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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 201 个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科研工作纪实

近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公布了
2021 年院士增选结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 位
教授、9 位校友当选两院院士。建校 69 年，北
航培育了 24 万余人，走出了 89 位两院院士。
从红色航空工程师到领军领导人才培养，北
航始终传承空天报国的红色基因，培养新时代具
有领军领导潜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打
造特色人才培养的“北航模式”。

矢志空天报国

本报记者 刘亦凡 徐倩 张滢

子、离子按照规则
排列，使物质从液态、气态转变为去除
杂质的固态晶体。这项工作听上去抽
“ 看 到 他 ，你 会
象，应用起来却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什
比如青霉素制剂开发。
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当你面临
20 世纪中叶，
提纯药用青霉素的技
同样的选择时，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
术被国外垄断，
这种救命
“神药”
一度奇
无反顾？
”
货可居。1990
年，
王静康带领的天津大
领跑全球 敢为人先
这段著名的
“黄大年之问”，
是黄大
学化学工程与技术教师团队接受了国
年生前谈起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时，
我们决不能同历
家“八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在朋友圈写下的。叩问内心，
他放弃了
“青霉素结晶新工艺与设备应
史机遇失之交臂
国外的优越条件，回国刻苦钻研、勇于
用开发”
。
创新，以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多项
为了不浪费国家经
12 月 20 日，山东石岛湾，国家
国内技术空白，用行动甚至生命作出了
费，王静康定下的目标
科技重大专项的标志性工程之一——
郑重的回答。
是产业化开车必须一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首次并网
2017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黄
次成功。项目研发
发电。
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当
后 期 ，由 于 过 度 劳
这意味着反应堆已经可以输出足
年 7 月，教育部启动全国高校黄大年式
累，王静康的甲状腺
够的核功率，
使主蒸汽参数和流量满足
教师团队创建活动，首批认定的 201 个
疾 病 复 发 ，引 起 心 脏
汽轮机带负荷运转，
机组可以维持稳定
教师团队来自全国 200 所高校，覆盖各
房颤。为了不耽误进
的输出电能，从而能够并入电网，开始
学科门类和东中西各省份。
度，她把手术时间一拖再
正式向外输电。
如同黄大年追忆邓稼先那样，今
拖，直到进行土建工程和设
从这一天起，
从石岛湾核电站发出
天，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正
备安装，才住院治疗。等到工厂
的电能将由国家统一调度，
为千家万户
在各自的岗位上，将
“黄大年之问”化作
进行设备、仪表调试时，她又先后 7 次
送去日常用电。
自我鞭策。
赶到现场，检查并指导产业化开车工
清华大学核科学与技术教师团队
他们不只是 201 名教师，而是 201
作。
负责人张作义解释，
石岛湾核电站采用
个响当当的团队，包括数千名成员。他
终于，
团队在华北制药厂一次开车
的是世界首座具有第四代先进核能系
们中，有的突破国外技术封锁，领跑世
成功，
使当时每吨青霉素产品净增效益
统技术特征的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
界科技前沿；有的着眼本土发展实际，
两万元。这项技术迅速在全国推广，
应
堆。高温气冷堆技术从实验堆规模迈
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有的在疫情等现实
用于全国九成青霉素产业，
使我国青霉
向商用电站规模，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
难题到来时挺身而出，为经济社会发展
素产品占领了八成以上的国际市场。
个挑战。建成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
和人民生命健康保驾护航；有的围绕国
几十年来，
王静康始终带领团队战
工程，
意味着我国已经系统掌握了其商
际交叉学科研究前沿，开展了一系列创
斗在国家重点攻关项目的第一线，
创造
用关键核心技术，
形成了完整的自主知
新性研究工作。
出一个又一个中国工业结晶奇迹，
不断
识产权，
在全球先进核能技术竞争中
在科研的
改写世界工业结晶格局。
“杀出重围”
。
星空里，
当时间的车轮碾过 21 世纪，北京
5 万 张 图 纸 ， 10 万 页 文 件 ，
邮电大学无线新技术研究所教师团队
15000 多台套技术含量高、质量要求
和历史的机遇有了正面碰撞。
严的核岛设备……凭借着跬步千里、
3G 以前，移动通信的关键技术一
久久为功的努力，张作义及其团队硬
直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
我国科研工作
是将我国核电技术“堆”上了能够代
者只能在别人设计好的系统里去应
表世界先进生产力的科学高地。
用。
“提出的理论再好，
不掌握技术主导
回望历史，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
权，
只能眼睁睁看着欧美绕过我们的专
始，世界重心的转移总是与重要的科
利。
”
团队负责人张平回忆。
学发现和现实应用相伴随。自主可
痛定思痛。2002 年以来，在国家
控、前沿领跑的科学技术，对于民族
宽带 TDD（时分双工）项目的大力支持
伟大复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下，
团队将离散导频算法从二维拓展至
翻开新中国工业史，
“中国工业结
三维，实现 4G 空时频帧结构设计在空
晶之母”王静康的名字，同化学工程
时频三维和可变的约束条件下，
提出了
工业结晶领域中的许多国家重大科技
基于次优解的多维去耦均衡离散导频
攻关及技术推广项目紧紧联系在一起。
设计算法，系统性能达到 4G 的最高技
“工业结晶”是把物质中的分子、原
术需求。在上述高速移动理论的约束
◤四川大学化学工程教师团队负责人钟本和
下，他们还构建了以 TDD—OFDM—
（右）指导团队成员进行科研工作。
资料图片
MIMO（时分双工—正交频分复用—
个人始终是渺小的。集结团
队的力量，才能行稳致远。
201 个 团 队 ，犹 如 201 道 光 束 汇
集。每一个团队之中，成员群策群力，
在团队负责人的带领下，
一次次点燃创
新和超越的引擎。

