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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有约

人物点击

刘 纯 段 芳 本报记者 过国忠

21年前的 5月，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

炸，那一年尤延铖参加高考。“当年炸我们使馆的

飞机是美国生产的，而我们的烈士遗体竟然还是

用美国制造的大飞机运回来的。”他回忆说。

那时，掌握核心技术、发展国防工业的信念，

就像一颗种子深深地埋在尤延铖的心里。高考

报志愿时，他毅然选择了航空航天专业。

2008 年底，尤延铖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

士毕业后，赴德国宇航中心空气动力与流体研究

所从事研究工作。三年后，他谢绝了该研究所的

挽留，毅然回国。

在他心中，“国家”二字力重千钧。“航空航天

是一个和国家战略与祖国命运密切相连的行业，

虽然德国的平台更广，实验条件更好，但在那里

我所做的研究都无法转变为我们国家所用的技

术。所以，我出国前就已下定决心要学成归国。”

他说。

2012 年回国后，尤延铖来到厦门大学，以

一张办公桌为起点，开启了先进空天动力的研

究之路。

组合动力是当今各航空航天强国竞相角逐

的技术焦点，更是空天推进技术领域研究的难

点。尤延铖团队一开始就确立了“带翼回收火

箭”这一设计概念，旨在给火箭“插上翅膀”，开创

带翼回收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研究先河。

由该团队研制的“嘉庚一号”火箭，正是为组

合动力系统研究进行的第一次飞行试验。简单

来说，就是在火箭上做一场空气动力学实验，以

验证其首创的双乘波一体化布局在高超声速民

用飞机航空发动机上的性能，最终目标是把民航

飞机速度提高到现有速度的五倍以上，实现两小

时内全球直达。

敢啃“硬骨头”，源于少年航空航天梦

“90秒准备。”

“40秒准备。”

“倒数 5，4，3，2，1。”

“发射。”

2019年 4月，“嘉庚一号”火箭在我国西北部

沙漠无人区成功发射。在寒风凛冽的发射场，穿

着厚厚军大衣的尤延铖心绪难平——攻关过程

中，他们克服了太多的艰难险阻。

2015 年和 2018 年，团队遭遇了两次申请重

大平台项目的失利。“最难的地方就是从无到有，

评审专家们多数认为在厦门大学这样一所综合

性高校，平台的定位、工科的积淀、团队的稚嫩

等都无法承担起航空航天类重大工程研发的重

任。”尤延铖回忆说。

许多工程测试和大型加工制造条件校内都

不具备，团队成员只能不断辗转于各个城市的设

计所、加工中心和试验现场。

“尤老师一个月的飞行次数可高达 24 次。”

赖凌宇是团队的行政秘书，她笑称尤延铖是“空

中飞人”，自 2012年以来，尤延铖已累计飞行 676

航次、122 万公里，足足可绕地球 30 圈。为了按

时完成项目，他们与时间赛跑，将机场的航站楼、

工厂的休息间、试验场的荒郊野外都变成了团队

的工作室。

在尤延铖看来，一个优秀的航空航天人不

仅要具备科研硬实力，还要具备抗压抗挫等软

实力。

“他非常非常拼，经常工作到深夜。印象最

深的是‘南强一号’试飞的前一天晚上，尤老师和

吴了泥副教授讨论到凌晨两点多，我当时脑子都

转不过来了，尤老师还是很清醒。四点开始，他

还要顶着巨大压力指挥全天的试飞工作。”团队

成员曲文慧如是说。

“可以说当时全部神经都是紧绷着的，不到

最后一刻，都不能松懈。哪怕是 1%的隐患，都有

可能导致试飞取消甚至试验失败，这个后果都是

我们无法承受的。”虽时过半年，但回忆起这个情

景，尤延铖的语气还是略带紧张。

与时间赛跑，多年飞行航程可绕地球30圈

尤延铖与他的第一位硕士生李怡庆相识在

2012 年夏天。屡屡受挫的李怡庆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给尤延铖发了一封邮件。“在被拒绝了很多

