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2020 年 8 月 4 日 星期二

新闻热线：010－58884102
E-mail：jiangjing@stdaily.com

■责编 姜 靖
KE JI REN WU 科技人物

王光义王光义，，19991999年年 77月本科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自动控制系月本科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自动控制系，，

现任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部副部长兼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部副部长兼高级工程师（（正高正高）；）；长征七号与长征七号与

长征五号两型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两型新一代运载火箭、、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0101指挥员指挥员，，主要负责主要负责

火箭测试发射的统筹谋划火箭测试发射的统筹谋划、、指挥决策和技术总体工作指挥决策和技术总体工作。。曾参与北斗组网曾参与北斗组网、、嫦嫦

娥一号等娥一号等 5050多次国内外卫星发射任务多次国内外卫星发射任务，，担任长征七号火箭首飞担任长征七号火箭首飞、、天舟一号货天舟一号货

运飞船以及长征五号复飞发射任务运飞船以及长征五号复飞发射任务 0101指挥员指挥员。。

周二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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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3 日中午，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成

功将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送

入预定轨道。中国的火星探测之旅，就此开启

新篇章。

确认火箭发射成功后，01 指挥员王光义也

彻底放下心来。

这已经是王光义第四次担任 01指挥员。在

他看来，这次任务过程曲折，好在结局圆满。表

达激动的一种方式，是写诗。王光义一口气写了

四首。

“胖 五 再 征 送 荧 惑 ，一 飞 冲 天 把 胜 夺 ；独

自远行亿万里，待到功成报祖国。”这是他的

期 待 。“ 问 天 路 上 向 天 问 ，勇 攀 高 峰 航 天 人 ；

攻坚克难创奇迹，长五遥四踏星辰。”这是他

的感慨。

在电视直播中，观众能看到的 01指挥员，是

倒数计时到 0秒喊出“点火”的那个人。其实，为

了准时点火发射，01 指挥员需要在前期做大量

工作。今年，已是王光义在航天发射系统工作的

第 21个年头。

和想象中的一板一眼不同，王光义健谈且诚

恳。王光义不掩饰自己的情绪，也不讳言工作中

遇到的问题。谈到困难，他叹气；谈到成果，他也

乐，语调扬上去。

01 指挥员，是航天发射任务的大管家。王

光义形容，这个岗位是“动脑动口不动手”，要进

行大量的协调沟通。

航天发射任务涉及发射场系统、火箭系统、

载荷系统和测控通信系统等多系统协同。当火

箭到达发射场后，火箭的测试和发射，就由发射

场系统来组织，01 指挥员是测试发射过程中重

要的核心岗位。

火箭发射前 15 分钟，所有口令都汇总到 01

指挥员处。王光义说，火箭发射有 27个分系统，

他主要关注其中 11个分系统。分系统指挥员向

他汇报每个系统的工作状态，经过分析判断后，

他再下达下一步指令。

01 指挥员前期要做大量工作，为的就是发

射任务能够准时。然而，这次“天问一号”发射任

务面临的最大困难，恰恰就是“准时”。

由于前序任务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首飞时

间推迟，留给火星探测任务的准备时间也随之缩

短。两次发射用的都是同一个火箭发射平台，它

会受到火箭发射时的冲击，还会经受高温烧蚀考

验，这都需要时间恢复。原本计划用 35 天恢复

火箭发射平台，用 48天进行测试和总装，但这样

一来，“天问一号”的发射最早也得到 7 月 27 日，

比最佳发射窗口 7月 23日晚 4天。

错过最佳发射窗口，意味着耗费更多燃料，

也意味着少了应急处置的时间。

怎么办？王光义组织拟制了这次任务的准

备工作计划，对发射平台的恢复计划进行了研究，

寻找流程中的短线和制约因素。一些工作可以并

行，而一些工作必须串行，也就是完成A才能继续

完成B；找到工作安排不合理之处，就能适当加快

进度。在这一过程中，01 指挥员要提出建议，也

要组织协调各系统人员实现这一建议。

王光义吃透流程后，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

优化了射后恢复处理阶段的工作，最终抢出了 4

天时间。

动脑动口不动手的“大管家”

