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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 粹 的 人 黄 大 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己平

人物小传
1958 年生，中共党员。著名地球物理学家，曾

担任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第三届执委会副会

长，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学部长，地球探测科

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为国家“863 计划”首席科学家，黄大年率领

的科研团队取得的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部分成

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

设作出了突出贡献，荣获中国侨界贡献奖。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因病不幸逝世，2017年2月

份，吉林省委追授他为吉林省特等劳动模范。习近平

总书记对黄大年先进事迹作了重要批示。

年轻俊朗的面容，自信乐观的谈吐，这位35岁的年
轻人就是北京云道智造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屈
凯峰，他和他的团队研发出业内首款仿真安卓平台，为
工业技术软件化和中国制造智能化再添新动力。

2009年，屈凯峰完成了清华大学5年直博生涯。直
博期间，他一直专注于一个叫作“仿真”的科技领域，
想用自己的努力去解决其中一些问题。

仿真，可以理解为虚拟试验。比如，人们在电脑里
通过虚拟试验，计算出车祸碰撞对乘客造成多大伤害、
车的损坏程度有多大等，是一种典型的仿真。仿真技术
是数字化研发和智能制造的关键技术，但长期以来仿真
市场被国外垄断，只有足够专业的仿真工程师才能计算
得准，大型企业才能买得起动辄几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
的软件，和养得起这么一批专业的仿真工程师。

“仿真这么好的技术，为什么不能像 CAD （计算机
辅助设计） 一样让所有中小企业都用得起呢？”屈凯峰决
心把仿真技术大众化，给行业带来一些改变。

博士毕业后，屈凯峰先后在中国电科院和新西兰一
家大型企业工作。作为高端技术人才，他只要在新西兰
做满两年，就能拿到该国绿卡。不过，屈凯峰心中仍然
挂念着仿真技术大众化的梦想。2013年，他放弃了这个
绿卡机会，毅然回国创业。

创业需要一切从零开始，选办公场地、企业注册登
记⋯⋯屈凯峰最操心的是公司能不能招聘到理想的人
才。得益于国家鼓励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公司
上下的努力，到 2016 年底，云道智造公司已有 40 多名
研发人员，清华北大等 985 高校的毕业生占了很大部
分，海归博士也不少。

为了不受制于国外技术，打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高科技产品，云道智造公司坚持从最底层的代码逐行
码起。3年多的潜心专研，1000多个日日夜夜，云道智
造的仿真技术大众化研究终见成果。今年 4 月份，他们
在清华科技园正式对外发布了新产品——IBE 仿真安卓
平台。值得一提的是，这款平台对用户免费开放。

“安卓，并不是国外某家公司的产品名称，而是平台
免费服务的一种互联网模式，在工业领域也广为使用。”
屈凯峰表示，在工业技术软件化的基础上，当前全球工
业巨头正在角逐工业平台，争着打造“工业领域的安
卓”，我国也正在大力推进工业平台的搭建。为了仿真技
术大众化，云道智造将安卓理念引入到仿真领域，研发
出专门的 APP，提出了“仿真技术+仿真 APP”的“仿
真云”模式，大大降低了企业使用仿真技术的门槛。“用
户只要通过我们的 APP 平台，就能获得相关仿真技术，
仿真技术离普通人越来越近。”屈凯峰告诉记者。

屈凯峰：

仿 真 技 术 追 梦 人
本报记者 马洪超

新疆喀什火车站客运室副主任阿依加玛丽·阿吾提——

让 南 疆 幸 福 之 路 不 断 延 伸
本报记者 乔文汇

农 民 画 家

解振辉（右三）在江西永丰县潭城中学授课。

解振辉（右）和妻子在创作中。

江西永丰县潭城乡浇源村农民解振辉，19 岁开始

农民画创作，至今已坚持了 35年。

作为一位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农民画创作爱好者，

以农民画创作难以养家糊口，解振辉只能利用农闲时间

绘画。难能可贵的是，在解振辉的带动下，潭城乡不少

农民在农耕之余拿起画笔，乐于交流创作农民画的人越

来越多了。如今，潭城农民画已成为一项文化产业，农

民画创作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作为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永丰农民画传承人，解振辉带领潭城

