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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人物

每次外出作业，军事科学院研究
员吴飚的包里总是少不了照相机、钢
笔、笔记本、饼干、水壶和雨伞。看似
普通的物品，在他的科研生活里却发
挥着很大的作用。
“比如，相机可随时拍摄试验现

场，留作一手科研资料；而雨伞，关键
时刻对保护试验数据起到关键作
用。”说话言简意赅，这是吴飚的风
格。其实，单位里很多人都知道，他
包里的这六件宝贝每一件都有说不
完的故事。

翻开略微泛黄的笔记本，上面密
密麻麻记录着吴飚外出调研时搜集到
的数据。从方案制定到具体操作步
骤，再到研究结果分析，内容无所不
包。就连送过来审阅的项目总结报
告，他都要精细地推敲每组数据、每句
表述、每个标点，然后再将分析详情记
录在笔记本上以备查阅。

2015年初，某型号武器研制遇到
技术瓶颈，试验工作无法继续，相关单
位前来紧急求援。吴飚临危受命，带
领几名战友一起奔赴大漠、千里驰
援。到了现场，担任总指挥的他突破
原有方案，大胆创新技术方法，最终确
保试验圆满成功。
“细节决定成败”，这是吴飚挂在

嘴边的话。
有一次，某型号武器性能气动冲

击考核试验时，因信号不稳定，工作人
员测出的波形出现异常。为此，很多
人一筹莫展。经验丰富的吴飚重新复
盘梳理各个环节，逐个检查部件，认真
分析数据。一番努力后，他发现基座
与壳体的接触方式可能导致震动干
扰，引起测试波形异常。随后，工作人
员对此加以改进。结果令人欣喜，试
验顺利完成。

担任某项目研究负责人时，吴飚在
项目论证阶段翻阅大量国内外资料，广
泛征询军内外专家意见，经反复斟酌后
撰写出报告。论证通过后，他又多次翻
山越岭，到试验场地实地考察，构思试
验的整体布局和细节安排。有时上午
外出考察完后，中午填饱肚子稍事休
息，他又马不停蹄地干起来……
“工作狂！”同事们调侃式的言语

间，充满感佩。据介绍，入伍以来，吴
飚先后完成 20多项重点科研项目，多
次获得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项，并
多次立功。
“ 我 只 是 一 个 爱 钻 研 的 有 心

人。”面对赞誉和同事的艳羡，吴飚
很是冷静。他说，自己热爱这份事
业，将矢志一生为之付出心血，这是
最大的乐趣。

寥寥话语，温和平静。只有那一
个个奖杯、一块块奖牌，向人们诉说着
这位苗族汉子的创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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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有梦，沉下去方能

实现更大跃升

“轰！”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响彻山
间。瞬间，硝烟弥散，沙石飞扬。不远
处的一个角落里，神情专注的科研人员
目不转睛地盯着电子屏上跳动的数据，
若有所思。

仲夏时节，某动态威力试验场。军
事科学院国防工程研究院研究员、武器
效应与毁伤评估研究团队负责人刘瑞
朝，正和战友一起进行紧张的试验任务。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军队科
技进步一等奖 6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
奖和三等奖 10余项……在中国工程院
院士任辉启看来，这个组建时间并不长
的团队，能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如此成
绩，不可小觑。

心潮逐浪高。14年前，受命组建这
个团队的刘瑞朝带着仅有 3个人的项目
组，来到一个连基本办公场所都没有的
地方。
“老刘，要创业了，咱总得先找个

‘窝’吧！”同事打趣地说。
“就把试验场当成咱们的‘窝’！”刘

瑞朝的话干脆利索。
凭借这股劲头，刘瑞朝带领团队在

山沟里扎下根来。如今，这个团队凭借
自己的科研实力和创新成果，在行业内
赢得响当当的口碑。

智士者，国之器。在波澜壮阔的科
技兴军征程中，这个如今仅有 20余人的
科研团队，只是一朵不起眼的浪花。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军科技创新人才方阵
崛起，不断加强重大技术项目研究，加
快研发高新技术武器装备，一大批科研
成果从试验场走向练兵场，为我国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注入了新的动能。
如今，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

升，主要创新指标进入世界前列，科技
创新水平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为广
大科技人才建功立业提供了难得的机
遇和平台。每一个有志为国家奉献的
青年才俊，只要能像“刘瑞朝们”那样，
精心准备深下去，求真务实沉下去，积
极创新实起来，就一定能描绘出多彩的
青春！

