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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 5 月 18 日电(记者陈聪、吴
晶)2016 年 11 月 29 日，夜色如墨，天幕尽
染。北京到成都的飞机上，黄大年突然晕倒。
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黄大年走到生命尽头，
身体发出的最后预警。

12月 4 日，助手于平“逼”着他到吉林大
学第一医院做了增强核磁。做完以后，这个
“拼命黄郎”又马不停蹄去北京开会。这是他
生命中最后一次出差。人还没回来，检查结果
出来了：疑似肿瘤。

12月 6 日晚九点半，黄大年回到长春。
7 日一早，吉大一院下了“命令”：哪儿也不能
去，必须住院，进一步检查。

12月 8 日，黄大年办理了住院手续。当
时，他还不知道最终的检查结果是“胆管癌”。
医生只告诉他是个微创手术，怀疑是结石或
者肌瘤，因此，他还没有告知家人。

12月 10 日，得知要切除很多器官，黄大
年隐隐约约觉得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决定通知远在南方的弟弟妹妹过来。

12月 12 日，最后的团聚。上午，团队师
生们把黄老师从医院接回家，在他家吃了顿
饺子。想到办公室还有一些材料，黄大年执意
回一趟办公室，师生们陪他回去。回学校的路
上，车里放着《斯卡布罗集市》的口哨版，正
是黄昏时分，些许离愁别绪萦绕在车里，黄大
年望向车窗外，悄悄落下了眼泪。

进了地质宫，黄大年整理完材料，到各个
办公室转了一遭，跟大家打了招呼。他看上去
很乐观，还跟大家开了个玩笑：“也不知
道……还能不能回来了？”

晚上，回到家里，他和弟弟妹妹吃了一顿
久违的团圆饭。

12月 13 日，师生们到医院探视，黄大年
把一个硬盘交给秘书王郁涵，里面是一些需
要妥善保管的资料；把一个笔记本交给学生
孙勇，里面是他对一些研究方向的新思考；托
青年教师焦健给学生拷贝了一些学习和实验
用的文献资料和软件程序，都是他住院期间
查阅收集的。

下午，病房里只剩黄大年一人，他静静地
灌肠、输液，等待手术。

晚上，黄大年的大学同窗、中国地质科学
院原党委书记王小烈突然接到黄大年电话。
谈起病情，黄大年的语气里透着浓浓的消沉。
王小烈尽力纾解，两人聊了个把小时，还约定
退休后带上家人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2月 14 日，吉林大学校领导前来探望，
黄大年又抓紧时间和他们讨论如何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随后，医生把黄大年推进手术室。

手术室的门即将关上那一刻，黄大年突
然说：“我想出去再看看我的学生们。”他又回
到手术室门口，跟二三十个老师学生一一握
手，每个人都激动地说不出话。

晚上 8 点，手术室外的学生们终于等到
被推出来的黄老师。医生宽慰他们，手术很顺
利。学生们目送他回到病房。他因为麻醉的原

因还没转醒，只有手脚下意识在动。
12月 16 日，咳喘不止的黄大年被转回

重症监护室。学生张冲来看他，黄大年还问起
他一个难题解决没有，结果说着就睡着了。

12月 24 日，平安夜。黄大年身体情况转
好，他的弟弟妹妹也回了南方。黄大年的胃口
不错，蔬菜、粥都能入口了。征得他同意后，几
个学生布置了一下病房，摆了好多平安果，看
着满屋的圣诞气氛，黄大年有些出神。

到了晚上，同学们把在地质宫庆祝圣诞
的视频发给黄老师。他在病床上通过微信对
大家说：“今天正逢平安夜，这是我从英国剑
桥回到长春的日子。一晃整整 7 年，我们的团
队正在壮大，我们的成果正在展示，我们走过
了不平凡的日日夜夜，都是大家辛勤工作努
力的结果。我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努
力。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儿，为了一个共同
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心血。”

