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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
北京肿瘤医院名誉院长

□本报记者 唐诗 文／摄

1978年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
曾任北京邮政科学技术研究所总工程师

□本报记者 李婧 文/摄

挂号信上那小小条形码是半生牵挂

在上世纪60年代， 邮电局用上了
能自动称重 、 计费的设备———“自动
收寄包裹机 ”、 能计算资费和打印单
据的 “电报计费开据机”； 上世纪70年
代， 挂号信贴上了条形码签， 实现了
挂号函件条码扫描登单， 无需再手工
登记……这些邮政部门自动化的进步
与一位老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他
就是周廷富。 他1978年被评为全国先
进科技工作者、 1979年获得北京市劳
动模范、 1991年获得全国邮电系统特
等劳模称号。 多年来他主持或参与研
究的科技成果中， 获得全国科技大会
奖两项、 省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

1936年出生的周廷富精神矍铄 ，
虽已年过八十， 但是记忆力很好， 对
当年的事情还能娓娓道来。

1953年， 曾经在电器行学过徒的
周廷富进入了邮政局工作。 在1960年
的群众性技术革新中， 他最先做的小
创新是一个叫 “趟车报时器” 的小物
件。 “趟车是到邮局支局送取邮件的
交通工具。 趟车来前， 邮政支局要把
将要发走邮件准备好， 车一到就能装
车发运。 为了提醒有关人员趟车的到
来， 他把结婚时买的闹钟给拆了， 连
接上电路搞成一个 “趟车报时器 ” 。
它可以设定趟车到来的时间， 趟车到
来前， 报时器能发出音响， 提醒相关
人员做好准备。”

1966年， 北京邮政机械厂成立了
研究 “包裹收寄机” 项目的技术革新
小组， 在技术革新方面有点名气的周
廷富进入这支由年轻人组成的队伍 。
“邮政局有几个主要业务:信函、 包裹、
汇款。 其中收寄包裹是个较复杂的业
务，要称重 ，计算资费 ，填写包裹单据
等。 如果能用机器自动完成计价和单
据打印等工作， 效率就能极大地提高
了。 ”一开始，周廷富负责自动打印部
分。在1966年，计算机还是晶体管时代，
尚未走入普通单位和寻常老百姓家中。
周廷富回忆，当时邮局有一台瑞士进口
的邮资机， 可以输入单价， 打印出带
有资费的单据。 他将这台邮资机解剖，
参考这台机器的内部结构， 制作出可
与称重、 计费相连接的打印机， 它由
各种齿轮、 金属件和控制电路组成。

随着技术研发的推进，周廷富承担
起包裹机项目的整体研发工作。 1968
年，项目组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能够
自动称重、计费、打印收据的“自动包裹
收寄机”， 填补了我国邮政营业工种机
械设备的一项空白。周老先生用手比量
着介绍，“我记得，第一台包裹机，体积
很大，就像个立式文件柜大小。 我们之
后还进行了升级改进，第二代包裹机只
有床头柜那么大了。 ”包裹机最先投放
到王府井附近的八面槽邮局使用，后来
批量生产后推广到全市邮局使用，之后

又被外地邮局购买走向全国，“为此，我
当时任职的单位———邮政机械厂还专
门成立了一个车间生产包裹收寄机。 ”
周廷富说。

1978年， 周廷富参与研发的两个
机器———包裹收寄机和电报开据机参
加了全国科技大会， 这两个项目均获
得全国科技大会的技进步奖。

1979年， 周廷富调到北京市邮政
局科技处工作， 任主任工程师。 不久，
条形码走进了周廷富的生活。 “以前
挂号信需要手动登记清单。 邮寄一封
挂号信， 需要经过很多个邮政部门和
环节， 每到一个地方就要进行清点登
记。 每个挂号邮件都登记挂号号码和
收寄局名， 一个是代表这封邮件的号
码，一个是代表邮件收件邮局的代码。”
在网络不普及的70年代， 信函是公众
相互联络的主要方式， 每一封挂号信
都要登记， 是极大的工作量。

