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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山：让火炸药研究
“光焰四射”
本报记者 潘玉娇
在古代，黑火药是中国的四大
发明之一，见证了华夏古老文明的辉
煌；在现代，火炸药是一个国家国防
实力的重要体现，没有它，常规武
器、尖端武器都难以发挥作用。然
而，和人们熟知的探月工程、载人
航天工程等高科技行业相比，火炸
药专业却有些“默默无闻”，它的枯
燥和危险性曾让很多年轻学子避而
远之。
60 多年前，有这样一位吉林少
年，带着“强国先强军”的心愿，义
无反顾地选择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工程学院 （哈军工） 火炸药专业。60
多年来，他不断奋斗，推动了我国火
炸药事业的快速发展，为我国武器装
备的更新换代作出了杰出贡献。60
多年后的今天，当他从习近平总书记
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
后，依然显得平静而从容。
他，就是我国火炸药专业学科带
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理工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泽山。

王泽山

攻坚克难，让古老发明绽
放新的活力

主要成就：

王泽山院
士 （前 排 右
一） 在辽阳试
验场。
朱志飞 摄
奖，这也是他第三次获得国家科技大
奖。

1954 年 夏 天 ， 王 泽 山 高 中 毕
●中国著名火炸药专家，发射装药理论体系的奠基
业，以第一志愿报考了哈军工的火炸
人，火炸药资源化治理军民融合道路的开拓者，
药专业。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当时班
系列原创技术的发明人
上唯一一名自愿学习火炸药的学生，
这个 19 岁的青年坚信：只要祖国需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
要，任何专业都可以“光焰四射”。
大学毕业后，王泽山留校任教。他
●两次摘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专心致志搞学问，
将当时国际先进的计
算机技术、
诺模图设计原理等引入我国
火药教学、科研和火药装药学体系中，
发展了火药及其装药
“解析设计”
“表解
（火炸药）的低温感是国际上难以攻克
现代化的重要发展方向，但也是国际
设计”
和
“诺模图设计”
的理论和设计方
的技术。
具体来说，
就是环境温度影响
共性技术难题。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
法。
上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
他的学术著
着火药燃速，
致使身管武器的膛压、
初
的 20 余年里，王泽山利用自己另辟
作开始问世，其中有关“发射药应用理
速度等弹道性能发生较大变化。
这是
蹊径创立的装药新技术和相应的弹道
论”的内容，提出了一种新的装药技术
制约身管武器发射威力、精度、安全性
理论，研发出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远
和新的设计计算方法，
使原本复杂的问
和环境适应性的技术瓶颈。
射程与模块装药技术。
题变得清晰而简单。
1990 至 1995 年，王泽山带领着
通过实际验证，我国火炮在应用
上世纪 80 年代，王泽山立足军
他的团队，通过研究发射药燃烧的补
王泽山的技术发明后，其射程能够提
民融合，攻克了废弃火炸药再利用的
偿理论，发现了低温感含能材料，并
高 20%以上，或最大发射过载降低
多项关键技术，将废弃的火炸药制备
解决了长储稳定性问题，显著提高了
25%以上，其弹道性能全面超过所有
成民用炸药，在减少环境污染、降低
发射药的能量利用率。该研究成果获
国家的同类火炮，还降低了火药燃烧
安全隐患的同时，变废为宝，创造了
得
1996
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产生的火焰、烟气、有害气体，减少
社会经济效益。该项技术获得了
远射程与模块发射是火炮实现
了对操作员和环境造成的危害。
1993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业
“高效毁伤、精确打击、快速反应、
2017 年 1 月，王泽山和他的团队凭此
界则予以其“利国惠民”的评价。
火力压制”的关键技术，是火炮系统
摘 得 2016 年 国 家 技 术 发 明 奖 一 等
上 世 纪 90 年 代 ，当 时 含 能 材 料

呕心沥血，为祖国培养栋
梁之材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王泽山重视
科技钻研，更重视人才培养。听过他
讲课的学生总有这样的感受：王老师
讲课从不会照本宣科，很多国际上刚
刚产生的新技术和研究成果总会第一
时间出现在他的课堂上。所以，“王
老师的课，新的知识点很多，内容很
丰富，而且讲得很生动”
。
南京理工大学原校长徐复铭教授
至今依然对当年师从王泽山的时光记
忆犹新：“王院士经常指导我阅读一
些他认为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提出他
的见解以启迪我的思考。他的言传身
教，使我不仅较快地掌握了科学实验
的基本方法，更养成了正确的科研态
度和习惯。
”
王泽山尤为重视培养学生的国际
视野。他是国内较早实践与国外大学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教授之一。早
在上世纪 80 年代，身为南京理工大
学化工系主任的他就与瑞典隆德大学
签订了合作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协议。
从教以来，王泽山共培养了 100 多位
硕士、90 多位博士。如今，他们当
中很多已经成长为中国火炸药领域的

