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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柴火、挑塘泥、双抢、放牛，1972年1
月初中毕业后，14岁的聂建国回家务农，但
他始终没有放弃学习。

“打小起，母亲就教育我们兄弟，只有读
书才会有出息。”聂建国回忆，不得已，他只
能一边务农一边自学。

后来，经过母亲的不懈努力，聂建国再次
踏进校园，又读了一年初中后，于1974年9
月进入湖南衡阳县四中读高中。

“高中两年，我每周或每两周回家一次。
一般都是在周六吃完中饭后开始步行回家，路
途时间约5小时，周日在家吃完中饭后又步行
回学校，回到学校时往往天都黑了。”聂建国
这样回忆当年的高中生活，“艰辛却充实”。

短暂的高中生活一晃而过。1976 年 7
月，高中毕业后，聂建国再次回家务农，并于
10月中旬到大队新开的代销点当营业员。两
个月后，又被招去公社当话务员。

聂建国非常渴望读书，1977年10月，得
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尽管当时的上级领导劝
说他不要去参加高考，还许诺尽快帮助他“转
干”，但他坚持实现自己从小的梦想——成为
一名工程师，决定毅然参加了高考。

1978年2月，他如愿接到了湖南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科学探索的漫漫长路由此开启。

“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机遇。”聂建国始终为自
己的选择而庆幸。

1989年2月，聂建国被派往南斯拉夫进
修。由于他扎实的科研功底和出色的表现，国
外导师主动提出后续资助，让他转读博士学
位。获博士学位后，聂建国于1992年3月回
国，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做沈聚敏教授的博
士后。

在清华大学做博士后的日子，也正是聂建
国事业刚起步的时候，当时国内组合结构的研
究和应用都很少，要想取得一点点进展非常艰
难。

“现在回想起来，合作导师对我研究方向
的鼓励和支持以及工程界同行对我最初构想的
肯定和资助，更加坚定了我对组合结构研究的
信心和决心。”他回忆说。

聂建国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他在博士后期
间完成的第一个工程咨询项目，这个项目对他
的意义很大，不仅把他的一些构想很好地在实
际工程中实现了，更重要的是给他提供了宝贵
的研究经费，帮助他完成了一些拓展性的基础
科学研究。而正是这些早期的研究积累，才有
了他后来成功申请到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以及随后的重点项目、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等。

抓住机遇做一等事业

初春的清华园，青绿的法桐与白杨掩映中，一座灰白色的建筑“热
闹非凡”：一个个建筑和桥梁结构模型在其中接受着各种荷载的考验，
钢筋与混凝土交织的灰尘和气味在空气中弥散。这里不像实验室，而像
一个建筑工地。这就是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土木工程系结构实验大
厅。

在这个“工地”上，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位头戴安全帽、身穿工作
服的老师穿行其间，询问试验进展、指导学生科研。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教授聂建国。
热爱可抵岁月长。从小就想做“工程师”的聂建国，40多年来，把

全部热爱倾注在了祖国的土木事业。深圳彩虹桥、重庆观音岩长江大
桥、大岳高速洞庭湖大桥、天津津塔、武汉中心……一幢幢高楼大厦、
一座座桥梁高塔，聂建国的研究成果在祖国各地遍地开花。仅在北京，
就有300余座桥梁采用了他的叠合板组合桥面系研究成果，为高速运转
的北京，架起了通途。

在深中通道、南京五桥、杭瑞高速
洞庭湖大桥、天津津塔、武汉中心、滨
州会展中心、武昌火车站、航天发射
塔、深圳北站大桥、天津海河吉兆桥等
100余项工程中，聂建国的研究成果得
到了很好的应用，解决了许多大型复杂
工程结构中的关键难题，受到了学术界
和工程界同行的高度评价。

“外形决定了建筑的美观，但它的安
全性则取决于内部结构。土木工程这个
学科关系到国计民生，我们作为这个行
业的科技工作者，责任尤其重大。”每当
看到在桥梁事故和地震垮塌中逝去的生
命，聂建国都十分心痛，“土木工程是没
有容错率的。”

“源于工程、服务于工程、高于工
程、指导工程、引领工程”是聂建国始
终坚持的科研理念。

他始终倡导将研究工作与工程实际
需求和我国基本建设的国情紧密结合起
来，致力于解决大型复杂工程结构中的
关键科学技术难题。团队的灵感很多都
是来源于工程实践中暴露出来的具体而
实际的现实问题，但又不局限于具体问
题本身，而是提炼出具有广泛意义的科
学问题，这样做出来的成果才能反过来
指导并引领一大批类似的工程。