”

多输入多输出）技术为核心的 4G 技术
体系，
传输速率较 3G 提升了 500 倍。
在许多像无线新技术研究所教师
团队一样的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
以 TDD 技术为核心的 4G 已覆盖 70 个
国家、161 家运营商，全球用户数 18.42
亿，占 4G 总用户数的 41.63％。到了
5G 时代，TDD 频率的全球用户占比更
是创纪录地超过了三分之二，我
国则全部采用 TDD。
“我们决不能同历史
机遇失之交臂。”经历
了 2G 追赶、3G 突破、
4G 并跑、5G 主导，如
今的张平信心满怀，
“未来，我们完全有基
础、有底气、有信心、
有能力抓住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
遇，
乘势而上。
”
◤厦门大学细胞生物学教师团
队成员做科研实验。
资料图片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没有强大的空军，更没
有航空这个概念。空军不强大就要受欺负，我决
心一定要去学航空，造飞机，保家卫国。”今年
10 月 27 日，神舟飞船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
士、北航宇航学院名誉院长戚发轫再一次为北航
师生讲起了“航天精神”的“大思政课”。
虽然已经多次听过戚发轫院士的讲座，但每
次看着台上“头发花白却仍然思维敏捷、精神矍
铄”的老者，北航硕士研究生王楠还是会“湿了
眼眶”。对她而言，北航 5 年，“航天精神”已经
从大一准备职业生涯规划比赛时的死记硬背到日
渐熟稔，产生共鸣，直至融入血脉。
1952 年，抗美援朝烽烟正浓，国家“急需
办一所航空大学”。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
学府——北京航空学院应运而生，包括戚发轫在
内的 1094 名学生成为北航首批学生。
筚路蓝缕创事业。建校初期，北航师生在艰
苦的环境下完成了“十大型号”
，自主设计制造了
新中国第一架轻型客机，创造了 40 多项国防领域
国内第一。
为国而生、与国同行，空天报国的志向和情
怀是北航与生俱来的基因。如何传承好这一红色
基因，使之成为培养人才的不竭动力？“让专业
课讲出思政味，思政课讲出专业情。”北航不断
推进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增强思政课
的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和针对性。
在宇航学院教授梁国柱的专业课堂上，学生
们总是能听到鲜活的故事和最前沿的专业问题。
2019 年 5 月 17 日，长三丙火箭成功发射。
梁国柱在现场目睹了发射过程，3 公里外，他的
两名刚毕业不久的学生正在发射台上担任保障工
作。每当他提起这样的身边事，年轻学子眼中的
光芒总会变得更加明亮。
“搞航空航天事业是需要大情怀的。在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里，任务是艰
巨的，事业是漫长的，个人是渺小的。”梁国柱说。
“从源头入手，在思想上发力，解决好学生学习的目标和动力问题，坚定
学生的发展自信和行动自觉，引导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中国
工程院院士、北航校长徐惠彬表示，从红色航空工程师到航空航天领军领导人
才，
“空天报国”的精神标识已经内化为北航人的血脉基因。
近 70 年来，北航以空天报国的爱国精神，培养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所有总师、载人航天工程超过三分之一的高级技术和管理人员，每年一半的博
士毕业生投身航空航天和国防事业。

