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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搭载探测仪器，并不是简单地把机器

放置在无人机上，要考虑载荷、连接、平衡、减震、
飞行距离、数据监控等一系列复杂因素。为了完善
技术参数，黄大年常常连夜查阅资料，然后实地对
测试工作提出指导建议。

一次在保定，黄大年带着资料满脸倦容赶到
测试现场，累得实在挺不住了，就躲到工作车里去
打盹。在中国地质大学工作的老同学张贵宾恰好
也来了，想拉着大年叙叙旧。找到他时，愣住了：在
无人机测试车的轰鸣声中，大年就裹着件夹克，蜷
着腿睡着了，像极了工地上席地而卧的农民
工……

就是这位“科研民工”，组织研发和集成智
能化无人机搭载平台和相关减震稳定平台，攻关
低磁低静电特殊材料组合、垂直安全起降、快速
稳定平移等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了吉林大学在无
人机领域高起点的新兴研究和交叉学科发展方
向。

就是这位“科研民工”，主动联系中国航空学
会组织部领导和吉林大学校领导，促成吉林大学
加入中国航空学会；当得知浙江余姚想要发展无
人机产业，主动带着团队到当地进行对接合作；他
在多个部门和机构间奔走，推动吉林省建成“无人
机产学研用基地”……

转眼到了无人机成果展示的关键时刻。“吉林
大学留学人员助推吉林省无人机产业发展行动计
划”的启动仪式要在珲春市举行，但黄大年因为连
续熬夜右眼角发了炎，他自己没在意，竟用一根牙
签挑破了眼角的肿块，结果引发严重感染，有人建
议活动推迟，可他却坚持按原计划进行。

还能更高、更远！在黄大年的心中，这个愿望
是如此强烈而又迫切。即使眼部的疼痛让他无法
入眠，只要看到那伸展的机翼、加速度地腾飞，他
就心满意足、乐而忘忧了。

无人机出彩了！珲春的活动成功了！黄大年精
神饱满、忙里忙外，主持论坛、发表演讲，到生产企
业进行指导，又组织近两个半小时的试飞演示。从
始至终，他眼角覆着厚厚的纱布，但嘴角却挂着欣
慰的微笑。

姚立华依稀记得，试飞成功后，黄老师和他的
爱人张艳一同出现在庆祝现场。大家请他讲话，他
突然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要给我的妻子
唱首歌。”事后才知道，那天正好是张艳的生日。

一首《爱在深秋》，让姚立华看到黄老师的另
外一面。她心里反复在想：黄老师看张老师的眼神
里什么都有，歉意、疼爱、无法分身的无奈……他
不爱家吗？他真什么都不顾了吗？他心里有家人、
有朋友，但他想用他的生命创造一个更大的价值！

这更大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姚立华始终在慢
慢品味：黄老师的爱很大，不是儿女情长，而是远
远超出常人的境界。他之所以这么拼命，就是希望
我们的国家强大，得到国际尊重，站在他的高度，
他心里担负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

瞿秋白在牺牲前曾说：“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
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
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

黄大年的无人机，就是涅槃重生的凤凰。
无人机的技术日臻成熟。2016 年 12 月 13

日，于显利带着三个学生，刚刚把无人机运到广
州，参加即将举行的“千人计划”专家科研成果展，
黄大年却被医生强制住院，无法参加。

于显利在微信上给黄老师汇报：“我们计划
18日出发，18日晚上到达，19日和 20日两天布
置会场，这样时间充裕些；刚才与您的学生唐水亮
联系上，他也是 18日到达，我们会齐心协力把展
会办好，彰显黄老师团队的科研成果，不辜负您对
我们的期望！”

“出息了，顶个了，真高兴！”看着于显利发来
的照片，黄大年微信里竖起大拇指。

收到这个回复，于显利心里暖暖的。他当时还
不知道，这是黄老师给他最后的留言。

2017 年 1月 4日傍晚，贾继伟和张代磊在医
院陪护，黄大年最后一次从 ICU被送进手术室。
张代磊扶着推车，心疼地望着黄老师：他的身体因
积水而严重浮肿，胳膊上、腹腔里，看得见、看不见
的地方全都插满管子。