�青春奋斗，干起来方能

收获累累硕果

这是一个干劲十足的集体，虽人数不
多却力量巨大，屡屡获国家和军队大奖。

这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团队，从白手起
家到硕果满枝，他们敢为人先惊喜连连。

当初，团队提出“武器破坏效应研
究”课题的时候，不少人表示担心：这个
领域攻关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弄不
好会一无所得！

后来，团队牵头的这个课题做得
风生水起、捷报频传时，又有人问他
们：你们取得如此成绩，到底走了什么
捷径？

科技创新哪有捷径？成果，来自
实打实的科研战场。高级工程师黄家
蓉至今记得第一次去野外试验的场
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渺无人烟，由于
弹片落点范围较大，她每天要在沙石
地上徒步十几公里；工程师徐翔云在
研究“不同地质条件下爆炸引发的变
化”课题时，为不破坏原始情况，靠人
工下挖 7米多，然后做分层研究，每次
一干就是一整天……
“道不可坐论，事不能空谈。”他们

用自己的行动一步步走出“捷径”，也用

行动证明：科技创新之路上，不需要空
谈者，只需要实干家。“我们对真理所能
表示的最大崇拜，就是要脚踏实地地去
履行它。”美国文艺复兴领袖艾默生这
句名言，或许能揭示这支团队之所以能
够成功的答案。

日新月异、气象万千，创新成就支
撑国家巨变。事实上，任何先进的成
果、骄人的业绩，都离不开实干。翻
开我国科技创新“家谱”，一批标志性
创新成果让人惊艳：神舟、嫦娥、蛟
龙、北斗、大飞机、超级计算机……没
有一项不是靠科研人员脚踏实地的奋
斗取得的。

今年 5月，习主席到北大考察，向
广大青年致以节日问候，激励莘莘学子
为国家和民族未来担当重任。习主席
强调，广大青年应该在奋斗中释放青春
激情、追逐青春理想，以青春之我、奋斗
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
设添砖加瓦。殷切嘱托为青年成长成
才指明方向和路径，激扬起奋发向上的
青春力量。放眼未来，伟大的事业需要
更多高素质、敢担当的行动派。只要每
一个有担当的青年一步一个脚印久久
为功、持续接力，必能为青春中国这幅
长卷绘就更加绚烂的图景。

�青春无悔，坚持住方能

走向诗和远方

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的副研究员张
磊，是他们引进的首个地方高校获博士
学位后入伍的科研干部。张磊说，自己
的心，是被一滴胶水牢牢黏住了。

博士在读期间，张磊就经常与这个
团队就一些项目开展合作研究。在一
次讨论中，就某应变片黏结剂的选择问

题，张磊与研究员张守保产生分歧，几
番争论也没有达成共识。最后，他们不
得不打电话向厂家请教，而厂家表示认
同张守保的意见。

本以为此事告一段落，但固执的张
磊不肯罢手——他决定通过试验手段
进行比较验证。多次试验后他发现，采
用 502胶水黏结的应变片会在应力波高
频段有近 5％的衰减，而且重复性不
好。“5％的衰减，不可低估！”拿到详实
数据的张磊依然不依不饶。
“一个细节，折射出严谨求实的作

风。”当年的博士生张磊，如今已成长为
业内知名专家。在他之后，又有不少名
校毕业生慕名而来。虽经历不同、专业
各异，但团队每个成员都坦言，吸引他
们的正是对科技创新的这份执着，是攻
克难题时那种矢志不渝的坚持！

这种锲而不舍的劲头，犹如一个散
射着巨大力量的磁场，吸引着年轻的精
英们。

能胜寸心，方可胜苍穹。
“总体上看，在主要科技领域和方

向上我们实现了‘占有一席之地’的战
略目标，为我国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
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科技部一位领
导曾如此表示。没有人怀疑，这“占有
一席之地”的过程，少不了一代代科技
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

今天，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面
向未来做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大
战略决策。对于广大科技工作者来说，
这是时代给予的伟大机遇。
“机者如神，易遇难失。”身处新时