中坚力量。
除了指导在校学生，王泽山还常
常走出象牙塔，为科研院所和企业尽
心培养技术人才。改革开放初期，企
业专业人才的断层问题十分突出，王
泽山多次组建讲师团队，系统地向技
术人员传授火炸药专业的理论知识。
“王院士来厂里做实验的时候，我们
请他给年轻科研人员讲课，他总是一
口答应。如今，这些科研人员在跟王
院士的合作中渐渐成长起来，成为一
支带不走的骨干力量。”375 厂党委
书记艾庆祝感激地说。

山，在生活中却是一个简朴而随和的
人。按照规定，学校可以为院士提供工
作用车，但他却从未使用过。为了方便
工作，他在年近七旬时考得驾照，购买
了一辆刚刚 10 万元出头的轿车。有人
曾开玩笑，让他换一辆好一点儿的车，
他却笑着说：
“够用就行了。
”
谁的身体不好，谁家里遇到困
难，只要王泽山知道了，便会在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帮助。原 475 厂工
人高师傅，做事细致认真，却因厂里
破产重组而下岗。王泽山知道他再就
业有困难，就为他在南京汤山介绍了
一份工作，让他们一家在南京安居乐
身正为范，一言一行深受
业。听说 375 厂发射药科技带头人刘
敬仰
琼从凌源搬家到了辽阳，王泽山特意
熟悉王泽山的人都知道，在众多
打电话关心对方的安置情况，还说：
耀眼光环的背后，是他数十年如一日 “买房子的钱不够你找我。”
“这件事到
精益求精、勇攀高峰的拼搏精神。装
现在已经有 10 年了，但我终生难忘。”
备发展部预研管理中心主任安波向记
每每提及此事，
刘琼都感动不已。
者讲述了一件让他难以忘怀的事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重点实验
那是在模块装药项目刚刚启动之际，
室副主任孙金华，对 30 年前在王泽山
为了早日攻克世界性难题，王泽山全
指导下求学的经历难以忘怀：
“毕业后
身心地投入科研当中。冬天的塞外靶
我虽然离开了老师的团队，
但他总是在
场寒风刺骨，气温只有零下二三十度，
背后默默支持我、
关心我，
有求必应。
老
可他还是跟年轻人一样，常常在靶场
师一生刻苦钻研、淡泊名利。他常常告
一待就是一整天。有时，一次试验需要
诫我们
‘人的一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
，
花费 20 多天时间，他也跟着年轻人一
如今，这句话成为我的座右铭，也成为
起，
风餐露宿大半个月之久。
我一辈子受之不尽的财富。
”
然而，在工作中精益求精的王泽
本报北京 1 月 8 日电

侯云德：搏击病毒编织健康防御网
新华社记者 余晓洁
产业一样，深刻改变人类生活。

保卫人民健康，努力编织
传染病防控网

侯云德
主要成就：
●中国分子病毒学、现代医药生物技术
产业和现代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的主
要奠基人
●率先研发出中国首个基因工程药物——
重组人干扰素 α1b，应用于上千万
名患者的临床治疗
●率领团队成功应对近 10 年来国内外发
生的多次重大传染病疫情

侯云德院
士 （左） 上世
纪 90 年 代 在
实验室工作的
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SARS、甲流、寨卡、埃博拉……
百姓对病毒“谈虎色变”。“猛虎”侵
入人体细胞后，大肆破坏人体“化学
工厂”，让人体细胞无法正常生长，
甚至取人性命。
侯云德痛恨曾夺去长兄生命的传
染病，
从小立志学医，
不让
“猛虎”
伤人。
道固远，笃行可至；事虽巨，坚
为必成。
与病毒“斗”了一辈子的防疫英
雄侯云德，8 日在人民大会堂站上了

中国科学技术最高领奖台。这位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年近九十
了还在上班。
今天，我们一同走近他。

