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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胰岛素合成工作
——施溥涛研究员访
熊卫民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宂所，北京100010〉

摘要：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由多个单位合作，共花了约7 年的时间才完成，
中间经历过不少转折。通过对该工作重要参与者施溥涛的访谈，介绍了这些转
折的原由和北京大学进行胰岛素工作的详细经过。从施溥涛对大兵团作战、合
作中的争论、1978年的总评大会等大量事件的回忆，以及他对胰岛素人工合成
工作意义的评价，可以清楚地看出改革开放前我国“无产阶级的科学道路”的具
体走法以及政治运动等科学外部因素对科研工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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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丨000-0798(2003)03"0264-15
北京大学不是一所普通的大学，在这儿
走出过多位时代风云人物，发生过多起改变
了整个中国历史的事件。由于曾经有过的突
出地位，她成了一种象征。正是由于这种象
征性，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这30年
间，这个学术单位一直处于政治运动的风口
浪尖之上.
胰岛素人工合成不是一项普通的科研工
作。它经历了那么长的时间（大约七年），经

图1施溥涛(左)与熊卫民

历过那么多的历史事件（大跃进、反右倾、三

年困难时期、四清)，牵扯进了那么多的人(直接参与的科研人员约有800人，而且这项研
宄直接为政治上层人物所关注)，涉及了那么多的单位(前后正式参与过这项工作的研宄
单位就有8个)，而且还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进行的（与此同时，美国、德国也在进
行同样的研究)，并曾高度贴近诺贝尔奖(它曾被提名诺贝尔奖，是在中国本土做出的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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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诺贝尔奖的研宄）。对科学家、科研领域的领导干部以及普通公众而言，它一度被视为
是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在科研领域斗争的一次少有的重大胜利；直到现在，它依然被认为
是中国科学的面子。对科学社会学、科学史的研宄者而言，作为反映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科
学特征的典型案例，它是一个可供解剖的极好麻雀，不但可以由此而分析科学外部因素对
科学的细致影响，还可以非常清楚地观照出科学的时代性、地域性。
两个不普通在一起北京大学的胰岛素合成工作当然不同寻常。在笔者看来，胰岛素
工作的最大特色在于其科研组织方式——它一度釆用过"大兵团作战”的形式。这种科研
组织形式，不但与美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科研组织形式迥异，与前苏联也有很大的差
别，恐怕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科学所独有。而北京大学正是这种科研方式的始作俑者。
这种科研方式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1958年9月，聂荣臻在《红旗》杂志上发
表了《我国科学技术工作发展的道路》一文，指出了“无产阶级的科学道路”的四个方面:
“（一）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二）从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出发；（三）全面规划；（四）群众路
线。”111北京大学的“大兵团作战”充分地体现和实践了“无产阶级的科学道路”的这四个
方面。
“无产阶级的科学道路”具体是如何被体现和实践的？施溥涛的回忆有助于回答这个
问题。
施溥涛，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35年出生，1954年考入北京大
学化学系，1958年大学毕业后留校，随即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有机教研室副主任。1959年
参与北京大学化学系的胰岛素合成工作，并充当“大兵团作战”的业务负责人。1960年5
月大兵团作战进一步扩大之后，任B链合成组大组长。1964年初和陆德培、李崇熙、季爱
雪、叶蕴华等人一道赴上海,开始与有机所合作研究胰岛素A链的合成，并担任北大研宂
小组的负责人，同时还是胰岛素合成协作组的组员。1966年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完全结
束后，他和陆德培、李崇熙仍然留在上海，继续从事胰岛素结构测定工作。70年代被正式
调入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1995年从生化所退休。
访谈时间：2001年11月10日
地点：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宄所

1早期工作
熊卫民(下面简称“熊”）：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从何时开始？
施溥涛(下面简称“施”）：胰岛素工作是1958年幵始搞的。
熊：北大做胰岛素工作是不是比生化所略晚？
施:北大和生化所合作，应该说是生化所邀请北大参加的，1958年就开始搞了。当时
是张榜(1)负责。
熊：张滂负责？
施:当时系主任是文重。应该说是文重负责下张滂具体管业务。邢其毅先生②是有

①张滂.有机化学家.中闺科学院院士（丨991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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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教研室主任，也管此事。在张滂先生下面有一些研宄生，像季爱雪、伍少兰等等。当时
是跟生化所协作的，先做催产素练兵。说老实话，当时多肽谁都没做过。只有北京药物所
的一个人，刚从捷克回来的，他搞催产素的，只有这个人对多肽有一点概念，其他人对多肽
都没有概念。
熊:所以很早就提协作。
施:因为当时‘大跃进”，大家急嘛。这个题目应该是生化所提的。虽然后来争，但我
觉得应该是生化所提的，是生化所邀请北大参加的。
熊：我在北大档案馆看到一个材料，上面说这个课题是北大的革命师生提出来的。
施:这个嘛^虽然我当时在北大工作，还是得承认，这个课题应该是生化所提出来
的®�生化所提出来以后，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对他们而言有困难，所以就找到了北京大学
化学系。他们到北大来了，讨论分工。生化所当时是曹天钦带队，他经常发信给张滂，他
们两人联系很多，好像一到两个礼拜就通信一次——这些都有资料的。我当时是教研室
副主任，管秘书、行政工作，这些资料都是我整理的。
熊:讨论之后，生化所和北大是如何分工的？
施:北京大学负责A 链上半胱氨酸的保护——胰岛素中有6 个半胱氨酸，当时以为，
它们要分别用不同的东西来保护，北京大学化学系在有机化学方面好一点，所以搞这个。
生化所主要搞天然肽——先把天然胰岛素捣碎，然后再把这些碎片拼起来。一些东西就
不要用化学方式一个一个合成了，它们就等于大块大块的水泥砖，直接从天然肽里拿出
来气化学系做A链是将一个一个氨基酸接起来。之所以要练兵搞催产素，是因为它跟
胰岛素有类似之处

