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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华裔科学家张首晟被公认为当代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张首晟出生于中国上海的一个

知识分子家庭，曾先后在德国和美国等地攻读研究生，1993年之后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他从很年轻

的时候就在高温超导、拓扑绝缘体和量子自旋霍尔效应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并获得了很多国际大奖。

考察像张首晟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跨界科学家，有助于揭示体制、社会与科学家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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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American scientist Shou-Cheng Zhang is unanimous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contemporary physicists. He was born in a Shanghai intellectual family, studied in the German and 
American institutes, and became a faculty member at Stanford University since 1995. He did superb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high-temperature superconductivity, topological insulator and quantum spin hall effect. This paper 
intends to reveal the complicated correlation between academic mechanism, society and scientists by introducing 
the unique life of Shou-Cheng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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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首晟

张 首 晟（1963-2018），

这是一个曾经在华人科学

界万人仰慕、如雷贯耳的

名 字：15 岁 上 大 学 的 天 才

少年；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终

身教授；拓扑绝缘体理论的

奠基者；知名风投公司丹华

戛然而止。张首晟教授在美国旧金山市意外去

世，结束了自己短暂且辉煌的一生。”[1] 然而，

斯人已去，空余叹息。我们不妨将某些疑惑暂

时搁置一旁，首先回顾一下张首晟教授那浓墨

重彩而又极具戏剧性的一生。

一、天才少年

1963 年的 2 月，张首晟出生在上海市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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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创始人……然而，令人惊愕的是，一段

如此绚烂多彩的生命却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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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一处弄堂里。3 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

同为工程技术人员的张首晟的父母被迫与爱子

分离，在工厂里接受改造。尽管生活在那个物

质匮乏的年代，童年的首晟又是幸运的，因为

他有一处只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 —— 张家在静

安区的祖屋阁楼，阁楼里存放着祖父辈流传下

来的大量科学和文艺书籍。张首晟则在张家寂

静的阁楼里与世隔绝，如饥似渴的阅读各类书

籍，独立完成了最早的自我启蒙教育。注意到

自己的孩子天资聪颖，首晟的父亲曾经购买了

一套高中教材供他阅读。然而让父亲意想不到

的是，年仅 13 岁的张首晟竟然自学成才，在没

有接受正规高中教育的条件下，只花了两年时

间就把那套书研读完毕。毫无疑问，这段时期

对首晟的日后成长起到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我

现在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当时这个时代其实

对我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我有着极强的自学

能力，我的一些研究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在不

同的学科在交叉里面能够很快的在运作。”[2]

1978 年，党中央决定恢复全国高考。考虑

到有一些学生在文革期间通过自学已经达到了

高中毕业的水准，上海市出台了一项特殊政策：

允许初中毕业生直接参加高考，但是必须要参

加初试选拔，且每个区只有 10 个名额；与此同

时，高考资格与高中录取资格不能兼得，如果

高考落榜，参与者也会失去读高中的机会。

因此，对于首晟而言，这项政策的出台既

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也意味着极大的风险，就

连他的父母也犹豫了很久。“这是我人生中面

临的一次最严峻的选择。”[3] 十年文革对于中

国教育而言固然是一场浩劫，可是也为即将到

来的改革开放囤积了大量人才，这就意味着文

革之后第一届高考的竞争势必会空前激烈，年

仅 15 岁的张首晟能够顺利通过这场大考吗？难

能可贵的是，首晟一路参加了预试和高考，结

果以优异的成绩被复旦大学录取，成了他人眼

中的天才少年。对于这段特殊经历，张首晟曾

经只是淡淡的对媒体说道：“我的初中学校很

差，如果按部就班再读普通高中，也许结果就

和今天不一样了，人生的成就总是跟你一些十

字路口上的选择有关。”[3] 

入学复旦之后，张首晟面临院系分配的问

题，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物理作为今后的专业

方向，“初中时，在很封闭的情况下，我们都

知道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为中华名

族争了一口气。大学时选择理论物理专业，就

是冲着他们的榜样力量。”[2]