代的大潮，只有稳住心神、保持定力、坚
忍从容，才能推动事业之舟乘风破浪，
顺利驶向胜利的彼岸。我们相信，乘着
改革与创新的浩荡东风，汇聚各方力
量，一定能跑出中国创新的“加速度”，
推动我国日新月异向前发展，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解好创新人才成长的时代“方程”
—探析一个军事科研团队的创新密码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杰 通讯员 周超锋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创新决定
着文明的走向。
“天眼”探空、神舟飞天、墨子

“传信”、高铁奔驰、北斗组网、超算
“发威”……中国不断带给世界惊喜。

辉煌成就，源于人才创造。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多次对抓好人才
培养作出部署。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
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
会上，习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
要培植好人才成长的沃土，让人才根系
更加发达，一茬接一茬茁壮成长。

得人之要，必广其途以储之。在
军事科学院，人们可以看到新型人才
队伍茁壮成长的蓬勃之势，感受到高
素质人才方阵快速崛起的强劲脉动。
这其中，有一支专门从事武器效应与
毁伤评估研究的团队鲜为人知。

今天，让我们走近这支团队，一
起探析人才成长与培育的奥秘。

高铁、磁悬浮、超级电容、IGBT芯片……被称为“中国动力谷”的湖南株洲，频频推出世

界级创新成果。这是当地展示的出口马其顿的动车组。 新华社发（张笑宇摄）

“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来；

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报国。”这是

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常对学生说的一

句话。他激励学生要树立远大理想和家

国情怀，不能只做国内的佼佼者，应把世

界一流作为目标。

2009年4月，时任吉林大学地球探

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的刘财，把国家

“千人计划”有关材料试探性地发送给远

在英伦的黄大年。听到母校的召唤，黄大

年给刘财写了一封邮件，其中有这样一

段文字：“现在正是国家最需要我们的时

候，我们这批人应该带着经验、技术、想

法和追求回来。”

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位科技工作者

的家国情怀。

天下大同，家国同构。所谓家国情

怀，就是人们对民族命运的拳拳之心，

对故土山河的兹兹之念，对国富民强的

殷殷之望。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深厚家

国情结的民族。纵览历史长河，那些心

怀天下、具有家国情怀，并且敢于在危

急时刻挺身而出的担当者，都流芳百

世、为世代所推崇传颂。“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避趋之”等名言，就是对这种担当精

神和行为的生动概括，也凝铸为中华民

族的一种精神风骨。

很多有关家国情怀的故事，既给人

温暖又让人动容。程开甲胸怀“国家强起

来，国防强起来”的心愿，放弃国外的优

厚待遇，回到祖国，隐姓埋名、奉献大漠。

“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谟凭借“从来不

相信中国人会比别人笨”的坚持，带领团

队把预警机打造成世界上看得最远的机

载信息化武器装备之一。马伟明秉持“外

国能做到中国也能做到，甚至做得更好”

的信念，带领团队在舰船机电领域实现

了“弯道超车”。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播出

系列专题片，立体展示军事科学院6名

院士的精彩人生，讲述他们深厚家国情

怀背后的创新故事，让人肃然起敬。作为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构成，家

国情怀理应成为科技人才培养中的重要

文化传承。正如习主席所强调，具有强烈

的爱国情怀，是对我国科技人员第一位

的要求。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这

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家国情怀。其实，无论

时代如何变迁，这种情怀一直都是我国

知识分子爱国报国的朴素表达。他们秉

承赤子之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不

仅鼓舞着国人，也不断丰富着科技工作

者的精神世界；他们开创的“两弹一星”

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东风精神等，成为

我国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技强国建设的强

大动力。

习主席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

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开

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国广大科

技工作者要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

问题、迎难而上，瞄准世界科技前沿，

引领科技发展方向，肩负起历史赋予的

重任，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努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习主席的重

要讲话充满对中国科学未来的殷殷期

盼，为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指明了努

力方向。

闻鼙鼓而思良将，谋大业而召英

才。时代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广阔

舞台，只要大家胸怀报国之志，坚定创

新信心，勇于攻坚克难，必将撑起科技

发展的脊梁，以更加卓越的创新成果点

亮科学的浩瀚星空，在通往未来的道路

上行稳致远。

以家国情怀撑起科技发展脊梁
■李 泉

引 语

6月上旬，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为中小学生开设的“3D打印课堂”进

校园活动启动。这是学生在课堂上设

计作品，感受科技魅力。

新华社发（梁孝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