“结构工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
科。”聂建国说，一个结构模型试验从设计
到制作，需要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而
试验的破坏过程却只有短短几分钟。为
了这宝贵的几分钟，我们投入了太多时间
和精力，如果只在试验结束后看照片，就
不会有亲临现场才会有的深刻体会，以及
随之激发出来的灵感。

“在不断的实践中，我们团队会从工
程需求出发一起讨论预测这个领域的未
来发展趋势，以需求促进创新，以创新促
进发展。”聂建国说，“当前的热点问题需
要研究，但那些未来可能成为热点的原创
性研究更有意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最终
实现引领。”

怀着这样的抱负，聂建国团队瞄准
新型大跨重载组合结构这一前沿课题开
展了持续研究，最终解决了传统大跨重
载结构中的多项瓶颈难题，取得了大跨
双向组合结构、大跨组合转换结构、系
列节点构造技术和综合抗裂技术等多项
发明。

在2013年 1月举行的2012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聂建国带领的
研究团队获得了我国工程建设领域第一
个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同年聂建国当
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在2019年1月8日
举行的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上，聂建国带领的研究团队又获得了我
国工程建设领域第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创新团队）。

对于每一项工程，聂建国不仅重视
设计的先进性和科学性，而且还十分重
视施工的可行性。他认为，结构工程的
成果最终要通过施工来具体实现，如果
无法施工，纵使有再好的构想也只能是
纸上谈兵。因此，他的许多成果都是在
充分考虑构造简单、施工方便的前提下
提出的。

他的多项成果被 《钢结构设计规
范》《组合结构设计规范》《公路钢结构
桥梁设计规范》等国家或行业标准所采
纳，对促进组合结构的发展起到了重要
作用。

认准一个方向，坚持近40年，这不
仅要有眼光，更要有毅力。

多年来，无论周围环境发生怎样的
变化，聂建国始终如一地钟情于组合结
构的研究，不因艰难的道路而垂头沮
丧，也不因个人的利益而停止脚步。

如果用一句话对他40年多的工作作
一个总结，聂建国觉得，“做好一项研
究，追求一个梦想”。

“‘一项研究’就是‘组合结构’
的研究，‘一个梦想’就是中国土木工程
的强国梦。”聂建国说，中国目前已经是
土木工程大国，在不久的将来，只要我
国土木工程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坚持不懈
地努力，土木工程强国的目标必将实
现，而组合结构也必将会在实现我国土
木工程强国的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追逐土木强国梦

“今年就开始为明年的讲课做准备
了，有时候突然想到了某个词或某句话
就赶快添上，凌晨中间醒来时感觉有些
灵感就赶快起来补充PPT，只怕等早晨
起来后给忘了。我想毅力也是对能力的
一种补充吧，为了讲好课，追求卓越，
我还会不断努力。”聂建国说。

尽管已经是久经沙场的“老”教
授，聂建国依然会投入七八十个小时去
准备每节课，PPT的修改也一直延续到
讲课开始前。

人生当架几座桥？聂建国认为，一
座是“科学技术之桥”，一座则是“育才
为人之桥”。

作为教师，聂建国始终把培养学生
作为第一要务。而对于如何培养人，他
也有自己的独到理解：“要想做好学问，
先要做个好人”，“为学重要，为人更重
要”，“人品决定学品”。

从学生刚刚踏上科研之路开始，聂
建国就耐心仔细地把自己人生的经验和
体会告诉他们：“要做好一个人，就要学
会感恩，感谢曾经在人生各个阶段帮助
过自己的人，同时也要保持清醒，充分
客观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在本科生教学中，聂建国长期承担
两门课：其中一门是为本科新生上专业
概论课，另一门是为本科毕业班学生上
专业前沿课。任务不多，但意义重大，
一头一尾，正好是本科生整个学习生涯
中最关键的两个时间点。

第一堂专业概论课无疑是对本科新
生最重要的一次专业启蒙，他希望这堂

课能为刚步入大学校门的学生们
种下第一颗梦想的种子。

然而，刚开始的讲课过程并
不顺利。“长期习惯于给高年级学
生授课，而面对一群对专业毫无概
念的高中毕业生，那些原本非常精
彩的案例却无法引起他们的共鸣。”
为了更好地与学生们产生“共情”，聂
建国尝试着站在他们的角度重新思考，
回想自己还是懵懂少年时如何被土木工
程所吸引，又如何凭借兴趣长期沉浸于
土木工程的研究与实践。