落日余晖，此刻正撒在黄大年脸上。他突然眯
起眼，微微举起手臂，试图挡住那簇微弱的光。张
代磊见状，连忙用手给黄老师遮住。

黄大年的生命，就从此刻起，与天地间的万丈
阳光隔绝了……

得知黄老师去世的消息，姚立华懵了，她想了
很久，想不通，又想了很久，想通了。

她想起黄老师在无人机放飞仪式上唱起的那
首“情歌”，她想起有一次他说，他一定要学会《我
爱你，中国》……

可是，黄老师太忙了！为了他热爱的事业，他
几乎放弃了所有他喜爱的消遣，就连唱歌这样一
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奢侈。

2016 年 10月 2日深夜，黄大年曾把《我和我
的祖国》的歌词一字不落地发进深探项目微信群，
告诉大家“如果今夜难眠，戴上耳机听听小提琴曲

《我和我的祖国》，动听悠扬，遐想入睡”。
一个多月后，他又在“吉大海归群”里询问曾

在校庆晚会上合唱的《共和国之恋》。“一天一夜没
睡了，那么长时间刚吃完一顿饭，就想听她！”

偶尔在差旅间隙听听这些歌，黄大年浑身上
下的力气又回来了。他把生命之火烧得更旺，为了
“她”继续奔跑、攀登，直到最后一刻！

生命倒计时

2015 年 9月的一天，司机刘国秋给黄大年的
秘书王郁涵下了最后通牒：“小王，连着 3天半夜
拉活儿，这咋整？给多少钱我也不干了！”

电话里，王郁涵赶紧说好话，“坐车的老师很
辛苦，刘师傅您好心帮帮忙吧！”

刘国秋是王郁涵为黄大年找的网约车司机，
也是唯一一个能和黄老师“将就”的司机。

黄大年常年坐北京到长春的最后一班航班。
按正点是凌晨 1点 35分落地，可一遇上晚点，就
得后半夜了，谁都不愿接这种单。

这一次，电话里王郁涵好说歹说，刘国秋只得
勉强答应，“反正是最后一回了”。

到了这个钟点，零零星星的乘客中，黄大年背
着大书包的样子很显眼。刘国秋闷闷地下了车，帮
他打开车门，他依旧乐呵呵地喊了一声：“刘师傅，
辛苦了！”结果刘国秋却没抬头，只是勉强应了一

声。
上了车，黄大年察觉刘国秋情绪不高，似乎看

穿了他的心思，突然提高了声调，很认真地说：“刘
师傅，我做的事都是为国家，你拉我也是为国家作
贡献。”

他这么一说，刘国秋心里一震，不由回头看看
他。透着路边的灯光，他看出黄大年一脸疲惫，心
里一震：“一直感觉这小老头儿挺精神，应该是个
大人物，还真不知道他到底是干啥的。”

2015 年开始，黄大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出差。
他的日程表上，有些日程只标注一两个字，还有些
临时通知的根本来不及记录。

起初，刘国秋和同事们轮番接送黄大年，到了
后来，别人都不愿拉他，只剩还算热心的刘国秋
“一个人遭罪”。

黄大年出差，永远订最晚一班。晚上 10时的
飞机，计划晚上 8时走，他在办公室的事情还没弄
完，每次都要晚个十几、二十分钟才能出发，最后
一刻登机的情况也不鲜见。

好几次走到车门边上，黄大年还在和学生讲
问题，刘国秋在一旁急得直跺脚，只能拽着他就往
车里塞，“再不走就真要误飞机了！”

黄大年坐定了，总会笑呵呵地说一句“刘师
傅，抱歉啊，让你久等了”，然后从双肩包里掏出三
个用塑料袋套着的烤苞米，往刘师傅手里递一个，
“我吃两个，这是你的，我先吃，馋你哈。”

