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出生于一个传奇家族，父亲童寯是中国建

筑界宗师，与梁思成、杨廷宝、刘敦桢并称“中国

建筑四杰”。二叔和三叔是知名的电机专家和微

生物学家。他的两个儿子，也成就不凡。长子童

文是华为 5G首席科学家。次子童明任职于同济

大学规划系教授。

他的一生融入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洪流中。

1955年 7月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先是参加

了钱三强、何泽慧团队的中子弹研究项目，后调

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任教，一头扎进电子

束物理和技术领域，上世纪 80年代，牵头我国电

视显像管国产化研究。

童林夙，著名物理电子学专家，中国显示科

学与技术领域的开拓者，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

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这位儿子眼中的严

父，学生眼中的严师，4月 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

南京逝世，享年 87岁。

直到最后关心的仍是物
理领域前沿动态

即使已经 87 岁，童林夙依然关注时下热门

的话题，这也犹如他跌宕起伏的人生，每一步都

在国家和时代发展的转折点上。

“我最后一次见他，他关心的仍然是物理领

域的前沿动态。”童林夙长子童文回忆说，令他印

象深刻的是父亲对于人工智能的热情，“他跟我

说，如果人类所有的知识都可以储存在大脑里，

那所有人的知识鸿沟就都可以填平，我们就有可

能培养出更杰出的人才。”

1933 年 12 月，童林夙生于上海。从小爱好

数学、物理的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求学期

间，他曾师从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胡宁、王

竹溪。1955年 7月从北大毕业后，他加入中国人

民解放军大连海军基地，成为我国首批核潜艇研

制团队的成员，随后又参加钱三强、何泽慧团队

的中子弹研究项目。1957 年，童林夙调入南京

工学院（现东南大学）任教。

次子童明童年印象中的父亲，总是一副忙

碌、严厉的身影。“1975 年左右，父亲要经常去北

京出差。即便在家，也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研究

他的课题。他非常守时，稍微迟到一点，他会非

常不开心。”

这份专注和惜时如金，让童林夙取得了不凡

的成就。自 1975 年以来，童林夙先后主持了全

国 31 厘米黑白显像管联合设计、10 厘米黑白扁

平显像管及电视机、新型高分辨率彩色显像管

(1988 年国务院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重点项

目)、1000线单色内偏显像管等项目。

1983年 6月，他领衔研究的十二英寸扁平显

像管，体积缩小一半，耗电减少一半，可直接使用

干电池。当时，我国有 2000万台电视机，如果都

采用这种扁平显像管，节省的电能会相当可观。

“他早期对显示器件形态便携化、功耗节约化的

追求，是如今各类新型显示技术发展的核心目

标。”东南大学显示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张宇宁说。

1987 年以来，童林夙参加并主持了对国家

22 个大型彩色显像管项目的评估，为国家节省

投资额 10 多亿元。历经几代技术更迭，信息显

示已成为我国电子工业支柱产业之一。他在管

内偏转型显像管领域，进行了原创性研究，解决

了管内真空放气、管内偏转线圈高电压隔离、屏

幕光栅预校正等问题，研制出国际首创的黑白和

彩色内偏显像管。该成果被国际权威机构斯坦

福国际研究所评为 1997年度全球八大彩色显像

管新技术之一。

让自己的研究方向符合
国家需要
“童老师很早就为我们打开了国际视野、开

了高校国际合作的先河。对于如何与外方企业

合作，如何处理知识产权事务，我跟着童老师在

读博时就开始接触了。”童林夙的 1993 级博士

生、东南大学科研院副院长张晓兵说，经过多年

的考察交流，童林夙带领团队于 1994 年与飞利

浦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成立东飞显示管技术研究

开发中心，至今双方合作时间已逾 25年之久，依

托该中心发展壮大的东南大学显示技术研究中

心，成为教育部首批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建设单

位之一。

“直到两三年前，童老师还坚持每天到办公

室，看文献、审论文、跟我们交流。他对最新的显

示技术总是很痴迷，我们每次做显示屏像质评

价，他总是年龄最大的被试对象。”张宇宁说。

青年时代的童林夙在社会动荡中求生存、精

进学业。他秉承一个信念：“无论发生了什么，都

要好好念书，而且让自己研究的方向符合国家的

需要，推动国家的进步，要正确处理读书和实际

生活之间的联系。”