个是它小，二个是它也有半胱氨酸。催产素中也有2个半胱氨

酸，胰岛素中有6个半胱氨酸。当时以为，这6个半胱氨酸要用不同的东西去保护——我
要用这2个半胱氨酸，就将这2个保护基去掉；要用那2个，就去掉那2个保护基。假若
用一样东西去保护，那就没办法合成了，一定要用不同的方法去保护。当时化学系的主要
任务就这个。当时跟生化所经常有联系。
熊：当时的进度如何？
施:刚确定协作时，胰岛素没大搞，我们这里主要是几个研究生在做。进度嘛是科学
院快，我们这边慢。
熊：为什么北大化学系的速度会比较慢？1959年时，生化所不但在拆、合工作上己经
取得了“苗头”，而且B链的合成速度也比北大化学系所负责的A链要快。
施:北大化学系还一直在探路。其实拆、合成了以后，那就可以按先合成A 、B 链的
方案干了，我们化学系再搞别的路线就没有必要了。但化学系邢、张两位老先生不承认
他们的东西，觉得那是不行的。而生化所马上按照这个方案做了。当时就是这么一个
情况。
熊:为什么两位老先生不肯相信生化所的拆、合结果？
施:这恐怕和他们的学术背景有关。邢、张两位老先生都是丨有机]化学家，持的是[有

①笔者曾撰文详细探讨过此事。参见文献丨2J�
②施先牛谈得比较简略，实际分工要复杂得多，而且，北大牛物系也参与了协作。详见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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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J 化学的观点。他们当时认为，即使合成了 A�B 链也没办法对接起来，因为这个接合
有6个接头，从数学上来算，接正确的可能性只有几十万分之一，这是没法行得通的。
所以6个半胱氨酸起码要有三套不同的保护基。而生化所的专家持的是生化的观点，
认为，在A�B链所能形成的众多的结构中，有一个最合理的结构。在合适条件下，天然
的结构是最合理的。这就使得接正确的可能性较高。当他们初步完成了拆合工作，把
数据拿出来的时候，我们还在争死、活，还在着重在找保护基。这样一来，合成速度当然
就比较慢的。

2大兵团作战
2 1缘起
熊：1959年反右倾后研究方式有比较大的变化——之前人比较少，之后“大兵团”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施：“大兵团”和运动有关。大跃进时生化所提出了胰岛素合成课题——当时好像不
叫胰岛素合成叫人工合成蛋白质，人工合成生命，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提的，这个就搞大
了 ！放卫星嘛！那么北京大学在这个时候就显得比较保守，有点跟不上。在随后的协作
中,北大化学系主要是几个研究生在做，一个六肽老是弄不好。生化所说那边行了，所以

A链要赶快做，这样慢是不行的。也就是说，需要有些改变。另一方面，1959年反右倾，
根据政治需要，要批判修正主义。于是大家开会，文重被批了下去。
熊:张滂先生是不是也很早就退出了胰岛素工作？
施.•是的，张先生很早就没有参加了。大概1960年全国生化会议之前就没参加了,就
是批评他右倾，批评他走修正主义科学路线以后。反正我来管时就没有他了。
熊:您是什么时候参加胰岛素工作的？
施：我是反右倾时参加的，可能是1959年底。北大化学系是这样的：文重是代表业务
的，王孝庭®是代表政治的。反右倾_把文重打下去了，党委派王孝庭来化学系当总支
书记。他有他的一套。他不懂业务，业务谁管？那时候虽然是群众运动，但刚开始时学生
还没起来，所以我管过一阵。我去上海参加过第一次全国生化会议气此时文重已经下
去了，就由我来做报告。由于以前没参加，而且刚毕业，所以说老实话，我并不熟悉，稿子
是由戴乾寰准备好了的，我只是念。我们几个汇报了北大化学系的工作进展情况，大家印
象还不错。这个时候生化所己经做得己经比较好了，他们的方案己经基本上定了。方案
都得大家去摸索。刚才已经说了，胰岛素有两条链、6个半胱胺酸，6个半胱胺酸用一样的
东西保护呢，还是用不一样的东西？北大化学系认为该用不一样的东西做;而生化所用一
样的东西做，发现这条路能通——这是生化所一个比较大的功劳。这样，胰岛素的合成方
案就己经基本定下来了。会议之后，大家都搞运动。复旦也参加了，这个就厉害了。因为
局部有希望了，所以大家都想抢。这里面当然有政治原因了。上海市希望先搞出来。他
们当时的负责人是陈丕显、曹荻秋；北京市是彭真。上海同北京争，大家都想尽快搞出来。

①原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长、党委常委.