邮政系统在1985年引进了世界先
进水平的挂号信函自动登单机系统 。
“这是一套系统设备， 由一台主机八台

子机组成，能读条形码和打印清单。 机
器是从日本进口的。 ”进口条形码费用
很高，而且需求量大且长期使用，所以
自主研发印刷条形码的印刷是必须的。
周廷富说，那时候，印刷厂主要还是铅
字印刷，还无法印刷连续变化的条形码
签。 这项任务又落在周廷富的肩上。 周
廷富跑了京城几十家单位，在北京印刷
技术研究所等单位的帮助下， 多方协
调，终于印出我国自己的条形码签。 但
这时印制的条形码签，只能应用于大宗
信函，随着激光打印机出现和计算机的
应用， 条形码签印刷技术也在不断提
高，逐渐推广到普通挂号信，形成了年
印百万套条形码规模。

1992年之后， 受单位委托， 周廷
富又到深圳组建一家条形码公司， 业
务是印刷条形码签供应全国邮政系统
使用。 周廷富退休后又被返聘， 2002
年才正式退休回京生活。 周老先生退
休后还自主创业成立了一家科技公司，
自主研发和生产过标签彩色印刷机 ，
直到75岁时才正式离开工作岗位。

“质疑， 向自己提问题是很要紧
的 ， 有自己的看法再考虑是否正确 ，
这是出发点。 然后， 就是坚持。” 回顾
自己从医以及担任医院管理者的经历，
北京肿瘤医院名誉院长徐光炜教授这
样总结。

徐光炜上世纪30年代出生于上海，
“我是家中的长子， 父亲希望我学医，
上学的时候我喜欢生物， 就接受了这
个意见。 一开始并没有特别远大的抱
负， 是在工作中愈加喜欢上的。” 徐光
炜介绍， 自己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
毕业后分配至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 （北大一院） 工作， 1969年时开始
从事肿瘤专业工作。

1969年 ， 为响应周总理发出的
“攻克肿瘤” 的号召， 徐光炜作为主要
负责人开始筹建肿瘤科， 但如何开展
工作 ， 是创建初期感到困扰的问题 。
“当时在文革期间， 国外的信息无从获
得， 全国各地发掘的治疗癌症的献方
也很多， 但真假难辨。 在这种背景下，
经过讨论决定以研究中医药以及免疫
治疗为我们开展科研的业务发展方向。

明确了科研方向， 大家便热情地投入
工作了。” 徐光炜回忆， “当时除了坚
持科研为先， 自主创新并争取多学科
协作外， 在科室内部也注意培养人员
一专多能， 使专业间能取长补短， 使
得综合治疗成为肿瘤科的一大特色 。
打好了基础， 使得北医一院有异于全
市各院的肿瘤科， 迅速发展起来。”

在此基础上，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
所于1976年成立。 建所初期，明确全所
的学科重点很重要。 一方面，徐光炜确
定了乳腺癌为重点， 另一方面，1976年
全国三年死亡回顾调查后明确了一些
常见肿瘤的危害，胃癌被发现其死亡率
占全部癌症之首，所以胃癌成了另一项
学科重点，同时徐光炜所在研究所成为
胃癌全国防治研究协作组的牵头单位。
由于当时研究所刚刚成立，缺乏研究胃
癌的工作基础，于是徐光炜就组织各个
研究室围绕胃癌这个中心，结合各自专
业， 查阅文献资料，“当时条件很艰苦，
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我们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 找
出各科室的研究方向， 大约半年的时

间， 各个科室都写出了比较全面的文
献综述。” 徐光炜介绍， “汇编成册之
后， 在1978年北京召开的全国胃癌学
术会议上散发 ， 受到了与会者的欢
迎。” 当时， 还组织了全国范围的胃癌
根治手术巡回示范演讲团， 徐光炜位
列其中， 由于影响较大， 山东胶东半
岛胃癌高发区也邀请其去作示范手术
并讲课。 “当年我年轻体健， 以大概
每天一个县的频率， 上午手术、 下午
讲课。 一周多的时间， 虽然很累， 但
是身心是愉快的。”

记者了解到， 徐光炜主编了肿瘤
科普读物4本， 组织编写了肿瘤科普系

列丛书一套十册 ， 主编的科普读物
《肿瘤可防治》 作为 《相约健康社区行
巡讲精粹》 系列丛书之一， 2005年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徐光炜说 ，
“科普文章是比专业文章要难写的， 除
了要有专业的水平， 还要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让大家可以接受。 我出差时在
飞机上就会把构思好的科普文章写出
来。 我认为专业人员是有义务把知识
科普给大家的， 这是职责所在。”

“我从医超过60年， 作为一名外
科医生， 我认为医学领域新知识更新
很快， 要不断充实自己， 还有很多未
知领域值得探索。” 徐光炜说。

明确科研方向
创建北京肿瘤防治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