微信群里，同学们又收到了黄老师的红
包。病房里此刻播放着圣诞歌曲，黄大年反复
听、反复听，意趣悠然。

12月 25 日，黄大年又把于平叫到病房，
询问工作进展。

后来的几天，黄大年突然很想看海洋主
题的纪录片。他让于平找来，一遍遍地看着画
面里的一片深蓝，沉浸在他的“巡海梦”中，直
到睡去。

12 月 3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 2017
年新年贺词，黄大年请护士帮他放了一遍。1
月 1 日，青年教师戴强、焦健等来看他，又给
他重新放了一遍新年贺词，他攒着气力，嘱咐
了几句鼓励的话。

1月 2 日，黄大年开始发烧。

1月 3 日，发烧、咳嗽。
1月 4 日傍晚，坏消息接踵而至。黄大年

内脏出现大出血，转氨酶升高、肝功能有衰竭
倾向。在做灌肠的时候，他痛得大喊大叫。

于平赶紧打了电话，妹妹黄玲再次连夜
从广东赶来，黄大年最后一次被转入重症监
护室。不一会儿，医生刘凯走出来，还没等人
询问，他就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希望
很渺茫了！头一次感觉到自己不想当医生了。

我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看到黄老师这样一
个大科学家走到这一步，自己却一点办法都
没有……”

肝昏迷伴随器官衰竭，根据经验判断，4
日或许就是大限。

必须再做检查。黄大年的手术车推了出
来，重症监护室的大门外，二十几个学生手拉
手站成一排，站在特别远的地方默默守护着
黄老师。

两轮抢救之后，黄大年情况比较稳定，心
跳比较正常，他靠着顽强的求生意志奇迹般地
熬过了“大限”。就在此时，他的女儿黄潇在遥远
的英国生下了他的外孙，他却已失去意识。

1月 5 日，黄大年身体水肿，医生注射升
压药，开始血液透析。晚上，国内知名专家集
体会诊。做胃镜时，胃里已全是血块，根本找
不到出血点。

1月 6 日，有关部门和校方成立应急预
案小组。各方专家全力救治。

1月 7 日，胆红素升高。
1月 8 日，血压开始下降，已无法继续透

析，12时 38 分心跳停止！
王郁涵当天正在医院值守，刚打开饭盒，拿

起筷子准备吃饭。饭还没吃到嘴里，黄玲突然跑

过来，神色慌张：“快快快！按压了！按压了！”
医生流着泪，一直按压，一直按压……
没有效果，准备放弃。黄玲一看医生摇头

了，痛哭着跪在医生面前：“我求求你们，求求
你们了！一定……一定还有希望的！”随后，几
个医生继续轮流按压，奇迹没有再次出现……

13 时 38 分，正午的阳光照进重症监护
室的窗棂，黄大年永远地休息了。

焦健和黄大年的其他几位亲友、学生为
他整理遗容，8 个人默默抬起遗体，抬下六
楼。送到殡仪馆后，大家没有说话，不约而同
地跪下，磕头。

1月 13 日，焦健和黄玲捧着黄大年的遗
像从他家里出发。按照当地习俗，焦健把火盆
举起，摔在地上，冲天大喊一句：“黄老师，一
路走好！”眼泪瞬间烧着了他的眼眶。

火盆兀自在地上啪嗒啪嗒跳着舞。
长春市殡仪馆西辰厅，国内外八百余名

各界人士赶来了。学生们在他的遗像边，特意
摆上了他生前常当饭吃的烤苞米。

仪式结束，来宾离去，西辰厅的大门缓缓
关上。学生们终于能好好陪陪他们的黄老师
了！他们一个个跪倒在地，哭成一片。

“黄老师，一路走好！”
“黄老师，天堂再没有风尘、熬夜！”
……
这是黄大年最后的启程。
他离去后，黄玲拿着他仅有的几张储蓄

卡去银行销户。她怎么也没想到，经手数亿项
目经费的黄大年，自己账户里的所有存款仅
有几十万……

这是一个人、一种精神所能发出的最大
光亮。

进手术室前，还想再看看学生们
追记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最后的时光

黄黄大大年年（（前前排排中中））与与学学生生外外
出出徒徒步步（（资资料料照照片片））。。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一种超凡于世的精神，总能
引发万千心灵的共鸣。