i^19^4- ？acl lmrfi l^ IoPfcctronic Publishing 1 louse. All rights ivsc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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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化学系把所有的学生都组织了起来……六年级的干了没有？反正五年级是基本上都
参加了，一、二年级学生搞后勤。①
熊：一、二年级学生搞后勤了，那么三、四年级的学生呢？
施：三、四年级也参加了，大概是做后勤。后勤工作中有大量的乙醚要处理，这东西易
燃有个学生被烧得一塌糊涂，没法做化学了，被转到了哲学系。这件事情我的印象是比
较深的。当时是王孝庭挂帅。我们这里②叶蕴华是支部书记——她大概比我低两届③。
她管政治，我管业务，我们两个主要负责，当时就是这样的。那个时候人就多啦。A链、B
链都搞，通宵，三班倒，搞超声波。浪费的东西是比较多的。

2 . 2 超声波
熊:超声波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
施：超声波是增加能量的。把两条链放在一起并不发生化学反应，要到一定能量之后
才反应。当时想不用化学方法，而用物理方法将能量提高，使分子激活起来，所以大量用
超声波。快！
熊:是不是当时社会上也很流行超声波？
施:超声波是个新技术,有些地方是行的。作为技术革命嘛.肯定是行的，到处都在
用。
熊:用到这个研究上确实还是行的吗？
施:我们的“超声波”太粗了，哐哐当当整个马路都听到了。它比普通的声波频率要
低，还没到真正超声波的程度。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你可以用它来提高能量，把链结合起
来或把它打断,其中机制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你仔细研究，对某些反应可能还是有用的。
当初初步试武呼呼一“超”，行了，两块接起来了，那不假的，是行的。但要把它拿到，继续
往下做，是不容易的。
熊：您是说提纯之后再往下做？
施：对。要把它提纯，然后再往下接。两个氨基酸接起来叫二肽，胰岛素A链是21
肽，21个氨基酸，各种氨基酸都不是一样的。你用这种方法接简单的氨基酸是可以的，接
复杂的就不行了——你这方面连接好，另一方面就被破坏掉了。
熊：能量大了，长链更容易被破坏？
施：长的肯定不行。比如说络氨酸就比较复杂，它有些地方比较娇嫩，可能你要的地
方接起来了，而比较娇嫩的地方被打坏了。

①此处施先生的记忆不是很准确。其一，I960年时，北大化学系应该还没有六年级学生。因为丨956年后，北
京大学才实行六年本科制.其二，一、二年级的同学没有全部参加胰岛素合成工作。人数最多的时候.北京
大学参加胰岛素工作的也只有300余人。而当时的北大化学系非常大，其中三年级有学生240人，一二年级
的学生也同样非常多，就四、五年级的学生比较少。如果一、二年级都参加了胰岛素工作，总数就远远超过
300余人-叶蕴华对这个问题的回忆应该更准确一点。她说参加f胰岛素工作的有：北大化学系有机教研
室的所有老师，全体叫、五年级的学生，大部分三年级学生，以及部分一、二年级学生。一二年级的同学也确
实在停课搞运动.但只有少摄在做胰岛索工作，因为当时北大化学系还在做别的工作.如办香料厂，提炼重
水，生产银锌电池等。
②指胰岛素会战组党支部.
③施溥涛1954年入学，1958年毕业；叶蕴华1955年入学，丨960年毕业.叶本该于1960年7月才毕业,但为了
加快胰岛素工作的进度.化学系的领导让叶蕴华和其他十丨余卞同学作为"革命的动力”在4月份提前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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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单个的氨基酸分子也会被“超”坏？
施:是的。比如色氨酸，太阳晒一晒就坏了。而超声波的能量比太阳光的还高。这个
东西当时是当任务来推广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给我的评价是“老右”，说我保守、
落后，我是有一点。当时我刚刚毕业，比老的研宄生，如季爱雪、陆德培可能稍微革命一
些，比起叶蕴华他们就保守了，和学生比就更不用谈了——学生敢想敢干；我说这样做不
行，他们就说我保守。当时有个理论：知识越多越保守，知识越多越反动。也不奇怪，我刚
刚毕业吋还没这么多“保守”呢，不过也偏向于先生们的意见，在讨论会上，定指标时偏向
于老的一班人的意见，所以终归是后一步的。
[按:把学生发动起来之后，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合成速度“快”了很多:“仅用两个
星期就完成了 4、7、5、5四个肽段”②；再花两个星期，到1960年2月17日时，就"用两
种方法同时合成了胰岛素A链上的十二肽”②；随后，于“三月底拿到了十七肽”[11 ；于
“四月卄二日合成了 A链”。®]

2 3报喜
熊:有多少人参加大兵团作战？
施:参加的人数是逐步增加的。1960年我们到上海去开过会，我去了，会议结束之
后.我们就A�B链同时干，人就更多了。
熊：这次会议在什么时间？
施:大概在1960年，我去迟了，叶蕴华先到，我到的时候会议己经幵完。这个会议幵
完以后，回去就干得更厉害了。B链也开始干，人更多了。
熊：您说的应该是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幵时间是1960年4月
19—26 日。
施：可能是。这次会议之后规模就更大了。
熊:当时是不是叶老师提前坐飞机去的笋
施:是的。
熊：她把合成的A 链带过去了 ？
施：可能是。就是说我们A 链己经合成了，作为一个成果来报告。这时复旦大学可
能报告自己A�B链都成了。这样一来，我们回去就也搞B链。这可能是北京市里的意
见。以后大家就不再搞合作了——表面上还合作，实际上都分开搞。上海市的科学院系
统把有机所、药物所等研究所都组织起来一起搞。本来约定他们搞B链.化学系搞A链，
结果他们两条链都搞。复旦大学也A链、B链一起搞。北京大学本来搞A链，后来一听
他们两链都搞，就B链也干了。
熊:生化所报的什么喜？

