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悲痛的消息— CBI 同仁感言 

Posted on November 3, 2012 by admin 

 

From：魏丽萍 

各位老师、同学、及 CBI alum， 

我们敬爱的顾孝诚老师于今天上午 11 时因病离开了我们，享年 82 岁。悲痛之情，不知该

用什么言语来表达。顾老师是我们大家敬爱的师长，是和罗老师一起创立 CBI 的人，有了顾

老师，才有了我们大家共同工作、生活的 CBI。顾老师热爱工作，热爱北大，直到去年病重

以前，每天都来上班，对 CBI 同学学习、工作、和生活上永远有最深切的关心。顾老师从来

都是关心别人，而自己总不愿意麻烦人，仿佛永远都是她为大家做的多，我们能为她做的少。

今天她人已故去，我在悲痛之余，就更不知道还能为顾老师做些什么了。顾老师从来唯一希

望的，就是大家工作做的好，生活过的好。我想，也只有更加积极地工作和生活，正直地做

人，一定要做出些优异的成绩来，才不辜负顾老师成立 CBI 的初衷，和她这么多年对 CBI

每个人的关怀和厚望吧。孔雷正在建立一个网站，让大家可以上传照片和想说的话，一起缅

怀顾老师。 

在这样的时刻，感到科学的残酷。我希望我能够违背我的理性，去相信顾老师只是暂时离开

了我们，她到了更好的世界，存在于某种永恒。或者，只要我们记得她的好，继承她的精神，

像她所希望的那样工作和生活，她就会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她留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就会

永存。这或许也是一种永生。 

——————————————————————————————————————– 

From：吴昕 

魏老师 罗老师及各位： 

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几个月前我们还一起聊天 当时手术预后还可以！顾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

中！北京的悼念活动怎么参加？ 

——————————————————————————————————————– 

From：高歌 

自 01 年来到 CBI，12 年来，顾老师对我从工作到生活的关心和帮助实非言语所能表述 

在医院送别顾老师时，一直记得顾老师当初的期许：严谨地工作，正直地生活 

今后唯有踏踏实实做好科研与教学，俾能实现顾老师的愿望，让她开创的事业延续下去，发

扬光大 

——————————————————————————————————————– 

From：龙漫远 

谢谢罗老师昨天下午带我去医院见了顾老师最后一面，尽管我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会是真的！

在病房里，在和她的对话中，我见到的依然是一个顽强的、幽默的、智慧的长者。我们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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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古希腊的一个神话传说，她的评论是那传说很古老有趣。我说在她的年龄住一下院正常，

很快就会出院回家，就会看到她的新的房子，她说他同意我的评论。当她说”我这一次不大

相信医生”，那是一种轻松的近乎玩笑的语气。看到她躺在病床上的神态，和她的对话，我

当时觉得她不久就会出院，我下个月中来上课时还会再见到她。离开时，我自然地说了再见。

如今，这已经成为不再可能的一个记忆，也同时留下了深深的悲痛。。。。 

——————————————————————————————————————– 

From：郭安源 

真是不能相信，前一阵和顾老师打电话时，还觉得她恢复挺好的，语言中还是一如既往的开

朗，幽默和智慧。 

在 cbi 的日子里，顾老师一直对我非常的照顾和关心，包括我出国后以及回国工作等时候。

点点滴滴涌上心头…… 

每次去北京出差，到 cbi 的时候，都能碰到顾老师在办公室，可以和她开心的交流工作心得、

问题和成绩，获得指导。 

顾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唯有无反顾的继承和发扬顾老师的对科学、工作和生活的精神和

态度。 

——————————————————————————————————————– 

From：钟应福 

这几天还正想着给顾老师打个电话聊聊天的，只是遗憾了。顾老师是一位和蔼可亲谦虚敬业

的人，每次和她聊天，都会笑呵呵地跟我谈论些佛学的东西，她也总是那么乐意地听我那些

不着边的玄论。只是遗憾学生我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和修行去阐明“肉体有生死，精神恒常在”

的观念。不过我相信，以顾老师一生的善行和功德必能感得人天福报。顾老师，再见！ 

——————————————————————————————————————– 

From：张勇（动物所） 

2000 年的秋天，顾老师笑着问我，你愿不愿意跟有一个新回国的生物信息学的老师读研，

我说乐意。此后进入 CBI 若干年，老师的帮助不可遍数。在某种程度上说，顾老师是我进入

生信领域的引路人。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当效仿老师，努力推动学术之发展。 

愿老师在天堂安息。 

——————————————————————————————————————– 

From：王希胤 

完全无法相信的悲痛消息 ，我六月再到 CBI 的时候，顾老师光临了我的报告，大约讲了两

个小时，顾老师全程都在，先生的身体就我们在那里上学时，完全没什么两样；无法想象这

竟是永诀，下月再访时，竟不能再见！唯有诚实努力的学习求索，告慰先生远行的英灵。 

——————————————————————————————————————– 



 

 