5月 17 日，中央主要媒体播
发了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的生
平事迹，在广大科技工作者、教师
和青年学生中引起热烈反响。

我们的命运与尊严

同祖国紧紧相连

读过黄大年的事迹后，国家
“千人计划”专家、苏州浩欧博生
物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纪阳
说，很久没有这样感动了，为我们
“千人计划”专家中有这样的优秀
人物骄傲。“我们越来越深刻体会
到，祖国在我们心中，我们的命运
与尊严同祖国紧紧相连，爱国是
必须的。”

“黄大年教授的离去，让我们
痛失了一位学长、好友和工作伙
伴！”吉林大学“千人计划”特聘专
家马芳武、王献昌等回忆了黄大
年在他们回国之初、事业起步阶
段给予的无私帮助和与他们结下
的深厚友情。

马芳武说，黄大年回国为了
“忠”“孝”二字，他报国心切、矢志
不渝。大学毕业时给同学留言“振
兴中华，乃我辈之责”，这是多么
大的志向！他以中华民族的强盛
为梦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为了凝聚更多海归精英投身
祖国科研事业，黄大年生前还主
动担任了吉林大学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全校 300 多名海归
学者表示，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帮助他的
团队，把移动探测平台做得更好，把新兴交叉学科建设得更好，

把他的事业进行到底。”吉林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任波说。
看到黄大年罹患胆管癌多次疼痛到痉挛的细节，北京大

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沈琳深受感动。她说，这样一个高端的海归
科学家，第一时间响应祖国的召唤，回国为祖国科研攻关做出
贡献，一切都是他的爱国心和民族魂使然。他忍住病痛折磨为
国攻关，这种情怀和境界令我们折服与敬佩，也激励着我们在
自己的岗位上不断创新、奋斗。

作为一名扎根西北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兰州大学青年学
者于海鹏看完黄大年的事迹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黄老师
疾病缠身却一心为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忘他的使命。如
果我们每个青年科学家都能像他一样心怀家国，以国家战略
需求为导向开展研究，必将汇聚起强大力量，推动我国科技事
业一往无前。”

只有深切的热爱，才有超凡的成绩

“只有心无旁骛、志存高远，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怀有深刻
的热爱，才可能做出超凡的成绩。”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铁路通讯
专家钟章队被黄大年“不痴魔，不成活”的科研精神深深打动：
“黄大年对科研工作的痴狂，值得当代所有科研工作者学习。”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吴招才曾在 2008
年的一个学术会议上与黄大年有一面之缘，黄大年对所研究
领域的远见卓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这个学科，仪器设备依赖进口，强调逻辑不认实效，注重
研究羞于应用，缺少的就是黄老师这种推动基础理论服务实践
的科学家精神。我们要像黄老师一样，锲而不舍地在科学的道路
上坚定前行，这是时代赋予青年科研工作者的要求。”吴招才说。

同为海归学者，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专家、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自旋电子交叉学科研究中心主任赵巍胜对黄大年“全身
心扑在科研上”的状态有着深深的共鸣。

“祖国正处在科技创新的关键期，有蓬勃的发展前景，也
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我国科学技术多次实现‘弯
道超车’，离不开科研工作者的无私奉献。”看到国家把黄教授
的事迹作为典型加以弘扬，赵巍胜感到欣慰和振奋：“我相信，
在黄大年的精神感召下，未来我国科技会取得更多更大的成
就。作为自旋电子交叉学领域的研究者，我将和团队一起，敢
为人先、分秒必争，早日实现祖国信息存储及计算领域核心器
件的自主生产，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奋斗不息。”

“时代呼唤更多像黄老师这样的科研‘帅才’。”清华大学材
料学院 13级博士生宋亮说，在几十年的科研中，黄老师并没
有沉浸在自己的领域，而是时刻关注世界科学发展的大潮流，
引入其他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法，在传统学科的枝干上嫁接出
新的学术生长点。创新的事业，正是吸引不同领域的青年科研
工作者追随他不断向前的源动力。