①超声波推广在当时极为盛行，在北京市委的要求下.北京大学在几天几夜的时间内就实现了超声波化.
②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宂所档案.080801 1-4号，75-83页.
③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宂所档案.080801丨1号.34页.
④在I960年.普通人坐飞机是很不容易的。北人化学系施溥涛.花文廷、尚振海三位老帅和几位学生小组长当
时无缘坐飞机，在把叶蕴华送走之后，他们再乘火车前往上海.结果学部会议结束后才到。北大化学系4月
22日才合成“A链”，4月24曰即让叶蕴华带着“A链”到学部大会上报哀，随即让其和生化所合成的“ B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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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生化所可能说B 链己经合成，否则会议就没那么轰动了，听说老先生们很激动
的。但会议我没有参加。我记不清了。®
熊：而且当时生化所的拆、合工作确实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施:确实如此。因为国外有人做过，认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从数学上计算，成功率
是多少万分之一，几率很低，这条路是不行的。但他们把这条路走通了，这应当是一个相
当大的成果。
熊：当时国际上对这个工作也比较重视的。
施:那当然啦。
2 4鼠跳
熊：学部会议结束，你们回去之后，人数更多了。当时北大生物系参与的人多吗？
施:好像没人吧。
熊:我听说测活性等工作是生物系的人做的。
施:测活性这个工作是很简单的啦。是生物系茹炳根等人做的。
熊:就是说，这个工作主要是化学系干的？
施：就是化学系，生物系没参加②。好像胰岛素没参加。测活性嘛，是因为他们那儿
有老鼠。后来，我们把老鼠拿来自己弄……自己弄好像没成功。
熊：您认为当时北京大学确实合成了 A链、或其中的12肽了没有？
施：怎么说呢？不成，或者得率很低。
熊：是因为中间的分析等步骤做得不好？
施:做得相当粗。就是两个链放在一起发现有活力——这个活力就很难说了。就像
我们后来不承认美国一样。③他们先发表，说成了，我们不承认。为什么？他们说合成产
物有活力，但这活力到底是真是假，不好说。倒不是怀疑他们的老鼠根本没跳，但这个跳
可能是假象，有很多因素可能导致这个反应，不一定是因为合成出了胰岛素。总之，我们
当时的工作是相当粗的。你说成功了没有？更不好说了。
熊:就是说不能只看老鼠跳不跳？
施:是的，这只是初步的东西，还要鉴定。
熊：如何鉴定？
施：还要做一些其它的鉴定。既要有生物的，也要有物理的数据，当然也还要一些化
学数据。搞丨有机]化学的人有化学观点，搞生化的人有生化观点。有机所的汪猷①就是
要做元素分析。因为没做元素分析，所以他不承认最后的合成产物。这个嘛，是相当厉
害。但这么大的一个生物分子，做元素分析是不现实的。一些搞化学的老先生比较保守，
他们的概念非常清楚，和搞生化的不一样。但对搞生化的而言，生物上老鼠跳一跳也只是

®

根据生化所馆藏档案，施先生的上述“可能”都是事实。

②施先生此处的回忆不太准确.北京大学和生化所的档案显示，北京大学生物系生化教研室也参加了胰岛素
人工合成工作。丨959年3月丨5日，它和北大化学系以及生化所签定了正式的合作协议.在大兵团作战前，
北大生物系有20多人参加胰岛素工作。大兵团作战之时生物系仍有部分师生参加这项工作。
③1964年初，也一直在研究胰岛素合成的美国科学家卡佐亚尼斯（P. G. Katsoyannis)在《美国化学会杂志》上发
表了一个简i礼说自己己经合成了具有微弱胰岛素生物活性的产物.

A 【扉：•掌乾濟猇•描？輸觸h.�mc Publish,n, I louse. All n.h.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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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初步的东西，最后的证实靠这个是远远不够的。
2 5现场
熊：您能介绍一下大兵团作战时的情形吗？
施:（笑）当时吃的还不错呢。在国家最困难时期，我们还吃夜宵！当时原料很少，没
有氨基酸，王孝庭带我到医院里收集——医院里的氨基酸都是做培养基的