本报记者 张盖伦

在王光义看来，这次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

发射任务，是“生死之战”。

它万众瞩目。而且，如有闪失，就会错过 26

个月才开启一次的火星探测时间窗口。

其实，火箭正式发射之前，在分系统匹配阶

段，也出现过各种问题。一次次开展数据分析和

排查，一次次挖出隐患，一次次测试、汇报……

“这是上苍对我的考验。我要轻装上阵，让

各级放心我的状态，把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王光

义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

01指挥员，是荣耀，是挑战，更是责任。

经过什么样的历练，才能当上 01指挥员？

王光义坦言，自己其实是名“跨界选手”，他

没有担任过分系统指挥员。在成为 01 指挥员

前，王光义在组织指挥体系内工作，主要管的是

计划、协调和调度。

这是 01指挥员需要的素养，但在技术层面，

他还有所欠缺。

怎么补短板？唯有学习。火箭研制单位在

北京，于是，从2012年到2014年，发射场把工作人

员分批派到研制单位，从方案认证到关键技术攻

关，从初样产品到试样测试，他们全程跟岗学习。

王光义本科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学的是自

动控制。对火箭动力系统相关知识，他几乎是

从零开始，从头学起。

火箭研制单位给学习人员提供了办公室和

各类技术文件。那段时间，他们基本上过着两点

一线的生活，每天除了学习还是学习。但王光义

并不觉得枯燥难熬。因为，学习的时光是奢侈而

幸福的。

“那时有非常强烈的本领恐慌，要学的东西

太多，还特别担心单位突然把我叫回去，回去了，

就没这样的学习时间和环境了。”王光义想抓住

这次机会，为自己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向着 01指

懂技术、顾大局，还有颗“大心脏”
王光义一直有记笔记的习惯。今天测试了

什么项目，出现了什么问题，如何解决；明天要

做什么工作，哪项先做，哪项后做，给什么保障

条件……他全都写得清清楚楚。“下一次再执行

任务，看看上一次的笔记，就更清晰。”

除了一板一眼的工作记录，王光义还会跟自

己对话。他写“个人自传”，记录工作感受，也写

诗。从大学到现在，写了七万多字。

其实，当年王光义进入航天系统，也有些戏

剧性。1999 年，他和另一个一起入职的同学，坐

了 40多个小时火车，从繁华的首都北京，到达西

昌大凉山。

“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眼前的荒凉、偏僻，

给了王光义当头一棒。那时网络也不发达，在加

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之前，王光义根本也没想过

查一查，西昌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但还是呆下来了。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情

怀。在校期间，北京理工大学浓厚的科技报国氛

围一直感染着王光义，到了西昌，他们这些年轻

人也学习了老一辈航天人的事迹和精神。“要说

苦，我们比他们已经好多了。”

干航天，需要奉献和牺牲。但投身其中，也

能获得别样的使命感和成就感。王光义在西昌

扎下根来。既然要干，那就好好干；只要干好，

就 有 更 大 的 平 台 。“ 机 会 总 是 留 给 有 准 备 的

人。”他说。

2013 年，王光义调来海南文昌发射场，和在

西昌的家人，开始了漫长的两地分居。

火箭点火时，是闪耀的；但其他时候，发射塔

架其实是孤寂的。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像

王光义这样的航天人，得到了更多曝光。他也曾

经感慨，有发射任务时，举国关注；没有任务的时

候，“我们就以大海为伴，以椰林为友”。

逐梦，是孤独而伟大的。

“我也不求什么出名，就是要对得起自己，对

得起这份事业。”王光义说。

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这份事业

挥员的目标进发。“担任 01指挥员是我们的终极

梦想。”他说。

2016 年 6 月 25 日 ，长 征 七 号 运 载 火 箭 首

飞。那次，王光义如愿成为 01 指挥员。“火箭发

射后，我兴奋得一晚上都没怎么合眼。”

后来，有了新的挑战，“胖五”来了。长征五

号是我国技术最先进、系统最复杂、运载能力最

大的火箭。2015 年，王光义用休假时间，研究了

一个多月长征五号液氢液氧发动机，为日后长征

五号发射任务做准备。

01 指挥员，不仅要会学习，懂技术，还要顾

大局，能沟通。

“测试中绝大部分的问题是要靠01指挥员去

协调解决。”比如，两个系统可能争抢资源和时间，

如何一碗水端平，让两方都满意同时不影响工作

进度？“总之，得想办法把事情做好了。靠智慧，靠

情商，靠人格魅力……反正得处理妥当。”王光义

笑着说，这个岗位，是对人综合素质的全面检验。

一到暑期，各类培训班、选拔班就会变得格

外火爆，报班、刷题似乎成了众多家长和孩子逃

不过的“宿命”。这其中，数学尤其容易陷入题海

战术。对此，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院研究

员李婵颖结合自己的学习经历表示：“数学如艺

术，培养对数学之美的感知力，比单纯强调数量

的刷题训练更重要。”

