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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3月25日，王光远出生于河南省温县
南韩村，那是位于太行山脚下黄河之滨一个美丽
的地方。

他的父亲毕业于河南开封高级师范学校，毕
业后在开封第三小学做语文教员，后任温县教育
局局长，是村里最有学问的人。

然而，在那个天灾人祸频发的年代，他的童年
几乎都是在兵荒马乱的艰难岁月中度过的。

“在我的记忆中，经常躲在麦秆堆里、野地里，
有时还躲到亲戚家里……”王光远回忆道。

1936年暑期，王光远考取了河南省最好的初
级中学——开封初中，且成绩名列前茅。然而，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开封初中宣布解散。
正读初二的他被迫结束平静的学习生活，回到家
乡，在极度苦闷与彷徨中开始了艰难的自我奋斗。

“我才13岁，我不能在日寇占领下回家种地，
我要读书，哪怕是一个人走，也要到后方去读书。
学习科学是我唯一的最急迫的追求目标，我甘愿
冒一切风险……”在父亲的影响下，“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的种子早早就埋在了他的心里，他愿
意为这个目标全力奋斗，甚至受苦受难。

为了求学，年仅13岁的王光远辞别家人，开
始向西北逃难。从河南开封到陕西西安，再辗转
到甘肃天水，一路颠沛流离，历尽千辛万苦。

回忆那段苦难旅程，简直可以用“九死一生”
来形容。后来，王光远还把那段经历写成独幕短
剧《祸不单行》，发表在《天水日报》上。

为了表达自己为读书可以忍受一切苦难的决
心，他撰写了一份《万言书》，叙述自己为了追求读
书而忍受的苦难，表达了一个无依无靠的流亡学
生对读书的强烈渴望。

这份《万言书》深深打动了当时国立甘肃中学
（后改名“国立第五中学”）校长、著名教育家查良
钊先生，从而重新开启了王光远的求学之路。

“经过了那些苦难，以后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
不了的。”正是这段非同寻常的经历，磨炼了王光
远不屈不挠和执着求索的精神。

1940年，王光远以全省会考第二名的优异成
绩初中毕业，免试进入高中。1942年，他又提前
一年学完高中课程，考取国立西北农学院水利系，
师从著名力学家孟昭礼先生，从此一生与工程力
学结缘。

1946年，孟昭礼应邀回北洋大学（现天津大
学）任教，推荐刚毕业不久、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参
加花园口堵口工程的王光远担任他的助教。
1949年，孟昭礼积劳成疾，坚持要王光远接替
他的全部工作。就这样，王光远承担起土木系理
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和弹性力学的全部
讲课任务，并于1950年被提升为讲师。

“我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了恩师孟昭礼教授，是
他影响和决定了我一生所走的道路。”王光远说，

“跟随恩师，不仅使我学到了先进的科学知识，更
重要的是，使我切身体会了先生严谨治学的态度，
科学求实的精神和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品质，以
及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这些都对我
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50年10月，高教部在全国工科院校选派
第一批助教和讲师到哈工大，作为师资研究生跟
苏联专家学习，王光远便是其中之一。从此，他扎
根东北70余载，留下累累硕果和满园桃李。

王光远把握机会，争分夺秒，用两年时间就读
完了研究生全部课程，毕业论文《以变形法解刚架
的简捷方法》在权威性论文集《结构力学研究》中
被专文介绍。

1952年，王光远提前毕业，被老校长李昌点
名留校任教，担任建筑力学教研室主任。该教研
室负责全校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和弹塑性理论的
教学和科研工作。1952—1956年，王光远参与培
养了大批研究生和进修教师，这些人后来成为我
国各主要工科大学的骨干教师，其中陈肇元和沈
世钊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心里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这种思想贯穿了我的一生，我的一切
工作都是为了这个目的。”王光远说。

历经磨难求学路

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是他心中唯一的愿望

“科学的道路上，遍布艰辛，也充满诱惑，必须
有一个能长期支持自己的理想，才能不为所惑。”
王光远说，“科研方向的选择是科学研究的战略性
抉择，既要符合学科发展的需要，更要符合国家的
需要……”

作为我国结构设计理论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王光远一生致力于结构设计理论的前沿研究，使
之能够解决我国发展建设中的“卡脖子”难题。

1952年，我国结构动力学领域还是空白之
时，他就以“勇闯无人区”的战略眼光和超前思维，
在全国率先开设这门课，并把结构动力学确定为
科研方向，从此一生初心不改。

1955年，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文件，号召全国
的科研工作者研究十大课题，其中之一是“抗地震
结构的计算方法”。考虑到国家的迫切需要和结
构力学发展的趋势，王光远积极响应号召，投身这
个当时在我国尚属空白的研究领域。

如何对待科研选题？王光远认为，“没有坏的
课题，只有不恰当的研究方法”，这是他从自己长
期的科研经历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20世纪50年代末，王光远课题组接到上级
任务——解决工业厂房的振动问题。他在召集小
组开会时强调，只有抓住主要矛盾，才能够有效地
进行研究。工业厂房振动问题的主要矛盾是空间
整体性，所以要将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这
个思路指导下，课题组很快取得了成果，在世界上
率先建立了厂房空间整体振动理论，并在各种设
计规范中得到应用。

