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后， 胡承志开始向古生物
学研究转型， 取得巨大成就。 1957年，
他在贵州发现一种脊椎骨骼化石， 经
鉴定， 这是一种比陆生的恐龙更为古
老的水生爬行动物， 被命名为 “胡氏
贵州龙”； 1965年， 胡承志根据他人采
集的两颗猿人牙齿化石， 查阅大量中
外文献 ， 缜密对比 ， 鉴定并命名为
“元谋人”， 此后， “元谋人” 被编入
中国历史教科书。

与“北京人”结下不解之缘

胡承志， 1917年生于山东。 13岁
时父亲去世， 因家贫而辍学。 1931年3
月， 经邻居介绍， 14岁的他到北平协
和医学院解剖科实验室， 给加拿大学
者、 解剖科主任步达生当杂工。

1929年， 中国地质调查所成立了
新生代研究室 ， 并聘请瑞典人安特
生为顾问。 安特生与解剖科主任、 加
拿大人步达生制定了东亚科学考察
计划， 以采集和研究亚洲的人类化石
为主。

在这个计划中， 安特生采集的人
的骨头标本， 都拿来给步达生做研究。
由于资金不足， 这个计划没能按照原
定的设想进行， 但是他们的工作却由
中国人裴文中坚持了下来 。 1929年 ，
裴文中第一个在周口店发现了 “北京
人” 头盖骨， 震惊世界！ 胡承志到协
和医学院之时， 正值裴文中发现 “北
京人” 头盖骨化石后不久。

最初， 胡承志在协和医学院只是
一个书童， 帮学者们借阅图书。 但他
勤奋好学， 步达生不会讲汉语， 他苦
学英语， 数月后就可以与步达生对话。
步达生观察到胡承志手脑兼敏， 灵巧
聪慧 ， 便选了他学习修理 “北京人 ”
和山顶洞人化石。

1934年， 步达生去世， 德国学者
魏敦瑞接替步达生主持研究， 聘请蒋
汉澄到新生代研究室制作石膏模型 ，
胡承志跟随学习。 由此， 他与一批地
质名家、 与 “北京人” 化石结下不解
之缘。

1936年11月26日贾兰坡发现了北
京人完整头骨。

1936年， 19岁的胡承志独立制作
了一批 “北京人” 头骨模型， 其中就
包括先后发现 “北京人” 头盖骨的裴
文中、 贾兰坡二人所发现的化石。 胡
承志在模型的内壁刻上自己的姓名和
完成日期。 模型仿照原来色泽， 除重
量不同外， 与原标本几无二致。

留下一段未解之谜

“北京人” 离开协和医学院是在
珍珠港事件两天前 ， 即1941年12月5
日 。 胡承志回忆 ， 在珍珠港事变前 ，
大约在11月中旬， 新生代研究室女秘
书息式白匆匆来到实验室， 要求胡承
志速将 “北京人” 等装好， 秘密送到
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

胡承志对这一天早有准备， 已经
做好了两个大白木箱 。 两三个月前 ，
归国不久的新生代研究室主任裴文中
告诉他， “‘北京人’ 化石要全部装箱
运走。” 胡承志问什么时候装箱， 裴文
中说 ： “听信儿 。” 现在 “信儿 ” 来
了， 却不是来自裴文中。 胡承志知道
事关重大， 当天下午先到兵马司胡同
的裴文中办公室， 向他当面求证。 裴
文中告诉他： “你赶紧装吧。”

胡承志当即赶回协和医学院实验
室 ， 先将房门锁上 ， 开始秘密装箱 。
由于他一个人搬不动这两只木箱， 请
了协和医学院解剖科技术员吉延卿帮
忙。 整个装箱过程只有他们两个人。

胡承志将 “北京人” 化石从保险
柜中一一取出 ， 每一件都包了六层 ：
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镜头用的细棉
纸； 第二层用的是稍厚的白棉纸； 第

三层包的是洁白的医用棉花； 第四层
包的是医用细纱布； 第五层包的是白
色粉莲纸； 第六层再用厚厚的白纸和
医用布紧紧裹住。 包好后， 每个头骨
装入一个小木盒， 并用汲水棉花将小
木盒剩下的空间填满， 然后再将这些
小木盒一一装进大木箱里， 最后再用
木丝填实。

“北京人” 化石主要装在较大的
一个木箱里， 另一个较小的木箱内主
要装的是 “山顶洞人” 化石。 全部装
完后， 再严密封盖， 在外边加锁， 并
在两个木箱的外面分别标上 “CaseⅠ”
和 “CaseⅡ” 的英文。

