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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君和我是多年的同事和朋友，过去几个月
我们又成为了邻居。巧的是，兴君的两个小孩与
我们家的俩孩子同年，在幼儿园里还是同班，所
以我们两家有时会互相照看小孩子，一起带孩子
们到家附近的图书馆或者公园去玩，小朋友们也
愿意在一起玩耍。然而新年刚过，兴君不幸突然
病故，她的突然逝去让我和我爱人一时间难以相
信和接受。即使事情已经过去3周了，当我走过兴
君以前的实验室，或路过大家通常吃午饭的休息
区时，有时会想到她在不久前还在这里和大家讨
论课题、吃饭聊天，还会想到她爽朗的笑声，热
情洋溢的话语或者讨论课题时的严肃与专注，总
感觉难以相信像她这样一位充满活力、激情又忙
碌的健康人会这样离我们远去了。

兴君给大家的最深刻的印象可能就是一个忙
碌、高效并充满激情和活力的科学家。在Indiana  
University医学院里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她的名
字，但如果提到那个中等身材、走路做事风风火
火、在课题研讨会上经常提问，说起话来比较豪
爽、爱说爱笑的瘦瘦的女研究员的话，那么很多
人会一下子想起她来。我第一次见到兴君，是在
她到我们实验室去讨论课题。当时她自然、热情
的自我介绍和爽朗的笑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后来我和她在同一个研究所工作，进一步认识到
她对人的热情和直率以及对科研的专注与敬业。
她与人交往的时候总是那样的热情、直接、坦
诚，她既会和你交流非常严肃的科研问题，也会
和你聊聊球赛和生活趣事，并时不时发出爽朗的
笑声。在课题研究的时候，她通常会提出很有建
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她思考问题的角度一般都很
深刻独到，反应出她深厚的理论基础。同时，她
又是虚心坦诚的，遇到不懂或不熟悉的领域，她
都会坦率地询问、学习。兴君的工作无疑是高
速、高效的。作为一名卓越的科研工作者，她通
常会用较短的时间就将课题深入地进展下去，每

次课题报告会都会展示丰富详实的实验结果，往
往受到大家的赞许。她忙碌的身影经常会出现在
实验室里或公用的流式细胞仪、共聚焦研究室或
者实验动物房中。她用短短三年的时间就从博士
后晋升为科研助理教授，在血液学专业期刊顶级
杂志Blood上发表重要的课题文章，并两次在国际
学术会议上担当分组会的主席。她在自己的事业
上有很大的抱负，积极申请各种课题资助项目，
在NIH RO1的课题申请中拿到了较好的评分。

除了敬业，兴君也是一个热爱家庭和孩子的
好妈妈。由于她要照顾两个幼小的儿子，5岁的
James和3岁的Daniel，她每天在单位都是惜时如
金，经常把实验安排得满满的，可以说是马不停
蹄地做完各种实验，然后就匆匆下班去幼儿园接
孩子，尽量不占用家庭时间。回家后她就专心操
持家务，照顾孩子。兴君的朋友都知道，她的大
儿子有些语言障碍，她担心这会对孩子与外界的
交流带来麻烦，甚至影响孩子性格的形成，所以
每周她都要带孩子去看语言治疗师进行治疗，经
过两年的努力，James的口语已经有了很大的提
高，不是很紧张的时候已经看不出与其他小朋友
的区别了。我们两家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我
有时会看到兴君不时地纠正James的发音，有时将
单词写下来一遍遍地教，当James成功发音时，兴
君往往会高兴地和他击掌。她对孩子的进步所发
出的欣喜笑声，让我深切体会到她对James的那份
殷切关心和深深的母爱。成为邻居以后，我们有
时会带孩子们到家附近的公园玩。兴君就像很多
妈妈一样，耐心地哄小孩子们玩，或是打秋千、
或是做游戏，有时还会带着孩子们去足球场踢
球，已过40岁的她为了激发孩子们的兴趣，也会
跟小朋友一起奔跑，教小朋友踢球、射门，当小
朋友们射进球后，她会兴奋地和他们击掌庆贺。

在我的印象中，兴君是个开朗热情、充满活
力并高度敬业的科研工作者，同时也是个爱家
庭、爱孩子的好母亲。她的突然逝去对她的家
庭，尤其是两个年幼的孩子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
击。作为兴君的朋友，我衷心祝愿她的家人能够
尽快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恢复过来，两个小孩能
够健康快乐地成长，我想这也是兴君所有朋友的
共同愿望。

祝愿兴君在天堂里，一路走好！

当兴君突然去世的噩耗从美国传来，犹如晴天霹雳，使我们悲痛欲绝。
兴君女儿正当壮年，正是工作上出成绩、出成果的时候，而且两个孩子正需
要她的培养和教育，她的家庭少不了她啊！这个事实，我们真不愿它是真
的。

我们立即从国内赶往美国，想见女儿最后一面，但因已火化，竟未能如
愿。1月19日，我们参加了兴君的追悼会，近百名亲朋好友和同事参加了追
悼活动，大家对兴君的不幸去世深表哀痛，同时也高度赞扬了她的勤奋敬业
精神和淳朴踏实之为人。对此，我们哀痛之余，稍感宽慰，兴君生命虽短，
但她没有浪费时光。大概正是无数这种忘我献身的人们，才推动了科学和社
会的进步。大家对兴君的褒奖和认可，算是对她的盖棺定论了。她短暂的一
生，确实是如此，勤奋敬业工作，淳朴踏实做人。