个一个

医院去跑。王孝庭比我大十几岁。有一次离开医院后他对我说：“你这家伙不给面子。”我
问：“怎么回事f他说：“我在跟人家讲，你在那里打瞌睡。”我那次是几天没睡了。当时就
搞得这么紧张。测熔点时打瞌睡，我还把头发也给烧了。
熊:啊？！
施:晚上做实验，测熔点，被煤气灯烧着了。那时候很紧张。当时有后勤组，有一部分
人处理乙醚。需要量很大，起码有二三十个实验员——由低年级的学生担任——在两个
大房间中干这个活。要用金属钠除掉乙醚里的水。如果不小心，金属钠掉到了桌子上，那
是很危险的，容易引起火灾。废弃的乙醚不能用，要倒了烧掉。搞了一个相当大的坑，把
乙醚倒在坑里烧。坑很深，不能下去啊。可有个一年级学生爬下去点火，“轰”的一下就把
自己给烧了。这个学生叫韦全贵，蛮惨的，我到医院去看过他。伤好以后——这个事情学
校当然得负责了——化学系不能念，就转到哲学系去了。就这样一个情况。当时基本上
是高年级学生到实验室搞所谓合成；低年级学生搞后勤，处理溶剂，做一些简单的氨基酸。
当时两个大组，A链一组，B链一组。高年级学生嘛问题不大——当时是六年制，他们的
质量还是不错的，毕业后去有机所、生化所的不少。每天幵会、汇报。
熊：是全体会议吗？
施:不是全体是小组。每天早上布置任务，完了以后汇报。
熊：小组是怎么分的？
施：A 链有21 个氨基酸，B 链有30 个氨基酸。将其分成几加几、几加几的一些肽段，
由一个个的小组负责，都有组长的。有些东西需要进口，我记得有种很毒的试剂，北京没
有，上海试剂公司是对外的，它有进口，我们到上海来拿。路上要查怎么办呢？包在衣物
里。但这东西引起过敏的，拿出来后身上发肿。
熊:坐火车去取？
施：坐火车。坐不了飞机。偷偷摸摸地带。当时三班倒啊，大家都干劲蛮足的。
熊:是吗？我想，如果只搞一个星期，干劲当然能够很足的；但如果要求干几个月甚至
一年，还要保持那种干劲可真不容易。
施：大概应该有休整时间。
熊:您是说暑假什么的？
施:暑假是肯定不会有，根本不会有，但休整还是有的。不过既然是三班倒，问题应该
还是不大的。当然，我们处于领导地位的情况不一样，几个通宵不睡也是常有的。刚才不
是说过，在王孝庭和医院的人谈话时，我就在那里打瞌睡啊。当时邢先生、张先生基本上
都被造反了，但他们来还是来的，只是不管事了。
2 6结束
熊:北京大学的大兵团进行了多长时间？
© 裤糾-想雍Wiflfe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I l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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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一年多！直到1960年底？
施：对。这个可以查档案。
熊：没有，查不到。至少在北大查不到。档案馆里没有这方面的数据，而《北京大学纪
事（1898 —1997)》一书对胰岛素工作更是只字未提。
施：那起码到1960年底。这样做不行了，王孝庭下来了，常委不做了，就这个时候结
束的。当时有人告诉我，王孝庭到化学系来跌了跟斗，常委也丢了。我还以为常委没什么
了不起的，实际上有没有这个头衔是差远了，北大校党委常委，级别还是挺高的。他在这
个地方栽了跟斗，群众运动就结束了。群众运动起码到I960年底。
熊:为什么王孝庭老师会被免掉常委职务？
施:群众运动后，这项工作是党委直接领导的，王孝庭是党委直接派下来的，所以他责
任比较大。可能上报的东西有些浮夸，后来导致了他的免职。
熊：这浮夸是谁浮夸？是学生浮夸还是领导浮夸？
施:不好这样说，这是相互压出来的。下面报给上面，在多长时间，我们接成了什么，
上面就跟你算，你一天能接几个，多长时间你得给我搞出来。领导认为，一加一等于二，二
加二等于四……譬如四个钟头能接一次，那四六—十四小时，我三班倒，不是可以接六次
吗。当时我们比较小嘛^业务也不太懂，也以为可以一加二、二加三这样加上去。但在现
在看来，这样做是根本不行的，可这种看法要在当时就可能被视成保守了。大家就这样定
任务，一张口就是大干30天——都是这么干的。有一次叶蕴华还被王孝庭压得哭了：王
孝庭定了个任务，叶蕴华回来跟我说。我说这个+行的，做不到。她又跟王孝庭说。王孝
庭拍桌子，叶蕴华为这哭鼻子。
熊:大兵团没成功，是不是想过下马？
施:到上海来以前①，我们基本上不干了。大兵团……下马……是什么时候我不记得

了。哦，也就是王孝庭没当常委的时候。当时也没好好总结，人都搞得灰溜溜的。
按：1960年底，因化学系的科研经费已经耗尽，而国家也幵始实行“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北大校领导不再坚持要大家搞胰岛素合成，于是大家普遍都不
愿意做胰岛素工作了。不过，在自然科学处处长张龙翔教授的要求下，1961年上半
年，又有两位老师——陆德培和李崇熙——重新开始研究胰岛素。在随后的两年屮，
他们合成了 A链中带环的一段六肽，写出了两篇论文。而这段时间，上海有机所、生
化所也留了少量研究人员在继续胰岛素的合成，也整理出了 一些论文。
1963年8月，全国经济形势好转一些以后，屮科院在青岛举行了一次全国性
的天然有机化学学术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北大化学系的代表和上海有机所、生
化所的代表各自汇报了自己在胰岛素合成方面的研究成果，惊奇地发现对方还在
继续工作。于是，在国家科委九局领导赵石英的撮合下，北京大学化学系开始考
虑再次和科学院的单位合作。[31
1964年初，北大化学系的陆德培、李崇熙、施溥涛、季爱雪和叶蕴华等五位教师
幵赴有机所，和有机所的研宄小组一道工作。

