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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黄大年

承 担 了 很 多 项 目

设计 、协调和进展

督促工作，就像一

棵 大 树 ，“如 今 ，

大树倒下了，我们

这 些 枝 丫 就 要 加

快长成大树，把黄

老 师 过 去 的 工 作

承担起来”

新华社记者白玛央措

“你怎么只穿了作战服，快回去穿件大
衣。”零下 15 摄氏度的高原寒天里，葛军朝山
上的年轻士兵喊道。眼前的“天梯”栈道蜿蜒陡
峭，他一鼓作气扛起一麻袋包裹往上爬，“天
梯”的终点便是青藏铁路第一桥——— 三岔口大
桥。驻守在这里的武警某部是邮件交接点之
一，而士兵们每周都会期待葛军和他的绿色邮
政车。

“第一次爬这条栈道还是 7 年前，当时爬到
一半就觉得头晕眼花，走一步歇一步才能到。”
今年 42 岁的葛军是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青海省
格尔木分公司的一名投递员，他所负责的格尔
木至唐古拉山镇邮路地处地球“第三极”，平均
海拔 4500 米以上。

2009 年格唐邮路开通，开始为沿线的保护
站、泵站、兵站、机务站、养路段和居民等服务，
被当地军民亲切地称为“鸿雁天路”。

1 月的格尔木天寒地冻，冷风呼啸。清晨 6
时 30 分，身着绿色工装、脚穿迷彩胶鞋的葛军
开始装车，满满一车包裹将在这一天穿越可可
西里地区，翻越海拔 4767 米的昆仑山口和海拔
5010 米的风火山，最后到达海拔约 4530 米的沱
沱河兵站，约 500 公里的路程共有 23 个邮件交
接点。

由于长年累月的高原作业，葛军的嘴唇看
上去有点发紫。他告诉记者，因为经常性的高原

反应，身体抵抗力差了许多，经常感冒发炎，这
些年已经掉了三颗牙齿。“别人都管我叫葛大
爷，就是因为我看着太显老了吧。”葛军咧嘴大
笑，露出的一排牙齿里确有几颗不见踪影。

“这条路葛大爷跑了 7 年，最开始的一年

也有人跑过这段路，但后来都因为恶劣的自然
条件放弃了，只有他坚持到现在。”格尔木邮政
包裹快递部副经理鲍钧峰说，“葛大爷”其实是
多年来沿路军民对葛军的亲切称呼，“葛大爷
来了，他们期盼已久的包裹也就到了。”

昆仑山上白雪皑皑，寒风肆意卷起的雪花
如云似雾，葛军的绿色邮政车宛如行驶在一片
仙境中。“我现在还在昆仑山口呢，晚上 8点多
应该能到兵站。”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打破了荒
原路上的寂静，沿路的军民不时来电询问葛军
何时到达。“部队食堂总惦记着给我留饭，路过
的牧民家刚煮了奶茶也一定让我喝一碗再走。”
葛军说。

“这条路来回约 900 公里，一年下来能跑 5
万公里，到现在已经跑了 35 万公里。”葛军笑着
说，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大概是 38 万公里，“还差
几万公里我就到月球了。”

从一开始送报纸到现在每周 100 多个包
裹，葛军说，这么多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沿路军
民的信任与认可，“这种认可不是我一个人的，
更多是人们对中国邮政的信任。”在偏远地区往
往只有中国邮政在服务，直抵祖国的每一个角
落。葛军认为，这体现了中国邮政服务人民的
宗旨。

葛军出生于“邮政世家”，爷爷当年支援大
西北成为青海邮政的投递员，1972 年爷爷过世
后父亲顶班成为一家人的支柱。”1998 年部队
复员以后，葛军也正式成为一名邮政投递员。

“我时常会想起过去一封信能带给人们的
那种温暖，每当看到那些盼信心切的小战士，听
到一声‘葛大爷辛苦了’，恶劣的环境和孤独的路
程都不算什么。”葛军说。

新华社西宁 1 月 7 日电

35 万公里！42 岁的“葛大爷”高原天路当“鸿雁”

新华社记者李国利

“伟大的时代为航天事业架起了天梯，给航
天员提供了平台舞台。”我国首位“太空教师”、
女航天员王亚平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新时代新征程，作为一名正在积极备战空间
站任务的航天员，她一定勇于担当、不负使命，
努力为实现我国由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的转变
贡献力量。

1980 年出生的王亚平，是我国第二批航天
员，2013 年 4 月入选天宫一号与神舟十号载人
飞行任务飞行乘组。

“天宫等重大科技成果出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我感到非常振奋。”曾在天宫一号生活
过的王亚平说。