二、留学德国

仅仅过了一个学期，张首晟再次迎来了一

个难得的机遇。某一天，当他正在宿舍里看书

的时候，辅导员突然登门告知了一个好消息：

复旦大学决定选派一批学生前往德国公费学

习，而他由于成绩优异已被学校列为候选人之

一。首晟顿时喜出望外，立刻开始了出国进修

前的准备工作。在同济大学经过为期一年的语

言培训之后，尚未完成本科学业的首晟就这样

踏上了一路向西的旅程，开启了他辉煌绚烂的

学术生涯。

抵达德国之后，张首晟被安排在柏林自由

大学就读，他一方面天资卓越，学习又极为刻

苦，仅仅花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学业。本科毕

业后，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开始了新一轮

的人生思考：虽然自己的学业非常优秀，然而

与其它工程技术类学科相比，理论物理专业的

就业方向相对较窄，况且自己的兴趣爱好又很

宽泛，除了物理之外的其它领域也不失为较佳

的选择。张首晟陷入日复一日的艰难思索和迷

惘，未来的路究竟在哪里呢？

1981 年的寒假期间，之前一直忙于学业的

首晟想亲身感受一下德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因

此搭着同学的顺风车在德国各地观光游览。某

一天，张首晟偶然到访哥廷根大学附近的一

处墓园，发现诸多德国的伟大学者都长眠于

此，尤其让他震撼的是，在这些科学先贤的墓

碑上没有华丽的雕刻和颂词，仅仅镌刻着代表

他们生前最高成就的一个科学原理或方程。根

据首晟自己的回忆，当时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

当属德国数学领袖希尔伯特（D. Hilbert）的

碑铭，上面引用了这位伟大数学家生前的一

句 名 言 ——“WIR MUSSEN WISSEN, W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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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DEN WISSEN（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将要

知道！）”。就在那一瞬间，首晟的心灵仿佛经

受了一场佛学顿悟般的洗礼，他不再踌躇顾虑，

终于坚定了自己今后一生的努力与追求——献

身于科学真理的探索。“这些数学家和物理学

家们，他们为整个人类贡献了非常有用的理论

和见解，使大家能看到宇宙的美妙，这正是我

要追求的人生境界。从此之后，我开始专心研

究理论物理。”[4]

三、献身科学

从柏林自由大学毕业后，张首晟决定留在

国外继续深造，并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

校录取。此时的张首晟再次喜出望外，因为石

溪分校是他儿时偶像、著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

工作的地方。如愿与杨振宁会面之后，首晟迫

不及待的阐述了自己的研究构想——在杨振宁

规范场理论的基础上，实现爱因斯坦生前的愿

景，即破解基本粒子领域中四种基本作用力的

大统一问题。

然而，杨振宁却认为在当时的物理学中，

粒子物理研究已经进入了瓶颈时期，而在当时

正方兴未艾的凝聚态物理学中却存在大量尚待

开发的新问题。张首晟如果抓住这个历史机遇

投身其中，就有很大可能性尽早占据学科制高

点。年轻的首晟虽然对杨振宁的这一瓢“冷水”

颇有疑虑，但还是决定将凝聚态物理作为自己

今后的主攻方向。从事后来看，凝聚态物理的

蓬勃发展也证实了杨振宁的深刻洞察力和远

见。

1987 年，年仅 24 岁的张首晟取得了博士学

位。毕业后他继续做了两期博士后研究员，在

半导体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果，并且

引起了时任斯坦福大学物理系主任朱棣文教授

（199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注意，并在

1993 年将张首晟邀请到斯坦福大学担任助理教

授。两年之后，张首晟就成为斯坦福大学历史

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在高温超导体、拓

扑绝缘体、量子自旋霍尔效应和量子反常霍尔

效应等诸多领域中做出了很多开创性工作。张

首晟去世后，杨振宁曾致信《光明日报》并给

出以下评价：“张首晟是第一流的物理学家。凝

聚态物理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的各种性质：铜为

什么能导电，而橡皮就不能？为什么水会结冰，

会变成蒸汽？等等。这个领域与应用与世界经

济发展，与人类的日常生活都有密切关系，所

以是物理学中特别重要的领域。张首晟在此领

域做出多项重要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

自旋霍尔效应的震惊物理学界的工作。”[5]