不忘前人遗志 不负祖国重托

斯人已逝，追思泉涌。吉林大学正在筹划建立“黄大年基
金”、开设“黄大年奖学金”、设立“黄大年班”，以长远纪念黄大
年为学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大学校长李元元表示，黄大年的崇

高品德和奉献精神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他身上所体现出
的爱国情怀和科学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吉林大学全体师生及
广大海外留学归国人员，激励着大家积极投身于国家改革发
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

“做黄老师的学生，是我毕生之幸。”吉林大学快速移动平
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副教授陈延礼说：“现在，每每和我的学
生谈起黄老师，他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形象又浮现在眼前。
我们每一个黄老师的学生都会坚定地在他为我们规划的道路
上走下去，不辜负老师所教、国家所托。”

作为黄大年的第一批学生，已在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工作的袁园刚刚随中国南极科考队出征返回。他说：“跟
随老师 5 年，他的爱国情怀和赤子之心深深影响了我们。他时
常教导我们要耐得住寂寞，内心不能浮躁，这是从事科研工作
最起码的要求。我会时刻铭记他的教导，继续按照老师当年的
规划，坚定地走下去、做下去。”

“大年是一代人的楷模，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是留学
生的楷模！”清华大学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施一公说，“他的精
神感染、激励和鼓舞的绝不仅是一个团队、几届学生、一所学
校，而将是一个领域、一批学子、一代人。”

花落春未了，薪尽火相传。一代代爱国科学家的伟大之处
不仅在于开创了伟大的事业，更在于树立一种信念，让后辈不
断追随，任时代轮换，仍不改初心。

“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
有我，余愿足矣！”黄大年生前的这句话，深深震撼了武汉大学测
绘学院大地测量专业研究生许亚辉的心灵。他说：“黄老师始终
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作为一名
青年学生，我要向黄老师学习，肩负起青年一代崇高的历史使
命，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同自身的成长成才结合起来。”

黄大年严谨的治学态度、“疯魔”的探索精神、甘于奉献的
人生情怀对广大青年学子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在读博士陈龙耀说，我
将继承黄老师等老一辈地质学家的优良传统，敢于担当、勇于
创新，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建功立业，为我国地球科学事业快
速发展贡献力量，在无私奉献和忘我拼搏中去实现生命的意
义。(记者吴晶、荣启涵、施雨岑、张文静、陈聪、周立权、张建)

新华社北京 5 月 1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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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8 日电(记者王海鹰、
王井怀)2017 年 1 月 8 日，海归战略科学家
黄大年猝然离世，享年 58岁。

2016 年 12月 5 日晚上，在黄大年出差
北京期间，记者对他进行了一次长达三个半
小时的采访。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是黄大
年最后一次出差，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接受
记者采访。

“国家需要我们，就得玩命干”

记者：听说您在成都的时候，因为胃疼
晕倒了，情况很危险？

黄大年：这不是第一次，这是第三次，已
经有两劫了。有一次在实验室，因为准备项
目几天没睡，起身时动作很快，一阵眩晕，
“乓”就倒地上，把同事都吓哭了。

记者：能描述一下您都拼命到什么程度？
黄大年：每天晚上都是两三点睡，没有

周末，没有周日。一天休息五个小时，有时只
休息 3 个小时。中午打个盹儿，十几分钟不
到半小时，有时周末能补半天觉。这是国外养
成的习惯。国外周末睡半天觉，再运动一天。
但在国内周末都用来工作、开会。原来这种周
末补休、补锻炼的习惯就没了。不是我一个人
这样，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中很多人都是如
此，默默无闻就走了。昨天我也说了：“我说走
就走。”他们(指同事)都哭了。

记者：那您为什么要这样干啊？这样下去
很危险啊！

黄大年：这个道理我也知道，一有时间，
我也会抓紧休息、抓紧锻炼，到外面走走。在
中国做科学，像我这样的人挺多的，玩命去
干，好了接着干。为什么这么干？其实很简单。

国家的事都是大事啊！国家需要我们，重视海
外回来的科学家的意见。

“国家强大是我的梦想”

