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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人物

她是生殖遗传和医学遗传领域的大
牛；她是把患者当亲人的医生；她是为父
亲理想而倾注毕生心血的孝女； 她是为
儿子而自豪的母亲； 她是39岁改行、69
岁学开车的不信邪的女人； 她还是一个
75岁仍然开着黄色“甲壳虫”一路“飙
车”上班、热爱网购的时髦老太太……这
就是医者卢光琇的多面人生。

■本报记者 李伦娥

撒满嫩绿鲜花的连衣裙， 同色系的浅绿
小皮鞋； 浓密的卷发， 灿烂的笑容； 十几个
问题， 快节奏回答了整整一上午， 不打半点
磕巴， 水都很少喝， 更重要的是， 时间、 地
点、 人物， 甚至细节， 记得清清楚楚。

第二次见面， 是在她的门诊室。 依然是
白大褂里鲜亮的衣裙， 依然是脚步轻快， 快
言快语， 依然是桌上满满一大杯水， 但1小
时35分钟里， 看完来自湖北、 新疆、 浙江的
3对病人， 她没喝一口水。

谁能相信， 她居然是年过75周岁的老
太太？

谁能相信， 她69岁学开车， 如今每天都
是自己开着亮黄色“甲壳虫” 一路“飙车”，
准时上班；

谁能相信， 那些时尚裙鞋都是她自己网
购而来， 她是著名的“网购达人”， 几乎每
天都有快递；

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 这个时髦有气质
的老太太， 是湖南的一张“烫金名片”， 是
全世界都有名气的科学家。

她叫卢光琇， 中南大学教授、 博导， 人
类干细胞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中信湘雅
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院长。

39岁改行， 一切从头开始，
只因想帮助父亲实现梦想和
“病人需要”

尽管学医， 尽管父亲翻译的42万字的
《基因论》， 是当时还是高中生的她一个字一
个字抄写送到出版社的，但30多年前的卢光
琇，从来没想到有一天，要跟随父亲脚步，与
细胞、基因、遗传之类， 结缘一辈子。

卢光琇的父亲卢惠霖， 是中国医学遗传
学的奠基人之一， 192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
读硕士时， 就师从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摩尔
根教授和著名的细胞学家威尔逊教授， 一辈
子的梦想就是“创立中国的优生工程”。 为
此， 尽管当年战乱频频， 卢惠霖仍将恩师赠
送的英文版 《基因论》 带在身边翻译， 历时
十几年， 终于在1959年出版， 此后“反右”
和“文革” 期间， “基因论” 被扣上“唯心
的”、 “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的帽子， 他都
没有低头， 继续坚持研究。 1978年， 身为
省政协副主席的卢惠霖， 得知英国诞生了世
界上首个试管婴儿， 再也坐不住了。 78岁
的他提出要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研究， 用
通俗的话表述就是： 用“体外受精”、 “胚
胎移植” 的办法做“试管婴儿”， 最后还要
通过对遗传基因的研究， 规避遗传病等。

生孩子还要人帮忙？ 还人工授精？ 甚至
还要建精子库？ 人工取卵？ 还可能冷冻卵
子？ 30多年前的中国大地， 这些词无疑似
天外来客， 没人接受更没人愿意与卢惠霖一
起研究攻关。

作为卢老最小的女儿， 卢光琇最能理解
父亲的心思。 “我来和您一起搞吧。” 39岁
的她说。 当时， 她已从广东调回母校湖南医
学院 （中南大学的前身之一）， 在局部解
剖———外科手术学教研室任教， 父亲则是该
校教授。

对此， 有人劝阻。 此前已工作16年的
卢光琇， 已是比较有名气的外科医生， 擅长
做乳腺癌、 胃切除等手术， 在衡阳工作时，
还被称为“湘南一把女刀子”， 当时正参与
肾移植研究且有初步成果。 放弃这么好的基
础， 重新搞生殖遗传工程， 能行？ 说实话，
卢光琇自己心里也没底， 但却有一个朴素的
愿望： 帮助她最崇拜的父亲实现“中国梦”。

