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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年：用生命铸就探地利器
本报记者

操秀英

高博

习惯是种可怕的力量。
好友马芳武总是习惯性翻开他的朋友圈，但再也看不到那些或激情澎湃，或充满诗意的文字；
助手于平遇到什么难题，总是习惯性想去找黄老师，但那个“戴着鸭舌帽的胖老头”再不会
背着双肩包风尘仆仆出现在她们面前；
学生们晚上离开实验室时，总是习惯性看一眼黄老师办公室，然而再也看不到深夜里地质宫
507 室的灯光……
黄老师走了。2017 年 1 月 8 日，年仅 58 岁的“千人计划”专家、吉林大学教授黄大年病逝。
在他去世近半年后，同事和学生们依然“不太会主动谈及黄老师，太痛苦”。
几年前在一个深部探测相关项目研讨会上见过的一面早已模糊，如今，记者走进地质宫，从
他的领导、同事、朋友、学生们的讲述中，“黄大年”逐渐清晰起来——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的中国人、不可多得的战略科学家、视科研如生命的科研人员、把学生当成孩子的老师。
梦想：让中国地球物理勘探仪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如果黄大年能看到近日那条“我国‘深地’探测有了国产核心装备”的新闻，他一定会发一
条欢欣鼓舞的朋友圈吧。从他 17 岁做一名地质队员到成为航空地球物理研究领域享誉世界的科
学家，这就是他心心念念牵挂的事业。
参与“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是他回国后的第一项重要任务——担任专项第 9 项目
“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的负责人。
搞清楚地球深部的秘密，是人类一直以来不断探索研究的重大课题，这不仅是科研人员的梦
想，也是国家的战略需求，地球深部探测计划就是找到开启“地球之门”的钥匙。2009 年 4 月
22 日第四十个“世界地球日”当天，我国正式启动“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
向地球深部进军，迫切需要高精度探测仪器装备。此前，我国地球物理的仪器主要依赖进口，
但国外高精度的仪器对我国是封锁的。
“如果说我们是‘小米加步枪’的部队，人家就是有导弹的部队。”黄大年生前接受采访时
曾这样说道。他深知,这是国家发展无法回避与绕开的话题，必须突破发达国家的装备与技术封锁。
2009 年底，阔别祖国 17 年之久的黄大年，放弃英国国籍，说服妻子卖掉经营多年的两家诊
所，“逃离”了英国，“必须立刻走，我怕再多待一天都有可能改变主意”
。
是的，如今我们可以用“毅然回国”这个很常见的词来形容他当时的决定，谁又能理解他的
难以割舍——担任剑桥 ARKeX 地球物理公司研发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带领着一支包括外国院
士在内的 300 人团队，从事海洋和航空快速移动平台高精度地球重力和磁力场探测技术工作；精
英阶层的高配生活……如果说这些尚能果断割舍的话，那么英国同事们含泪的拥抱、妻子卖掉诊
所后的痛哭、独在异乡的女儿，着实是他离开的最大牵绊。
但没有什么比祖国的召唤更激动人心。他回来了。
当年吉林大学的优秀青年教师黄大年已经成为一个顶尖科学家。他带领团队用 5 年时间完成
“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5 年前我们是跟跑，到了今年（2016 年），进入并
跑阶段，部分达到领跑，专家评价是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对于成果，黄大年一向很自信。
让他骄傲的成绩单包括：地面电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取得显著成果，为产业化和参与国
际竞争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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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无人机大面积探测的技术空白；
国内首台万米大陆科学钻探钻机“地壳一号”在大庆油田投入工作，我国成为继俄罗斯和德
国之后第三个拥有这项装备和技术的国家；
建成首个国家“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野外实验与示范基地”，为规范管理仪器装备研发和
引进程序提供了验证基地……
这些成果为实施国家地球探测计划积累了人才和技术经验，全面提高了我国在地球深部探测