从天宫一号、二号到神舟九号、十号、十一
号，从首次交会对接到首次太空授课……“过
去的 5 年，我国载人航天事业随着祖国的发展
而发展，伴随祖国的强大而强大。”王亚平说，
未来空间站任务已经全面投入准备，中国航天
人一定会继续担当起实现航天强国的使命责
任，不断刷新“中国高度”，创造更多“中国奇
迹”。

来自教育家孔子家乡的王亚平说，作为一
名与青少年交流较多的航天员，她深深感受到
当代青少年的前途无限，中国的未来充满希
望。

2013 年 6 月 20 日，王亚平在 300 多公里

高度飞行的天宫一号里，为全国 6000 余万名
师生成功进行了一堂长达 40 分钟的太空授
课，反响热烈，激发了很多青少年探索太空的

好奇心。
“作为青联的一员，在传递正能量、引导价

值观方面我们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担

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的王亚平表示，
她一定要继续坚持在青少年中间推进科普宣
传教育，让红色基因通过航天的纽带得到接
续、发扬。

2017 年 8 月，包括王亚平在内的 18 名中
外航天员，在山东烟台海域参加了首次在真实
海域开展的救生训练。训练的地方，离家乡咫
尺之遥，可她没有回去过一次。

“我把每次任务都当成是一次战斗，从不懈
怠。”王亚平坦言。

2017 年 10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
址、赴浙江嘉兴瞻仰南湖红船。

王亚平认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
神”，正是“红船精神”在载人航天事业的生动
体现。她说，一代代航天人正是在这种精神的
激励下，不畏困难、身体力行，造出“争气星”
“争气弹”，实现了我国航天史上一个又一个
奇迹。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情怀，伟大的成
就需要务实的担当，需要我们在各行各业立足
本职岗位作贡献。”王亚平说，航天强国的蓝图
已经绘就，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
史起点上，她和战友们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不忘初心、扎实工作，为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航天梦贡献力量。

新华社北京 1 月 7 日电

“太空教师”王亚平：牢记使命，不断刷新“中国高度”

▲葛军在青藏公路三叉河大桥投递信件包裹，海拔 4000 米左右，脚下的台阶近
150 多级。 新华社记者韩方方摄

字库行业借互联网东风“复活”，近年来迎来爆发期，普通人也能做字库

刷屏时代，有人“幕后”为我们造字体
本报记者陈琰泽

不知不觉中，字体正在更广泛地与我们
的生活产生交集：在广告中，字体越来越多
样化，越来越炫酷；在电子设备上，现在不仅
能打出彩色动画字体，用户还能通过手机应
用自创字库；在企业市场上，越来越多的企
业选择定制企业字体，并联合字库出品明星
手写字体、IP 定制字体……

我国字库行业伴着互联网的东风，正在
进入创新涌现、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字库行业虽是不易被人关注的‘幕后行
业’，却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在街
上看到的招牌，我们在手机里阅读的文本，每
一个字都是字体设计师一笔一画制作的。”汉
仪字库市场部部长杜立平介绍说。

“我经历过字体设计的铅与火时代，光与
电时代，现在又来到了互联网时代。”著名字
体设计师朱志伟见证了中文字库从弱到强再
到繁荣的历程，入行近 50 年的他如今还坚持
在字体设计的第一线，“这是中国字体设计最
好的时代。”

字体创新：新时代催生新字体

为满足市场越来越强烈的个
性化需求，引入新技术，创新字体
表现显得很紧迫

乐喵体是近年来面向互联网市场的字
体代表。

“这款字体灵感来自于猫的姿态，给人活
泼个性的感觉。”乐喵体设计者、汉仪字库高
级字体设计师刘宇介绍，这款字体主要面向
手机平台制作，因此充分考虑了互联网用户
喜好。乐喵体推出后立刻引发了下载风潮，当
年便荣获小米年度最受欢迎字体奖。

为满足市场越来越强烈的个性化需求，
引入新技术，创新字体表现显得很紧迫。

敲出的字体和动画一样，不仅流光溢彩，
还有花开蝶舞的动态效果，这是汉仪字库凭
借专利动态字库技术，打造的三生三世动画
字体。汉仪字库总经理谢立群介绍，“近年来
公司围绕热门影视 IP，推出三生三世动画字
体、爵迹彩色字体等创新字体（《三生三世十
里桃花》《爵迹》均为热门影视剧），用‘大 IP+
新技术+个性化’，成功吸引了互联网年轻用
户的注意。”