如今已经身为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华为无线

CTO 兼 5G 首席科学家的童文，读高中时，高考

还没有恢复，未来何去何从一度迷茫。“父亲有好

几次找我谈话，他说，未来不管怎样，都要读大

学，要打好数理的基础。”童文说，选择大学的专

业时，童林夙鼓励他应该学以致用，后来他选择

了无线电专业，博士毕业后，长期从事移动通信

技术研究。

他牵头电视显像管国产化，为国家节省投资10亿
——追忆我国显示科学与技术领域开拓者童林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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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凝聚了我们学校几代桥梁人的心血，终

于成功获批了，我没有辜负前辈们的期望！”4 月

8 日，在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办公室

里，周建庭对前来采访的记者欣慰地说道。

近日，国家科技部、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发文，

正式批准省部共建山区桥梁及隧道工程国家重点

实验室建设运行，重庆交通大学为依托建设单位，

周建庭担任实验室主任。同时，他也是业内知名、

专解桥梁疑难杂症的“桥梁医生”，实现了我国在桥

梁内在病害精准、量化、无损检测的技术引领。

作为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周建

庭 2015 年接棒继续实验室的建设工作。彼时，

他已是行业里知名的“桥梁医生”，专门和危桥整

治打交道，经他“妙手回春”的桥梁有 2000多座。

周建庭说，我国山区面积占国土的三分之

二，地形地貌险峻、地质环境复杂、气候条件严

酷、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脆弱。实验室定位

于山区桥梁及隧道工程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就是要解决我国山区桥隧建设运维的重大科学

问题和共性应用基础理论的迫切需要。

“和人一样，桥梁也需要保养维护，才能保证

使用安全，我是一个给桥梁看病的医生。”周建庭

喜欢这样介绍自己。

说起周建庭成为“桥梁医生”的缘由，这与重

庆密不可分。

周建庭是浙江金华人，1989 年 16 岁的他考

入重庆交通大学，1993 年偶然的机会进入到当

时在国内刚起步的桥梁安全评价技术领域，就这

样在重庆交通大学，从学生一路成长为学科带头

人。“桥都”重庆有很好的地域特色和工程背景，

与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契合。

周建庭说，中国是桥梁大国，目前的桥梁总

数已超过 100万座，数量仍在上升。一座桥梁投

资巨大，不仅是建设问题，更是今后百年运营期

的安全问题。“桥梁医生”就是要及时发现桥梁的

病症，开出对应的处方，延长桥梁的服役寿命，避

免桥梁突然垮塌等，从而节约资金，减少不良社

会影响。

周建庭“会看病更会治病”，是业内知名的桥

梁加固专家。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是革命老区，

2005 年当地的秧田沟大桥因为主拱轴线大幅变

形被建议拆除重建，但这会影响当地的公路工程

改建进度，并造成 400万元的经济损失。周建庭

主动请缨承担了该桥的整治工程，历时半年，该桥

竣工通车，经检测机构检测，加固后的大桥许多承

载力指标优于新建桥梁。此外，周建庭还为当地

加固了5座危桥，为老区节约了上千万资金。

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过去 24 年来，周建

庭团队先后研发了 10 余种桥梁检测、诊断和加

固创新理论和技术，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2

项，并在全国 15 个省市的 2000 多座桥梁上得到

成功应用。

扎根“桥都”，成为“桥梁医生”

