她点点头，然后两人就笑，因
为这些外号只有我们两人知道。

有一次杨先生满含歉意地对
我说一件趣事：“DU好佬”突然来
访，不巧那天保姆正外出购物，杨
先生耳背又在内屋休息，所以再三
摁门铃仍是不得而入，只得废然而归，择日
再来。

“DU老倌”见纸上有不少杨先生写的
字，就拿起来说：“我拿回去做个纪念……”
不料杨先生敏捷地夺回了那张纸说她自己
要留着的。事后她得意地对我说：“其实他
前脚刚走，我后脚就撕掉了。”对于那位“DU
老倌”长期以来对自己的关怀与爱护，杨先
生是心存感激之情的。她之所以夺回并撕
碎那张纸，主要是不愿意自己那已是歪歪
斜斜的字流落在人间。

《走到人生边上》出版后，照例杨先生
赠我一本亲自题字的精装本。我捧着书致
谢，她指着封皮问我：“这几个字写得怎
样？”我说：“挺漂亮，不过好像增添了一点
硬体字笔法。”她嗫嚅地对我说：“近来我撒

了个谎。”原来有位官员，突发雅兴，要搜集
名家墨宝，杨先生荣列名单之中。几次递话
过来，杨先生始终推诿拖延，后来干脆派
人上门索讨。杨先生说自己手痛已久不写
字，仍是不从。不料《走到人生边上》即
将出版，出版方希望杨先生亲题书名。正
在“手痛”的先生只得写了书名。事后有
些忐忑，觉得对他人撒了谎心有歉意。我
说这不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人家不一定会
介意，更不会深究此事。如果真有不知趣
的，登门要讨个说法，你就理直气壮地
讲，书名是在手痛之前早已写好的。先生
想了想，觉得我这个谎编得还较圆，笑着
点点头：“蛮好！”

钱锺书先生把自己比作一块臭肉，知
道会有苍蝇来下蛆。杨绛先生走了，钱先生

肯定会说：“又多了一块臭肉。”听
说杨先生刚走不久，有关她的传记
已经应运而生，还是得到杨先生

“生前亲自审阅”的，似乎是“死无
对证”，谋划之深，出手之快，令人
叹为观止。其实真正被杨先生认可
的带传记式的书只有一本，就是吴
学昭先生所著《听杨绛谈往事》。该
书出版后，杨先生赠我一本并说这
本书最后定稿时，“我是一个字一
个字校核的”。

后来我与她谈及此书，说其中不少照
片从未见过，弥足珍贵。杨先生指着一岁半
时母亲抱着她的照片神秘地说：“其实这张
照片是三个人。”原来那时她母亲已身怀六
甲。所以杨先生说：“妈妈抱着我，我坐在弟
弟的身上，我是压迫者。”

“我们仨”走了两个人以后，杨先生已
经完全“视死如归”了。她说最怕瘫在床上，
自己受罪，别人受累。所以称自己心脏有点
毛病是“宝贝”，到时候一下子去了，多好。

百岁以后老人日渐衰弱，其间我有两
次出国探亲半年，告别时握手依依，有一种
诀别的心酸。她送我到门口，我再三叮嘱：

“好好地（活着），等我回来看你……”每次
回来，未等倒好时差，就拿了美国杏仁、巧
克力去看她，她百岁之前还爱吃坚果。去春

回来，拿了“全家福”给她看，因为巍儿自小
受钱、杨两位的喜爱，杨先生颤巍巍地指着
潘巍问：“是你女婿啊？”我没有女儿，哪来
的女婿？我笑不出来，心中隐隐酸楚。

老人日见衰竭，听力几乎全失，说话也
很吃力了。后来去看她，两人手握手坐在沙
发上相视而笑，她的双手已经骨瘦如柴，但
肌肤柔润依旧。

4月份从网上得悉，钱锺书先生《外文
笔记》已全部出版，顿感又喜又忧。忧的是
杨先生“打扫现场”最后一项重大工程圆满
完成了，作为支撑她生命延续的精神支柱
突然消失。她的生命之火萎了，她还能再坚
持多久？无情的现实证明，我的担忧不是多
余。

5月 24日，网上已传成一片“杨绛病
危”并有许多为她祈福的帖子，次日下午二
时许，接朋友短信：“惊悉杨绛先生去世
……”愕然。

杨先生去世十天了。十天以来夜间难
以入睡，四十年来与先生交往的片段，过电
影般地在眼前展现，上述内容，都是片段的
摘录，有点杂乱，但句句真情。愿先生走好，
到了那边向钱伯伯、圆圆姊问好。等到他日
我们的灵魂在天堂相见时，再继续咱们永
远快乐的聊天。

（二十）

顾东风在阜外医院会议室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顾东风在心血管病防治实验室指导学生开展科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