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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黄大年

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黄大年同志秉持科技报国理想，

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为

我国教育科研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先进事迹感人肺腑。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

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

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

斗之中，从自己做起，从本职岗位做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黄大年同志是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生前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

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 年，黄大年同志毅

然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取得了一

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2017 年 1 月 8

日不幸因病去世，年仅 58岁。 

 

 

 

 

 

 

 



以身许国 叩开地球之门——追记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 

黄大年是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也是东北

地区第一批“千人计划”特聘专家。2009 年，怀着一腔爱国热

情，黄大年从英国剑桥返回祖国，被选为国家“深部探测关键仪

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首席科学家。7年间，夙兴夜寐，黄大

年带领团队在航空地球物理领域取得一系列卓越成就，以拼命三

郎精神叩开“地球之门”，抢占国际前沿科技制高点。 

积劳成疾，天不假年，2017 年 1 月 8 日，黄大年病逝于长

春。他用短暂的一生书写了新时期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2月 24

日，吉林省委、省政府追授黄大年为特等劳动模范，并在全省开

展向他学习活动。4 月 6日，教育部追授黄大年“全国优秀教师”

荣誉称号。 

时刻听从祖国的召唤 

7 年前的平安夜，黄大年坚定地登上回国航班。身后，是剑

桥大学旁的花园别墅；是弃在停车场的豪车和满满两仓库药品；

是学医的妻子放声痛哭，忍痛关闭的两个私人诊所；是仍在英国

求学的女儿…… 

心中，是这个从大山中走出的孩子从不曾忘却的赤子情怀—

—时刻听从祖国的召唤。 

黄大年 1958年出生在广西南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77年，

国家恢复高考后，他每晚在油灯下刻苦读书。高考头一天，他走

了近一天的山路，才走到考点。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1996 年，黄大年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

得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 

2009 年 4 月，接到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

刘财传来的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后，黄大年表示马

上回国。他觉得，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在硕果累累的时候回来更

有价值。当时，黄大年已在英国剑桥 ARKeX航空地球物理公司任

高级研究员 12年，是航空地球物理研究领域享誉世界的科学家，

主持研发的许多成果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黄大年的学生周文月追忆，她问老师为什么抛下那么多毅然

回国。黄大年回答：这是必然。我们这些长年在国外的专家，对

祖国的爱很深很深。 

走下飞机，长春以漫天飞雪迎接游子回家。康河柔波、剑桥

水草，怎及游子心中白雪飘飘的北国那似父亲般粗犷的拥抱——

多年前，弥留的父亲打电话留下最后的遗言，“孩子，你是有祖

国的。” 

回国后第六天，黄大年与吉大正式签下全职教授合同，开启

了“拼命黄郎”工作模式。 

锻造国之利器，叩开“地球之门” 