“不是帮我。 是病人需要。” 父亲给她上
课， 一如当年她大学毕业， 学校想让她留
校， 但父亲一再动员她到基层医院———那时
父亲的4个女儿有3个都在北京、 天津工作，
母亲极想小女儿能留在身边。 但父亲执意不
肯。 “病人更需要。” 父亲说。 于是她被分

到当时的衡阳地区人民医院。
“病人需要。” 十几年过去， 父亲又这么

说———事实上， 卢光琇从记事起， 就常常听
到这几个字———父亲告诉她， 不孕、 遗传病
等， 是一直困扰人类健康的几大难题， 也是
目前生命科学的攻坚领域。 上世纪80年代，
我国不孕症在育龄夫妇中大约占８％， 而现
在这个数字高达10%－15%。 世界卫生组织
（WHO） 1981年发表的资料记载： 人类中
的遗传病负荷已达10.8%， 即每10个人中就
有1.08人带有遗传病因子。 人类中已肯定的
遗传病有2811种， 染色体病300余种， 其发
生率占新生活婴的0.5%至1.0%。

病人需要，又能帮父亲圆梦，那就做吧！

干什么都不信邪，“都说湖
南人霸得蛮，可能我也是吧”

外表甜美清秀， 但骨子里， 卢光琇是个
不信邪的女人。

当年湖南医学院的院子里满园柚花，别
家都是男孩子上树摘果，卢家只有４个女儿，
每次都是人称“小野猫”的卢光琇几下就上了
树；当年三姐喜欢打篮球，经常在一旁“观战”
的初一女生卢光琇，看着看着居然“看”成了
省队主力；参加全运会一整年没上课，最后所
有功课没落下，化学补考还拿了个最高分。

搞生殖工程研究， 卢光琇不信邪的劲又
上来了。

“从遗传学和细胞学的基本常识入手，从
英文字母的音标发音学起。 ”卢光琇说。 不会
做实验？从头学———到北京进修，周日偷偷到
三姐夫的实验室，“恶补相关基本知识”；到耶
鲁大学学习，从没学过英语的她，将专业单词
强记硬背居然完成学业； 最初不知如何人工
取精子，她硬是用从牛身上取精子的办法，建
立了国内第一个人类精子库； 冷冻精子需要
做冷冻保护剂，就用烤箱“灭活”，出来的东西
蛋黄似的，她不气馁， 继续； 没有无菌室，
买来一块白布围成“帐子”， 里面再搞个紫
外灯； 培养胚胎没有二氧化碳， 居然从酒厂
进， “揭开培养箱就有一股酒气” ……“都
说湖南人霸得蛮， 可能我也是吧。” 采访时，
卢光琇笑着说自己几十年来的一串串“霸蛮
事”，她说，只要下决心，没什么做不成的。 69
岁时学开车，别人都说“很难考过”，她不信
邪，“五一” 正式报名学，6月底就拿到驾照
了，“没开半点后门哈”， 她很认真地补充，只
是在自己的“甲壳虫”后面贴个条子：“我是新
手老太，请多关照”。

“做科研就像我学开车”， 71岁时卢光
琇在一次讲座上对学生说。 最开始建精子库
的时候， 捐精子没一个人愿意， 她只好动员
丈夫， 后来实验小组的几个男同事也被动员
参加， 中国的第一个人类冷冻精子库就这样
建成； 做“试管婴儿” 要从女性身上取卵
子， 那时没“微创”、 没“腹腔镜”， 甚至连
Ｂ超都没有， 学外科的她亲自操刀。 精子、
卵子都有了， 体外培育的条件、 操作步骤好
像也没什么差错， 可就是无法成功。 有人说
可能是水的问题， 于是， 从耶鲁学习回来的
她， 居然万里迢迢带回几大瓶水！ “看不到
试管婴儿， 我死不瞑目！” 父亲几次这样对
她说。 卢光琇感觉自己像在与时间赛跑， 与
死神赛跑， 从美国学习回来， 第一件事是到
实验室， 安顿好后才去医院看望曾经心脏骤
停的父亲。