次之后，自己挺惶恐的，自信心也受到了一定的

打击。”李怡庆感叹说，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位年

轻的教授很快就回了邮件。

通过几次电话联系，尤延铖约李怡庆见面，

在厦大西村的马路牙子上，这位年轻的教授，耐

心地为这位素昧平生的学生，讲述了他的空天报

国梦，并为他指明未来努力的方向。

在研制“嘉庚一号”的过程中，面对“枯燥无

味”的科研生活，李怡庆曾向尤延铖抱怨：“我们

做这些有什么意义？”尤延铖笑着回答他，“等有

一天你研究的东西飞上了天，你就不会再问这样

的问题了。”

“嘉庚一号”的一飞冲天，打开了李怡庆多年

的心结。“我终于明白，尤老师真的是一步一个脚

印追寻心中的梦想，从来没有因为困难而退缩，

永远都是朝气蓬勃，矢志不渝。”李怡庆说。

原来只打算读到硕士的李怡庆，现在博士毕

业，也走上了教师岗位。这些年，尤延铖的人格

魅力、处事风格和工作态度，影响着一个又一个

的“李怡庆们”。

科研之余，尤延铖还是一位运动达人，喜欢

篮球和游泳。“做科研就像篮球运动，不是‘孤

军奋战’，而是一个团队，互相信任、彼此欣赏，

朝着同一个目标齐心协力。”谈到团队，尤延铖

满脸自豪。

尤延铖坦言，“嘉庚一号”“南强一号”“翔安一

号”这些听起来似乎很闪亮，但耀眼不是目的，核心

是验证关键技术，并把这些技术转化应用到国家的

重大战略需求上，“国家守护空天安全的战略愈发

重要，我们追逐更高速度的梦想也不会停歇”。

题图 尤延铖在“嘉庚一号”火箭试飞现场

做科研就像打篮球，不能孤军奋战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 讯 员 欧阳桂莲 杜 筠

5月 12日，国际护士节。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牡丹江市的一些护士

们而言，今年的护士节是别样的。至今还有一些人忙碌在抗疫救治一

线。从 2月中旬起，坚守在黑龙江省新冠肺炎重症救治中心一个多月，到

支援牡丹江市新冠肺炎救治工作，再到返回哈尔滨当日即入列一线救治，

短短三四个月内，31 岁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男护士刘浩 3 次

“逆行”出征。

每天 6点多，刘浩就进入隔离病房，为患者进行核酸采样，在 9点前交

给转运组送检。忙完这些，他就回到隔离病房照看患者。

“现在照顾的几位重症患者，都在借助 ECMO 治疗。设备管路多，每

一条都要细致梳理，一个患者看下来要二三十分钟。”刘浩说。

谁说铁汉不细致。重症病房的一名患者，看到同屋病人陆续转出，眼

神中充满焦急。刘浩看出他的情绪，安抚他耐心接受治疗。“他后来身体

逐渐恢复，转到轻症病房已 10 多天了。”刘浩说，看到自己护理的患者康

复，心里满是骄傲。

（据新华社 记者闫睿 王建 强勇）

刘浩：

做骄傲的“男”丁格尔

5月 5日 18时 00分，长征五号 B 点火升空，将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

精确送入预定轨道，中国空间站工程就此拉开帷幕。

在海南文昌发射场指挥大厅的正中央，本次首飞任务的“01”指挥员、

发射场发射部副部长胡旭东摘下眼镜，任由泪水流下脸颊。

胡旭东上次担任“01”指挥员，是 1038 天前，执行 2017 年 7 月 2 日的

长征五号遥二任务。然而，那次火箭起飞后因发动机工作异常，发射失

利了。

“不可能因为某一次失败，就放弃了航天梦，失利没有让我气馁，成功

也并非一朝一夕。”