我从泪眼模糊中看到她从小到大，一直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她的母亲李
荷美是上海老三层下放知青，厉兴君和小她一岁半的弟弟厉金君，他俩的童
年是在贫穷落后的农村里度过的。她经常帮着奶奶去种自留地，去生产队的
大田里拾麦穗、拾稻穗。家里养着猪，放学后，还得去打猪草。她对弟弟极
是爱护，总是让着他。有次去走亲戚，照例是要吃蛋茶的，因那次未带她弟
弟同去，她竟向亲戚索要弟弟的那一份，说要带回去给弟弟吃。还有一次，
两个大一点的孩子跟弟弟打架，她立即挺身而上，打退了那两个男孩，回头
再看弟弟，他却先行溜回了家。

89年，18岁的她高中毕业去上海考大学（她刚办了知青子女返沪户口），
正赶上“六四运动”，当时国家动乱，铁路阻断，公交停运。高考那天，她
和母亲躺在外婆家的地板上，一夜难眠，天不亮便起床。母亲带着她在公交
站台上等车无望，一路奔到考场，到达考场光明中学后，已是气喘吁吁，汗
流浃背了，所幸未曾误时。发榜时，她高分录取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大学期
间，她每学期都领到奖学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之后，去法国攻读博
士，取得学位后去了美国印州大学，一直至今。

女儿的一生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一生。她虽然逝去了，但我们仍然
为她感到骄傲和自豪。

纪念女儿厉兴君
厉小友  李荷美（江苏镇江）

科学家的热情和母亲的慈爱
——记我的同事和邻居厉兴君

有 错 就 改
上期本报将“厉兴君”误写成“厉行君”，在

此特向厉兴君的亲人和朋友表示诚挚的歉意。
如果您发现本报有任何错误，或者对本报有任

何意见、建议，欢迎您来电（317－213－5825）或来
信（邮箱：aatodayin@gmail.com）告诉我们。

马陪林（印第安纳波利斯）

★.Xingjun is a great and energetic lady. Always see her big smile on her lovely face.  Xinjun 
always talked happily about her two lovely kids.  She will, as she did, watch them, and see them 
growing up.

★Xingjun was always vibrant and busy at the lab, but wasn’t too busy to listen or help other 
coworkers out.  She was a wonderful scientist and a great friend! Beautiful inside and out.

★Xingjun had the most infectious laugh.  I was so lucky to work with her and have her as 
a mentor and friend.  I looked to her as a second mother and cherished her love and advice.  She 
definitely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my life and she will be greatly missed.

★兴君留给我的印象是永远不知疲倦地穿梭在实验室、接孩子的路上。她永
远忙忙碌碌，生怕浪费了一分钟。尽管生命短暂，可她尽了全身心，演绎生命中
的每个角色：科学家、母亲、妻子和女儿。她让每一分钟都发挥到了极致。太累
了！活着的时候你做到了，现在你好好在天堂休息吧。

★想起兴君，首先想到的就是她热情爽朗的笑容，非常有感染力，一下就拉
近了距离，让人不由自主想亲近她。对朋友这样，对陌生人，她也不吝啬她的笑
容和友善。在葬礼上，我看见一个美国女孩，我曾在实验楼里遇见过几次，但迄
今我没和她讲过一句话，但兴君总和她热情打招呼。葬礼上，我还见着楼里做消
毒的工作人员，连送FedEx的美国人都来了。这么多的人都记着她，愿她在天堂里
安息。

★ Dr. Mervin Yoder, Director of Wells Center for Pediatric Research
The Wells Center scientists and students and staff are so devastated by the loss of Xingjun 

Li and we wish her husband, sons, and family members best, as we all mourn her loss. She was an 
excellent scientist. She was full of life and such a happy person.  We will miss her smile and laughter 
as much as her wisdom and scientific thoughts.  She was a great person.

★ Dr. Becky Chan, Xingjun’s supervisor
Xing Jun Li was a vibrant person who was always a joy to be around.  She was very committed 

to her work and to her family. She understood neutrophils better than any other scientist I had the 
privilege to know. She contributed so much to her community, and her smile and laughter always 
emanated light into her environment.  She was a bright, beautiful star.

左上：厉兴君怀抱着幼小的大儿子与父母、先
           生和两位继女的合影。
右上：厉兴君的两个儿子，5岁的James和3岁的 
           Daniel。
中图：厉兴君（后排左一）与爷爷奶奶、父母
           和弟弟的合影。
下图：厉兴君（前排中）和她的同事们。

同 事 们 眼 里 的 厉 兴 君

为了帮助厉兴君年仅3岁和5岁的儿
子未来的大学学费，厉兴君的同事们建
立了一个基金会，捐款信息如下：
支票抬头：James and Daniel Winkel 

          Trust
邮寄地址：Lynn Pressler 

           1044 W. Walnut St  Room 108
          Indianapolis, IN 46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