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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浏阳的黎氏三兄弟， 同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医学领域各领风骚———

黎氏三院士 杏林竞风流

� � � � 1997年3月7日， 黎氏族人在黎家大屋前合影。 （本版均为资料照片） 通讯员摄 � � � �黎氏三兄弟：黎介寿（左）、黎磊石（中）、黎鳌。 通讯员摄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宋佳 王梦琳

从湖南湘潭走出的“黎氏八
骏”，蜚声国际；而祖籍湖南浏阳的
黎氏三兄弟———黎鳌、黎介寿和黎
磊石，也享有盛名。 兄弟三人同为
中国工程院医学与卫生学部院士，
均在医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成就了中国医学界的一段传奇。

三兄弟同为院士，在中国绝无
仅有。 11月下旬，湖南日报记者来
到浏阳市枨冲镇，寻访浏阳黎氏家
族的历史和院士三兄弟鲜为人知
的故事。

� � � � 浏阳市枨冲镇青草村， 有个地
方叫元甲山。

以前在元甲山有座气派的黎家
大屋，是黎鳌、黎介寿、黎磊石三兄
弟祖先所建。 新中国成立后，黎家已
从这里搬走， 村里10余户农民搬进
了大屋。

“上世纪90年代，黎家大屋变得
比较破旧，就被拆了，只留下了大屋
附近的一口古井。 ” 在黎家大屋旧
址，青草村的村干部说。 后来，有村
民在旧址上建起了房子。

当地村民还依稀记得黎家大屋
的规模，“前后几进， 天井就有十几
个。 ”

四四方方的古井里，井水清澈。
村民说， 这口古井至少有几百年历
史了， 现在还有20多户人家从井里
取水饮用。

2015年， 村民对古井进行了修
缮。 记者看到，名为“元甲山黎氏古
井”的碑刻上记载，古井由当地村民
集资维修，耗资约3万余元。

黎氏三兄弟的堂弟黎光明、黎
友生等还在浏阳市枨冲镇居住。 年
逾花甲的黎光明， 对于黎氏三兄弟
的情况较为熟悉。

黎光明告诉记者，1996年，80岁
的黎鳌回过一次浏阳， 他们见过一
面， 那是黎鳌离开老家几十年后第
一次回乡。“老来思乡， 他很想了解
老家的情况， 在浏阳市人民医院讲
完课后， 他回黎家大屋旧址和黎氏
祖坟看了看， 我们还在古井边拍了
一张照片。 ”

在黎友生家， 他还拿出了一封
落款“黎介寿”的来信。“这是2008
年， 他写给住在浏阳的族人黎书根
的信， 当时书根叔去信询问小贴膏
药的事，黎介寿回信坦言：我国医药
是一宝库，但是难点很多，往往是成
分不清、 混合制成， 小贴膏也是如
此，所以无法作答。 ”黎友生说。

� � � � 根据《浏阳壕上黎氏家谱》记
载， 黎家曾是当地显赫的书香门
第。

黎光明介绍， 黎氏三兄弟的
远祖黎定吾曾在清乾隆年间两次
诰封奉直大夫。 清代凡是从五品
的官员，都会被授予奉直大夫。

到三兄弟的祖父黎尚徽一
代，黎家出了7个秀才，包括黎尚
徽。 到他们的父亲黎书简一代，仍
然书香弥漫， 黎书简毕业于湖南
高等学堂， 后来与兄长都以教书
为业。

湖南师大附中官网的数字校
史馆，介绍了历任校长，其中，黎
尚雯在1906年9月至1912年1月任
监督（相当于校长）， 黎浦棠于
1926年7月至1927年12月任校长。
黎浦棠就是黎氏三兄弟的父亲黎
书简，黎尚雯则是黎书简的叔叔。