长征五号 B 是长征五号的拓展型，具有很大相似性，但也有很大差

别。仅就芯一级垂直总装而言，由于仪器舱安装在芯一级上方，需要增加

一米多长的吊装环框，造成长征五号 B的芯一级长度比长征五号长，而芯

一级吊装时，火箭和设备之间高度有限定，火箭和厂房操作平台之间缝隙

狭窄，所以吊装难度成倍增加。

胡旭东打了个比方，长征五号芯一级吊装好比提着接近满载的水桶

从狭窄的楼梯上楼，不让停歇、不让磕碰还不能泼洒，长征五号 B 则是把

水桶彻底加满了。

“硬件、软件都有变化，用老的方法测试新的火箭，是要出问题的。”胡

旭东说，长征五号 B 测试最大的难点就是要提前梳理技术状态变化带来

的测试操作调整。

火箭发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不能带丝毫隐患上天。此前，在一级

发动机测试时，岗位操作手赵峰发现声音异常，胡旭东坚决要求用未装箭

设备重做实验，结果表明发动机某元件存在异常，他决定在发射场更换该

元件，排除了长征五号 B发射任务的一次隐患。

胡旭东说：“航天产品很贵重，质量要求非常高，一颗螺钉安装时施加

力大小就可能影响任务成败。”

长征五号 B 首飞任务启动时，发射场还有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首飞

任务。因为和疫情暴发期重叠，超过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员不能投入到长

征五号 B任务中，其中还包括数名分系统指挥员。

胡旭东和战疫情防控小组一起，一边做好疫情防控，一边选拔出一批

新的指挥员填补空缺，还组织各系统分解流程，进一步细化各项测试时

间，每项测试精确至 10分钟。

进入长征五号 B任务准备期，胡旭东几乎“长”在现场，从设备恢复和

任务准备并行、供气设备检测检修，到加注管路吹除置换、发射平台维护

改造，他都会仔细紧盯。

“虽然全世界新型号火箭首飞任务成功概率仅为 51%，但是只要火箭

进入发射场，我们必须努力确保 100%的成功！”胡旭东说。

5月 5日，看着大屏幕上“祝贺长征五号 B首次飞行任务圆满成功”的

画面，胡旭东笑着说：“今晚给自己放假，回去至少睡 7 个小时。”说完，他

起身走向发射塔架，去查看发射后的撤收现场。

“01”指挥员胡旭东：

1038天，终迎长征五号B惊世一飞

金 凤 通讯员 李 帆 杨 昆 刘远航 唐 瑭

连 续 两 次 获 得 国 际 超 算 应 用 领 域 最 高

奖 ——“戈登·贝尔”奖，担任国家超级计算无锡

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地学系长聘教授，获得FPL

国际会议 25年来最有影响论文……今年 38岁的

付昊桓，在超算人眼里是一个了不起的“牛人”。

日前，他又获得了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付昊桓：做软件，让中国超算真正“跑”起来