①19 奶W序f C 1 怖1? 努hi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I l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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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新合作
3.1合成路线之争
熊：您刚才提到，因为没做元素分析，所以汪猷不承认最后的合成产物。作为胰岛素
合成的主要完成人之一，汪先生对自己的成果也不轻易承认，这也可以说是非常严谨。
施: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老先生非常认真是确凿无疑的，可是，有时候走偏了也是存
在的。我们在一起合作时——我们北大的几个人到有机所来，大家一起做。我们分工搞
前9肽，他们搞后12肽。前9肽我们比较早就完成了，后12肽不行啊，就是做不好。当
时大家在一起讨论——他们的工作一般不让我们参与。因为我们当时在上海，虽然名义
上是邢先生负责，但由于他主要在北京，所以实际上难以管我们，汪先生倒是经常来问我
们。但我彳门有自主性，前9肽他是管不了多少的；后12肽由徐杰诚负责，就完全听他的。后
12肽老是不成。我们和他们做具体工作的人在一个实验室工作，就给他们提意见，说他们
的路线不行，需要改，但他们说，这是汪先生交代的。说到这里.我觉得后来有些东西是不合
理的。我是我们这个工作组的组长。作为负责人，我觉得李崇熙的脑子是相当聪明的。李
崇熙敢想敢干，想法很多。他老早就看出有机所的方案不对，要推翻，提出应该怎么干。
熊:是说后12肽的合成方案，还是说前9肽加后12肽的合成路线？
施：后12肽的合成方案。因为前9肽已经合成了，而后12肽还没有。
熊:合成路线是不是改过多次？是不是还有过“5+16”的方案？那是发生在什么时
候？
施：那是后来的事。这条路线涉及同位素的问题。要用不同方法做鉴定，其中一条就
是用同位素做标记，此时用了“5+16"的路线。
熊:就是说1965年9月17日胰岛素结晶拿到后才用“5+16”方案？
施:“5+16”方案是早就己经有了，可做是后来做的，我也参加了，目的是加入有同位
素标记的东西。我想，李崇熙的想法是比较多。我们讨论后，李崇熙提出了好多方案。出
面嘛，是由我去。我跟汪猷讲了，但他不同意。这个时候生化所己经逼得很厉害——他们
的B肽己经成了，就等我们A链。但汪猷就是不同意，所以大家生过气。我就去找丁公
量®。他的办公室就在我们实验室的对面，中午吃饭时，他经常到我们实验室来坐坐。他
跟我们关系挺好的，跟我们挺熟。我们就给他讲了这个事，他听了，说：“行！这样好了，我
跟老汪去说，开会。”他就把汪先生和我们几个找到一起谈。汪猷不同意。后来丁公量就
说:“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样：年轻人有勇气，得允许他们犯错误。你出去一个月②，利用这
一个月时间，就让他们用自己的方案试一下。就这么定了。错了，由我负责/汪猷这个人
嘛，党员，组织观念还是有的，他说：“你书记说了嘛，我就泡掉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我就泡
了，不要了，让他们去试吧。”他根本不相信这是对的。咬，就这一个月。后来李崇熙就参加
最后5肽的工作——后12肽分成两大段，7+5，改就改在尾巴这5肽上——跟他们一块搞。
等汪猷回来，行了。假如没有李崇熙，没有我们北京大学在上海参加，那么胰昂素恐怕不可

①丁公最,当时的中科院有机化学研宂所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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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那个时间完成。
3.2

A链、B链之争
施：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这也是合作的功劳，没有合作是根本不行的。A链完成

了，拿来武跟B链接合。当吋成立了合作小组，北大我参加，有机所一个女的，叫张伟
君，生化所是杜雨苍，三个人负责最后的合成工作。我们把A链拿来合，合了一次不行，
没有活力。小老鼠不跳，肯定是没活力。下面就不要做了；小老鼠跳了，你才往下做，对不
对？第一次不行。汪猷说：“不行，不能再合了，这样做浪费东西。我们A链没问题，你们
B链有问题，你B链去搞好。”可生化所的人不服气啊，说:“我等了你这么长时间了，你