From：陈蕴佳 

刚刚看到这封信，很难过,很震惊。从没想过顾老师会真的离开我们。回想起认识顾老师十

几年来的点点滴滴，有一种“无语凝噎”的感觉。非常遗憾没能见顾老师最后一面，永远怀念

顾老师。 

——————————————————————————————————————– 

From：李炯堂 

记得每年冬天，顾老师如常到办公室。每次见面，我都很想问顾老师，为什么不在家里安享

晚年。还记得 CBI 为顾老师庆祝 80 岁生日的时候，610 聚满了学生，我想顾老师当时超级

幸福，其实我们都是顾老师的孩子。顾老师不单对我们 CBI，也是对国内生物信息做出贡献。

今后积极努力工作，传承发扬顾老师的精神。 

——————————————————————————————————————– 

From：李川昀 

上一次见到顾老师是两个月前,在 301 医院,她关切地问我猴子项目做的怎么样了,小猴子有没

有做表型；没想到那竟是最后一面。在 CBI 和 IMM 的这些年里, 顾老师对我的成长关爱有

加。很多事情似乎就发生在昨天：她在耐心地帮我们修改达菲的稿子,细致地在我的毕业论

文上用铅笔标出要修改的内容,鼓励我在评估答辩时不要太紧张,教导我怎么在新单位处理好

人际关系; 我耳边还回响着她在生科楼 6 层电梯口的问候声，她在学术报告上谦虚而睿智的

提问, 她在”顾吴奖学金”颁奖时慷慨激昂的讲话。这些，竟然只能存于记忆中了。 

学生定当谨记顾先生教诲，在所在领域努力探索，不懈进取，以告慰先生的英灵。 

——————————————————————————————————————– 

From：朱琪慧 

早上起床都不敢打开这封邮件，真的是太难过太震惊了。顾老师在我心目中永远都 是这么

和蔼，睿智和高瞻远瞩。顾老师一直都是那么慈祥地对待周围每一 个人， 出国后顾老师还

鼓励我好好工作和生活，可惜我 5 年多没回国，太遗憾了没能见上 顾老师最后一面。 

愿顾先生在天堂一路走好。 

——————————————————————————————————————– 

From：罗静初 

顾老师因患肾癌，于 2011 年 10 月手术。 

今年 8 月癌细胞转移到脊柱，压迫神经，疼痛不止。 

手术后病情较稳定。国庆后化疗，反应较大，住校医院护理。 

最近病情有所好转，原打算出院后回五道口新家。 

顾老师多次叮嘱，尽量不要告诉同学她住院手术等情况，免得大家惦记。 

上周四我去看她时，还想着病好后帮唐星改文章。 

顾老师女儿蔡瑛正从美国往回赶，悼念活动具体安排尚未确定。 



 

 

——————————————————————————————————————– 

From：尹燕斌 

多谢魏老师告知这一悲痛消息。也非常感谢罗老师 9 月份的时候告诉我顾老师当时已经病

重，并告诉我顾老师电话。我随后打电话的时候，是顾老师的先生接的电话，说顾老师在另

一房间，让我稍等。我等了大概一分钟，电话里听到顾老师应该是一步步从另一房间艰难挪

步过来，现在想起这些不禁热泪盈眶。我当时感觉自己很抱歉，不应该这样折腾病人。电话

里顾老师一如既往的热情乐观，对自己的病情笑谈自嘲。我还讲明年夏天回去看望顾老师，

不过那次聊天竟成永别…… 

我很小时候生母去世，本科到研究生阶段父亲经历多年病痛折磨，并于 2003 年离世。所以

我不肖的相信遭遇病痛的人的死其实是一种解脱。希望真的存在一个另一个世界，我们将来

仍能相见…… 

顾老师走好！ 

——————————————————————————————————————– 

From：张力 

两个月前刘欢跟我提及顾老师动手术，一个月前罗老师让我打个电话问问顾老师的情况。当

我正踌躇着，不知道怎样的问候比较合适而不唐突地影响病人心情时，这个让我震惊而悲痛

的消息就传来了。我心中总是认为，没关系，顾老师一定很快又会顽强地回到我们的身边。

结果很遗憾地错过了与她最后的交流机会。印象中，顾老师是一个淡定而睿智的人。每次看

到顾老师，她总是笑眯眯的，轻声地，与我们交流着学习和生活的情况。一天又一天，安静

到感觉不到她在身边，抬首却又总能看到她的身影。从最早听说顾老师参与了著名的人工胰

岛素项目到亲身体会顾老师的娴熟英文，许多小细节让我们由衷叹服，不愧为曾经的老院长，

我们 CBI 的创始人。当我脑中一一闪过这些画面和片段，心中十分难过，也有一些幸福，我

为我曾经拥有过这么好的老师而感到骄傲。深切缅怀顾老师。。。 

——————————————————————————————————————– 

From：黄茉莉 

早上打开信箱，看到 email，傻了好一会。从没想过这位可敬又可爱的老师，离我们而去。 

停了半天，也不知道写什么是好。 

但我相信，顾老师不仅仅在我们心中永远留下痕迹，她的精神也会影响着一代代人。 

——————————————————————————————————————– 

From：解增言 

看到消息很突然，鼻子酸酸地，不知道说什么好，眼前全是顾老师慈祥的面孔，和开组会时

精神矍铄的样子。感谢魏老师告知。自己唯有更加努力地工作，不辜负顾老师的期望。愿顾

老师在天国安息！ 

——————————————————————————————————————– 



 

 

From：唐汶 

本来想着星期一上班先去医院问问顾老师饭卡是否要加钱了….，现在恨死自己为什么周五犯

懒没去，非要蹭到周一…. 