四、硕果累累

学术界普遍认为，张首晟的一大主要贡献

是提出了所谓的“拓扑绝缘体”理论，认为存

在一种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特殊材料，其

内部与通常的绝缘体一样是绝缘的，但是在它

的边界或表面却存在导电的边缘态。张首晟提

出的拓扑绝缘体理论让人们认识到在自然界中

存在除绝缘体、导体和半金属之外的第四种材

料。“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拓扑绝缘体已经

引起了巨大的研究浪潮，它的理论体系已经基

本建立起来，其独特的能带结构及其随层厚、

电场调制等的变化也已用多种方面得到验证。

拓扑绝缘体对自旋电子学、量子计算和物理基

础理论等都会有重要的作用。”[6]  
1879 年，美国物理学家霍尔（E. H. Hall）

在 研 究 金 属 的 导 电 机 制 时 发 现 了 霍 尔 效 应。

1980 年，德国科学家发现了量子霍尔效应，此

时霍尔电阻与磁场之间不再呈现线性关系，且

呈现出量子化平台。在此基础上，张首晟的研

究团队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团队各自独立提出了

量子自旋霍尔效应的新理论，找到了电子自转

方向与电流方向之间的规律，由此激发了科学

界研发新一代低能耗晶体管和高速电子器件的

设想。2007 年，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研究团队

在实验室中成功观察到了量子自旋霍尔效应。

然而，在观察到量子自旋霍尔效应的条件

下，能否进一步通过铁磁性抑制量子自旋霍尔

系统中一个方向上的自旋通道，从而实现量子

反常霍尔效应呢？张首晟和研究团队再接再

厉，在 2010 年与中国理论物理学家方忠、戴

张首晟：永不消逝的华人科学之光



108

希等人合作，指出在 Cr 或 Fe 磁性离子掺杂的

Bi2Te3、Bi2Se3、Sb2Te3 族 拓 扑 绝 缘 体 中 存

在某种特殊的铁磁交换机制，能够形成稳定的

铁磁绝缘体，因此是实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

最佳体系。之后，清华大学的薛其坤与张首晟

团队合作，利用分子束外延方法制备出了磁性

拓扑绝缘体和 CdSe 超晶格结构，并在极低温

输运测量装置上成功观测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

应。[7] 这是华人科学家在物理学基础研究领域

的一项重要科学发现，并被杨振宁誉为是在中

国本土实验室中产生的诺贝尔奖级别成果。

由于在理论研究方面的诸多贡献，张首晟

获得很多国际重磅学术奖项：2010 年荣获欧洲

物理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首位华人科学家；

2011 年荣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2012 年摘

得凝聚态物理领域的最高奖“奥利弗·巴克利

奖”和国际理论物理学领域的最高奖“狄拉克

奖”；2013 年获得尤里基础物理学前沿奖并当

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14 年加封富兰克

林物理奖。

五、天使粒子

1928 年，狄拉克（P. A. M. Dirac）提出了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狄拉克方程式，并且得出了

一项惊人的结论：宇宙中每个基本粒子必然有

与其相对应的反粒子，狄拉克的这一预言很快

就在实验中得到了证实。1937 年，意大利物理

学家马约拉纳（E. Majorana）提出了相对论性

的马约拉纳波动方程，首次预言了存在一类粒

子是其自身反粒子的费米子。从此，物理学界

开始了探寻“马约拉纳费米子”的漫长旅程。

从 2010 年至 2015 年之间，张首晟的研究

团队发表 3 篇论文，针对如何寻找并确认马约

拉纳费米子的问题做出了以下预言：手性马约

拉纳费米子存在于由量子反常霍尔绝缘体薄

膜和常规超导体薄膜组成的混合器件中。[8]-

[10]2017 年 7 月，由王康隆教授领衔的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发文（张首

晟位列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宣布在实验中

首次发现了马约拉纳费米子。[11] 张首晟在宣

传这一成果的时候，还给马约拉纳费米子起了

一个通俗易懂又极富媒体吸引力的名字——天

使粒子。应该说，这一深谙传播之道的名称使

得一项深奥晦涩的物理学成果顿时红遍大江南

北，诸如“张首晟团队宣布发现‘天使粒子’”