1983年1月16日， 中国首例冷冻精液人
工授精婴儿诞生， 从此， 男性无精症患者及
男性家族遗传病患者的生育问题得到解决。
之后几年， 卢光琇又担任了国家“七五” 攻
关重点课题“人类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的湖南医科大学课题组负责人。 “真的很忙
很累。” 卢光琇说。 那时， 别人评上了教授、
副教授， 可她还是一个“老中级” （职称）。

“我也不管， 真不知道大家都在发论文、 评
职称什么的。” 卢光琇说， 她那时心心念念
就一件事： 试管婴儿。

终于， 1988年6月5日和7日， 两例试管
婴儿先后在湖南医科大学两所附属医院诞
生， 其中一例还是中国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
儿。 父亲终于在他88岁高龄时， 亲手抱上
了他梦寐以求的试管婴儿。

26年过去， 截至记者采访时的2014年8
月30日，卢光琇和她的团队已建立了世界最
大的生殖中心、 亚洲最大的人类精子库和全
国最大的人类胚胎干细胞库， 已累计出生试
管婴儿5万多个。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
7月， 还诞生了全球首批经全基因测序的
ＰＧＤ/ＰＧＳ试管婴儿———这意味着从此
以后， 染色体异常携带者的试管婴儿成功率
将从35%提高到70%，部分肿瘤疾病、遗传性
疾病的家族性遗传将有望避免。

６３岁办医院，“我从来不觉
得自己年纪大”

据说有个美国人拿着一张人山人海的照
片问周围的人：这些中国人在干什么？有人说
是排队购紧俏物资，有人说是在农贸市场，有
人甚至说是在春运现场。“ＮＯ！”那个美国人
说，他们是在做试管婴儿的医院。

这家医院就是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
医院。

卢光琇以一种复杂的情绪向我们讲述着
这个故事。 她说， 36年前她从头开始研究

试管婴儿的时候， 并没想到会将“场合搞得这
么大”。 一手创办的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
医院， 医院辅助生殖中心已成为世界上接受试
管婴儿治疗人数最多、 妊娠率最高的生殖中
心。 仅2013年， 医院就接诊病人超过23万人
次， 试管婴儿治疗超过2.7万个周期， 平均每
个月的2000多个周期， 就已超过了国内大多
数同类机构一年的工作量。 特别是2013年国
家开始较大面积实施“两孩政策” 以来， 就诊
人数急剧上升， 医院周边形成了著名的“睡衣
街” ———成百上千的病人在周边租房“做试
管”。 医院创建十几年来， 总资产已从注册时
的5143万元， 发展到2013年年底的69493万
元。 仅2013年， 医院向国家交纳税费就超过
１个亿。 而建这个医院的最初原因， 其实是想
搞干细胞研究， 但学院实在缺少科研经费。

只要不出差或开会，担任院长的卢光琇就坚
持每周一、三、五上午接诊。此前没有接受这个采
访任务时，记者每次路过中信湘雅，都会看到其
门前的马路上挤着一大堆人，当时还以为是附近
的招待所在开会，采访时才发现这些人都是到卢
光琇所在医院就诊的病人。“真的管用。 ”记者的
一个年轻朋友说，婚后5年不孕的她，通过在中信
湘雅的治疗，生下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

“来找卢老师的大多都是在别处诊治失败
的病人。” 学生欧阳琦告诉记者， 卢老师总是
能从门诊中发现问题， 然后提出来再讨论、 再
解决， 很多疑难杂症和科研创新， 就是这样解
决的。 她还说， 卢老师看病极耐心， 平均每个
病人看半小时以上， 但挂号费才50元。

卢光琇告诉记者， 去年一个患者专门找到
她， 说自己是她做的试管婴儿， 如今这位患者
的孩子也是她做出来的。 1999年在加拿大探
亲时， 她接待了一对当地的不孕夫妇， 后来这
对夫妻专程到长沙治疗， 两次手术后， 如今这
对 夫 妻 已 有 了 3个 孩 子 。 “MADE� IN�
CHINA！” 孩子父母逢人就高兴地说。

“这一生就爱做科研， 愿意为
它死”