在针对互联网的个性化字体涌现时，以
黑体、宋体为代表的传统正文字体也在酝酿
着变革，悠黑体和悠宋体就是其中代表。

“过去由于屏幕分辨率低，显示效果差，而
汉字结构复杂，为了让字的可读性更强，字体
设计上不得不作出妥协。”悠黑体和悠宋体的
设计者，方正字库设计总监仇寅介绍说，上一
代字体微软雅黑为了增强可读性，牺牲了字的
美感，留下很多遗憾。“屏幕的显示越来越细
腻，我们因此推出了新一代屏幕字体，新字体
强调回归汉字本身，不再受到载体的限制。”

“面向互联网，面向新载体，面向新技术
是近年来字库行业的最大转变。事实证明，我
们的路径是正确的。”谢立群介绍，自 2013
年起，汉仪共在手机 QQ 等移动平台上推出
个性字体超过 200 款，总下载量突破百万
次。“这种规模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这就是
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变化。”

技术创新：用户也能做字库

用户可通过造字应用，创造出
独家手写字体，并在手机界面和
打字聊天等场景中使用

“你看，这是我自己的字库。”书法爱好者

张力峰兴奋地向记者亮出手机，展示自己的
字库界面。记者观察到，张力峰通过一款叫
“手迹造字”的应用，创造出独家手写字体，并
应用在手机界面和打字聊天等场景中。

手迹造字是方正手迹公司自主研发的一
款造字应用，用户只需利用手机，在屏幕或
纸上手写输入最少 100 字，通过北京大学计
算机所肖建国教授团队的专利技术，智能分
析其书写特征，就能自动生成一套 6000 多
字的手写字体库。

“手迹造字是互联网时代，我们对用户生
产内容应用在字体设计领域的一种探索。以
往造字的门槛很高，但是我们通过新技术大
大降低了造字的难度。”手迹造字产品总监刘
金妮介绍，目前这款应用已有几十万用户，创
造了两万多个完整字库。企业选取了其中两
百余款精品字库进行商业化，其中一款“告白
情书”字体在登陆手机 QQ 平台后，成为了当
年“5·20”期间的爆款字体。

刘金妮还介绍道，未来手迹造字将依托
北大技术资源，更新更先进的算法，希望能生
成更加美观实用的个人字库。“互联网和智能
算法的发展，让越来越多普通人认识字体设
计，参与字体设计，未来也可能会彻底改变字
库行业的格局。”

行业创新：转变思维拥抱网络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年轻
一代用户对字体的审美能力强，
需求量大，且付费意识高

“今天的字库行业正处于最好的时代。”
方正字库总经理张建国解释说，更多的青年
设计师加入到行业中，更多的字体被推向市
场，更多的新技术被应用到字体开发中，更多
的年轻用户开始欣赏字体，养成字体付费习

惯，“路越走越宽了。”
据估算，2016 年内，中文字库行业推出新

字体约 300 多款，总体营收约 2 亿元；而在 10
年前的 2006 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 30 多款和
1000 多万元。而在 2017 年，汉仪的字体销量
更是较 2016 年同期增长了 60% 以上。

“虽然进步巨大，但本土字库行业还是与
欧美有很大差距。”方正字库副总经理黄学钧
补充说，2016 年美国蒙纳字库一家的收入就
超过 2 亿美元。

难以想象的是，与当下的繁荣相比，在
2000 年到 2010 年间，字库行业经历了一个
漫长的寒冬。

“当时艰难到，方正一度打算砍掉字库
业务，单纯做字体代理商。”张建国介绍，
2000 年到 2010 年正是个人电脑飞速发展
的 10 年，却也是盗版横行的 10 年。字库盗
版，事前难以监控，事后难以维权。“当时基
本上没人有字体正版意识，做字就是亏本
买卖。”

改革路径有两个：一是开拓市场，当时的
字库用户主要是广告公司，而盗版也主要发
生在这个环节。因此绕开广告公司，直接面对
企业用户的做法，极大解决了盗版问题。二是
拥抱互联网，用互联网新思维去做字库这个
老行业。“比如我们联合‘博客女王’徐静蕾，早
在 2007 年就推出了静蕾手写体，开创了明
星手写体这个形式，当年获得了很大反响。”
张建国说。