……。”可A链是掌握在我们手上啊！每次来的时候我跟张伟君带着来;用完了，拿回去，
汪猷不让留在生化所的。生化所这边是王芷涯负责。当时有协作组——我是成员，王芷
涯也是，还有有机所党支部书记古风——大家开会。古风不能发表意见;我是北大的，我
跟汪猷说，他多少得给我一点面子。这样不行呀，关键是在有机所，所以王芷涯跟古风打
电话。大家都拍桌子，丢电话，电话机也给搞碎了。汪猷坚决不肯啊，他说不行，只有把B
链弄好了才行。这时刚好暑假了。我们说，既然不行，那我们回北大休息啦——李崇熙家
在北京，叶蕴华也住在北京，都想回家去。在走之前，我跟生化所打招呼，说我们就要走了
——假如我们真回去了，情况就难说了。王芷涯对我说：是不是再干一次？让我做汪猷的
工作。我就跟汪猷说，说了半天。这是因为有协作关系啊——他们组里的人去说是根本
不行的。王芷涯给我电话，我跟汪猷说：能不能再试一次，如果不行，那么我们就回去了。
汪猷说：既然这么说，就再试一下吧。就又给了一点点。
熊：多少毫克？
施：不晓得了，我记不清了。反正量很少，也许只10亳克。A链材料太少，没有把握
时是不可能多给的。拿来一试，在几天之内，行了，有活力了。那就再加大量接着干了。
也不是要争功，但是，没有我们北京大学在这里起作用，那么肯定是不成的。我们如果回
去了，会怎么做？生化所自己搞A链？生化所当时就这个意思:A链我们自己搞，不受你
限制了。可他们有这个力量吗？他们就这几个人，搞B链己经够戗了。不同的单位，搞
得不好就相互不信任：我成了，你说不成，你不肯给我，明显有制约。如果是一个单位的，
上面一决定，A链就必须拿出来，那么很简单！可现在是两个单位，我没办法命令你。如
果双方关系好，调剂调剂，也就行了，可是……。如果没有我们北京大学参加，他们两个单
位还顶在那里去争。怎么搞？哪一年能搞起来？
熊:是不是去有机所之前，在论文署名等方面，北大化学系和有机所签定过协议？
施：好像有的。
熊:北大一下子腾出这么多老师出来，而且李崇熙、叶蕴华等老师都得离家很长时间，
是不是应当说做了一些牺牲？
施：那当然啦。不过话又说回来，不来的话，也干不出什么东西来。学校有学校的环
境。
熊：您是说政治环境？
施:学校就是这样……
熊：太活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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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只占四分之一。虽然难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应该说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4关于诺贝尔奖
4 1总评大会
熊:您能介绍一下1978年的总评大会吗？
施:当时为了推荐诺贝尔奖金候选人，也是争得很厉害。当时文重已经出来了，北大
化学系的相关工作由他负责。在北京友谊宾馆讨论，关了一个多礼拜。虽然当时我已经
属于生化所了，但参加讨论时我还在北大这组。说老实话，我当时想提李崇熙，觉得他还
是可以的，但大家都不吭声。文重咏他要提陆德培，不想提邢先生。我说，人家都有一个
老的——组长嘛；不管是荣誉的还是实际的，不管起了多大的作用。我提了邢先生。底下
的人我没提，不知怎么的成了季爱雪。季爱雪和陆德培、李崇熙都是研宄生，比我早。他
们之下就是我了，叶蕴华等人比我晚。我认为，从工作来讲，贡献应该是李崇熙……但这
个事情跟生化所一样，是说不清的。
熊：最后诺贝尔奖候选人评了 4个出来，是吗？
施：不是4个，是8个吧！肯定是8个，为什么呢？有机所肯定是2个：徐杰诚、汪猷。
生化所4个：部承鲁①、杜雨苍，他们是拆合的；龚岳亭②、钮经义，他们是B链合成的；北
大嘛，邢先生和季爱雪。最后这8个人怎么变成4个，我就不晓得了，这个事情没交我们
讨论。这4个人嘛北大是季爱雪。有机所是徐杰诚？这不可能的。
熊：是汪猷吧。生化所是钮经义和邹承鲁。
施:当时每组都推2个，共8人。最后怎么定4个，我就不晓得了，这不是在会上定
的。④当时是由单位来推选的。分三摊，生化所一摊，占一半名额；有机所一摊；北大一
摊®。大家分别提的。
熊:是不是邢先生后来参加的工作很少？
施：这个嘛，老先生都是这样的。他后来根本就不管。刚幵始时他可能管，因为他是
教研室主任账我们到上海以后他根本就不管了。
熊:但工作大多是后来做出来的。
施：也不好这么讲。没有前面的基础，后面……当然前面搞得太大了，时间太长了。
可科学上的东西也需要打幵看一下，看看问题在哪里。科学院的情况好一点，他们没搞太
久。像北京大学那样搞，的确是不行的。一方面是没经验，像我这样刚毕业没几天的就直
接去领导，这怎么行呢？