“全国唯一”、 “亚洲最大”、 “世界第
一”， 采访中， 卢光琇嘴里时常蹦出这样的语
句， 如1998年， 就做了世界上第一个治疗性
克隆， 当时华尔街日报说， 我们还在对克隆进
行“伦理学争论时， 中国已领跑了人类的克
隆”。 如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胚胎干细胞库，
240多个系 （理论上， 器官移植只要180多个
系就可以了）； 如2012年8月24日， 诞生了全
球首批经全基因测序的PGD/PGS试管婴儿，
这意味着染色体异常携带者的试管婴儿成功率
将大大提高， 并且部分家族遗传性疾病将有望
避免……“这一生就愿意做科研， 愿意为它
死”， 老太太虽是笑眯眯地说着， 但骨子里透
出一股坚韧劲。

在接连攻克了几个试管婴儿技术的难题之
后，从1994年开始，卢光琇把目光转向一个更
具挑战性的领域：再生医学，这是一项全新的、
国际医疗界极其关注的课题， 其发展将引起临
床医学的革命。再生医学的核心是干细胞技术。

“1993年在加拿大学习的时候， 就想做这
个。” 卢光琇说， 试管婴儿解决的是占育龄夫
妇中约10%—15%的不孕问题， 而干细胞技

术， 造福全人类， 可治疗糖尿病、 白血病、 脑
瘫、 截瘫、 老年性痴呆等多种顽疾。

“又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卢光琇向记者
“科普” 说， 每个人都是从100多个细胞团发
育而来， 理论上将来的器官移植只需要用干细
胞来制备就可以； 理论上人可以活到500岁，
这当然不可能， 但如果干细胞研究到一定的程
度， 活到150岁应该没问题。

意义如此重大， 难度当然可想而知。 “行
吗？” 还是有人怀疑。 “做事不要计较得失，
想了就去做， 并且千方百计要做成功。” 十几
年后， 她在为学生做讲座时坦言。

“有远见， 有人格魅力。” 谭跃球这样评价
自己的老师， 从1993年开始， 他跟随卢老师
已21年， 其中8年读老师的硕士博士， 亲眼见
到老师“愿意为科研而死” 的那股不要命的
劲：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每次看门诊都“拖
堂”，一般上午的门诊都看到13点多；以前病人
通宵排队拿号，她凌晨5点多起来维持秩序，最
后改变挂号方式， 引入指纹及身份证认证挂号
系统，杜绝了黄牛党；最初建实验室时，她跪在
地上擦地板……最让谭跃球难忘的是， 一次他
不小心惹了大祸， 紧急赶来的卢老师把责任全
部揽到自己身上。

“严且爱！” 欧阳琦评价。 她也是卢老师的
学生， 她说， 医院病人每天都是人满为患， 但
她绝不允许医生拿回扣、 收红包， 一经发现绝
对严惩。 但她对学生又极关心， 曾经一段时间
医院几个同事骨折， “要补充营养”， 卢老师
知道后就要求大家都补钙， 后来干脆为全医院
400多名员工， 每人每天提供一瓶免费牛奶。

这种工作干劲， 这样带团队， 想不成功都
难。

立志干细胞研究后， 她的团队也是成果迭
出。 早在1996年， 她就和同事们成功培育出
我国第一个核移植小鼠，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
的克隆老鼠， 这比当时报道的“克隆羊” 还早
两年； 2000年， 发明先注核再去核的新方法，
获得世界上首个人类治疗性克隆胚； 2003年，
又获得首个治疗性克隆囊胚。

在干细胞建系方面， 2001年就建立了国
内首株人胚胎干细胞系和纯合孤雌胚胎干细胞
系， 当年被批准成为湖南省干细胞工程技术中
心； 此后不断探索， 建系达240多个， 2004
年， 被批准成为人类干细胞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 “8年抗战才得来的。” 卢光琇说， 最难
的时候几乎放弃， 甚至绝望， 但咬紧牙关打起
精神， 终于挺过来了。 如今， “中心” 占地
70亩， 投入1.8个亿， 建筑面积达2万多平方
米。 值得一提的是， 数亿的资产， 全是卢光琇
和她的团队自己赚来的。

“要把病人看作兄弟姐妹”