之类的标题在媒体上比比皆是。

然而，事情的进展很快就出现了一些不和

谐的声音。一些物理学家认为，这次发现的马

约拉纳费米子并不是真实粒子，而是几种已知

基本粒子的拆分组合。例如，有学者在《光明

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实验中）结果发现，

在这两个二维固体的一维边界上，电子突然开

始按照一种特殊的方式转圈了。其背后的数学，

和马约拉纳费米子的数学存在相似之处。但它

绝不是真实的粒子，而是电子的一种特殊运动

模式。

所以，这个发现叫作‘在量子反常霍尔绝

缘 - 超导结构中发现了一维手征马约拉纳费米

子模的存在’。”[12] 更加出人意料的是，2017
年 8 月，国内知名科学媒体《知识分子》收到

了王康隆教授的稿件，对于张首晟在该项成果

中的实际贡献提出异议。王康隆在稿件中指出：

“我要澄清以下事实：首先，对于我们这次发表

在《科学》杂志的工作，是一个‘实验性’工

作（非理论性），张教授并没有参与到我们的

实验当中去。实际上，我们文章从 2016 年 6 月

初投稿到《科学》杂志开始，他并不是这篇论

文的‘通讯作者’。后来大概是到 2017 年 4 月

底，他才要求成为文章的通讯作者的。”[13] 登

载于《知识分子》的稿件被曝光之后，一时间

人们议论纷纷，对张首晟的学术生涯造成了某

种难以名状的微妙影响。2018 年的基础物理学

突破奖被授予了张首晟的学术搭档凯恩（C. L. 
Kane）和梅勒（E. Mele），而他本人则不在获

奖名单中。让首晟倍感欣慰的是，在中国驻旧

金山总领事馆的推荐下，他荣膺 2017 年度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六、勇于跨界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物理学界一位举足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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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明星人物，张首晟的人生理想远不止于学

术。其实，在他的生命中一直潜藏着不惧冒险、

勇于奋进的基因。首晟从来就不是一个安于现

状的人，既然自己的专业成就已经登峰造极，

那么向其它领域转型、尝试成为一个像富兰克

林那样的跨界型人才，也自然成为他人生中某

种必然的选择。

作为世界上最杰出的高等学府之一，斯坦

福大学一向秉承知行合一、科技和创业相结合

的传统，闻名全球的硅谷也正是在这种自由创

新的环境中应运而生。不难理解，在斯坦福大

学任职多年的张首晟也深受学校浓厚创业氛围

的影响。事实上，他在很久以前就与风险投资

有过一次亲密接触。2000 年左右，张首晟的邻

居——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的副教授罗森博姆

在一次闲聊中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创业项目，张

首晟瞄准了这一项目中的市场机遇并决定投资

入股。几年之后，罗森博姆的创业项目成长为

在硅谷颇负盛名的 VMware 公司，市值达到将

近 400 亿美元，也给张首晟带来无比丰厚的市

场回报。2002 年，张首晟参与创立了硅谷地区

规模最大的华人高科技社群团体“华源会”。

由于以往成功的投资经历，张首晟信心倍

增，乘胜追击进入资本深水区。2013 年 9 月，

张首晟和学生谷安佳博士联手成立了丹华资本

公司，致力于搭建在斯坦福大学、硅谷和中国

之间的高新产业发展通道。丹华资本成立之后，

在中美两国的投资界表现的非常活跃。公司的

投资者阵容囊括了国内外诸多实力雄厚的科技

上市企业和顶级金融机构，从而很快发展成为

硅谷最大的华人风险投资基金。值得注意的是，

丹华资本的投资方向曾触及大数据、人工智能、

虚拟 / 增强现实、金融和生物技术等多个高增

长热点区域，一时间可谓多点开花、样样出彩。

然而，或许是诸行无常、盛者必衰，张首晟的

投资理念在他涉足区块链之后就发生了些许微

妙的变化。

七、骄子断“链”