乡农民作画 3000 多幅，其中 200 多幅作品在省级以上报

刊发表，涌现出一批远近知名的“农民画家”，潭城乡

也跻身于“中国农民画之乡”的行列。

刘浩军 桂 云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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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离去了，却还活在大家心
中。黄大年就是这样的人。记者听黄大
年生前同伴和学生讲述他走进手术室，
挽着袖子与大家告别时的情景，那神情
倒像是他在安慰病人，与死神打交道的
不是他。

2017 年 1 月 8 日至今，黄大年离开
大家已近半年。恍惚间，他还是那个背
着双肩包，穿着牛仔裤进出办公室的
人。如果他出差回来，学生们一定会盯
上他包里的小饼干，或其他小食品，让
大家伙解解馋。中午，他就在外边买个
烤苞米，一杯咖啡，一点水果就是一
顿饭。

“ 黄 大 年 是 生 活 在 童 话 世 界 中 的
人”，他的同事马老师这样评价他。“高
兴的时候像个孩子一样，特别单纯，打
个羽毛球赢了外国专家都让他乐不可
支”。他还是个“不拘小节”的人，同
事记得，他刚回国的时候，有饭局他就
稀里糊涂坐到主宾席，后来有人告诉他
规矩，他像个小孩子犯错误一样接受
指点。

“一定要出去，一定要回来”

在研究领域，黄大年是国际航空地

球物理研究领域的著名科学家。在国内
他带领着全国各院校 400 多名师生开展
跨学科研究。他的思维独特，方法超
前，集纳各方研究成果，用于特殊领
域。黄大年把几乎所有精力都投入地球
物 理 研 究 ， 他 回 国 前 在 英 国 剑 桥

ARKeX 航空地球物理公司任高级研
究员 12 年，长期从事海洋和航空

快速移动平台高精度地球微重力
和磁力场探测技术工作，根据

这项技术能确定海下是否有
石油等矿藏，水下是否有

潜艇等异物入侵。
2009 年 黄 大 年 回

国 在 国 内 外 引 起 很 大
反 响 。 回 到 母 校 6 天

后，黄大年与吉林大学
签下全职教授合同，入选国家“千人计
划”，他没有跟有关部委谈 1 分钱经费
的事，最后却得到 4.4 亿元的科研经
费，组成面向全国的高层次跨学科科研
团队。

黄大年放弃了英国伦敦的高级别
墅，以及同妻子共同购置的两个诊所。

“像逃亡一样离开，房、车、满库房的
药品，都顾不上了”，黄大年曾玩笑似
的讲起当初回国时的情形。黄大年也在
这个鲜花簇簇的庭院对妻子说：“我一
定要回去，你要在这里过优越的生活，
我们只有分开。”这就是那个黄大年，
为了心中的信念，坚定不移。戴着眼
镜，面色黝黑的他敦敦实实，但也是个
急性子，走起路来咚咚响，说起话来语
速非常快。

著名美学家、教育家朱光潜说过，做
人到极致就是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以出
世的态度做人。出世就是不苛求利益，超
脱世俗；入世就是全力以赴，竭力争取。

黄大年于 1958 年出生在广西南宁
市，随父母下放到桂东南一个小山村，
高中毕业加入地质队，1977年考入长春
地质学院，1992 年赴英获博士学位。
1996 年回国后不久又到英国从事海洋
和航空快速移动平台高精度地球重力和
磁力场探测技术研究。

“一定要出去，一定要回来。”这是
黄大年的信念。随着自身研究能力的提
升，和对其他国家一些项目的参与，黄
大年了解到我国发展海洋经济的需求，
深感自身责任重大，回国的愿望越加迫
切。他在大西洋深处与美国某公司开展
技术攻关研究时，辗转接到父亲离世前
最后一通电话：“儿子，你可以不孝，
但不可不忠，你是有祖国的人！”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
国，祖国高于一切。黄大年积累着能量
并等待着机会。2008 年国家制定“海
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即“千人计