拉上黄大年，这辆车牌为“吉 AAG629”的速
腾车就会上演“速度与激情”。刘国秋总是想尽办
法，赶抄近道，黄大年则边啃苞米边打电话，说的
都是中文，可刘师傅几乎完全听不懂。偶尔，有个
十分八分钟的空闲，他就和刘师傅拉拉家常，有几
次还聊起他家乡广西的特产。

10月的一天，刘师傅又在黄大年家居住的小
区门口干等，他正要给王郁涵拨电话，让她催催黄
老师，一抬眼，看见黄老师拎着小皮箱，急匆匆走
过来。刘师傅正要准备接过皮箱，帮他放到车后厢
里，黄大年突然身子一倒，扑到他身上，刘师傅赶
忙扔下皮箱，用手扶住了他。

几秒钟工夫，黄大年缓过劲儿来，说了句：“没
事了，咱们走吧。”

刘师傅一听愣了，问道：“你还走啊？！”
“一定得去。我就是太疲劳了，没睡好觉，没休

息好。”黄大年摸了摸额头。
“你真该休息一下，要不别去了。”刘师傅还想

劝他，又怕自己多嘴。
“刘师傅，这个会特别重要，你必须拉我去机

场。”
没过几天，“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要赴京申

报，刘国秋把黄大年、于平送往机场和团队师生会
合，瞧着他脸色非常不好。于平一查，北京雾霾，飞
机飞不了，就和刘国秋两个人一路轮番劝他别去
了，好好回家休息。

走到半路，两人终于把他说通了。黄大年说让
于平自己去，先送于平去火车站，没想到抵达火车
站，他又说啥也不干了，绝不能扔下师生们自己回
去。

相处久了，刘国秋能感到，黄老师虽然脸上笑
呵呵的，其实“犟得很”，谁都拗不过他。

出差回来，经常还是最晚一班。见面第一句总
说：“刘师傅辛苦了，实在不好意思，又这么晚回
来。”然后就坐到后排，车子刚开动，就打起鼾来
了。

黄大年常常倚着车门、睡得很沉，不招呼根本
醒不了。刘国秋担心他碰开车门掉出去，只好把左
后门的门锁改装了。后来，还是瞅着不落忍，就从
家里拾掇出一套毯子和枕头，黄大年上车了，好歹
睡着舒服些。等待晚点飞机的时候，刘国秋自己也
会用着眯一会儿。

偶尔，赶上黄大年没睡着，刘国秋好心劝他：
“你是不是得休息休息，你总这样身体不行。”看他
整天捧着苞米啃，他也说他：“你也不能整天吃那
玩意儿。”可黄大年总是说：“没事儿，我身体啥事
儿没有，需要我工作的地方太多了。”

是啊！需要黄老师的地方太多了！
作为他的助手，于平根本无法准确说出黄老

师同时在参与多少个项目的科研工作。
师生们开玩笑，除了长春机场的夜班地勤，见

他次数最多的成了地质宫打更的大爷。地质宫晚
上 10时要清楼锁门，不出差的时候，黄大年常常
凌晨二三时离开。赶上飞机晚点，第二天又要开
会，他就直接赶回办公室，拽出书柜里的棉被凑合
一宿。

起初，打更的大爷很不情愿，找到院领导那里
去抱怨。黄老师知道了，赔着笑脸，还时不常给大
爷的小孙子捎点儿零食。

有一次，他深夜下楼梯，迷迷糊糊想着问题，
一脚踏空，从楼梯上跌了下来崴了脚。大爷心想，
这几天肯定见不着黄老师了。可没想到，第二天他
又一瘸一拐乐呵呵地来敲门。大爷也被他的精神
打动了，说“以后无论多晚，喊一声就行”。

连打更大爷也被折服了，这就是“拼命黄郎”
的生物钟———

清晨，长春的太阳起得迟，畏寒的鸟儿还瑟缩
在窝里。黄大年在办公室睡上两三个钟头，就爬起
来工作了。他从沙发上坐起来，伸伸胳膊抻抻腿，
到外间拎个水壶，倒些隔夜的温吞水在白瓷脸盆
里，刷个牙，擦把脸，就快步下楼来到不远处的校
园面包店。