一举“拿下”仙台病毒，破
格直升博士
侯云德 1929 年生于常州，小时
候半工半读，养过鸡摆过摊，仍成绩
优异。

1958 至 1962 年，他在苏联医学
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攻
读副博士学位。一到所里，侯云德就遇
上“大事”，动物房小白鼠大量死亡，专
家束手无策。
他决心找出
“真凶”
。
通过仔细调查和反复试验，侯云
德判断“罪魁祸首”是仙台病毒。采
纳他“清理动物房所有动物，彻底消
毒环境，切断传播链”的建议后，实
验室恢复运转。
“小鼠可能感染几百种病毒，不同
病毒分离手段也不一样。如果没有扎
实的科学功底，盲人摸象去试，猴年马
月才能出结果。”侯老学生、中国医学
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金奇
说，
“很多东西看似偶然，
实则必然。
”
留苏三年半，侯云德发表了 17
篇学术论文。苏联高等教育部破例越
过副博士学位，直接授予他苏联医学
科学博士学位。
侯老不惧挑战。我国科学家上世
纪 30 年 代 就 选 育 出 痘 苗 病 毒 天 坛

株，用它生产的疫苗曾为我国消灭天
花作出过巨大贡献，但基因背景仍未
研究清楚。侯老十年磨一剑，完成了
痘苗病毒全基因组测序与分析。这是
当时国内完成的最大基因组全序列。
“侯老的勤奋让人叹服。他独立
编著的 《分子病毒学》 长达 105 万
字，被奉为病毒学‘圣经’。”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党
委书记兼法人代表武桂珍说，老先生
毅力惊人，至今坚持编译学术前沿信
息，累计编译超过 500 册。

地下室里搞“双创”，满抽
屉论文“变”新药
26 年前，
侯云德开风气之先当
“创
客”——在地下室里建起中试生产线，
创立我国第一家基因工程药物公司。
“我去侯老办公室。他打开抽
屉，指着里面的论文说，希望它们变
成药，让中国百姓能用得上。”和侯
老一起创业的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程永庆说。
侯院士曾连任三届“863 计划”
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
家，率领团队相继研制出 2 个国家Ⅰ
类新药和 6 个国家Ⅱ类新药。其中，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家Ⅰ类新药——
重组人干扰素 α1b，开创了我国基因
工程创新药物研发和产业化先河。
干扰素，是病毒“克星”，有广泛的
抗病毒活性。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干
扰素全部依赖进口，20 多年过去了，
现在干扰素大部分实现进口替代。
“事非经过不知难。从论文到新
药，商品化产品化国际化 9 个字谈何
容易！有时连基本试剂都没有，侯老
从国外带回各种宝贵试剂，谁需要他
都给。
”侯老学生段招军说。
“干扰素 α1b 副作用低，不会引
起高烧，我预计若干年后将在国际市
场上取代国外同类产品。”侯云德信
心满满。战略科学家的目光总是投向
未来。他说，生物技术产业将像 IT

2008 年，79 岁的侯云徳被任命
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
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他
领导全体专家组，顶层设计了我国降
低“三病两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
的传染病预防控制的总体科技规划。
“侯老在战略上抓住防控链条关
键环节——检测、筛查和鉴定病原
体；战术上提出传统技术与前沿基因
组学、生物信息、蛋白质组学交叉整
合。
”金奇说。
在侯老等众多专家、医务人员多
年努力下，我国建立起 72 小时内鉴
定和筛查约 300 种已知病原体和筛查
未知病原体的检测技术体系，在突发
疫情处置中“一锤定音”
。
这张人民健康防御网牢不牢？实
战，是检验标准。
——2009 年，全球突发甲流疫
情，我国 87 天率先研发出甲流疫苗；
——2013 年，我国在全球首次确
认并成功应对人感染的 H7N9 禽流感
疫情，
4 天内成功分离并锁定病毒；
——2014 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掠
去数以万计生命，我国派出传染病防
控队伍前往塞拉利昂，确保零感染零
输入，
实现传染病防控的关口前移；
——2015 年，一名中东呼吸综
合征的韩国患者进入我国，被监测网
络快速发现、确诊、隔离，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给出“疫
情不会在中国蔓延”的“定心丸”
；
……
跟病毒搏击了一辈子，侯云德从
不懈怠。“如果让我对年轻人说点什
么，就是要学点哲学。哲学是规律的
规律，在更高层次指导科研。认识实
践再认识，直到无穷。
”
新华社北京 1 月 8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