重型装备方面的自主研发能力，加速了我国地球深部探测进程。
除了这些和当年学习、工作时同样出类拔萃的成绩，黄大年昔日的同学和领导们惊喜地发现，
多年沉浸在剑桥提倡包容、鼓励发散思维的氛围，养成了他更大的格局和视野，“黄大年是一个
战略科学家”
。这几乎是所有相识的人给出的评价。
说他是战略科学家，是因为他放眼未来，满足国家所需。翻看黄大年的名片，上面的头衔是
“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主任”。这个中心正是他回国后力推成立的。
在所有航空物探仪器中，最关键的是航空重力梯度仪，它历来是探测装备领域的制高点之一。
它可以反映地下密度突变引起的重力异常中的变化，探测精度非常高，可以探测出海面下几百米
深度内，一辆卡车大小的目标，并且效率也很高，不受地形限制，一天就可以完成传统方法几个
月的工作量，这种装备对资源探测和国土安全意义重大。
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就是要以航空重力梯度仪为核心，建立立体的探测系统，“千
人计划”专家王献昌说，黄大年关注未来几十年在航空地球物理领域要达到的目标——巡天探地
潜海，向深地深海深空进军。
如今，我国自主研发的航空重力梯度仪已完成原理样机制备，“十三五”期间将搭载在飞机
或船上进行测试。
说他是战略科学家，因为他能跳出一己、一团队、一校之利，站在国家战略层面考虑问题。
服从于国家需要，站在国际前沿上去思考问题，把所统领的领域集成和提高到国家需求、国际领
先的高度。
说他是战略科学家，是因为他能跳出专业所限，畅想交叉带来的无限可能。回国仅半年多,
黄大年就统筹各方力量,绘就一幅宏大的新兴交叉学科蓝图。
在他的感召下,王献昌、马芳武、崔军红等一大批在海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千人计划”专家
纷纷加入,2016 年 9 月,一个辐射地学部、医学部、物理学院、汽车学院、机械学院、计算机学院、
国际政治系等的非行政化科研特区初步形成,黄大年担任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首任部长。
“大年的这个战略设想涉及卫星通讯、汽车设计、大数据交流、机器人研发等领域的科研,
可在传统学科基础上衍生出新的方向,有望带动上千亿元的产业项目。”现任吉林大学交叉学部副
部长的“千人计划”专家马芳武说。
执念：不浪费一分一秒
2016 年 12 月 13 日，手术前夜，黄大年谢绝了所有人的来访。难得独处的一晚，过去几十年
像电影镜头一样闪过。到了“大战”前夕，他才真正意识到，
“事业重要，生活和家庭同样重要，
但健康最重要”。
差不多所有人，包括护士都说，他没有一丝紧张，一直乐呵呵乐观面对手术。但那不过是怕
大家担心的伪装。只有在最亲近的人那里，他才会袒露自己的脆弱。
他拨通大学同学和好兄弟、中国地质科学院前党委书记王小烈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我
这手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王小烈宽慰了他一番。
“我俩每次见面都会互相说要注意身体，但他根本做不到。”王小烈几乎是怀着怨恨地语气
说，“总是作息不规律，饭也不好好吃”。
王小烈何尝不理解他的身不由己：“他读书的时候就要什么都做到最好，带着理想和目标回
国，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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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做的事情千头万绪，牵涉多个部门和单位，我觉得这是他压力最大的地方。”王献昌
说。
正因此，黄大年成了“拼命黄郎”——成为地质宫唯一不在被“清楼”之列的人，永远坐最
晚一班航班，手术前一天还在谈工作……
办公室墙面上巨大的日程表更直观地说明了主人的忙碌：赴西北地区指导地方科技建设、省
内部分地区调研地方产业转型、“千人计划”和教育部“长江学者”评审……
这还不是全部。“有时候太忙了我们都来不及写。”秘书王郁涵说。
日程表上的时间停止在 2016 年 11 月 29 日。上面潦草地标记着“第七届教育部科技委地学
与资源学部年度工作会”
。那天凌晨 2 点,北京飞成都的最晚航班刚一落地,黄大年被急救车接走。
经过简单检查，他逃出医院，“因为第二天的会太重要了”。
回到长春,黄大年被强制做了体检。等结果的那两天,他又去北京出了趟差。
他要抓住一切机会谈工作和构想，像一个布道者。“每次一见面，不论原来主题是什么，他
说不了两句，就会开始讲他的科研。我说大年啊，你有完没完。”比黄大年高一级的学长、吉林
大学原党委副书记韩晓峰说。
黄大年有无限的好奇心，乐于跟专业以外的人探讨合作,与机械领域专家合作物探专用无人