不带馅儿的菠萝包，他总要捎上一袋，没有菠
萝包，就要白切片，回去灌上一大杯黑咖啡，就埋
首在成堆的资料里。有一次，有人好奇他为什么不
买带馅儿的面包，他回答说“老看资料，弄脏了麻
烦”。

中午，大家叫他去食堂，他盯着电脑，目不转
睛，常常是吃“两个烤苞米就行。”苞米带回来早就
凉了、硬了，他依然吃得津津有味。赶上烤苞米的
路边摊没出摊，他就从书包里再掏个菠萝包，继续
奋战，直到深夜。

2016 年 1月，深探项目课题答辩，黄大年带
着大家熬了半宿，几十份材料总算准备差不多了。
突然，他发现一张配图不合适，就要求马上改正，
全文重新校对、打印。大家劝他先回去，可他还是
坚持等着审看，一直到了凌晨 3时。睡了两三个小
时，就起来准备当天上午的答辩。

同一个团队的“千人专家”王献昌就没看见他
正经吃过饭，不禁担忧地劝道：“大年，你这是拿命
在做科研啊。你这样下去，就是铁打的身体也会扛
不住啊！”

可他却走到办公室窗边，举了举放在那里的

哑铃，笑着说：“献昌同志啊，我们虽然努力了，但
还很不够。我是活一天赚一天。”

2016 年 6月 27日，黄大年晕倒了。
临近正午，507 办公室内突然传出“嘭”的一

声，惊动了坐在外屋的王郁涵。她推开门，看到黄
老师躺在地上，赶紧拽过他的书包，找出他叮嘱她
准备的速效救心丸，给他塞到嘴里。

过了一会儿，黄大年醒来，对王郁涵说的第一
句话是：“不许跟别人说。”王郁涵顶着黑眼圈，飞
快地看一眼黄大年办公桌上小山一样高的一摞材
料，默默地应了。

深探专项答辩进入最后倒计时，他们已经熬
了将近 3 个通宵。黄大年更是逐页检查、反复推
敲。“这个项目，可是凝结了我们团队 6 年的心血，
一点儿不许松懈。”黄大年像是在跟王郁涵说，又
像是在喃喃自语。他走到办公室门口，关上门，在
沙发上躺了 20分钟，就赶往北京参加答辩。到了
宾馆，已是晚上 11时，他把师生们汇总的全部答
辩材料拷贝出来，就一个人回了房间。

那又将是怎样的一个不眠之夜啊！
第二天下午 2时 30分，黄大年揉了揉布满血

丝的双眼，又含了几粒速效救心丸，以惯有的自信
完成了历时两个半小时的答辩发言。

专家组验收结束后给出结论：项目成果整体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这是国内同类项目评审中的最高评价。
由此，中国重型探测装备技术研发实现了弯

道超车，完成了跨代飞跃！
那一天，很少沾酒的黄大年一口气喝掉半瓶，

他在微信朋友圈写下这样的感言：
我和我的团队成员 5 年多来没轻松过，最近

一段时间没睡好过，有累倒的，有因委屈而忧郁
的，有半道放弃的，还有失去家庭生活的……我在
最后一刻也终于没撑住，终于倒下，是吃着救心丸
上验收场的，别人替代不了。但是，正是这些项目
能为吉大培养出一帮“疯子”和“狂人”，一批能打
硬仗的精兵。

身体已经发出强烈预警，可黄大年却依然像
一台永动机，一刻不停。

他的内心时常涌出巨大的不安全感。他担心
在科学的竞跑中，取得的任何成绩都将马上成为
过去，他生怕稍微慢一步就被落下了。

这种“不安全感”、这种“本领恐慌”，让这个
“拼命黄郎”更加疯狂，像只陀螺转到了极限！

看着他加班加点却眉头紧锁的模样，杨长春
知道，大年需要不断地去破除、否定、推倒自己已
有的东西，去实现一点一点地提高、赶超。他已经
找到了追求事业和梦想的巅峰状态，胜利的时刻
应该不远了！