“国之重器”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在

我国超算领域的意义不言而喻。这其中，付昊桓

在超算应用研究上倾注了大量心血。

“那是 2015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师生 20

多个人来到无锡。我们最初是作为用户去的，基

本都是自带干粮。当时准备利用暑期三个月的

时间，在这台全新超级计算机上研发一款气候模

拟软件。”付昊桓说，当时团队所有成员都感到无

比兴奋和激动。

要把超算真正搞起来，并不容易。在国际

上，中国超算起步晚，发展难度大。在研究攻坚

克难的关键时期，付昊桓和伙伴们经常需要加班

加点的工作。

当时，正遇天气酷热，在超算中心刚粉刷完

墙壁的房间里，连空调都还没装，他们就用网上

淘来的工业大风扇来降温。

那时，付昊桓除了本身的研发工作，还要带

领团队支持各领域的科学家，邀请全国乃至全世

界的科学家运用超级计算机来进行研究。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个过程很有趣，也充

满了挑战。我们现在对超算中心的定位，不仅仅

是有一台最厉害的计算机摆在那里，而是要将其

打造成为一个能汇聚用户、汇聚研究者的科研中

心。第一次用上国产芯片，利用国产超算平台推

进应用软件的发展，这一使命促使我们克服一个

又一个难关”。

苦心人，天不负！通过与不同领域科学家的

合作，付昊桓带着无锡超算研发团队以多维度并

行及系统性优化的新方法，成功将有限差分、谱

元、稀疏矩阵求解、N 体问题、格子玻尔兹曼方

法、k 均值聚类等不同应用中的关键计算成功扩

展到神威千万核的并行规模。

2017 年，在全球超级计算大会上，由付昊

桓的团队所完成的“非线性地震模拟”研究获

得国际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最高奖“戈登·贝

尔”奖。

让最厉害的计算机物尽其用

“超级计算机为解决工程和科学中的重大难

题而生。”付昊桓说，超级计算机比的不只是速

度，更是比应用。

为此，他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敢于跨界尝

试。5 年来，付昊桓带领超算青年团队，为“神

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研发了气候模拟、地震

模拟、工业仿真、生物医药、深度学习算法库等一

系列国产应用软件，将每秒十亿亿次的超强计算

力切实转化为基础科研和工程创新的探索能力，

展示了国产超算硬件与软件相结合的巨大潜力。

“自主可控的全新硬件架构是‘神威·太湖

之光’超级计算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但与 x86

处理器截然不同的硬件特性，对软件生态建设

也有特殊的要求。”付昊桓说，与超算硬件相对

大机器每天完成近7000项作业任务

独立的阶梯式发展不同，应用软件的发展需要

长期的积累。

付昊桓团队通过开展跨学科、跨单位的广

泛交叉合作，基于“神威·太湖之光”系统研发

出诸多并行应用成果。目前，“神威·太湖之

光”的应用涉及生物科技、航空航天、气象气

候、材料科学、海洋环境、机器学习、电磁仿真、

工业设计、金融计算、生物医药、环境工程、石

油勘探等 19 个领域，支持国家重大科技应用、

先进制造等领域解算任务几百项，一年来共计

完 成 200 多 万 项 作 业 任 务 ，平 均 每 天 完 成 近

7000 项作业任务。

这些应用中，既有代表未来“黑科技”发展

方向的研究领域，比如“人造小太阳”，也就是

核聚变发电的相关理论与实验方面的模拟；也

有重大工程领域的项目，比如 C919 大飞机多种

飞行状态的模拟、天宫系列航天飞行器的飞行

状态模拟。

然而，在付昊桓看来，计算无极限，挑战无止

境。把世界领先的计算力转化为科研和产业上

的价值，这仅仅是开始。中国超算的未来发展，

关键在于高层次创新型专业人才。

几年来，博士生的培养成了付昊桓工作中最

重要和最快乐的一项工作。如今，令他欣慰的

是，团队里有几位“90 后”的成员已经站到了高

性能计算应用研究领域的国际舞台，成为超算领

域的学术新秀。

他指导的博士生甘霖于 2018 年荣获 IEEE

高性能专委会杰出新人奖，目前已成为清华大学

计算机系的一名年轻老师；何聪辉毕业后去腾讯

工作，刚去的第一年所发起的项目就荣获腾讯技

术突破金奖。

2019年 4月，他带领团队研制的“嘉庚一号”

火箭发射成功，从而让我国迈出了可回收使用火

箭技术发展的重要一步；

2019 年 10 月, 他带领团队研制的高速无人

机“南强一号”实现首飞；

2019 年 12 月，他带领团队研制的“翔安一

号”500kg级自旋翼飞机完成技术验证……

他，就是厦门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常务副院长、先进

空天动力研究团队负责人尤延铖。前不久，这位80后

教授荣誉簿上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共青团

中央、全国青联授予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还没顾上跟周围人分享获奖喜悦，他又马不

停蹄地投入到工作中。“国家的重大需求，一直指

引着我们科研的方向。”从业 10 余年，尤延铖一

直坚守着这一信念。

尤延铖尤延铖：：守初心守初心，，为空天动力发展探路为空天动力发展探路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寄语中国新时代青年，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站

稳人民立场，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业，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前进姿态，同亿万人民一道，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奋勇搏击。

值此，本报专访了厦门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常务副院长尤延铖和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副主任付昊桓两

位第 24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希望他们科研报国的事迹，能够激励更多的青年学子努力奋斗，成

为新时代的栋梁。 ——编者

“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只能依靠自身

努力大胆技术创新。”源于少年的那个航空航天

梦一直在向尤延铖招手，他和团队决心啃下这个

“硬骨头”。

他带领团队将每秒十亿亿次的超强计算力

切实转化为基础科研和工程创新的探索能力

叶恒叶恒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