7 年来，黄大年仿佛铸剑者，为祖国在航空地球物理领域的

目标——巡天探地潜海，向深地深空深海进军铺路筑桥、锻造利

器。 

“通俗地讲，就是要透视地球，给地球做 CT。军用、民用



都有大用场。”黄大年的助手、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

中心于平教授说，比如地震海啸等地质灾害的发生，都有深层次

机理，必须向地球深部进军，了解地球深部地质构造。 

作为地球深部探测计划的重要部分，探测技术装备必须突破

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回国后，黄大年成为国家“深部探测关键

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首席科学家。数年间，国家财政投入

约 4.4亿元，项目以吉林大学为中心，汇集了 400多名来自高校

和中科院的优秀科技人员，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 

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

无人机大面积探测的技术空白；无缆自定位地震勘探系统工程样

机研制突破关键技术，为开展大面积地震勘探提供了技术支持和

坚实基础；成功研制出万米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样机“地壳一号”，

为实施我国超深井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装备

支持……这些成果，为实施国家地球探测计划奠定了技术经验和

人才储备，全面提高了我国在地球深部探测重型装备方面的自主

研发能力。 

2011 年，黄大年负责组织高科技联合攻关团队，承接科技

部“863计划”航空探测装备主题项目，开展军民两用技术研究。

超高精密机械和电子技术、纳米和微电机技术、高温和低温超导

原理技术等多项关键技术进步显著，快速移动平台探测技术装备

研发也首次攻克瓶颈，突破国外封锁。 

刘财说，黄大年回国前，我国对于航空重力测量的研究，尤



其是重力梯度仪的研制，仅停留在理论和实验室样机研究阶段；

现在已经进入了工程样机研究阶段。在数据获取的能力和精度上，

我国与国际的研发速度相比至少缩短了 10 年。而在算法上，则

达到了与国际持平的水平。 

为了祖国的事业燃烧自己 

黄大年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除了加班，他平均每年还要

出差 130多天，而且乘坐的大都是午夜航班，只为节省时间多工

作。 

2015 年，黄大年爱人生病入院。半夜飞回长春，他先回家

给老伴煮了面条送过来，然后就拿起笔记本电脑蜷缩在陪护椅上

开始工作。 

“黄老师出差时，经常中午把电话调成免提，在办公室为学

生远程讲课。他常说，我有一身本领，想尽快教给学生。”黄大

年的秘书王郁涵回忆。 

“坐火车坐飞机，不是改 PPT就是看资料，什么事都要做到

极致。入住酒店后第一件事从来都是工作。每次劝他注意休息，

他只是笑笑。”学生周飞回忆。 

2016 年 12月 14日，是黄大年胆管癌手术的日期。“12 日晚

上 8点多，黄老师让我去办公室汇报一个项目。那天，他不是像

每次那样埋首书桌前忙碌，而是静静地看着外面。谈了两个多小

时，他仔细告诉我以后应该怎么做。”学生王泰涵回忆，第二天

术前检查，他又让我陪他，因为昨天的任务没有说完。“手术前



一天，老师手肿得厉害，但他仍和平常一样，掏出笔记本，又详

细交待了昨天的规划。”王泰涵哭着说。 

“人生的战场无所不在。”手术前夜黄大年发朋友圈感慨。

2016 年的平安夜，病体难支的黄大年是在病房度过的。2017 年

1 月 4日，黄大年陷入深度昏迷，直至 8日离世。 

7年间，黄大年把所有的心血和爱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事业、

献给了他的学生，却唯独没有自己。“为了祖国的事业，黄大年

就像个充分燃烧的能量球。”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王献昌说。 

信仰之光引领奋斗之路 

爱国者的情怀，总是能隔着岁月长河引发共鸣。 

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出去又归来的仁人志士，在中国革命、

建设、改革的历史画卷中写下了动人篇章。李四光、严济慈、华

罗庚、周培源、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在新中国成立百废

待兴、百业待举之时，毅然决然回国，呕心沥血、顽强拼搏，为

取得“两弹一星”等举世瞩目的成就作出重大贡献。 

1950 年 2 月，华罗庚在归国途中所写的《致中国全体留美

学生的公开信》中说：朋友们，我们都在有为之年，何不早回去，

把我们的精力都用之于有用之所呢。为了抉择真理、为了国家民

族、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该回去，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

发展而奋斗…… 

他们的信仰就是爱国，他们的信仰就是勇立时代潮头，在祖

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奋斗。在国家民族利益面前，个人荣誉、



物质得失，皆为浮云。正是这种超越和情怀，汇聚成推动中华民

族发展的巨大力量。 

今天，祖国以博大的胸怀海纳百川，“千人计划”“万人计

划”……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归铺路架桥。科学家只有将爱国之

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统一起来，把个人奋斗融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之中，才能焕发生命的华彩，不负伟大的时代。 

黄大年用他的赤子之心，成为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楷模。他激

励每个中华儿女，把根深深扎在祖国的大地上，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发出最美最强的光与热。 

 

 

 

 

 

 

 

 

 

 

 

 

 



以使命担当谱写教育改革发展新篇章 

陈宝生 

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的重要指示，是对

广大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的巨大鼓舞和鞭策，饱含对教育科技

工作者的重托与期待，对于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黄大年同志是教育系统涌现出来的杰出榜样，