正是这个“拼命黄郎”，每年几十次往返于 10
多个科研机构，协同几百位科学家并肩奋战，用 5
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 20 年走过的艰难路
程。

在他牵头项目下设的尖端装备重力梯度仪的
研制上，我国数据获取的能力和精度，与国际的研
发速度相比至少缩短了十年，在算法上则达到了
与国际持平的水平。

也正是这个“拼命黄郎”，又从战略高度提出
研发我国大深度、大面积、高效率的快速移动探测
系统和综合地球物理资料处理解释系统。在他一
次次不辞辛苦地向有关部门讲解后，国家批复了
3亿多元的科研经费，比预期申报的增加了 1亿
多元。

“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热情，谁能这样坚持下
来？”看着黄大年因为科研进度欣喜若狂的样子，
董树文也时常想起他刚刚回国时的情形：这个从
一开始很不习惯、不习惯我们开会、不习惯我们讨
论的人，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和改变，才能引领协调
这么多科学家完成这么多、这么大的项目？

黄大年的生命，在向科学事业的巅峰进军中，
迸发出耀眼夺目的火光。可支撑这火光燃烧的身
体，却加速着迎向死亡。

2016 年 11月 29日，日程表上龙飞凤舞地标
记着“第七届教育部科技委地学与资源学部年度
工作会”。这天凌晨，在北京前往成都的飞机上，黄
大年又晕倒了。

“病人什么情况？”凌晨 2点，急救车一路开进
成都第七人民医院急诊大楼，医生一边推着担架
床，一边看着这个面色青黄、脸冒虚汗的中年男
子。

“在飞机上，他说胃很疼，就昏过去了。”同行
的一位同志焦急地回答。

“他吃什么了？”
“他今天没顾上吃饭，登机前就喝了一瓶冰可

乐。”
“可乐？”医生带着怀疑，想为他做初步检查，

却怎么都拿不开他抱在怀里的电脑。过了一会儿，
他终于醒来，睁眼看到医生微微一愣，又赶紧摸了
摸怀中的电脑，喘了一口气，又对旁边的同志说：
“我可能不行了……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
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这台电脑，在黄大年眼中，比命还重要。他从
国外两手空空地回到国内，这台电脑里装的，都是
他呕心沥血的精华。

这一晚，黄大年都抱着那台电脑，睡得很不安
稳。早晨一睁开眼，他就撑着爬起来。护士赶过来
劝他做进一步检查，他却塞了一把速效救心丸，背
着书包奔出病房，“还有个会，挺重要的，我得去。”

当他匆匆跨入成都市翔宇宾馆的会议室时，
有人下意识地了看表，黄大年怎么会迟到？也有人
注意到，这个总是一丝不苟的人今天有点儿不一
样———

他的那件黄色呢子西装皱得厉害，背也挺得
不直，脸色泛着青黄，下巴上还有没刮干净的胡
茬。直到登台演讲，他才恢复了往日的神采，一边
熟练地演示着他无懈可击的 PPT，一边滔滔不绝
地导出他最新思考的问题。

回到长春，黄大年被强制做了体检。他叮嘱于
平不要告诉其他人，以免影响工作。还没出结果，
他又跑去北京出差。

检查结果：疑似胆管肿瘤。
于平一下子懵了：这种病怎么会落到了黄老

师身上？！
那天晚上，于平在家附近的一间咖啡馆坐了

很久，直到止住哭泣，才敢接起黄老师不断打来的
电话。

已近午夜，黄大年刚刚兴高采烈地和一些专
家探讨了一些问题，又来询问一些工作的落实情
况。于平强打精神回答着，却一遍遍在心底问着自

己：“黄老师身体这么好，却出了这样的问题，这
是为什么？为什么……”

她想到他没白没黑的作息，想到他草草了
事的饭食，想到他一杯接着一杯的黑咖啡，想到
他敞开窗吹着冷风提神，想到他有几次腹部痉
挛的奇怪发作，想到他越来越不爱下楼、越来越
疯狂地工作……