刷题是驾驭“已知”，研
究是发现未知

菲尔兹奖得主小平邦彦曾经说过：理解数学

需要具备一种纯粹的感觉，即“数感”。但数学家对

于数感并不自知，这应该是人类进化过程尚未被开

发的感觉，数感的敏锐性类似于听觉的敏锐性，是

一种明显不同于逻辑推理能力的纯粹的感觉。

现今数学的研究对象一般都非常抽象，实例

也十分抽象，让人难以理解。因为数学家的思考，

并不是单纯的“思考”，往往含有“思考实验”的意

思，这与考试中对题目的“思考”性质

全然不同。考试题目一般是将固定

范围内的已知内容组合在一起，相当

于提供了明晰的思考对象和思考方

法。但在数学研究中，思考对象和思

考方法都具有未知性，不仅无法预测

结果，甚至有时候无法得到结果。这

也是数学研究过程中最大的困难。

以前的李婵颖对数学一直没有

太多兴趣，因为那个阶段的她只是在

刷题，所做的是驾驭“已知”。如今作

为研究者，她在做的是探索，是创新，

是发现未知和寻找美。她的确在不

断地思考数学，但并不是绞尽脑汁的

那种思考，而是凭借数感享受数学的

乐趣，这就如同我们通过听觉欣赏音

乐一样。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李婵颖在随机自适应控制领域做出了多项原创

性工作，部分合作成果由合作者在国际自动控制

联合会（IFAC）第 19届世界大会的一小时大会报

告上做过详细介绍。此外，她还获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及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青年科技奖、中国控制

