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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从小在台湾长大& 在我读书的时候，台湾的中

理馆依旧，昔日年轻的兴奋又真真切切地呈现于眼

学是男女分校的& 北一女（ 台北第一女子高级中学）

前&

是台湾最有名的一所女子中学& 每一年级有二三十

哲学与物理是分不开的& 大学时为穷天地之理，

个班级，按大学联考的志愿分班& 联考分甲、乙、丙、

曾经钻进当时由刚回国的陈鼓应教授掀起的一股存

丁四个组，甲组为理工科& 在这所著名的女校里，报

在主义哲学风潮，和中国的儒、释、道、法各家学说之

考甲组的人数加起来也不过一、两个班，更徨论考上

中，并且从中学开始就进入基督教团契，几乎只要是

并且选择念物理的女生人数了& 在大学里好像文科

与宇宙和人的起源相关的任何学说或宗教都在我涉

是女生的天下，理工科是男生的地盘是再自然不过

猎的范围之中& 多年之后在温哥华曾有幸介绍两位

的现象&

我所崇拜的大师（ 一位是曾与琼瑶同列台湾十大杰

我对物理的情有独钟始于很小的时候对天与天

出青年、笔名冯冯、后出版了许多佛学书的张彼德先

上星星无比的好奇& 我们家附近有一条新店溪，小时

生；另一位是曾任教于香港浸会学院，后在温哥华一

候夏天的晚上邻居们总是三三两两地到河边散步纳

神学院任教的梁燕城先生）相互认识，并且因此而

凉& 夏日夜晚的银河宛如天上的一条无始无终的飘

有幸聆听了一场精彩的佛学与基督教的殊途同归之

带浮在天际，望着它总令我陷入对“ 无穷”的遐思和

说的交谈& 然而这也使我发现物理的训练已使我很

对宇宙的敬畏& 中学时开始学看星座，买了各式各样

难接受任何拟人化的神，反而是中国的道家学说似

的星座盘，对着月份、时间、经纬度对应的如大熊星

乎更能为我所接受&

座、小熊星座、猎户座和天琴座等等北半球夏天晚上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的 7 年时间，可

常见到的星座& 仍记得大学四年级的论文题目选的

能是我一生中日子最单纯而愉快的一段时光了& 除

也是《 晚上天为什么会黑？》，可以说人类最原始的

了研究，仍然是研究，一天里醒着的时间几乎都泡在

对宇宙的好奇心是牵我进入物理殿堂的手&

了实验室里，也因此结交了一些终身难忘的朋友，

记忆中的大学四年似乎充满了挤进知识殿堂的

像我的师兄 839:;< =)(（ 后任加州圣何塞 >?@ 光

兴奋：第一次读到相对论时有开了天眼般的兴奋，仿

学研究部主任，可惜数年前英年早逝），我的同学

佛宇宙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开来；在挤得满满的报告

A.1-/ B-*)3C，D)E*39;: A)2-:/ 等等&

厅里第一次看到一台发光的激光器时的激动，仿佛

哥伦比亚大学辐射实验室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自己也跻身于科研的最前沿般的与有荣焉；电子学

期间因曼哈顿计划而赫赫有名，出了不少诺贝尔奖

课后，对自己组装的第一台无线电的骄傲使得我在

得主& 我的指导老师威廉·哈珀（ F*++*)( G)11;:）教

大学四年里开夜车时只听自己装的收音机播放的音

授曾任辐射实验室的主任，现任普林斯顿大学研究

乐节目；还有记忆犹新的在大学里从磨透镜开始研

部主任兼物理系教授& 5$ 世纪 4$ 年代初曾任老布

制 % 寸天文望远镜时的冲劲……，大学四年似乎就

什时期的美国能源部首席科学家、能源研究部主任&

这样在充满了新奇感中飞也似的过去了&

克林顿上台后，由于质疑副总统戈尔提出的工业污

#445 年，在我离开台湾 #6 年后，第一次回到我

染引起臭氧层破坏并造成全球化温室效应而去职&

的母校台湾大学，在与当时在新竹交通大学的前物

我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利用光抽运的方法将光子

理所所长管先生在侨光堂吃饭时，巧遇曾教我固体

的角动量传递给碱金属的电子& 再将极化的碱金属

物理、当时 的 台 湾 大 学 物 理 系 系 主 任 王 亢 沛 先 生
（ 后任台湾东海大学校长）& 承蒙他热情招待，饭后
在校园里小酌& 漫步于阔别的校园，椰林、钟楼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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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自旋角动量通过自旋交换作用传递给弛豫时间