划”，黄大年认为在国内开展他所从事
研究的学科条件基本具备。“竭尽全
力、鞠躬尽瘁、不计得失。从海漂到海
归，得益于国家强大的后盾。只要大家
努力和坚持，一定能实现强国梦⋯⋯青
春无悔、中年无怨、到老无憾”。“叶落
可以归根，但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在果实
累累的时候回来更好，最有价值，带着
经验、技术、想法和追求回来，实现报
国梦想。”这是黄大年回国后不久在他
的微信朋友圈中写下的两段话。

为国工作是荣誉更是存亡

在英国工作期间，剑桥为黄大年配
备了最强的国际团队，先进的科研仪器
随用随取，黄大年只管专注研究。回国
后，黄大年的助手于平教授说，“买国
外的设备很贵，这也罢了，最怕的是他
们不卖给你，设置技术壁垒。黄老师就
带领我们自己制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仪器装备，从零开始”。

与国外强强对话，黄大年没有失败
过。在他看来，现在为国工作是荣誉更
是存亡。黄大年经常自己加压，一个字

“拼”，两个字“拼命”。他的学生们背
后送给他一个外号——“拼命黄郎”。

吉林大学地探学院研究中心在长春
著名的地标建筑地质宫，这里每晚 10
点关门，可黄大年却经常在办公室里工
作到凌晨两三点才离开。有时出差回来
就直接赶回办公室准备第二天的工作。
楼下传达室的大爷不愿意了，深夜总被
叫醒给黄老师开门。后来黄老师的学生
告诉黄大年其人，传达室的大爷也对黄
老师产生了深深敬意，“黄老师，您无
论多晚进出，喊一声就行”。

地球深部隐藏着多少秘密？深部探
测关键仪器装备可以使地球变得“透
明”。黄大年课题组取得了一系列重大
科研成果，目标就是我国在 30 年到 50
年内在航空地球物理领域要达到巡天、
探地、潜海，开启地球之门。

最愿意做的就是教书育人

在英国时，黄大年一部分工作就是
带年轻团队，回国后迫切地要“带出一
批像样的年轻人，就是能到国际舞台
上，能够站得住脚，能够有话语权，甚
至掌握领先科技的一批人。”“他非常着
急的就是这件事，最愿意做的就是教书
育人，最看重的是教师身份”，地探院
党委书记黄忠民十分了解黄大年。

2010 年，黄大年担任“李四光试
验班”班主任。助手于平说，在黄大年

看来，每一个学生都是一块璞玉，只要
因材施教都能成才。

在生活上，黄大年用父亲般的慈爱
呵护学生，事无巨细。夏天，他让妻子
给学生们煮绿豆汤；雾霾天，他给同学
们准备口罩；冬冷夏热，他给每个房间
配备电风扇和电暖器；学生丢了钱包，
他给掏生活费；学生母亲罹患疾病，他
得知后毫不犹豫地提供经济援助，并帮
助联系医生；他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
学生报销路费，甚至还资助过多名出国
留学的学生。他兜里的钱随时可以掏出
来供大家使用。黄大年的亲人在他去世
后帮助整理后事，发现他的卡里只有 10
万元，要知道吉林大学一年的聘金就是
80万元，他的小家曾经多么殷实。

相反，他对自己的生活没什么要
求，他的得意门生之一卢鹏宇讲了黄老
师带他到上海出差的故事：黄老师的所
长同学请他们吃饭，老师提出到一个桂
林米线店吃几元钱的米线，竟然连续几
顿饭都在那里吃。“严师”“慈父”，是
学生对黄大年的定义。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清华大
学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施一公这样评价
黄大年，“他是最单纯的忠心赤胆的海
归科学家，单纯到为了祖国和科学事业
的发展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倾注全部精
力。他是一代人的楷模，是中国知识分
子的楷模，是 460 万留学生的楷模，他
的精神感染激励的是一个领域、一批学
子、一代人”。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学习
黄大年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
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
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
尚情操。

黄大年生命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度过
的：2016 年 11 月 28 日晚，在北京飞往
成都的飞机上，黄大年因腹部痉挛昏
迷。29 日正常到会场。12 月 8 日从北京
出差回长春住进医院。第二天起，他有
计划地叫学生来病房布置学习计划，安
排工作。第三天他在短信里对校领导说