胡承志和吉延卿把两个木箱搬到
博文的办公室， 当面交付。 他当时能
够获知的信息 ， 是当夜被悄悄运至
北京的美国公使馆。 按照中美协商和
美国公使馆的安排 ， 这两只箱子被
标上美军军医威廉·弗利的名字， 以私
人行李的名义 从 前 门 火 车 站 装 车 ，
直发秦皇岛， 之后搭载计划于12月11
日进港的客轮 “哈里逊总统号”， 前往
美国。

两只木箱由专人护送， 跟随美国
海军陆战队登上了开赴秦皇岛的专列。
8日上午， 列车按计划抵达目的地。 但
“哈里逊总统号” 没能靠港。 因为在前
一天， 日军突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
全面爆发。 “哈里逊总统号” 在长江
口外被日本战舰追捕， 触礁沉没。

刚刚抵达秦皇岛的美国海军陆战
队列车和军事人员， 一夜之间就成为
日军的俘虏。

至此， “北京人” 头盖骨化石不
翼而飞， 留下一段至今未解的历史之
谜。

摘自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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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承志，
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头盖骨

■■史史海海钩钩沉沉

马应龙药品大家都不陌生， 但马
应龙成药最早的拳头产品是眼药吗 ？
据考证， 在19世纪70年代北京西河沿
一带就有一个马应龙眼药店， 历经变
迁， 武汉的马应龙药业逐渐发展壮大，
人们已经逐渐淡忘了北京还有个马应
龙眼药店的老字号。

同治末年， 马应龙眼药店的继承
人———马万兴老先生来到北京， 在西
河沿地区开了间眼药铺。 在他苦心经
营下， 药铺生意兴隆， 后来又开了三
家铺面。 马老先生有四个儿子， 三儿
子马丽亭继承了药铺事业。 马丽亭13
岁那年， 马万兴去世。 其后大哥带着
马丽亭开始经营眼药铺， 生意做得红
红火火。 1928年京都南迁， 马丽亭在
南京开设了一家分店， 为了扩大经营，
他在镇江和南京又各开设一家分号 。
马家药铺中的马应龙眼药凭借对眼疾
患者的奇效， 渐渐闻名遐迩。

马万兴在世时， 还曾将手艺传授
给胞弟之孙马岐山。 马岐山南下开拓
市场， 在武昌镇一间不临街的铺面内
开始了简陋的经营。 马应龙眼药采用
名贵的中草药， 如麝香、 牛黄、 冰片、
琥珀、 珍珠等， 从不以次充好， 用料
考究。 马岐山遵先人遗训， 做到以勤
治店， 严谨治店， 马应龙眼药在众多
眼药中脱颖而出， 因为适应病症且价
廉物美而极具竞争力， 店铺也得到了
空前发展， 产品一度非常紧俏， 出口
到当时的缅甸 、 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
后来的马应龙药业集团就是在这个分
支上得到了发展壮大的。

2009年， 药店的后人想申请非物
质文化遗产， 因为最早的药店在西河
沿真武庙一带， 马丽亭的孙婿彭先生
来到当时的宣武区档案馆， 想从档案
中查到真凭实据， 为申请非遗做准备。
他果真找到了马丽亭在1952年10月参
加区工商界小组学习期间的自撰材料，
翔实可靠， 让查档者如获至宝， 使其
更详细地了解了老字号马应龙眼药店
的发展历史， 为申请恢复北京马应龙
老字号提供参考和依据。

摘自京报网

眼药店
曾是北京老字号

马马应应龙龙

著著名名古古生生物物学学和和古古人人类类学学家家胡胡承承志志于于今今年年44月月1133日日仙仙逝逝，， 享享年年110011岁岁。。
很很多多人人知知道道胡胡承承志志的的名名字字，， 是是因因为为 ““北北京京人人头头盖盖骨骨之之谜谜”” ——————胡胡承承

志志独独立立制制作作了了一一批批 ““北北京京人人”” 头头盖盖骨骨石石膏膏模模型型，， 11993399年年，， 他他制制作作的的模模型型
在在丹丹麦麦哥哥本本哈哈根根世世界界人人类类学学大大会会上上展展示示，， 受受到到科科学学家家的的广广泛泛赞赞誉誉并并被被多多
国国博博物物馆馆收收藏藏。。 抗抗战战期期间间，， 珍珍贵贵的的 ““北北京京人人”” 头头盖盖骨骨不不翼翼而而飞飞，， 至至今今下下落落
不不明明，， 胡胡承承志志的的模模型型成成为为绝绝版版，， 而而他他本本人人还还是是最最后后一一个个见见过过 ““北北京京人人”” 头头
盖盖骨骨的的中中国国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