“科学工作者要有敏锐的目光，能对学科发展
趋势作出准确判断，尤其是要及时把握学科发展
的‘陡坡’，用富有成效的工作推动其发展。”王光
远说。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应用新的数学工
具——随机过程理论，研究地震荷载和风荷载
的计算理论，于1964年发表《在非平稳强地震作
用下结构反应的分析方法》一文，当时已接近世界

先进水平。
此后，王光远带领团队在地震工程理论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创立了“建筑物
空间整体振动理论”。该成果被评定为1964年国
家重大科研成果，1974年被我国制定的《工业与
民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所采用，并于1978年荣
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王老师做科研从来不会跟风，他会自己寻找
前沿的课题去做。”王光远的学生、哈工大土木学
院教授吕大刚这样总结老师的科研理念。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王光远将系统
工程、优化和决策理论、模糊数学等新兴学科应用
于工程设计理论和结构动力学研究，建立了结构
模糊随机优化设计理论、模糊随机振动理论、广义
可靠性理论、工程大系统全局性优化理论、地震工
程全系统全寿命优化设计理论和方法等，取得多
项重大成果，多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

他还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1987年创建工程
理论与应用研究所，汇聚了力学、数学、土木、机
械、材料、计算机等多学科的优秀人才，形成了6
个相对独立的研究群体。研究所不但承担了大量
国家重大研究课题，也为年轻教师和研究生的锻
炼成长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和难得的机会。

半个多世纪的科研工作，让王光远总结出一
条自己的“科研路线”：创新是科学的灵魂，而实践
是创新的基础。

“科学研究一定要有创新思想，但真正的创新
不是主观臆造的标新立异，而是根据长期深入的
科学探索和实践，不断总结和充分吸取本学科及
有关学科的最新思想和成就，从而发现矛盾、解决
矛盾……”

王光远常常告诫学生：“做科研不能急功近
利，更不能盲目赶时髦，选择的科研方向一定要
代表学科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一个正在发展并将
要大发展的方向。同时，更要放眼看世界，使自
己的研究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

敢为人先科研路

瞄准前沿、服务国家是他坚守一生的追求

他心怀家国，扎根东北70余载，用哈工大“八百壮士”精神影
响一代代学子；

他敢为人先，是中国地震工程学界先驱之一、我国结构设计理
论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他诲人不倦，培养了一批两院院士、大学校长、知名专家学
者，一生桃李满天下……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和我国首批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之
一，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王光远。

“我始终认为做老师最主要的职责就是
教好学生。不要一心只想搞科研，把教学当
作负担，培养后代是我们对中国最大的贡
献。”

王光远十分重视教学。他认为，作为教
师的本职工作是教学，搞科研之前首先要过
教学关。“对于一名教师来说，过教学关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过程。要过好教学关，就必须
深刻理解所教授课程的内容及其富含的深远
意义，然后才能深入浅出地用最容易理解的
语言让学生很快掌握真正的知识和正确的概
念。”

王光远自己曾经用10年时间过好“教学
关”，编写并翻译出版国内外教材14部，为我
国地震工程、结构动力学及力学教学工作作
出了重要贡献。他同样要求学生们也要搞好
教学。

“我也花了大概10年的时间来过‘教学
关’，主讲过10多门课程，这一点是从老师那
里言传身教来的。”吕大刚说。

从留校之初，王光远就潜心研究教学方
法。从教几十年，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形成
一个高水平的“磁场”，听过他讲课的人无不
承认“那是一种享受”。

全国模范教师何钟怡教授，用“有如行云
流水，行其当行，止其当止”来形容王光远等
老一辈在教学上的“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并
说这种影响“毕生难忘”。

至今仍让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
王光远曾经在容纳30人的教室给学生上课，
讲着讲着就有其他学生挤进来听课，小教室
装不下，只能临时换到大教室，最后一直换到
能容纳300人的大教室。

“高标准，严要求，为学生创造条件。”王
光远这样总结自己的“为师之道”。

他说，导师要坚持高标准，站在科学的最
前沿，引导学生去开辟新领域；不论是对自己
还是对学生，抑或是对工作、对生活，都要严
格要求，这是一种态度。更重要的是，要为
学生创造条件，要“甘为人梯”。

“教书育人，重在培养学生高尚的人生
观和科学的世界观，要为他们显露才华
提供最好的舞台。”王光远说，“‘青出
于蓝而胜于蓝’对老师来说是一种光
荣，你的学生比你强才证明你更有水
平。”

从1959年成为我国第一批研
究生导师，到1981年成为我国第一
批博士生导师，到1987年牵头建立
黑龙江省第一批博士后流动站之一
的力学博士后流动站，再到1994年
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王光远一
直在为高层次人才的成长提供营养丰
富的土壤。