“争取两周内重返岗位，治疗期间不会
对工作有影响”。12 月 13 日，把合作者
王献昌等人让到病房沙发上，他坐在小
板凳上与两人谈了两个半小时的工作。
14日手术，昏迷。

黄大年最爱唱的一首歌是 《我爱
你，中国》，因大我而忘却小我由此纯
粹。黄大年在微信朋友圈这样写道：

“没有‘心情的阳光’和聊以自慰的
‘艺术陶醉’就不会有始终如一的坚
持，初衷不变，童心难改。幸运的是，
回归母校与诸位知根知底的伙伴们为
伍，一路走来开心愉快，走多远算多
远，倒下就地掩埋。”

“您好，请问您乘坐哪趟火车？”“那
里是母婴候车室，您可以带孩子在那里
休息和候车。”“车站配备了手推车、轮
椅，供有需要的人使用”⋯⋯

在新疆喀什火车站，阿依加玛丽·
阿吾提是位名人，常出行的旅客几乎都
认识她，得到过她的帮助。6 月 5 日，

《经济日报》 记者看到，这位和蔼、干练
的维吾尔族铁路职工，脸上始终挂着微
笑，时而说汉语，时而说维吾尔语，为
旅客提供热心、周到的服务。

阿依加玛丽·阿吾提是乌鲁木齐铁
路局喀什火车站客运室副主任，从事铁
路客运服务工作已 20 年。工作中，她练
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有时，阿依加玛
丽只需看一眼，凭眼神和举止，就能推
断旅客是否走错候车区，是否急需帮助。

1997 年，阿依加玛丽从乌鲁木齐铁
路运输学校毕业，来到著名的风口——
鱼儿沟火车站工作，转年调至库车站，
1999 年又来到喀什火车站。上世纪 90
年代末，南疆铁路从库尔勒向西、向南
延伸，南疆群众多了一条“幸福路”。阿
依加玛丽的工作岗位，也随着南疆铁路
的延伸而延伸。

报名来到喀什火车站时，阿依加玛
丽年仅 21 岁，成为“开站”第一代铁路
人，一直工作至今。在喀什站，90%以
上的乘客是少数民族，有些老乡很少出
门，常出现坐错候车区域、上错车被拦
下的情况。“要把心操到位。”阿依加玛
丽常对年轻职工这样说。为了与各族旅

客交流更加顺畅，在她的倡议下，车站
办起了双语课堂，班组里的维吾尔族和
汉族客运员结成对子，互帮互学。现
在，汉族职工孙甜已能用维吾尔语交
流，维吾尔族职工买热叶姆古丽·白海
提甚至能听得懂山东、四川等地的方言。

工作中，阿依加玛丽和同事们总结

出一套接力式服务法：旅客从进站验票
开始，客运员就用对讲机一环环通报组
织情况，紧盯客流，随时做好引导。一
旦大批旅客进站，即抽调售票员等其他
岗位的职工进站台加强服务。对重点旅
客，则在车站内全程跟踪服务。

阿依加玛丽早出晚归，经常照顾不
上自己的一双儿女。丈夫在部队工作，
同样很忙。“有时想孩子了，就通过网络
视频交流。”阿依加玛丽说。

随着经济的发展，喀什站越来越热
闹，铁路职工的工作量也随之增加。有
同事粗略计算过，20 年来，阿依加玛丽
迎来送往的旅客已达百万人次。“忙的时
候，我们常常小跑着工作呢。”客运员阿
依古丽·萨吾提说，“阿依加玛丽看到旅
客有困难比谁都急，我们也受到感染，
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我的父亲是新疆第一代少数民族蒸
汽机车司机，我从小就对铁路有感情。”阿
依加玛丽动情地说，“这些年，我见证了新
疆的变化，新疆铁路的变化。国家投入大
量资金改善南疆群众的出行条件，我们的
责任就是要让这不断延伸的幸福路更加
通畅，苦点、累点也值得”。

叶落可以归根，作为

高端科技人员在果实累累

的时候回来更好，最有价

值，带着经验、技术、想

法和追求回来，实现报国

梦想

阿依加玛丽（左）为旅客带来鲜花，祝他们旅途愉快。 张砾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