自从日本学者中本聪在 2008 年发表论文

《比特币：一种点对点式的电子现金系统》之

后，区块链这一概念便在国际金融和投资界迅

速的流行起来。在 2012 年左右，张首晟第一次

接触到区块链，认为其可以将抽象的数学模型

直接镶嵌到一类现实应用环境，因此势必具有

非凡的潜力，能够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加高效公

平。从那以后，张首晟就成为区块链理论的忠

实拥趸。张首晟去世后，香港科技大学的戴希

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回忆起这样一段

场景：“2012 年冬天，我们在三亚开会，张首

晟在饭桌上用几张餐巾给我讲比特币背后的数

学原理和区块链技术，一直讲到半夜，他说用

了整个圣诞假期的时间，在家里把中本聪的原

始论文整个推导了一遍，对其背后严谨的数学

原理叹服不已，并认为是未来人类社会建立的

基础。”[14] 
从以上场景中不难看出，张首晟对于区块

链这一新事物倾注了多少热情、期待和信心。

他认为区块链的基础是逻辑严谨的数学公式，

其中还有像椭圆曲线这样的高等数论知识，如

此完美的区块链数理模型非常符合他对于科学

理论乃至整个世界的认知标准——以简洁和普

适为代表的第一性原理。与此同时，张首晟很

快就将对于区块链的热忱投射到丹华资本公司

的实际业务运作上。根据数据统计，自从 2014
年开始，丹华资本开始逐渐重点布局和区块链

相关的底层技术赛道，截止至 2018 年底，丹华

资本一共投资了 42 个区块链项目，具体项目内

容涉及区块链底层协议、交易所、加密货币以

及基础设施等众多领域。[4] 此外，张首晟也与

其他商界同行联系的更加密切。2018 年 2 月，

张首晟担任美图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提名

委员会及薪酬委员会委员。同年 8 月，张首晟

又担任了中国联想集团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其

商界生涯达至巅峰。

然而，局势从 2018 年中期开始突然瞬息

万变。2012 年，以区块链为基础的虚拟货币代

表——比特币才刚刚有市场价格，到了 2017 年，

比特币的价格竟然飙升到了10万元一枚。可是，

泡沫终有破碎时：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区块

链及虚拟加密货币行业步入资本寒冬期，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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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开始破发跑路；2018 年 11 月 25 日，比特币