她怨黄老师啊，每次劝他要注意身体，他总
是走到窗边，炫耀式地举举杠铃说：“我们地质
人，翻山越岭，走南闯北，身体好啊！”

她恨她自己，每次黄老师错过了体检，她都
没有坚持己见，硬拉着他去医院……
她还想到了黄老师这两年时常挂在嘴边的

话：“我是活一天，就赚一天。”
为什么，黄老师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一种可能的答案，后来是在他家中发现

的———
黄大年离开后，王郁涵陪着黄大年的妹妹

黄玲去家中整理遗物。房子空空荡荡，从门厅到
卧室，好像很久没有人住过。走进卧室，打开衣
柜，有很多没拆包装的羊毛衫和衬衫。

“原来，黄老师不是没买，而是没时间打
开。”王郁涵的眼泪刷地下来了。

她想起黄老师身上的衬衫都洗得软塌塌
的，每次问他怎么不换几件新的，他总说“洗旧
了的贴身，舒服”。

有一次，她发现黄老师常穿的一件羊毛衫
的胳膊肘破了，她用手指了指，提醒黄老师。黄
老师一看，圆圆的脸上咧出一个憨厚的笑：“没
事儿，不耽误穿。”

正在她出神的时候，黄玲走了过来，眼圈红
红的：“给你看一样东西。”

黄玲拉着王郁涵走到床边，打开床头柜上
的三个抽屉。打开的瞬间，王郁涵下意识地用手
捂住了嘴———

三个抽屉里，满满地堆着药：胆舒胶囊、六
味五灵片……

眼前突然浮现出一幅画面：凌晨二三时，也
许更晚，张艳等得太久，已经睡下。黄大年到厨
房倒了一杯热水，然后悄悄地走进卧室，从床头
柜里拿出一板药，坐在饭桌前默默吞下……

永远的“班主任”

“黄老师太累了，他只是睡着了。”每天，离
开地质宫五楼，当电梯门关上的一刹那，乔中坤
仍会下意识地回望一眼，507 办公室的灯是不
是亮着，那个头戴鸭舌帽的胖老头会不会从里
面走出来……

这个高高个子、斯斯文文的男生，开始慢慢
去接受一个残忍的现实：黄老师是真的永远离
开了。

4 年前的 9月，乔中坤揣着专业第二名的
保研成绩单，忐忑地敲开了黄大年办公室的门。
终于要面见心中的偶像了。早在读本科时，

黄老师给新生上的第一堂专业公开课就让乔中
坤折服了。

“你好，中坤，请坐。”没想到，黄老师直接从
办公桌边起身走过来，招呼他坐在沙发上，还为
他倒了一杯水。

面试的机会实在宝贵，这个从农村考出来
的孩子攥着成绩单，不知说什么好。瞧出他的紧
张，黄大年主动给他讲起了自己的求学史和在
国外工作的经历。然后，等到气氛轻松了，他才
问起他的家庭情况、学习兴趣、业余爱好、理想
规划，等等。

整整一下午，乔中坤感觉黄老师就像家中
长辈，已经非常细致周到地为他把未来的发展
都考虑到了。最后，黄大年握了握他的手，微笑
着说：“中坤，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你要做好心
理准备，跟我做科研的日子会很苦很累，但一定
很值得。”

很快，乔中坤就理解了什么是“很苦很累”。
也理解了师哥师姐为什么打趣地说黄老师是典
型的“一丝不苟的处女座”。

黄老师的笔记本电脑上，给每个学生都建
了学习笔记和读书报告文件夹。不出差的时候，
他会到实验室，挨个询问每个人近期学了什么、
想了什么、遇到什么困难。出差了，他就在机场、
车站和开会间隙通过邮件查改作业，或者开视
频会议在线答疑。

写一份研究报告，每个文字、每个标点，黄
老师都要反复琢磨、逐个推敲；做一个 PPT，从
配图到解说，他也要精心指点，出差途中想到什
么也会立刻发来。

有一次，有学生把一个科学术语的大小写
弄错了，黄老师提出要修改，那个学生嘟囔了句
“其实业内人士都能明白”，结果黄大年严厉地
批评道：“大小写区别很大，会导致多重理解，科
学容不得半点儿马虎，更不能有丝毫懒惰。”
对团队师生的论文，黄大年也非常上心。他