这些思考带给了聂建国不少灵感。
从学生最熟悉的生活讲起，从带给学生
温暖幸福的小家，到求学的校园，再到
一路来时看到的交通基础设施……聂建
国努力让大家体会到，其实每天看似理
所当然的生活都离不开土木工程的恩
泽，就如同水和空气，有时并不在意，
但却非常重要。

“土木工程的广博与厚重，正是其最
为根本的魅力所在。这堂课，不仅向年
轻学子们第一次传递了这种无与伦比的
魅力，也帮助我重新找回了最初的那份
感动。”聂建国感叹。

每节课，聂建国都悉心准备，在他
看来，讲课效果“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永无止境”。

每周参加学生组织的学术沙龙更是
聂建国雷打不动的一项活动，“要保证和
学生们有充分的交流，组合结构的发展
终究要靠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来传承。”多
年来聂建国培养了百余名组合结构专业
人才，大批学生目前已成为行业骨干。

聂建国曾经的博士生、青年教师陶
慕轩至今记得，第一次与导师见面，聂
建国就提出，“希望你们毕业后能做到四
个‘不一样’：开展科学研究的思路‘不

一样’，评价工程问题的观点‘不一
样’，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不一样’，
展示科研成果的风格‘不一样’”。

从聂建国的办公室向外望去，整个
实验室一览无遗，学生遇到问题可以随
时上来，敲下门，一场讨论便可开始。

“几乎每天晚上都能在办公室找到聂老
师，可以随时跟他讨论问题，畅谈研究
方向和方法，而他永远都充满了热情和
旺盛的精力。”樊健生说。

“时间对于每个人是相同的，而每个
人对待时间的态度却不同，工作效率很
重要，但效率加时间更重要。”每年除夕
是聂建国唯一的休息日，其余时间如果
不出差，每天早上8点前到办公室，晚
上 11点离开，日复一日，多年如此。

“办公室不大，但真是个思考的好地
方！”聂建国笑着说。

在热爱的研究领域里，聂建国用扎
实的功底和渊博的知识奠定了事业大厦
坚实的“地基”，又凭借孜孜以求、不知
疲倦的探索精神，以及他独特的育人理
念，帮助更多的学生将埋藏在理想中的
宏伟蓝图一点点舒展开来。随着一项项
科研创新成果拔地而起，聂建国以自己
的奋斗，构架起了今天土木工程组合结
构的“高楼大厦”。

人生当架两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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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聂建国的电脑里，最宝贵的就是他从全
球各地拍摄来的工程照片，他不论去哪儿，相
机如影随形。因为，在聂建国看来，灵感往往
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中迸发。

为了拍摄各种建筑和桥梁结构照片，获得
第一手研究资料，聂建国爬过脚手架，也钻过
结构内狭小的空间。

2014年底，聂建国和他的同事及学生一
行去南宁开会。清晨不到6点，别人还在睡梦
中，聂建国早已背上相机直奔跨越邕江的一座
桥梁。原来，前一天在路上他发现这座桥梁在
设计上存在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就想赶紧拍
下来，回去给学生做研究。

“有一次车辆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聂老师突
然大喊停车。司机吓了一跳，后来才发现，原来
他看见窗外一座桥梁很有特色，急着要把细节
拍摄下来。”聂建国曾经的学生、土木工程系教
授樊健生说，“他是真心热爱这份工作。”

40多年来，聂建国始终认准组合结构研
究，不管这个方向是冷门还是热门。

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聂建国有自己的
看法。

“西方发达国家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已基本完成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由于缺乏应
用需求，发达国家近二三十年来对新结构形式
和体系的研究动力明显不足。与此形成鲜明对
照的是，我国在当前及可以预见的未来很长一
段时期内，土木工程仍会维持在快速发展的水
平，这为我国实现赶超并引领世界结构工程发
展潮流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契机。”聂建国说。

他预见，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
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将为组合结构
的发展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

1994年秋，聂建国完成了为期两年的清
华大学土木系博士后研究工作，毫不犹豫地选
择了留校任教。

也正如他所预见的，不久后，我国高层建
筑、交通枢纽、桥梁隧道、体育场馆、会展中
心等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对新的
结构形式和体系产生了巨大需求，而钢—混凝
土组合结构为解决土木工程领域的关键技术难
题提供了新的选择。

认准，就不管冷门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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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科研出好成
果、出系列成果、出大

成果要做到四个不：不赶
时髦、不随大流、不凑热闹、
不凑数量。科学研究需要传
承，但更需要质疑和批判

精神。
——聂建国

聂建国在实验室观察试验现象。 清华大学供图

聂建国研究成果应用于武汉中心聂建国研究成果应用于武汉中心。。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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