“记得1977年招收研究生时，有40
多人报考我的研究生。当时教育部规定每
个教授最多只能带3名研究生，最后还是

写了申请递交给教育部，同意后才录取了
12人。”王光远在学生心中的影响力可见一
斑。

王光远对学生的培养可以说是“不拘一
格”。比如对博士生，既吸收他们参加课题
研究，又不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上过多限
制；既允许他们在熟悉的方向上继续深入，
也允许他们扩展领域，对新学科进行探索。

“我认为主要是开拓学生眼界，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要突破传统观念进行研究，
要了解国家生产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学生
的特长选择适合的科研题目，开辟新的研究
领域。”王光远说。

“由于王老师因材施教，讲课不局限于
书本，研究也不固守一个领域，使我们可以
成为多个领域的带头人，如交通、航天、农
业、林业……”学生们说，“并且王老师招
收人才的时候也不局限于土木专业，有的学
生原来不是土木领域的，有的甚至已经是副
教授，还是愿意跟随他继续学习……”

据学生们介绍，王光远经常把自己的学
术思想毫无保留地公开，让大家去讨论；把
自己比较成熟的科学构思甚至是半成熟的研
究成果交给研究生，让大家继续研究、解决
其中的一些难题。“因为王老师认为这样才
能为学生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最好的舞台。”

在王光远“不拘一格”的精心培育下，
一大批杰出人才脱颖而出，成为不同领域的
领军人物，如两院院士陈肇元、沈世钊、周
锡元、欧进萍、杜修力，知名学者李桂青、
刘季、霍达……可谓桃李满天下。

“师者何求？得英才而教之，不亦乐
乎！”王光远每每谈到自己的学生，欣慰之
情总是溢于言表，“我所取得的成就与学生
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和他们在一起学习生
活，每一天都充满着快乐。”

不拘一格育人路

“得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是他最大的收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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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近百岁的王光远身边，总能感受到他
的乐观与豁达。很多人问他长寿的秘诀，他说
就是要乐观地面对生活，要知足，知足则常乐。

王光远的青少年时期充满坎坷，但在他
看来，正是这段经历成了他一生的宝贵财
富。他说，“在生活的旅途中，每个人都会
遇到很多困难，我也不例外。我们必须学会
克服困难，才能让生活得以继续。”

少年时代受到了艰苦的锻炼，青年时代
作为学生遇到了最好的老师和较好的学习环
境，中年以后作为教师又遇到了一大批优秀
的学生和良好的科研环境——王光远认为，
自己的一生无比幸运。

除了这份幸运，更是因为他的刻苦、勤奋、
敬业，使他在中国地震工程学界作出了突出贡
献。然而，每每提起贡献，他却谦逊地说，“除
了勤奋和天分，还有机遇。每个人的机遇不

同，因而只要有奉献的精神并尽了自己最大的
努力，就可以由于问心无愧而心安理得。”

王光远的家里，经常充满着欢声笑语，因
为这里有宽松的学术氛围和舒心的环境，是
学生们最爱的地方。在学校，王光远爱才、惜
才是出了名的。他把学生当孩子一样爱护，
学生们也把他当作家长一样尊重和照顾。

胸怀祖国、敢为人先、严谨治学、潜心
研究……王光远身上的这些科学家特质，来
源于他的老师，又被他的一言一行传递给学
生。正是思想的烽火代代相传，才造就了一
批又一批优秀人才。

抬头仰望，我们仿佛看到点点烽火交相辉
映，那是许多如王光远院士一样的科学家和教
育家，数十年如一日奉献与坚守，用青春的灯
火点燃生命，用生命的烈焰照亮天空，最终汇
成了星辰大海。 （刘培香）

薪火相传，灿若星辰

大
家 厚德生光 博学致远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王光远
通讯员 刘培香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我心里只有一个我心里只有一个
愿望愿望，，那就是科学救那就是科学救
国国、、教育救国教育救国！！

科 学 的 道 路 上科 学 的 道 路 上 ，，
遍布艰辛遍布艰辛，，也充满诱也充满诱
惑惑，，必须有一个能长必须有一个能长
期支持自己的理想期支持自己的理想，，
才能不为所惑才能不为所惑。。

科研方向的选择科研方向的选择
是科学研究的战略性是科学研究的战略性
抉择抉择，，既要符合学科既要符合学科
发展的需要发展的需要，，更要符更要符
合国家的需要合国家的需要。。

科学研究一定要科学研究一定要
有创新思想有创新思想，，但真正但真正
的创新不是主观臆造的创新不是主观臆造
的标新立异的标新立异，，而是根而是根
据长期深入的科学探据长期深入的科学探
索和实践索和实践，，不断总结不断总结
和充分吸取本学科及和充分吸取本学科及
有关学科的最新思想有关学科的最新思想
和成就和成就，，从而发现矛从而发现矛
盾盾、、解决矛盾解决矛盾。。

随着科学技术的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发展，，要突破传统观要突破传统观
念进行研究念进行研究，，要了解要了解
国家生产需要解决的国家生产需要解决的
问题问题，，根据学生的特根据学生的特
长选择适合的科研题长选择适合的科研题
目目，，开辟新的研究领开辟新的研究领
域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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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①王光远在工作中。
②王光远在指导工程实践。
③王光远在科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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