同样经历过行业寒冬的谢立群对行业复
兴则有不同角度的理解。自 2013 年以来，随
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借助手机操作系统、手
机 QQ、个人主页等平台，年轻一代用户对个
性字体的需求变大，“互联网用户的壮大，也
是字库复兴的原因。年轻一代用户对字体的
审美能力强，需求量大，且付费意识高。相信
随着他们成长为市场主力军时，字体设计行
业会更好。”

▲ 2017 年 4 月 24 日，航天员王亚平在澳门科学馆与澳门青年分享太空经历。

新华社记者王晨曦摄

新华社记者张建

连续三天参加学术会
议、查看项目研发进度、专
门为学生答疑解惑……这
是不久前在澳大利亚悉尼
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做访问
学者的马国庆，近日飞抵
长春后排出的日程表。虽
然他在国内短暂停留，却
有很多事情要做。

马国庆是战略科学家
黄大年归国后的第一批博
士生之一，堪称“大弟子”，
现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
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恩
师去世的一年间，作为黄
大年核心团队一员的他，
比以前更忙了。

1 月 8 日，是黄大年
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吉林
大学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纪
念和缅怀他。

“我们学习黄大年精
神，首要的就是接力黄老师生前的科研事业，研制出
国之利器，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马国庆
说。

马国庆表示，过去，黄大年承担了很多项目设
计、协调和进展督促工作，就像一棵大树，很多团队
成员则更像是大树的枝丫，“如今，大树倒下了，我们
这些枝丫就要加快长成大树，把黄老师过去的工作
承担起来。”

航空重力梯度仪的研发是黄大年生前倾注大量
心血的工作。2017 年，在各方关注支持和黄大年团
队的积极筹备下，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勘查
开采”重点专项“航空重力梯度仪研制”项目正式启
动，目前各项研制工作进展顺利。

黄大年逝世后，他还有 18 名学生没有毕业。过
去一年，在学校的安排下，这些学生都没有更换导
师。他们在马国庆等老师的指导下，都在按照黄大年
安排的研究方向，参与相关项目研发。

据了解，2017 年地探学院总共 6 名研究生获得
国家奖学金，黄大年的学生占了两个。他们获奖不是
借黄大年的光，而是都有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果。

马国庆说：“团队的每个人内心都憋着一股劲，
黄大年培养的学生要成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重要的
一分子，能够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黄大年去世的一年间，马国庆除了搞科研，还参
与了黄大年后事料理、事迹发掘、精神宣讲工作。他
记不清接受了多少次采访，但每次他都希望将老师
的点点滴滴和地球物理学科介绍给公众。

“记得有一次，一个朋友告诉我听了黄大年精神
宣讲很受感动，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我又给他讲了很
多关于黄老师的小故事，最大限度向他讲述我眼中
的黄大年。”马国庆说。

传播黄大年精神，不仅仅要在科研方面接力。马
国庆认为黄大年团队每个人的责任要多一些，他们
要把黄大年精神和知识传递给学生，传递给身边的
人，让更多人了解黄大年。

一年间，马国庆和团队的很多人一样，经常会想
起面带笑容的黄老师。尤其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
更加想念黄大年当时的不易，想起他为团队遮风挡
雨的艰辛。

每逢重要节日，马国庆和团队其他成员，还有黄
大年的学生们都要去祭奠黄大年，不让老师感到孤
单。

马国庆说：“我每次都‘告诉’黄老师，您交代我的
事情都做了，我能做的一定尽力去做，我该做的一定
要做，我不能做的一定想法去做，请您放心、安心、开
心。”

马国庆告诉记者，黄老师生前还交代团队的成
员一定要出国深造，向国外学习先进技术和知识，提
升为国家作贡献的能力。2017 年 10 月末，他带着黄
老师的嘱托，登上了前往国外深造的飞机。

据了解，为了培养一批黄大年式的科学家，吉林
大学去年启动了“培英工程计划”，旨在支持校内优
势学科的青年拔尖人才到国外顶尖大学，与顶尖专
家开展实质性合作，从事前沿研究，产出重大原创成
果，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爱党、爱
国、爱人民，爱校、爱事业、爱师生”的青年人才队伍。

“每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贡献也可能有大有
小。黄老师是我一生的领路人，他的精神和事业值得
我用一生接力传递下去，我也会尽己所能为科技强
国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马国庆说。

新华社长春 1 月 7 日电

▲黄大年的学生马国庆（左一）在为学生上
课（2017 年 5 月 26 日摄）。黄大年去世后，吉林
大学启动“培英工程计划”，选拔校内青年拔尖
人才，到国外顶尖大学，与顶尖专家开展合作。

马国庆是首批入选者。 新华社记者王昊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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