价格突然开始暴跌，区区几天时间跌幅就超了

80%，投资圈顿时哀鸿遍野，很多区块链项目

价格都从历史最高位缩水了将近 90% 以上。与

此同时，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政府开始

大范围清查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千人计划”成

员，而作为中国首批“千人计划”成员的张首

晟也随之卷入舆论漩涡中。同年 11 月份，在当

时中美两国贸易战的敏感背景下，美国贸易代

表办公室依据 1974 年《美国贸易法》第 182 节

301 条款的规定发布了所谓的“301 报告”。报

告指责某些风险投资机构暗中协助中国政府转

移美国高新技术，其中就点名了张首晟旗下的

丹华资本，这一事件亦使得张首晟和丹华资本

陷入更加微妙复杂的处境。

事实上，张首晟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心怀理

想和情怀的知识分子。他几乎在每个讲解区

块链的场合，都会充满激情的提及这样一句

话——我们信仰数学（In Math We Trust），戴

希教授曾这样总结张首晟对于区块链的态度：

“我后来看过好几本介绍区块链的书，但再没

一个人能用如此简洁的语言，把其背后的数学

原理讲得那么透彻，后来首晟给我看过他做演

讲的 ppt，题目是“In math we trust”。这也的

确是他一直坚信的，建立在数理逻辑基础之上

的人类理性，最终会解决人类自身发展中碰到

的所有问题。在这一点上，首晟是乐观主义者，

而我永远是悲观主义者。”[14] 因此，张首晟之

所以投身于区块链，一方面在于其中严密而精

巧的理论框架，同时也隐射出他对于人类美好

未来的坚定信仰。这也是为什么当比特币位于

历史最高位时，张首晟都没有让丹华抛盘而去，

可见他对区块链和虚拟货币倾注了多大的执着

与信心！

有必要强调的是，经济现象和物理规律是

两个不同层面上的事物，若想在投资的道路上

长远发展，孩童般单纯的愿景、追求完美的性

格以及沉醉于抽象的数学符号自然是远远不够

的，还需要依靠丰富多元的经验来洞悉人性、

认清和修正自我、学会从主流理论的裂痕和缝

隙中去窥探现实世界的真相。以首晟的聪明才

智，自然可以轻而易举的理解区块链的数理基

础，但却很难精确把握变幻莫测、波谲云诡的

人类政治和经济环境。仅仅基于技术层面的自

信对未来趋势做出判断和决策，这其实是一种

非常幼稚的做法。如果说天使投资考验的是人

们对于技术的洞察力，那么形形色色的二级市

场就属于那些更能深谙其中的专业投资者。而

这些，或许都是张首晟不够擅长的领域。“现实

的世界总是不会完美，有时甚至连公平都是一

种奢求。学物理的人，都有一个理想的世界，

大部分人都在两个世界中画了边界寻找平衡点。

而首晟的理想世界是那么的宏大，用理想改造

现实世界的愿望是那么的强烈，这里再也没有

边界，平衡已经不是目标。当现实和理想在这

个时候碰撞，是不是再也回不到平衡点？”[1]

八、动心与永劫

2018 年 12 月 1 日，张首晟在美国旧金山市

突然身亡，年仅 55 岁。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想他

的一生会遭遇这样的不幸。按照人们的惯常印

象，张首晟在气质上英俊儒雅、风度翩翩；在

事业上出类拔萃；在生活中乐观热情、趣味盎

然；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张首晟还有一个非常

温馨和睦的家庭：妻子与其青梅竹马、恩爱有

加，一双儿女亦才华横溢，分别是哈佛大学和

斯坦福大学的高材生。如此优秀的一个人，仿

佛完美到极致的人生，为何却以这样的结局收

场？张首晟的死亡，除了带给人们一声声的叹

息，还有种种极为复杂的感悟。

张首晟去世后，一时间流言四起，人们纷

纷抱着各种动机猜测他的死因，而其家人则在

2018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一则简短讣告，澄清

了张首晟的死因——因长期遭受抑郁症的困扰

而意外去世。看完这则声明，笔者心目中对于

张首晟的先前印象逐渐褪去，取而代之是一个

长期受到抑郁症折磨、痛苦又可怜的中年男人

形象，以及一颗躲藏在光鲜背影之下支离破碎

的灵魂。生命无常，这一事件的背后到底发生

了什么，真相或许永远无法破解，一个人突然

离世的原因有时候很难说清。然而，对于像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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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晟这样的天之骄子而言，在自己的生命结束

之前，其内心深处曾经受过怎样的绝望、挣扎

与煎熬，常人确实是无法体会到的。原来，再

灿烂靓丽的人生也会有诸多不为人知的痛楚！

诚如胡江平在悼文中满含哀伤和痛惜的写到：

“我们经常只看到了他的光环，而忽视了他背

后的那份付出和承担。首晟因此也负载了太多

的期望、压力，甚至有时候还被误解。我这几

天常扪心自问：当我内心挣扎的时候，有他这

样一座灯塔在前方指引，有朋友在侧为我分忧，

而作为天才的首晟，心中的孤独和压力，又该

如何抚慰和释放？”[1]

张首晟曾经说过，相比于经营投资这类俗

务，他最爱的仍然是教书和做研究。多年前的

某一天，张首晟曾带着几个学生一起爬山郊游，

大家在当时留下了一张颇有意趣的合影。在照

片中，所有人站在不太高的山顶上，正面迎着

太 阳 远 眺 前 方。2018 年 12 月 8 日， 张 首 晟 的

学生祁晓亮把这张照片公布在自己的社交媒体

上，并且配上了一段留言：“我很喜欢这张照片，

我们的目光穿越群山，跟着张老师一起眺望远

方的太平洋，眺望未知的永恒之美。我一直觉

得，人的趋势就像穿过黑洞的视界。张老师就

在远方，地平线的那一边，我们再也无法看到

他，他却还能看到我们。”[4] 
读罢此文，一股浓浓的师生之情闪烁其间，

让人不禁唏嘘不已。或许，张首晟的科学思维

和书生意气早已深入骨髓，这就使得他很难在

求知和从商这两条道路上来去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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