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弘扬黄

大年精神上做出表率、干出实绩，奋力谱写教育改革发展新篇章。 

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内涵。一是要有对国家民族

的责任和担当。黄大年同志始终以祖国需要为最高追求，毅然放

弃国外优越的科研生活条件回到祖国，为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

全建设作出突出贡献，承担起一名教育科研工作者为祖国富强、

民族振兴贡献力量的责任和担当。这种责任和担当，正是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的知识分子“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

的家国情怀。二是坚守教书育人的本分。无论有多少头衔和职务，

黄大年同志都不忘自己首先是教师，始终以“为祖国培养人才”

为己任，恪尽教书育人本分。教书育人是习近平总书记时刻不忘

的对教师的叮嘱，他在多个场合指出，教师要时刻铭记教书育人

的使命，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

之门。三是守住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黄大年同志把所有的热诚

和才华奉献给祖国，把生命最绚丽的部分献给他钟情的教育科研



事业，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好老师要有捧着

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自觉坚守精神家园、坚守

人格底线”要求。 

深入领会黄大年精神。黄大年和黄大年精神植根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沃土和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是时代的见证，是

爱国精神、时代精神、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和升华。我们要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黄大年精神学习好、发

扬好、实践好。一是涵养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为将

所学应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黄大年同志积极响应祖国号

召，成为国家“千人计划”入选专家。他刻苦钻研，带领团队突

破国外禁运和技术封锁，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填补多项国内技

术空白。我们要学习黄大年同志热爱祖国、至诚报国的高尚情操，

学习他不懈追赶国际前沿科技的可贵担当。要以他为榜样，脚踏

祖国大地、胸怀人民期盼，服务国家需求、勇挑历史重担，办好

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二是弘扬教书育人、敢为人

先的敬业精神。黄大年同志主动担任本科层次“李四光试验班”

班主任，甘守三尺讲台、争做“四有”老师，鼓励学生将个人价

值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了一批“出得去、回得

来”的人才。我们要学习黄大年同志为国家培养、凝聚人才的高

尚风范，学习他爱才惜才、为师为范的执着坚守。要以他为榜样，

牢记使命、忠于职责，做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培养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三是培育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



高尚情操。为尽快缩小与国外差距，黄大年同志忘我工作，生病

住院期间还在病房中与团队师生研究项目。别人建议他参评院士

时，他说“这不是我的追求，我只想做更多事”。他的心中是“振

兴中华，乃吾辈之责”的豪情，是“青春无悔、中年无怨、老年

无憾”的洒脱。我们要学习黄大年同志忘我拼搏、无怨无悔的奉

献精神，学习他兢兢业业、心无旁骛的人生态度。要以他为榜样，

怀着对教育事业的忠诚与热爱，立足本职、踏实勤勉，勇于创新

创造、大胆施展才华，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努力做到“四个结合”。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弘扬

黄大年精神，贵在融会贯通、持之以恒、务求实效。广大教育工

作者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培养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智慧和力量。一是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教育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将对黄大年同志先进

事迹的重要指示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工作重要论述的组成

部分，结合起来学、作为整体悟，打通前后，融会贯通。二是与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的重要批示结合

起来，深刻体会他们身上共同闪耀的精神之光，深刻认识广大教

育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大力宣传弘扬教师典型先进事迹，

让教育的天空群星灿烂，让优良的师德师风始终引领社会风尚。

三是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结合起来，通过

报告会、专题学习、组织生活、座谈交流等多种方式，坚持学做

结合，学在日常、做在平时，用黄大年同志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



引领党员干部教师做合格党员、当时代先锋，彰显共产党人本色。

四是与干事创业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结合起来，通过开展向黄

大年同志学习活动，动员广大教育工作者对照标杆查找在使命、

责任和精神等方面存在的差距，不断改造主观世界，激发奋斗热

情，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投身教育改革发展

的具体实践，全力推动我国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 

 

 

 

 

 

 

 

 

 

 

 

 

 

 

 

 