机，与计算机专家合作地球物理大数据处理与解释……
“千人计划”联谊会、欧美同学会……他不放过任何一个能结识有识之士的机会。神奇的是，
凭着执着和热情，他总能打动这些人。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他的身边迅速聚集了一群有着同样追
求和信念的人。
时间是海绵里的水，黄大年挤掉了工作以外的几乎全部。夫人张燕常在傍晚拿着切成小块的
水果来办公室看望几日不得见的他，
“黄老师总是说，放那儿吧，正忙呢，你先回去。”学生马国
庆说，虽然师母会要求看着他吃完，但经常还是无奈地走了。
受英国文化熏陶多年的黄大年其实是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人，会拉小提琴，对美食感兴趣，会
提醒学生注意很多生活细节。但忙碌让他顾不上讲究。面包和烤玉米是他最常吃的食物，衣服就
那么几件，“有一次我看见他的衣服手肘那破了个洞他都没发现”。王郁涵说。
他希望别人能跟上他的节奏。两个助手的手机必须 24 小时开机，每天晚上十点后都会接到
黄大年的电话。“他是个性子很急的人，我们以前也经常被他骂。”王郁涵说。
2010 年春天的一个早上，项目进度安排会现场。要开会了，材料还没交齐，人也没到齐。
黄大年急了。突然，他把手机砸到地上，屏幕摔了个粉碎。王郁涵吓了一跳，她没见黄老师
发过火。
“我们拿了纳税人这么多钱，就这么糊弄事儿？材料不写，开会不按时。有没有契约精神!”
黄大年叫道。
事后他自己承认：
“我无法忍受有人对科研进度随意拖拉。我担心这样下去，中国会赶不上”。
他就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骏马，想跑得更快，却由于各种原因拉不动身后那辆车。“他也有过
退缩的时候，一度失去信心和方向。
”王小烈说。
2010 年 7 月，中组部组织“千人计划”科学家代表到北戴河度假，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先后
来探望，倾听他们的困难，听取他们的建议。国家的关心和鼓励让黄大年振奋不已，他又坚定了
信心。
同事们也慢慢理解了他的“急躁”。“他见过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什么样，所以他非常着急。”
于平说。带着一身本领和抱负回国，他希望能以最快速度追上去。这一代“海归”的爱国情怀在
黄大年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年少时父母的引导种下了最初的种子。“三钱”的事迹、人才发展对国家的意义、科学家对
祖国的忠诚占满了他的记忆，连画册、游戏都与科学知识相关。随下放的父母辗转多所学校，他
接触不同的知识分子，感怀于他们身处逆境的淡泊、坚毅和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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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他也成为这样的人。
原则：只看谁能干 不搞你好我好
这样的人，将科学放在第一位。
一回国，黄大年就搅动了国内学界。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平说：“大年不
讲‘关系’，不搞‘你好我好大家好’
。他是学界的一股清流。
”
黄大年担任首席专家的项目经费 4 亿多元人民币；如何分配调度这一大笔钱，他的发言权最
大。
项目启动前写规划，有大专家挂名，却没来。黄大年说：
“想挂名点卯，就不用来了。”开论
证会，他发言不从客套开始，第一句话就讲问题。
有机构和单位想参加的。黄大年不提前通知，直接去人家实验室和车间看，有没有资质。
于平说：“我们给一个科研单位打电话，说有个项目要给他们干。对方第一反应：骗子吧。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根本不认识，就要给他们送钱？”
有亲近专家来找他拉经费。黄大年说：“在科学上，我没有对手，也没有朋友。
”
吉林大学也没因为黄大年而多得好处。承担着年底科研经费考核任务的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
学院党委书记黄忠民不理解：“我找他来。说大年啊，你光给国家办事，也得想想多给院里争取
点什么。”
但他说：
“有些事吉林大学做不了，就要分给有本事的单位去做。”
“国内的科研项目基本都能通过验收，但黄老师从来不糊弄。他一定要做出实在的成果来。”
于平说，
“黄老师常跟我们说，国家给了这么大一笔钱，这么信任我们，我们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黄大年要求，设备采购货比三家，要提交调研报告；他说“技术指标不能模棱两可”，说不
