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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票上的
物理学史

连载
　邮票上的物理学史 �οϖ ———居里夫人　　

秦克诚 　　　
(北京大学 物理系 ,北京 　100871) 　　　

　　1906 年皮埃尔因车祸去世后 ,居里夫人接替他担

任巴黎大学教授 ,她是巴黎大学理学院第一位女教授.

她二话没说 ,就把皮埃尔中断的放射性课程继续下去 ;

并且继续提纯镭. 1910 年她提炼出纯粹的金属状态的

镭. 1911 年 ,由于发现钋和镭以及提炼出纯镭的工作 ,

她独立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图 1 ,瑞典 1971 年) ,成为

第一个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也是在 1911 年 ,居里夫人接受朋友们的建议 ,竞

选法国科学院院士 (对手是发明无线电检波器的布冉

利) . 她得到许多著名科学家的热烈支持. 但是主持会

议的主席在会上公然宣称 :“把科学院的大门敞开 ,让

所有的人进来 ,但妇女除外. ”在这种对妇女的歧视下 ,

居里夫人在第二轮投票中以 28 对 30 落选. 后来始终

未被接受为法国科学院院士.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居里夫人把 X 光透视设备

装在汽车上 ,自己开着汽车 ,在前线为伤员诊断 ,她的

大女儿伊仑娜是她的助手. 大战结束后 ,她创建的镭学

研究所积极开展活动 ,成为当时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

一个主要研究中心.

1921 年 ,她应邀访问美国 ,接受美国总统哈定代表

美国妇女赠送的 1 g 镭. 1922 年 ,由于她在放射性物质

的化学及其在医学上的应用的贡献 ,被选为法国医学

科学院院士.

1932 年 ,她回到故乡华沙 ,参加以她的姓氏命名的

镭学研究所的开幕典礼.

由于实验条件的恶劣和劳动的繁重 ,以及当时不

知道放射性防护因而受到过量辐射 ,居里夫人的身体

受到严重的伤害. 她做饭时用过的烹调书竟保持放射

性达 50 年之久. 她得了恶性贫血白血病 ,晚年身体非常

虚弱.在下面这些邮票上 ,我们可以看到她苍老的容颜

(图 2 ,波兰 1947 年 ,波兰文化名人 ;图 3 ,阿尔巴尼亚

1989 年) .她于 1934 年去世 (图 4、图 5 ,朝鲜 1984 年 ,居

里夫人逝世 50 周年 ,图 5 为小型张) . 去世前 ,她幸运地

看到她的女儿和女婿的重大发现———人工放射性.

居里夫人留给后人的 ,除了巨大的科学成就之外 ,

还有她伟大的人格. 爱因斯坦在居里夫人追悼会上的

讲话中说 :“第一流人物对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 ,在

其道德方面 ,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即使

是后者也取决于品格 ,其程度远远超出通常所认识到

的. ⋯⋯我幸运地同居里夫人有 20 年崇高而真挚的友

谊 ,我对她人格的伟大越来越感到钦佩. 她的坚强 ,她

的意志的纯洁 ,她的律己之严 ,她的客观 ,她的公正不

阿的判断 ———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身

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 ,她的极

端的谦虚 ,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 ”居里夫人的

高贵品格 ,表现在她对祖国的热爱 ,对科学的忘我献身

精神 ,向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坚强意志和执着追求 ,克服

困难的顽强作风 ,不求名利的价值观 ,以及科学的工作

态度. 她的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 ,是千千万万有志于献

身科学的青年学子、特别是女青年的学习榜样.

居里夫人是一个邮票“大户”,关于她的邮票特别

多.这当然是由于她伟大的科学成就和人格 ,备受各国

人民景仰. (图 6 ,法国 1967 年 ,诞生百年 ;图 7 ,摩纳哥

1967 年 ,同上 ;图 8 ,罗马尼亚 1967 年 ,同上 ;图 9 ,民主

德国 1967 年 ,同上 ;图 10 ,圣马力诺 1982 年 ,科学先

锋 ;图 11 ,苏联 1987 年 ,诞生 120 周年 ,右边副票上的

文字是“玛丽·斯科罗多夫斯卡 - 居里 ,两次诺贝尔奖

获得者 ,关于放射性物质的基础性著作的作者 ;图 12 ,

土耳其 1994 年 ,欧罗巴票 ,当年主题为“发现”;图 13 ,

葡萄牙 1998 年 ,镭发现 100 周年 ;图 14 ,爱尔兰 2000

年 ,千禧年邮票) . 除此之外 ,还有几个原因. 第一 ,居里

夫人是波兰人 ,又入籍法国 ,两个国家都为她发行了许

多邮票. 波兰把这个伟大的女儿看成民族英雄 ,和哥白

尼一样是波兰的象征 ,为她发行的邮票除上一节的图

17、图 19 和本节的图 2 外 ,又如图 15 (1951 年 ,波兰第

一届科学大会) 、图 16 (1963 年 ,波兰伟人) 、图 17 至 19

(1967 年 ,诞生 100 年 ,分别为肖像、诺贝尔奖证书和塑

像) 、图 20 (1969 年 ,塑像 ,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 25 周



年) 、图 21 (1982 年 ,波兰诺贝尔奖获得者) . 法国 1938

年在本国发行上节图 3 的邮票同时 ,还在其当时的 20

个海外领地发行同图的附捐邮票 ,共 21 枚 ,法国本国

的邮票 (上节图 4) 图案略有不同 ,其他的邮票颜色、图

案、面值全同 ,仅国名不同 ,这里仅刊出毛里塔尼亚的

一枚 (图 22) ,以见一斑. 第二 ,镭的发现既是物理学的

重大成就 ,又在医学上有重要应用 (癌症的放射性治

疗) . 因此许多居里邮票与抗癌、治癌主题有关. 1938 年

是镭发现 40 周年 ,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及建立国际抗癌

基金 ,许多国家都发行了邮票 ,如上述的法国及其海外

领地、摩纳哥 (上节图 5) 、阿富汗 (上节图 6) 和古巴 (图

23 ,全套 2 枚) ,还有巴拿马从 1939 —1949 年之中好几

次都为此发行邮票 ,有的年份 4 枚 ,有的年份 1 枚 ,图

案相同 ,颜色不同. 如图 24 (巴拿马 1940 年) . 这些邮票

都是物理主题邮票中比较珍贵的. 又如图 25 (印度

1968 年 ,诞生百年)和图 26 (中非共和国 1968 年. 螃蟹

是癌症的象征 ,希腊人把癌症看成是一只毒蟹深深钳

入受害者的肉体 ,并把这种蟹取名为 cancer) . 第三 ,居

里夫人是杰出的妇女 ,她从一个孤身来到巴黎的穷学

生成长为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 ,简直是一部传奇故事 ,

因此她又成为杰出女性邮票的主图 ,例如土耳其 1935

年发行的全世界第一张居里夫人邮票 (图 27)是为纪念

国际妇女联盟第 12 届大会的召开而发行的 ,这张邮票

是物理主题邮票中最珍贵的一枚. 又如图 28 (摩尔多瓦

1996 年欧罗巴邮票 ,该年主题为杰出妇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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