不过到黎书简一代， 黎家已
经家道中落。 黎鳌小学毕业后，准
备到上海读中学， 但家里已凑不
齐学费， 黎书简只得把自己御寒
的皮袍子当了。

为什么黎家世代习文， 黎鳌
三兄弟却全部学医？ 黎尚雯的曾
孙黎懋劲，关注家族史20多年，他
道出了其中缘由。

1937年，做过中学英文教员，
当过两浙盐务管理局秘书的黎书
简，因心脏病辞世。 黎书简生前希
望有儿子能学医， 好好为人类造

福，特别是让穷人能看得起病。 这
一年，黎鳌20岁，考入了上海医学
院。

父亲去世， 家中经济来源断
绝， 母亲只好带着正在读小学的
黎介寿、 黎磊石到长沙投奔他们
当中学教员的伯父。 可伯父也有
一大家子， 只能解决母子三人的
吃饭问题。 好在黎介寿、黎磊石学
习十分刻苦， 考上了优秀学生可
以免费的长郡中学。

上世纪40年代初， 读完高中
的黎介寿、黎磊石，按照自己的志
趣， 分别考取了不收学费还管饭
的机械化学校和东方语言学校。
然而， 两所学校均在千里之外的
重庆， 路费盘缠从何而来？ 无奈，
兄弟俩只好写信向在江西中正医
学院当助教的哥哥黎鳌求助。

黎鳌沉思良久， 回信告诉两
个弟弟： 学理工科和文科不如学
医实在，读医学院免收学费，还提
供饭费， 毕业后既可以直接服务
百姓，也可以解决生计问题。

黎介寿、 黎磊石接到哥哥的来
信，便一起到了江西。黎鳌找到医学
院领导， 让他们当上了医院的检验
练习生。白天，他们在医院里干一些
化验、洗瓶子之类的活，挣钱糊口；
晚上，黎鳌则在昏黄的油灯下，指导
他们复习功课。 一年之后，黎介寿、
黎磊石双双以优异的成绩叩开了中
正医学院的大门。

� � � �虽然学医并非各自初衷，但是黎氏
三兄弟自此发奋学习，刻苦钻研，都在
医学领域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黎鳌、黎介寿、黎磊石分别于1995
年、1996年、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
医学与卫生学部院士。

在中国烧伤医学领域，黎鳌是一个
开山泰斗级的人物。

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我国烧
伤病人陡增。黎鳌主动提交了一份烧伤
防治研究的请战书，他所在的第三军医
大学当即决定由他牵头组建烧伤救治
小组。 1966年，四川合江一支钻井队不
幸遭遇井喷，数十人被烧伤。 黎鳌率救
治小组参与抢救，将一个个烧伤患者从
死亡线上夺了回来。

黎鳌创建了全军第一个烧伤中心
和第一个烧伤研究所，获批全国烧伤专
业国家重点学科和第一批博士学位授
权学科。他探索出一整套烧伤救治理论
与方法， 先后成功救治上万例烧伤病
人。

与大哥不同，黎介寿从事的是肠道
研究。

1987年的一天深夜， 一位因腹腔
大出血、整个小肠被切除的小姑娘被抬
到黎介寿面前，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小姑娘离开人世。 那一夜，他把自己关
在空荡荡的病房里， 流下了愧疚的泪
水。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小肠移植这
个世界性难题攻下来。

当时，小肠移植这项手术不仅在国
内，在整个亚洲都是空白。为了做试验，

黎介寿和用于试验的猪一起待了整整4
年，甚至春节都跟猪住在一起。

1992年， 黎介寿终于取得亚洲首
次猪同种异体小肠移植的成功。 两年
后，黎介寿为一位短肠综合征患者成功
移植250厘米的异体小肠，打破亚洲小
肠移植“零”的纪录。

三兄弟中年龄最小的黎磊石，开始
研究肾脏病时已49岁。 此前，他是研究
寄生虫病的专家。“研究肾脏病，我不一
定能做出大成绩，但能帮助一些人。”黎
磊石这样解释自己半路转行的原因。