①邹承告.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当选
②龚岳亭,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
③钮经义，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当选).
④实际情况是：因诺贝尔奖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次奖项的获奖人数不超过3人.所以.经评选委员会和有关
单位协商.最后只定位候选人——钮经义.由他“代表我国参加人工全合成研宄工作的全体人员申请诺
贝尔奖金”，详见：我国向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推荐人工合成牛胰岛索研宂成果I J1 .院史资料与研究.2000
(5)：107—109.
⑤如果纯粹从工作的角度看，则应该分成“拆合工作”、“B 链合成工作”、“ A 链合成工作”三个“摊子”。前面两
；…糾作由牛化解独咖.源辦北大化学系、有机顺个申-位协_�叫，vvod

751

生命科学

752

4 . 2 价值与意义
熊:现在看来，在胰岛素工作中，我们自己的创建多不多？
施:我觉得创建主要在拆合上，合成差了些。
熊：合成主要是工程性质、技术性质的，是吧？
施：在合成上突破是不多的，可以说是没有创新，就是把人家的合成方法用到胰岛素
这样一个东西上来。如果因为要合成这个东西，我们用了某个从未有过的方法,譬如说固
相合成……
熊：那么就有很大的创新。
施:固相合成是个创新，拿了诺贝尔奖的，现在仍在用它。胰岛素合成的真正意义，应
当说是证明了这么大的东西还可以合成。把它说成是生命合成的起点，这种提法我觉得
是高了一点。因为有生物活性的物质不一定是生命——有生物活性的东西多了。可是胰
岛素毕竟比较大，它有蛋白质的性质，现在用简单的有机化学方法把它合成了，这对大家
思想观念有促进，说明以后更大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干了。对我们国家而言，胰岛素工作的
影响是比较大的，原来我们在这一块什么都没有的，通过胰岛素的合成整个多肽领域都
发展了起来。
熊:当时谈意义时，走的是哲学路子，喜欢把这个工作和合成生命联系起来。
施：是抬高了一点。不过，它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可能还是有点促进作用。作为最小的
蛋白质，它比第一代有机分子要神秘一些。但是，现在，我们在一些地方承认它是蛋白质，
在另一些地方又根本不承认它是蛋白质。
熊:不承认它是蛋白质？
施：说它是多肽激素，因为它介于多肽激素和蛋白质二者之间。不管怎么样，它是一
种相当复杂的大分子，在当时情况下，人工用化学方法把它合成，这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还
是有相当大的促进。这个还是可以说的，但把它提高到哲学的高度，说成是合成生命，我
觉得就拔得高了 一些。
4.3诺贝尔奖
熊:这项工作最后没能获得诺贝尔奖，您认为原因何在？
施：我的观点嘛，一个是时间迟了，如果刚合成时就提，人家说不定会给你。但更重要
的一点是——这纯粹只是我的个人意见——胰岛素合成像什么呢？我觉得像荣国团所获
得的乒乓球单项冠军。这项冠军是真的，可它是单项，基础还是比较差的。胰岛素就属于
这样一种性质。按李崇熙的讲法，它是小米加步枪搞起来的。就拆合而言，贡献比较大，
可这个东西人家先发表，虽然没我们做得好。而且这个东西对以后的影响，虽然不能说没
有，但确实没到固相合成这种程度。固相合成方法现在还被大量使用，对后面工作的确有
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也不如催产素的合成。催产素比胰岛素小得多，它一则是技术上有
突破——当然也还是广泛沿用了以前的多肽合成方法，新东西并不太多。二则它是第一
个有生物功能的东西。它是第一个用化学方法合成的有生物功能的肽。单独的氨基酸是
没有功能的，把它们堆到一起有催产功能了，这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比胰岛素合成要大。
因为它是第一个。以后，这类东西就多了。如果当初胰岛素一合成（1965年）就被提名诺
贝尔奖，那还是有希望的。因为胰岛素跟催产素还是不一样，它被冠以蛋白质的头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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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他解释的——当时老先生们还没开始工作呢——杨振宁的意思是他可以提。他到生
化所来，是想了解大家的态度怎么样。可刚幵始大家都不要啊！
熊:那是哪一年？文革后还是文革前？
施-文革快结束了，一九七几年，杨振宁刚幵始来我国访问。
熊:看来是1972年。我记得杨振宁在自传中提到，他1972年到了上海，他在上海好
像有亲友。
施：反正是相当早的。他来过几次——我参加接待了他两次——讲了几次。第一次
讲，我们婉言谢绝了，我们不要。第二次我们说可以考虑接受。
熊：那么第一次大概是1972年，第二次大概是1978年。
施:诺贝尔奖的评选重视两个因素，一个是创造性，要有大的创新；二是要对以后的工
作有重大影响。最重要的是后面这点。对胰岛素合成而言，它有影响，但不及其他几个影
响大。关于胰岛素曾经颁发过几个诺贝尔奖的。第一个是胰岛素的发现;第二个是一级
结构的测定。

5政治上的荣誉
熊:有领导否定过胰岛素工作吗？
施:没有。不管谁当权，都没有否定，都很重视。
熊：江青是不是也很重视？
施：是的，很重视，这种成果谁都是要的，都认为是在他的领导下的成果。张春桥在上
海也是这样的。不管谁上台，谁当权，都要的。没人否定。
熊:生化所的胡世全是怎么入选九大主席团的？
施：怎么说呢？这些都是机遇。因为胰岛素工作很出名，当时上面点名要组里派一个
代表去，生化所的组里就他是唯一的党员，虽然他参加这个工作的时间很迟，但当然是他
啦，就这么上去了。后来开人大，胰岛素要派一个代表去。当时的生化所党总支书记徐刻
说，生化所己经有九大代表了，人大代表最好就不要再是生化所的。要党员，有机所没党
员，北大我是党员，当时刚好我在上海，就把我送上去了。不过没去成，就要走了，就要启
动了，林彪爆炸了。徐刻告诉我，这两天你不要走啊，等通知，结果不走就没走了。所以这
个都是机遇。后来，我还作为代表参加了第一次科技代表团（周培源是团长）——大概是
1976年或1978年，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到欧洲去访问一个多月。生化所把各方
面都照顾到了，说北大应该有一个代表，于是就让我去了。我还做过上海人代会的代表
——那时我己经调到生化所了——还是因为胰岛素的名义。所以胰岛素得到的荣誉还是
不少的。胡世全倒霉。他是九大代表,上海市市委委员，上海市委第三办公室主任，当时
不叫科委，就是这个办公室管科技。……后来，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挨批了。当然，他这个
同志应该还是正派的，没搞什么。可是因为他曾经处于这样一个位置，所以后来就靠边
了。倒也没怎么难为他。他后来要去美国，卡了好几次，不让他出去。他出去是比较迟
了，起码八十年代末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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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本次釆访承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提供资助，王克迪教授提供指导，
申振邦、陈彬协助整理，在此谨表谢意。尤为感激施溥涛先生。施先生指出，在200】年接
待笔者的访问时，他根本就没想过要发表自己的谈话。所以，谈得比较随意，比较粗糙。
而所涉及的事情是极为复杂的，所以，他觉得自己谈得很不完整，在收到笔者整理出的稿
件时不大愿意让它公之于众。但对一个牵涉众多单位与个人、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事件，又
有谁能说得完整？口述史的价值正在于它的个人性——它是从个人视角出发，体现了个
人的喜怒哀乐，有着各种缺陷，并因此而鲜活的历史。只要被访人是真诚的，这样的口述
就是有价值的。经笔者多番请求，为了照顾笔者的劳动，为了促进我国的口述科学史事业
发展，施先生最后终于放下包揪，同意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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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were a few turns in the project of insulin synthesis, which cost many research

units almost 7 years of time. As the record of an interview with Prof. Shi Putao? who is an impoi w
tant participator in irsulin synthesis � this article mainly rovers the causes of the turns and the de
tailed process of insulin synthesis carried out in Peking University. From the retrospect of Shi Putao
about large formation warfare, dilutes between research units, the general comment in 1978 and
his evaluation of insulin synthesis � we can not only make out clearly the trail of “ the science road of
proletariate" ， but also the impact of outer factors o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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