会议最佳论文奖——关肇直奖等。

在图书馆趴了一个月，
第一次发现数学的艺术之美

“都说少不入川，成都的生活是很安逸的，所

以我想趁年轻出来看一下。”2002 年，从四川大

学数学系基地班毕业的李婵颖，抱着出来看一眼

的心态申请了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

院的硕士研究生，原本打算读完研究生就回四川

老家的她，却因为导师布置的一个研究问题，彻

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导师给的这个问题，让李婵颖接下来一整个

月都在图书馆里度过，每天开馆就进去，闭馆的

时候才出来，但她在图书馆里的状态却是：趴着

睡觉。这种特意跑去图书馆占座睡觉的行为，一

度引起其他实验室同学的关注，找到她的室友打

听情况：李婵颖是晚上不睡觉吗，怎么每天都在

图书馆补觉？

一个多月之后，趴着睡的李婵颖脑海里突然

浮现出一个公式，那一刻她无比确信自己找到了

答案。而之后的证明也表明了事实如此。导师

给出的是控制论里一个基本并且重要的问题，即

离散时间自适应控制系统的可镇定性问题。简

而言之，什么情况下所给系统是可镇定的？一个

好的问题往往未明朗之前看似错综复杂，而尘埃

落定后结论却简净优美。李婵颖发现该问题不

但具有临界性，且其完全由一个简洁的多项式决

定。多项式刻画了临界非线性：当不确定系统的

非线性增长速度比临界非线性慢时，人们可以设

计反馈控制器镇定系统。反之，无论怎么设计反

馈控制律，系统都无法被镇定。

“那个公式太美了，所以它一定是对的！”李

婵颖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第一次发现了数

学的艺术之美。此前的沉睡状态，实际上是她关

闭自己的其他感知，以便更好地集中注意力进行

思考的过程，而一个多月的“沉睡”，使得她“数

感”从此被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她眼前徐

徐展开。这个美丽新世界让她心生向往，被美吸

引的李婵颖迅速放弃了读完硕士就回家的打算，

改为主动考取了数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在导师

郭雷院士的指引下，李婵颖从此进入了控制论的

前沿研究，沉浸其中，乐不思蜀。

“天赋会慢慢淡化，持之以恒更重要。”在追

寻数学之美的路上，李婵颖清醒而执着。

（图文由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院提供）

李婵颖：感知数学之美

王 姝

近日，我国著名地貌学与地理学家、中

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李吉均离世，

享年 87岁。

他从事现代冰川与第四纪冰川、黄土

沉积与地貌演化、青藏高原隆升及其对东

亚和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研究，把自己最

好的年华献给了祖国西部，被人尊称为“大

先生”。

情系青藏，成果写进
美国教科书

1958 年，在兰州大学任教的李吉均参

加了由中国现代冰川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

人施雅风领导的祁连山高山冰雪利用研

究，并带领第四分队考察黑河上游冰川，从

此开始冰川学研究。

1973 年起，李吉均连续三年参加了青

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并担任冰川组组长，

对东起雀儿山、西到阿里与西昆仑山、南起

喜马拉雅山、北至羌塘高原的西藏典型冰

川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

在西藏羊卓雍湖畔的冰川上，李吉均

积劳成疾，因高原反应患上了严重的肺水

肿，由此落下了病根。他却乐观地把此视

作冰川的礼物，仍旧沉浸在科学考察的充

实与快乐之中。

1977年 11月，“青藏高原隆升的时代、

幅度和形式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山东威海

召开。会议主持人施雅风院士，从知识结

构、思维方法与文字水平三方面考虑，指定

由李吉均主笔完成总结性论文《青藏高原

隆起的年代、幅度和形式的探讨》。

在论文中，李吉均提出了青藏高原新

生代以来经历两次夷平、三次上升的观点：

青藏高原最近的强烈上升始于 360 万年左

右，经青藏运动（距今 360—170 万年）、昆

黄运动（距今 120—60 万年）和共和运动

（距今 15万年）达到现代高度。

施雅风评价这篇论文是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集体创作，颠覆了国际上关于青藏高原形成的主流观点。1987 年，

高原隆升与环境效应的概念模型，被写进美国的教科书，至今仍被广泛引

用。

但李吉均对青藏高原隆升的思考和研究并未由此停止。进入 20 世

纪 90 年代，他通过对青藏高原东北缘新生代沉积、河流阶地和夷平面等

综合研究，深入探讨了青藏高原隆升的过程和环境效应问题，提出当今亚

洲自然地理之基本格局、季风气候是经“青藏运动”“昆黄运动”和“共和运

动”而最终形成的观点，开创了青藏高原研究的又一新阶段。

提出“季风三角”，破解“东部古冰川”之争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初，李吉均和施雅风、谢自楚等率先走出国门，

赴英、法、瑞士等国进行访问。回国后，李吉均专心致力于青藏高原东北

边缘地区的研究，内容包括黄河阶地、黄土地层、地文期、第四纪冰川和新

生代地层，他关注的核心始终是青藏高原隆升和亚洲大地貌与环境演变

问题。

1980 年，他邀请英国地貌学家 E. Derbyshire 访问兰州大学，并举办

为期三个月的全国高校冰川沉积学讲习研讨班，组织前往庐山、天山的乌

鲁木齐河源进行实地考察，由此开始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问题研究。

1988 年，他提出“季风三角”概念，生动刻画了中国东部第四纪环境

演变的气候格局及其机理。

一年后，李吉均与施雅风、崔之久等 30 多位学者一起撰写出版了专

著《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与环境问题》，提出被李四光判定的冰川沉积实

际是泥石流堆积，由此困惑中国地学界多年的“东部古冰川遗迹”之争大

体被澄清，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1991年，因在冰川学、青藏高原隆升及其环境效应、地貌学和第四纪

地质学等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原创性学术成就，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为发展献策，师生三代勇闯地球“三极”
成美谈

李吉均不仅心系高原与冰川，也十分关心学科发展和西部的发展。

他与其他学者联名提议，开展南极科学考察和建设南极长城站。

他倡议在中国地理学会下面设立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地理建设分会；

建议兰州大学、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和甘肃省科委共同成立中国西部资

源环境科学研究中心，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活动；他还为西部大开发提

出许多前瞻性的建议和思路，如西北开发交通先行、建成西部铁路的“大

十字”等。

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李吉均也成绩卓然。在他的带领下，兰

州大学地理科学系跃升为中国高校知名院系，2001年自然地理学荣获国

家重点学科第一名。

2005 年，他主持的“立足西部，改革创新，建设一流国家理科地理学

基地”项目获第五届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06年李吉均和时任兰州

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的王乃昂教授，捐出全部教学成果奖奖金来设立

了“求真”奖学金。

他培养的 100多名弟子中，有不少已成长为国内重点高校、科研机构

的学科带头人和知名学者，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 3人、发展中国家科

学院院士 2人。李吉均和秦大河、效存德师生三代，先后勇闯地球“三极”

（青藏高原、南极、北极）的故事，更被誉为兰州大学的美谈。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2012年，李

吉均与学生以“野外考察、现场讨论”的方式度过了 80 岁生日，而他在生

日会上的这句话将被学生铭记。

（图文由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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