本报记者 梁丹

左图：西北工业大学自主水下航行器教
师团队负责人徐德民 （左七） 在试验现场
指导学生。
郭友军 摄
右图：上海交通大学湖泊富营养化治
理教师团队负责人孔海南 （右二）
给学生分析水样测试数据。
资料图片

培养拔尖人才

砥砺强国 上下求索

“

祖国的需要，就是
科技工作者努力的
方向

”

1998 年，徐德民在 61 岁时干了两
件
“疯狂”
的事：
一是荣誉等身却不愿安
享晚年，
一退休就组建了西北工业大学
自主水下航行器教师团队；
二是项目投
入大、风险大，
找不到经费支持，
就干脆
贷款搞科研。
徐德民之所以如此执着，
是因为在
世纪之交，海洋权益、海洋开发和海洋
环境已成为世界焦点。自主水下航行
器是支撑海洋战略的重要一环，
而我国
在这一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
难以满足
海洋战略需求。
多年的教学与科研实践，
让徐德民
在自主水下航行器方面形成了一套全
新的技术思路和方案。他带着团队省
吃俭用，用借来的笔记本电脑做科研，
每天加班加点，除夕夜都奋战在一线。
在资金、设备、场地等支撑条件都很
薄弱的情况下，团队克服了重重困
难，相继提出 3 种型号自主水下航行
器的总体、动力、导航、控制系统创
新性技术方案。
（下转第四版）

凝聚团队智慧 矢志科技报国

今年 9 月 12 日，北航未来空天技术学院的首届新生聆听了学院特色通识
必修课“未来空天技术导论”首场报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总设
计师、未来空天技术学院院长吴伟仁做客“北航大讲堂”，为师生讲述了中国
航天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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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96％的家长愿意培养孩子对基础学科的兴趣——

如何浇灌科学幼苗成木成林
本报记者 梁丹
日前，世界顶尖数学家、菲尔兹
奖获得者洛朗·拉福格加入华为的消
息，刷屏网络。天宫课堂的开讲，也
让越来越多的孩子燃起对科学的兴
趣。
近年来，国家、社会各界对基础
学科研究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支
持。基础学科包括数学、物理学、化
学、生物等。什么样的孩子具有未来
科学家的潜质，家长们应当如何激发
和培养孩子对基础学科研究的兴趣，
呵护幼苗茁壮成林还需要做好哪些工
作？
围绕这些问题，中国教育报微信
公众号开展了线上调查，共有 4973
名家长参与。调查结果显示，96％
的家长愿意培养孩子对数学、物理、

—— 聚焦部分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2017 年，教育部启动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活
动，首批认定来自 200 所高校的 201 个教师团队，覆盖各学科
门类和东中西各省份。在长期的科研实践中，这 201 个响当当
的团队，有的突破国外技术封锁，领跑世界科技前沿；有的着
眼本土发展实际，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本期，高
教周刊选取 8 个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讲述他们发
挥团队优势，投身科研矢志报国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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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着力打造特色人才培养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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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报
微信号

更多优秀航空航天人才从这里走出

报头题字：邓小平

第 11650 号

●设计：吴岩 ●校对：杨瑞利

网友留言
＠娇子：我这一代从农村走出来，
经常考虑经济问题，处处受物质因
素限制。相信我的下一代不会这
样，有我们做她的后盾，能从容选
择自己的专业和志向，一定会为国
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CF：希望我们的教育能更加开放
包容，不要刻板，鼓励孩子多有自
己的想法，才能有基础理论的突破。
＠海燕：孩子很喜欢科学，但是真
正怎么培养，也不是很清楚，希望
有专业平台。
●新闻线索征集邮箱：
xinwen@edumail.com.cn

●纠错邮箱：
jiaoyujiucuo@126.com

化学等基础学科的兴趣，93％的家
长愿意支持孩子将基础学科研究作为
终身事业。
“这一结果是非常正面的，教育
部门和社会各界需要抓住这种积极心
态，帮助和支持家长从态度认可转化
为支持行动。”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
息技术学院教授钟柏昌表示。
现实中，家长是如何培养孩子对
基础学科的兴趣的？
21％的家长喜欢通过网络媒体
向孩子介绍最新的科学研究进展等，
30％ 的 家 长 通 过 购 买 科 普 类 书 籍、
科学家传记等激发孩子兴趣，39％
的家长通过带领孩子参观科技馆、参
与各类线上线下科学活动等培养兴
趣。
（下转第二版）

调查显示

96％
96
％
的家长愿意培养孩子对
基础学科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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