坚守大地深处的报国初心 

尚勇 

“科学的春天又到了，国家对科技创新、科技人才更加重视，

我内心十分振奋，很受鼓舞。作为科技领军人才要牢记使命、不

负重托、勇担重任，勇当科技创新的排头兵，始终不忘当年立志

振兴国家科技的初心，始终保持开拓事业的初衷和攻坚克难的激

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国家高精尖科技发展作出新的贡

献。”这是 2016 年 7 月，黄大年同志在中国科协与中央党校联合

举办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科技领军人才专题

研修班”上所作的发言。在这次研修班上，我初识大年同志，感

觉他为人敦厚朴实，话语不多。在小组交流发言中，他对科学研

究的痴迷和对国家、人民的深深依恋之情，引起了他所在的“千

人计划”学员组强烈共鸣。之后，他被大家一致推举到研修班总

结大会上作交流发言，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优化创新环境发表

了许多真知灼见，留下了一段珍贵视频。这也是大年同志在生命

的最后阶段对国家和人民许下的千钧诺言和矢志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

现了党中央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重视和关怀，是对科技工作者的

极大鞭策和鼓舞。中国科协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于 5月

25 日联合科技部追授黄大年同志“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并

将学习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活动作为 5 月 30 日首个全国科技工

作者日的重要内容，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开展向黄大年同志学习



活动，为建成创新型国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创新争先。在学习

中，我们深刻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度概括了黄

大年同志始终心系国家人民的大我情怀，矢志创新敢为人先的大

家风范，生命不息创新不止的昂扬斗志。大年同志用有限的生命，

诠释了为党和人民事业无限奋斗的伟大精神，树立了当代科学家

的时代丰碑。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勉励，必将进一步

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争先热情，弘扬黄大年精神正日益成

为科技界的自觉行动。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是科技工作者首要也是最宝

贵的精神内涵。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2009 年，黄大年

同志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安逸生活，成为东北地区第

一批“千人计划”归国者，为的就是不忘当年立志振兴国家科技

的初心，体现了他深厚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黄大年同志说：

“现在国家需要我们，我们要勇敢地站出来，听从祖国的召唤，

不负重望，把自己在国外掌握的先进理念、知识、技能带回来，

为建设科技强国发挥应有的作用，实现自己在国外不能实现的抱

负。”他始终将这一信念贯穿在科研工作中，把个人成就与国家

需求紧密结合，成就了一种超越个人快乐的伟大志趣。他对祖国

的真挚感情，已深入骨髓、融于血液，成为勇攀科技高峰的不竭

动力，并以强大的感召力激励更多人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伟大事业中。 

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应率先垂范并



大力践行的事业准则。黄大年同志是科学研究崎岖山路上的探险

者，更是领军团队的将帅大才。他深知人才竞争在科技竞争中的

极端重要性，始终以为祖国培养人才为己任，把目标定在祖国未

来几十年发展的人才需求上，倾尽心血打造了一支有创新力的科

研团队，培养了一批“出得去、回得来”的人才，用行动阐释了

师德。在科研上，他始终是一个被追赶者。回国后，他以服务国

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目标，带领团队填补了一项又

一项国家空白，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国际科技竞争制高点。他以领

军科学家的国际视野，把准研究方向，抓紧核心前沿，带领团队

引领行业，在激烈的世界科技竞争舞台上，与国际同行论伯仲、

争高下，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科学家的创新气魄和使命担当。 

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是科技工作者应始终坚守并

大力弘扬的价值追求。只要把为加快国家科技发展作为最高目标，

就可以不为任何名利所羁绊，使个人价值与党和人民的利益实现

高度统一。黄大年同志被同行们称作“拼命黄郎”，他以高度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与日新月异的科技变革浪潮展开了竞赛。回国

后，他始终在科研一线躬身前行，领军团队持续创新，争分夺秒、

夜以继日地工作，即使在住院治疗期间，还在病房中与团队师生

研究项目、布置工作。他如春蚕一般织就深探科研的锦绣文章，

为国家科技追赶的脚步赢得了更多时间。他以生命的长度，兑现

了自己的誓言。 

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黄大年同志留给我们的精



神财富，必将激励和鞭策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中国科协将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学习宣

传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深入挖掘黄大年同志

的先进事迹，通过 

“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组织吉林大学师

生以舞台剧形式展示黄大年同志的科学精神和报国情怀；将黄大

年同志纳入“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以激励更多的

后来者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奋力投身到进军世界科技强国的伟

大征程中，不断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