亲自指导、逐字修改，但拒绝署名，“要记住，做
科研绝不是写写文章。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
板凳。”

有老师劝他，带学生差不多就行了，用不着
管那么细。可他却认真地说：“我们的国家，太需
要人才。现在多用点儿心，他们中就有可能出大
师。”

在很多人看来，做科研可以出成果，带学生
那是捎带手，可是黄大年心中，教师是他最看重
的身份，因为他始终忘不了，在人生的不同阶
段，那一段段胜似亲人的师恩。

初中时，由于父母被下放，黄大年被送到一
所乡村“五七”中学寄读，半年才能见一次父母。
学校里有很多优秀教师，多数是身体情况不佳
的知识分子，他们清瘦、认真，尽心尽力地传授
知识，温和儒雅地对待学生，像极了他的父母。

黄大年曾回忆说：“在这段经历中，我无意
中接触到了中国式教父的形象。他们在求索知
识的道路上坚毅、刻苦、顽强和清贫的品格深深
地影响着我们。”

1978 年 2月下旬，经过 4天 3夜的长途跋
涉，黄大年抵达长春火车站后，大老远就看见了
举牌接站的老师。一位个头不高的老师一边关
切地问他脚有没有因长途坐车而浮肿，一边帮
他扛起行李一路送到学生宿舍。

这个从炎热的南方来到东北的青年，被老
师们的热情包裹着。看到他没有棉裤，老师就连
夜缝制；看到他基础薄弱，老师又帮他补课。在

师生情谊的温暖中，他作为一个下放知识分子
的后代感受着被尊重的快乐，也向往着“为人师
者”的崇高。

后来，人在异乡，他的英国导师也曾专程开
车来实验室接他，邀请他一起回家过圣诞节。那
些暖融融的点滴经历，不仅让黄大年感念了大
半生，也让他深深意识到，一个优秀的科学家，
应该是专业领域的领跑者，更要做学生成才的
陪伴者。

2010 年 8月的一天，黄忠民来找他，语气
有些迟疑，试探着问道：“大年，咱们学院想设置
‘李四光’本科实验班，想邀请一些大专家担任班
主任……”

“没问题，我愿意。”黄忠民心头一热，他没
想到“已经把一分钟掰成几瓣用”的黄老师没有
丝毫推诿，立马就应了下来。

新学期开学，“李四光班”的教室里先后爆
出两次欢呼声。第一次，是黄大年神采奕奕、满
面笑容地走上讲台，同学们被他“不凡的气度”
彻底征服。第二次，是黄大年宣布为全班二十四
名同学每人发放一台笔记本电脑。黄大年说：
“要想探索前沿的科学，首先要掌握先进的手
段。”

为了让学生们开阔眼界，他帮助他们订阅
期刊，送他们出国参加一些国际会议，回来后有
一些支出不可以报销，他当场就把票据撕掉了，
然后自己掏钱补给学生。

黄大年的办公桌旁有两张椅子，两台电脑。
倒不是因为“阔绰”，而是专门为学生准备的。学
生来了，就坐在黄大年身旁，一人一台电脑，讨
论清晰高效。有时，他碰见学生们有公式和计算
方面的难题，就随手拉张椅子，手把手教起来。

每次，当他为学生讲完一道题、推导完一条
公式，他常会对他们说：“你们的竞争对手在外
面，要以国外一流高校的学生为榜样，追赶强者
并超越他们。”

学生们常常觉得，黄老师是天底下最忙的
老师。可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觉得黄老师好像
就在身边。