1982年， 黎磊石无意间发现一个
用传统草本植物雷公藤治疗风湿性关
节痛的病例，病人身上存在的合并严重
蛋白尿病症突然消失了。

黎磊石通过研究，证实了雷公藤具
有独特的免疫抑制功效。 随后，他冒生
命危险亲口尝试，掌握了雷公藤对治疗
肾脏病既有效又安全的剂量。经过一系
列研究，他开辟出了肾脏病治疗的新途
径。

三兄弟中的老大黎鳌和老三黎磊
石分别于1999年、2010年去世，在世的
黎介寿，今年已是94岁高龄。

9月的时候，住在柳州的黎懋劲，和
堂叔黎介寿通了电话。“我问堂叔身体
怎么样，他说还可以。 ”黎懋劲介绍，虽
然已经94岁，黎介寿还在做研究，带学
生。

“我们邀请他回老家看看，但是他
说年纪大了，行动不便，工作也忙，虽然
想家，也没办法。 ”黎光明说。

� � � � 黎氏三兄弟从医半个多世
纪，不但各自在医学领域孜孜以
求，还为中国的医学事业培养了
不少人才。

浏阳市人民医院原党委书
记、烧伤科主任刘题斌就曾师从
黎鳌。

已经退休15年的刘题斌回
忆，1963年他考上了坐落在重庆
的第三军医大学，在外科专业学
习。得知在学校享有盛名的外科
教授黎鳌是浏阳人，多次到黎鳌
家拜访。

1968年大学毕业后，刘题斌
当过军医，做过研究。 1983年回
到浏阳， 进入医疗卫生系统 ，
1985年到浏阳市人民医院担任
党委书记。

浏阳是花炮之乡。“我到浏
阳市人民医院后，发现因制作花
炮，烧伤病人非常多，但是治疗
技术却比较落后。 ”刘题斌想到
了老师黎鳌是烧伤治疗领域的
第一人，于是1985年他前往第三
军医大学进修烧伤治疗技术。

“我加入到黎鳌老师的科
室，基本每周都可以见到他。”刘
题斌说，进修期间，得到了黎鳌
各方面的关照。 当年，四川某地
发生了一起瓦斯爆炸， 造成20
多人烧伤。当地向第三军医大学
求助， 学校派出了一个医疗队，
黎鳌把刘题斌也列入医疗队名
单，前往该地参加救治。“我只是
一个地方来的进修生，但是他给
了我很好的实践机会，我很感激
他。 ”

一年后， 刘题斌进修结束，
把先进的烧伤治疗技术带回了
浏阳。

刘题斌与黎鳌一直保持书
信往来。 他牵头开展的课题“利
凡诺引产胎皮深低温保存及临
床应用研究”， 得到了黎鳌的悉
心指导，获得了湖南省科技进步
三等奖、 长沙市科技进步二等
奖。

“这个课题前后搞了3年多，
立项的时候， 我征求他意见，他
给了我很多鼓励。研究报告写好
后，我寄了一份给他，他逐字逐
句进行修改。 ”刘题斌说。

刘题斌多次邀请黎鳌回老
家看看。 1996年， 黎鳌终于成
行，来到浏阳市人民医院，给医
务人员作了一场报告，并到烧伤
科查房。 现在，刘题斌还保存着
当时和黎鳌在病房一起查房、讨
论病情的照片。

让刘题斌感到遗憾的是，
1999年恩师黎鳌去世后， 由于
种种原因，他未能前往悼念，“现
在还觉得遗憾和愧疚。 ”

� � � � 昔日气派的黎家大屋
已不复存在，仅存一口古井

� � � �家道中落，书香门第子弟弃文学医 � � � �三兄弟接连当选院士，在医学领域各领风骚

� � � �院士的烧伤治疗技术，
经学生带回浏阳造福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