记者：您是两个国家大项目的首席科学
家，已经完成的这个项目叫什么名字？

黄大年：国家的大项目叫“深部探测技术
与实验研究”项目，我负责的是第九专项，主
要攻关探测装备。

记者：在深探装备这块，我国在世界上是
什么位次呢？

黄大年：我国的入地探测装备大部分靠
进口。如果说我们是“小米加步枪”的部队，人
家就是有导弹的部队，是这样一个差别。
2010 年我回来，这时国家意识到科技大国向
科技强国迈进中，需要一些领军科学家，我就
参与了组织过程，包括启动深地计划，我非常
幸运地赶上了这个时候。

记者：深探装备这个项目完成，对我国意
味着什么？

黄大年：5 年前我们是跟跑，经过我们的
努力，到了今年，进入并跑阶段，部分达到领
跑。这 5 年酸甜苦辣，故事就不展开了，展开
也是很精彩的。做完以后经过鉴定，评价是总
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记者：是对入地装备的全面提升，可以这
样理解吧？

黄大年：对，以装备技术为先导，推动我
国深地资源勘探开发，摆脱国外的技术封锁，
形成资源的自给自足，这就是国家战略。

记者：跟您接触，感觉您是个爱国心特别
强烈的科学家。

黄大年：还是那句话，国家在我心中是最
高的，我没有敌人、没有朋友，我只有国家利
益。国家的强大是我的梦想，回来能放弃那么
多，就是为了这个，干得那么累，为了啥？还是
为了这。

“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记者：在剑桥生活优裕，为什么要选择回
来呢？

黄大年：很简单，想回来，是我欠国家一
份情。

记者：一直想问您这个问题，您对国家的
热爱是怎么形成的？这种国家至上意识是怎
么来的？

黄大年：我人生中的几次关键选择，都出

于父母对我的影响。小时候，父母一直教育
我们向钱学森这些大科学家学习，向英雄学
习。大学期间，家里没掏一分钱，都是国家资
助，出国也是公派。报答国家是我的初衷，最
关键的还是，我知道国家需要我。

记者：回来的时候好像是有故事的。

黄大年：当英国公司的同事知道我走
时，很震惊。一起工作十多年了，大家都不愿
意我离开，尤其正是事业非常好的时候，出
成果的时候。大家都理解不了，搂着我哭。

这让我特别特别难受，我想我得赶快走，
要不走，说不定会改变主意，感情真的能留人
的。赶快收拾东西，很多东西丢三落四，不管
了，像逃跑似的，在平安夜乘飞机回来了。

记者：您对金钱的观念特别淡，听说您
卖了自己的房子买科研设备。

黄大年：你看我们家，没什么东西，空空
的。我生活很简单，衣服都是破的。我的钱都
用在什么地方？用在学生身上，资助他们出
国，干科研的事情。那么大一项目，吉大一分
钱也没有，我一分钱也没有，你见过吗？首席
科学家一分钱也没要，别看项目上亿元。

我就是喜欢这个事情，就是一种享受。
钱什么的没多想，国家给我的够用了。

记者：将来退休以后还会回剑桥吗？
黄大年：不会了，我就在这，哪天倒下，

就地掩埋。
记者：虽然上次跟您聊过，但这次听了

您的这些故事，仍然很震惊，我发现您真是
拼了命了，完全不在乎自己了。

黄大年：我愿意做这样一个人，我无所
顾忌。为了理想，我愿做先行者、牺牲者。我
已经 50 多岁了，生命也就这么几年了，能做
出点事情，让后来人有一条更好走的路。

记者：这不是“几年”的问题，还有几十年
哪，还是要保重自己，您才是我们的“国之利
器”啊。

黄大年：谢谢，反正我努力去做。能让中
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一帮人在拼命，不
是我一个人，一帮人全是这种心态，一帮疯
子，我们在一块儿可热闹了，这是一个群体。

“为什么这么干？国家的事都是大事”
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生前对话

22001100 年年 66 月月 11 日日，，
黄黄大大年年在在办办公公室室内内工工作作

（（资资料料照照片片））。。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时代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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