采访中， 几乎所有的话题都是围绕着科
研。 同为女人， 记者很好奇： 那么忙碌， 她如
何做好母亲和妻子这个角色？ “还行吧。” 卢
光琇自己评价。

卢光琇有3个儿子， 当年她和丈夫两人的
工资加起来不到120元， 日子过得比较艰难。

“3个孩子很懂事， 能吃苦， 很小就晓得帮衬
家里， 比如喂鸡什么的。” 谈到儿子们， 卢光
琇比较自豪。

如今3个儿子都事业有成， 老大在美国当
儿科医生， 老二在国内“搞药”， 只有老三林
戈“子承母业”， 如今是干细胞中心的副主任、
中信湘雅的副院长。 “老三不大爱说话， 但做
事踏实。”她说，儿子在耶鲁进修时，才两个月就
建了两个干细胞“系”，当时在美国引起轰动，当
地媒体做了报道，系主任曾想请他留下来工作，
但儿子婉拒，并且回来后只字不提。

“越做越大， 越来越忙， 如今老大也准备
回来帮我。” 卢光琇言语中透出几许疲惫， 毕
竟是75岁的老人了。

为什么要这么拼命？ 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了
还不休息？ 动力来自哪里？ 职业病让记者连珠
炮似地发问。

卢光琇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缓缓讲述了
20多年前的一个小故事。

那还是在刚开始搞试管婴儿的时候， 在时
任省长毛致用的关心下， 省里给父亲特批了
10万美元科研费， 她专门跑到省财政去要。

“现在手上没钱， 要等下半年税收上来的时候
才行。” 听到这话， 她惊呆了， 一直埋头做手
术的她这才知道， 政府给的科研费， 分分厘厘
来自于老百姓。

“造福百姓苍生”， 从此这6个字就成了她
的行为准则、 人生追求。

为了深入调研张家界汪家山人称“傻瓜
村” 的成因， 从1989年到1993年， 卢光琇率
队连续４年跋山涉水到这个村调研， 当时这个
村的呆傻发病率高达27%以上， 人穷地偏， 生
活相当不便。 但4年里卢光琇多次到这个村，
从流行病学调查、 环境致畸、 智力检测、 细胞
遗传学等6个方面进行研究， 甚至还带了几个
病人到长沙检查， 最后终于找到病因： 克汀
病， 缺碘引起的。 值得欣慰的是， 这个成果居
然成为1994年国务院令 《食盐加碘消除碘缺
乏管理条例》 的背景依据之一。 此后， 身为全
国政协委员、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卢光琇， 到
处奔走呼吁， 为这个村争取到不少资金， 帮助
村里建起了简易公路、 通了电， 建起了幼儿园
和小学。 几年后村里遭受山洪， 她又专程送上
5万元慰问金。 当然， 这个村再也没有新生痴
呆儿了。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 她还专程赶赴绵
竹为再生育家庭义诊， 几天里加班加点， 为
116位40岁以上有再生育需求的家庭进行了详
细评估、 检查和诊断……

“当医生最重要的是爱心， 是慈悲情怀”，
这是卢光琇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她说， 当年
读大学下煤矿劳动， 毕业后在基层医院工作，
在特贫乡村做遗传病调研， 现在经常坐门诊，
一辈子面对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群体， 都是有困
难的群体， 特别需要爱心与同情心， 这是做一
个好医生的基础。 “农民看一次病要卖一头
猪”， “要把病人看作自己的兄弟姐妹”， “要
知道， 是他们在养活着我们”， 她经常对学生
们这样说。

卢光琇告诉记者， 她准备筹集1000万元，
设立以父亲名字命名的奖学金。 当年父亲去世
时全部存款才3万元， 她们几姐妹一起凑足10
万元设立奖学金， 结果几年下来发不了几个
钱，人家居然要她拿回去。“我好难过。”她说，所
以尽管医院要发展，“中心”也正在建设之中，但
她仍要捐出这么大一笔钱， 因为“造福百姓苍
生”， 是她， 也是她父亲一辈子的追求。

家
大 医者卢光琇的多面人生

上图 卢光琇在诊室工作。 费晓勤 摄
下图 卢光琇生活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