傍晚时分，如果走廊里传来又急又重的脚
步声，学生们就知道，黄老师来了。他会一间一
间屋子走过去，挨个询问大家吃没吃晚饭、有没
有问题。

“绝不能亏待了这帮孩子，绝不能耽误了这
拨人才。”这句话，黄大年常挂在嘴边。

地质宫顶楼冬冷夏热，黄大年给每个实验
室配备了电暖气、电风扇，到了暑期就让妻子张
艳给学生们煮绿豆汤，用大锅盛着送过来，入了
冬又让张艳包饺子给孩子们吃；雾霾天，他给学
生们买口罩，还教给大家正确的佩戴方法；怕孩
子们想家，他几乎每个节日都让学生去家里吃
饭，油烟过敏的他还亲自下厨做油焖大虾；出国
时，他会带着两个空箱子专门给学生买礼物；接
学术电话时会开着免提让学生们一起听；学生
毕业回来看他，他也要请吃饭，问学业长进；谁
没有对象，他也要操心，恨不得帮别人规划一辈
子……

2014 年的国庆节，黄大年又带同学们去净
月潭徒步。风拂杨柳，碧波云影，醉人心神。黄大
年背着相机，健步走在前面，一会儿给大家照
相，一会儿又和男生赛跑。

他发现张代磊、张冲和周帅三个人默不作
声地跟在大家后面，就悄悄来到他们身边，轻声
对他们说：“是在为读博士的学费发愁吗？如果
手头不够，先别向父母开口，我这边给你们垫
上。”

第二天，王郁涵单独交给三个学生每人 1
万块钱，说是从学科经费里节省出来的。第二年
的学费也是这么解决的。后来，同学们申请了国
家助学金，补齐了这些费用。直到黄大年去世，
他们才知道，当年学费都是黄老师用自己的工
资给他们垫付的。

黄大年发自内心地爱学生，一有时间就想
和他们在一起。

2016 年 4月，为了给学生做报告，他从长
春辗转北京、南宁出差，插空赶回长春做了报
告，当天又赶回京。回长春待了几天，复去天津，
第二天又回来给学生做报告，马上又赶赴河
南……黄老师就像一部永不停歇的马达。

学生们也爱他。可是黄老师越来越忙，大家
多想和他多待一会儿，一起吃吃饭说说话啊！

2016 年 9月 8日，学生们买了蛋糕、水果，
跑到黄老师家，同老师和师母一起庆祝教师节。

学生们联名写了一张贺卡，被黄老师摆放
在书柜中最显眼的地方。大家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黄老师，在别人眼中，您是位儒雅而
又有风度的大学教授、健谈而不失风趣的闻名
学者、博学多识精益求精的科学大家。而在我们
眼中，您更是传道授业、解疑释惑的严师慈父，
幽默风趣、推心置腹的忘年之交，多才多艺、帅
气爽朗的吉大“欧巴”。老师您辛苦了！

谁也没想到，那是黄老师度过的最后一个
教师节。

12月 5日，黄大年住院前最后一次出差回
来，照旧先回了办公室。

和往常一样，同学们都到他办公室门前排
队问问题。排到王泰涵时，已是晚上 9时多了，
他探头一看，黄老师靠在椅子上，神态疲惫，就
说：“老师您回家休息吧，我明天再问。”可黄大
年拍了拍旁边的椅子：“没事，来吧。”

一个多小时后，4个问题解答了两个，黄大
年说：“剩下那两个我再思考一下。你吃饭了吗？
我请你吃饭吧。”王泰涵才意识到，从机场赶回
来的黄老师还没有吃晚饭。

黄老师入院的第二天，点名让王泰涵过去。
一进病房，打了一天点滴的他就从床上坐起来，
招呼王泰涵挨着床边坐下。

“我这两天一直思考你提出的后两个问题，
现在就在这儿给你讲讲。”边写边讲的黄老师手
腕里还埋着针管，胳膊也有些颤抖，不停地喘着
粗气。

王泰涵眼眶发热，赶紧低下头做笔记。黄老
师陆陆续续讲了 40分钟，他一字不落地都记在
了本上。过了一会儿，黄老师不说话了，王泰涵
再抬头，才发现老师睡着了。

泪水再也无法抑制地夺眶而出，“敬爱的黄
老师啊，您已经累成这样了，惦记的还是我们的
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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