清楚他就不签字。
黄大年的一个决定引起了许多人的不安——项目管理要“公司化”
“绩效化”。
黄大年提出：“借鉴欧洲大公司的相关管理经验，在总目标下，赋予相关负责人具体任务，
层层抓落实、责任全覆盖。”他从国外引入一套在线管理系统，把技术任务分解到每月、每周甚
至每天。每晚 11 点，他在电脑上检查，看谁落后。
不少人埋怨：“我们是科学家，不是机器人!”但黄大年坚持这套办法。后来，某科研管理部
门甚至联系吉林大学，想要这套软件，学习黄大年办法。
他不在意名利。回国之初，为了尽快推进项目进展，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
刘财曾陪同黄大年拜访财政部。“两个小时，他都在说他在国外做的事儿，怎么把这些技术更快
带到中国，没提一个‘钱’字”。刘财说，这让接待他们的一位司长感慨良久。
但他在意自己的成果。由于是第九专项，所以每次汇报时他都是最后一个，通常有部分专家
有事离开现场了，“他就很不高兴，觉得自己的成果没有得到重视，后来项目负责人就调整了汇
报顺序。”王小烈说。
不倦：只想把一身本领快点传给学生
又是毕业季，吉林大学的校园里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毕业生。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博
士研究生周帅多么希望，那个看着他成长的“胖老头儿”能出现在他的毕业照里。他多希望，
“老
头儿”能再给他拍张照片。
不会再有了。
“以往答辩时，黄老师会在下面‘罩着’，我们很有底气，可今年他却不在了。
”5 月 26 日完
成毕业论文答辩后，周帅和同学三人来到黄大年办公室，把一束鲜花放在办公桌上。
“老师，我已顺利留校任教，以后一定会沿着您的道路，好好做人、做研究。
”他轻声说。
这是对老师最好的告慰。
周帅此前一连发表了 5 篇 SCI 论文。“黄老师帮我逐字逐句地审改，还帮我搜集国际学术资
料，我想把老师名字署上，他却再三拒绝了。他说：这都无所谓，你们将来出息就行。但要记住，
第4页 共5页

做科研绝不是写写文章就行。要耐得住寂寞，要坐得住冷板凳。”
知道他对无人机感兴趣，黄大年就推荐他去北京参加无人机驾驶员考试培训。两个月高昂的
培训费、食宿费用和考试费，黄大年都无偿资助。“当时我觉得黄老师对我真好，后来发现其实
他对每个学生都好。”周帅说。
黄大年对学生是出了名的好——自讨腰包给全班学生买电脑、给学生交学费、学生母亲生病
帮助筹款……这样的事儿，每个学生都能说很多。
“他觉得培养人才是第一位的事。”黄忠民说。正因此，这位大科学家愿意担任“李四光实
验班”的班主任，将他科研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给学生。
每次出差前，他会布置学习任务，回来后查看教学清单，询问每个人读了哪些书、有什么启
发、还有什么问题。外出开会间隙，还要视频答疑，通过邮件批复学生的学习笔记和读书报告。
在黄大年眼中，每个学生都是一张白纸，可以自由发挥，而他负责把关。于平说，他会根据
个人特点和国家需要来规划每个学生的发展方向，只要学生把想法说出来，他就会尽量满足。
在准备做手术的前两天，晚上十二点多，博士生周文月收到了黄大年的短信。短信里说，她
去剑桥交流的推荐信已经写好了。“一定要出去，出去一定要回来；一定要出息，出息一定要报
国。”周文月说，老师的叮嘱她记在心里。
这是一种传承。正是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滕吉文教授的一次讲座，给了当时读本科的黄大
年国际视野，并让他终身受益。他要像自己的恩师一样，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追求卓越的精神。
这些年，黄大年资助过 26 名学生出国交流和参加学术会议。
即使是不认识的年轻人，他也毫无保留。经常有慕名而来的青年学者来拜访他，黄大年总是
会大步走出办公室，将他们迎进来，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
“我在外面急得很，因为有不少安排，
但黄老师聊科学就停不下来。”王郁涵说。
追悼会上，20 多位学生站在亲友席送别老师。仪式结束后，所有学生跪倒在地。此情此景，
让多年不曾流泪的黄忠民泪流满面。
壮志未酬，斯人已逝。黄大年的事业将会继续。
1 月 13 日，参加完遗体告别仪式后，于平便与科研团队的同事连夜赴京参加项目申报。“那
时突然有种‘以后要独自闯世界’的感觉，”于平说，
“努力投入工作，这大概是黄老师最希望看
到的纪念。”
如今，学生们泡在实验室的时间比以前更长，少了黄老师的唠叨，他们比任何时候都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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