——————————————————————————————————————– 

From：季序我 

晚上打开邮箱没想到得到这样的消息，楞了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 

六月份学校西南门的聚会犹在眼前。饭后我们穿过夜晚的校园，散步到东门外，当时她的身

体看起来还不错。我们想送顾老师回家，她执意只让送过中关村大街。这是顾老师一向的风

格：我们的事，她始终关心，甚至细致到入微的程度；她自己的事情，永远不愿麻烦他人。

其实顾老师不知道，想多送她走一段，不纯是担心她年岁大了，更是自己心里的恋恋难舍。

从离开 CBI 之后，CBI 就成为我们永远的家园——每位 CBIer 都会记得，顾老师这个家园的

营建，花了多少心血。 

人情练达和奉献科学，在顾老师身上同时充分体现。如魏老师所说，顾老师从来希望的，就

是我们工作得好，生活得好。我们只能更积极地面对明天，这是对顾老师最好的告慰。六月

晚上，树影婆娑的一段路，会深深留在我们心底，直到永远。 

顾老师，再见！ 

——————————————————————————————————————– 

From：张昆林 

太突然的消息了。 

顾老师对 CBI 的关怀，对所有 CBI 人的关怀，我们永远铭记在心。今后唯有做好工作，生活

好，不辜负顾老师的关怀和厚望。 

——————————————————————————————————————– 

From：赵树起 

唉，昨天突然知道这个消息，都不知道说什么了。眼前浮现的都是顾老师的音容笑貌，从

03 年第一次见到顾老师到 301 医院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顾老师是我最敬重的一位老师，

一位长者，永远乐观、开朗，对学生充满了关爱。我还记得 03 年顾老师为我们低年级的生

活费而担忧，每次组会都基本到场，在我的 paper 提交前，顾老师饿着肚子陪我改到了晚上

九点，即使我工作了还关心着我。眼前很模糊，不知道想说什么，在说什么。顾老师，祝您

走好！能够聆听您的教诲是我在 CBI 的最大收获。 

——————————————————————————————————————– 

From：朱政霖 

今天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悲痛。 

还记的顾老师在我研究生面试时候的和蔼，在我刚入北大时候的亲切关怀，在我碰到挫折时



 

 

候的鼓励，在我毕业时候的祝福。点点滴滴… 

顾老师，走好…… 

——————————————————————————————————————– 

From：唐亮 

看到消息很难过。虽然我只在 CBI 待了短暂的两年时光，但是顾老师的慈祥和睿智给我留下

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让我真切的感受到了我们老一辈学者的可敬和风尚。记得离开 CBI 时在

中关新园遇到顾老师，我和她老人家道别，她勉励我努力工作，不想竟是诀别。。。愿顾老

师安息！ 

——————————————————————————————————————– 

From：毛希增 

今天打开信箱，就发现这个震惊而且令人难过的消息。在 CBI 五年的学习生活中，经常见到

顾老师清晨来上班的身影，当时对顾老师已近八十高龄仍如此热爱工作的精神敬佩不已。每

次聆听先生的谈话，总是被先生豁达的人生态度所感染，觉得当以此境界为努力方向。 

08 年毕业与先生一别，没想到今日竟成永别！我们当像顾老师希望地那样，正直的做人，

积极地工作和生活。相信顾老师会在我们的人生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这对逝者也是

一种永生！ 

——————————————————————————————————————– 

From：何坤 

顾老师走了，但她的精神与我们同在。看了各位同门师弟们对顾老师的感念，更加惊叹一个

人的人格力量可以是多么的伟大，可以在多少不同人心中播下美好和希望的种子。那种不计

较个人名利，一心促进科研培养人才的精神激励着我们每个人追随顾老师的脚步，做一个正

直的人，做一个优秀的科学工作者。 

近几个月来和顾老师时时有些 email 交流。这里摘录顾老师的一段自我评价与大家共勉！ 

“Most of the time we were challenged and fighting for life and work. My paradigm was like 

what I learned from Longfellow’s poem as a child : 

Let us then be up and doing, 

With a heart for any fate; 

Still achieving, still pursuing, 

Learn to labour and to wait.” 

——————————————————————————————————————– 

From：吴健民 

9 月份短暂回国，听罗老师说顾老师肾癌转移，刚做了手术，但当我去看望顾老师时，她思

路仍旧是那么清晰，看问题仍然是那么一阵见血，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无法让人将癌症和

她联系起来。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顾老师就是那种具有人格力量和伟岸情操的长者。她对大家的影响在于

平时的点点滴滴，润物细无声，想一一到来却又无从下笔。我印象最深的是顾老师一贯的工

作热情和做事时的严谨，以及无私的人品。虽然顾老师离我们远去了，但她对我们的影响将

不会磨灭。 

愿先生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