周建庭组建的研究团队，大家亲切地称之为

“JT Family”。在团队成员的眼中，周建庭是典

型的工作狂，也是良师益友。

“周老师每天的待机时间真是太长了！”张洪

博士说，博士师从周建庭的他，毕业后留在了重

庆交通大学任教。他告诉记者，这么多年，周建

庭即使晚上加班再晚，第二天 7点半都会到办公

室工作，即便是节假日和周末，也经常出现在办

公室、实验室、全国各个桥梁专题会议上。

“周老师经常会来办公室和大家聊聊天，关

心每个人的学习生活状态，嘱咐我们要劳逸结

合，关注我们未来的发展规划。”硕士研究生张媛

媛说，对于新来的师弟师妹，他们有时候都记不

住全名，然而已经培养了 160 多名硕士、博士研

究生的周建庭，却能准确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

这让他们由衷地佩服，又为自己有这样的老师感

到荣幸。

在这么大的工作压力之下，周建庭有一套自

己的疏解方式。“搞科学研究，技术攻关的前提是

要坚持锻炼，保证健康的体魄！”周建庭说，他喜

欢运动，每周都会坚持踢一场足球。他还会经常

组织一些团队活动，比如足球比赛、爬山、烫火锅

等等。让大家在日常紧张的学习工作之余得到

放松，同时也加强团队成员的生活交流，“在给团

队营造学术氛围的同时，也得给他们来点烟火

气！”周建庭笑着说。

在周建庭的带领下，一支有活力，有战斗力

的团队正在日趋庞大。2007年 6月，加拿大圭尔

夫大学杨先一教授受聘为重庆交通大学特聘教

授并加盟周建庭团队。2014 年，杜彦良院士开

始担任重庆交通大学山区桥梁与隧道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首席科学家。

现在，作为国家重点实验室“掌门人”的他，

心中有了更大的计划。今后 3 到 5 年内，引进和

培养 4—6 位包括院士、长江、杰青、全国勘察设

计大师在内的一批高端人才，建设一批国际一

流的高端实验平台，为打造重庆国际性综合交

通枢纽、加快实现成渝经济圈交通的互联互

通、助推国家（西部）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作出

重大贡献。

营造学术氛围，也需一些“烟火气”

本报记者 雍 黎

桥梁隐蔽病害难以诊断，是桥梁安全事故发

生的第一杀手。随着研究的深入，周建庭练就了

给桥梁看“内科”的诊疗本领。

以前检测桥梁是否有内在病害，大多通过打

洞、开孔等有损的方式进行检测。如确定拉索桥

的拉索是否腐蚀断丝，需要打开外包的 PE 护套

才能检测，而打开后拉索无论是否腐蚀都必须全

部更换。“这样费时费力费钱。”周建庭说，于是他

特地引进电子、计算机、机械、数学、物理等其它

学科人才，通过交叉学科研究来解决桥梁健康监

测领域的技术难题。

“我们研发的磁记忆检测技术，能够实现对

桥梁工程隐蔽结构无损检测。”周建庭说，“这相

当于医生用 CT等方式来对病人进行检查”。

重庆马桑溪长江大桥是特大型桥梁，为三跨

双塔双索面漂浮体系斜拉桥，是重庆外环高速公

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按照传统方式检测需要

中断交通。而周建庭带领团队首创了基于自发

磁场变异特性的无损量化检测与识别技术，桥梁

索塔裂缝自动巡检与精准感知量测技术与装置

研发新技术，给桥梁做“CT”

金 凤

等一系列国际领先的新技术。只需要爬行机器

人带着磁记忆扫描装置进行无损检测，1 分钟能

够爬行 10米，准确率能达到 85%以上。

基于在桥梁隐蔽病害上的研究成果，周建庭

作为第一完成人的“公路桥梁检测新技术研发与

应用”项目获得 2019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实现了我国在桥梁内在病害精准、量化、无损

检测的技术引领，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项目相关成果已在 11 个省市的 36 座大跨桥梁、

1359 座中小跨径桥梁上得到成功应用。这也是

周建庭第三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我坚信，将其他学科和桥梁工程领域有机

结合起来，会带来更多的科研突破。”周建庭说，

他们将继续研究磁记忆检测技术，并通过学科交

叉，综合机器人、无人机、智能状态感知技术，实

现山区桥梁智能感知与维护。

国内国内 1515个省市的个省市的 20002000多座桥经他多座桥经他““妙手回春妙手回春””

周建庭周建庭：：专治桥梁疑难杂症专治桥梁疑难杂症

留声机

英国爱丁堡大学近日公布年度杰出校友，中国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

以超过 90%的票数当选。

爱丁堡大学当天在学校网站揭晓投票结果并发表声明说，作为全球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人物，钟南山成为爱丁堡大学校友奖首位获得

者“完全合适”。

校方声明说，今年新设立的杰出校友奖候选人超过百人，最终入围者

3人，“钟南山的成就和他在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努力让我们产生共

鸣”。声明还提到他在 2003年中国抗击非典疫情期间的杰出贡献。

校友奖评选小组一名成员评价说：“钟博士鼓舞了学生、教职员工和

校友，体现了大学秉持的重要价值观：动力、激情和勤勉。他的获奖当之

无愧，我们祝愿他在新冠病毒研究中好运。”