伦比亚大学的时期，我投入了几乎全部的时间与精

极长（ 达数小时之长）的惰性气体的原子核’ 核自旋

力’ 当然回报也是丰厚的，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我

被极化了的惰性气体具有极大的应用前景，像用来

们在颗粒研究方面发表了 $% 篇相关论文，包括 $ 篇

做太空船上的指南仪等’ 我当时的工作只是这项庞

与台北中研院陈志强博士合作的发表在 9+/（ 美国

大的研究项目的开端，测量电子的自旋弛豫时间与

《 物理评论快报》）的论文，有机会多次组织并参与

电子 ( 核子自旋交换截面’ $% 世纪 )% 年代末期哈

国际会议，得以与国际同行保持着密切交流’

珀教授曾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提供核自旋被极化了

在答应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几乎是顺口答应，没

的惰性气体，用在一种新的核磁共振扫描技术上：当

想太多’ 等到来催稿的时候细想起来，妇女与物理是

病人吸进极化的惰性气体，他们的 *+, 信号比水分

一个何其复杂的题目’ 妇女由于在家庭中的天然角

子的信号强 -%%%% 倍，使得肺叶的 *+, 成像得以清

色，不只是在物理这个领域，在任何一个职业上都有

楚地拿到’

事业与家庭兼顾的问题，只是在物理研究方面，面临

毕业之后由于家庭的原因，回到了中国’ $% 世

的问题可能更大、更多’

纪 .% 年代初，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环境上，对

首先是社会的认同’ 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的时

年轻的我来说都有好多需要适应的地方’ 国内当时

候都或多或少地希望得到周围人的赞许，尤其是小

百废待兴，人们对国外的情况仍不十分了解’ 为数不

女孩子’ 虽然不是每个女孩都应该念物理，但父母、

多的像我一样来到国内定居的朋友在当时正好起到

老师的偶然反对，可能会使一个孩子永远把这个选

了桥梁与沟通的作用’

择排除在外’ 举个我的例子，我的父亲并不懂得教

几乎是在回国以后的第三年才开始有了第一篇

育，他几乎不太管我们，采取的是放任教育’ 我小的

论文’ 一方面继续电子 ( 电子与电子 ( 原子核自旋

时候，我的父亲在家时，每小时必定要听头五分钟的

角动量相互作用的研究，一方面与张祖仁、冯宝华等

新闻广播，作为他时事分析的素材’ 这五分钟，他是

开辟了国内单原子探测和共振多光子离化方面的工

不许我们孩子打扰他的’ 每次只有我拿着第一名的

作’ 在回国后第一次出国参加的国际会议上认识了

成绩单回家时，可以不顾这个禁忌’ 虽然只是一件很

原子多光子离化方面的泰斗 /01234546748 教授并与

小的事，但它在无形中给我的却是一种肯定和自信’

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之后组里的同志和研究生张

这种自信一直伴随着我，成为日后对事业执著的基

健、邵永良等得以相继到 /01234546748 教授在美国

石’

南加大和希腊的实验室深造’ 我自己也于 -).. 年到

其次是家庭与事业的难兼顾’ 一个家庭往往只

了著名的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国家实验室 9:;33; <=>

能以一个人的事业为重，很难同时兼顾’ 有了孩子之

48?:@: 博士的原子多光子离化研究组进行强激光场

后，妇女的事业往往更得不到保证’ 以我为例，我的

下的碱土金属原子双电子多光子离化方面的工作’

女儿小时候，美国的学校鼓励家长的参与，动不动就

-))% 离开国内，在美国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我开

得到学校参加活动，如果我不去，我的女儿就会形单

始在美国公司工作’

影只的’ 所以有再重要的事，我得学会放下来，以女

-))) 年再 度 由 于 家 庭 的 原 因，我 又 回 到 了 国

儿为重’ 行笔至此，我不得不佩服李方华院士与范海

内，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前所长杨国桢先生的

福院士夫妇，是一种怎样的执著与修养能使他们在

安排下，得以回到科研的世外桃源中’ 当时加州圣何

兼顾家庭的同时，两人能在事业上不间断的努力并

塞州立大学的林磊教授、也是我的哥伦比亚大学的

得到如此突出的成就’ 由此看来凡事贵在一心：天下

学长，正在陆坤权教授处访问，力促我加入颗粒物质

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希望以此文期许更多的年轻一

研究的领域里’ 让我下定决心加入颗粒物质研究的，

辈有志从事物理研究的女同学进入这座深奥绚丽的

是在 $%%% 年夏天听了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殿堂’

刘寄星教授在软物质研讨会上所作的报告之后，于

最后在此妇女的节日里，我愿将此文献给两位

$%%% 年底正式加入了原为晶体室室主任、后来又筹

曾为我付出许多的母亲：我的母亲和我的婆婆，祝愿

建了软物质实验室的陆坤权教授的研究组’ 对我来

她们健康长寿’

说，颗粒物理毕竟是一个新的领域，仿佛回到了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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