钟南山院士在回复校方的邮件中说，他十分荣幸当选首位年度杰出

校友，感谢所有参与投票的人。他还分享了自己近期为抗击新冠疫情、面

向欧美国家开展的系列活动。

钟南山 1979年至 1981年间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进修，2007年获得该

校荣誉医学博士学位。

爱丁堡大学是英国名校联盟“罗素大学集团”成员，在 2020 年 QS 世

界大学排名中列第 20位。 （据新华社 记者张代蕾/文 卢汉欣/摄）

钟南山
获评爱丁堡大学
杰出校友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多个国家和地区出于粮食安全考虑，开始限制

本国粮食出口，这引发了全球关于粮食危机的担忧。正在海南三亚南繁

基地开展科研攻关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完全

有实现粮食生产自给自足的能力，不会出现‘粮荒’，希望大家不要担心。

由于海南有充足的阳光和适宜的气候，因此每年 12月到次年 4月，袁

隆平团队都会前往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袁隆平团队今年将在全国推

广精心选育的超级杂交稻品种“超优千号”1000 万亩，预计每亩增产 100

公斤。3月 23日举行的“三一工程”（三分地养活一个人）双季稻高产攻关

示范 2020 年度工作会议，确定了在湖南 13 个县（市、区）的攻关基地开展

以第 3 代杂交水稻“托底”的双季稻高产攻关示范，目标是两季总产达到

每公顷 18吨。

去年 10月首次公开测产、试验田亩产达到 1046.3公斤的第三代杂交

水稻，目前也即将在南繁基地完成今年的制种任务，预计 4月 10日就能收

获种子。此外，袁隆平领衔的耐盐碱水稻（海水稻）稻作改良试验面积也

在去年扩大到了 10000 亩，试验田设置在不同类型的盐碱地中，包括东

北、渤海湾、新疆、东南沿海等地。袁隆平曾表示，中国有约 15 亿亩盐碱

地，其中具备改造潜能的盐碱地面积在 2亿到 3亿亩之间，每亩的目标产

量在 300公斤。

袁隆平强调，尽管中国完全有能力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但确保粮食安

全这根弦一刻也松懈不得，这次全球疫情就是一记警钟。

（据新华社 记者周勉/文 陆波岸/摄）

袁隆平
中国不会出现“粮荒”
完全能够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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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庭周建庭，，重庆交通大学土木重庆交通大学土木

工程学院院长工程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重庆重庆

市首批优秀科学家市首批优秀科学家。。国家杰出青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获得者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教育部““长江学者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特聘教授”、”、首批中组部首批中组部““万人计万人计

划划””专家专家、、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选选。。主要从事桥梁状态感知与监主要从事桥梁状态感知与监

测测、、评估评估、、性能提升方向研究性能提升方向研究。。

3月 31日，在牡丹江电务段“鲁勇信号工技能大师工作室”内，鲁勇聚

精会神地盯着电脑显示屏，手里轻轻地调着一台仪器。“110.1MH(毫亨)，

鲁工长，误差不到 1%，检测时间才 4 秒钟。”同事刘文博拿着电脑打印的

测试数据高兴地说。

今年 53岁的鲁勇是牡丹江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检测工区工长、信号

工，因为平时爱琢磨，先后研发出“智能演练台”“车载烤机台”等几十件仪

器设备，大家亲切地称他为“鲁大师”。

随着近期全面推进复工复产，旅客列车逐步恢复运行，车载设备的检

测任务繁重。一台机车车载设备由上百根配线连接而成，每根配线的连

通情况，如果用万用表和手摇兆欧表来检测，需要 3至 5人相互配合，用时

7天才能完成。

2019年，鲁勇与哈尔滨铁路科研所共同研发出第三代“CZXL-I型车

载设备线缆智能综合检测台”。该检测台由电脑发出测试指令，可以同时

检测 3项数据，实现了电缆测试全自动智能化的需求，如今一套机车配线

检测工作，只需要 1人操作，用时半天即可全部完成。

目前，鲁勇正在研发一款便携性的新产品，检测人员可以随身携

带，在车上就可以为机车上的配线测试和抢修。这款 MINI（迷你）版

测试台现已完成了初步设计，鲁勇他们正在对配线插头的连接方式进

行攻关。

（记者李丽云 通讯员张学鹏 张明明 受访者供图）

“鲁大师”
研发迷你测试台
以备应急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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