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春天，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图书馆，不少学生目睹了这样一幕：

一位满头银发、拄着拐杖的老
人，到图书馆借书，一借就是 13 本，
涉及黑洞、引力波、宇宙大爆炸等领
域，很多都是刚到馆的新书。

这位老人今年 101岁了，借书的
场景恰好被正在自习的学生看到，并
被他们激动地发到了朋友圈里，附言
“真的特别感动”。

这位老人很多学生都认识。他就
是我国航空航天领域著名教育家、科
学家、北航教授文传源，去年，他在
“北京五号”试飞成功 60周年纪念大
会上声如洪钟地告诉在场者：“我不
服气，我也不服老”“今天，我们也应
该在宇宙探索中取得更大成就！”

他曾为我国创下两个“第一”。作
为总设计师，他研制成功中国第一架

无人驾驶飞机“北京五号”；作为总体
设计负责人，他开创完成中国第一台
歼击机飞行模拟机研制。

今年 10月 1日，这位不服老的老
人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 101岁……由
他点亮的无人机之路、教育之路，永远
闪烁光芒。

无人机的零突破

好奇心是少年人初窥科研世界
的敲门砖。

彼时，还在北洋工学院航空组攻
读的文传源，一边听着课，一边留意
着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声。

一位流体力学教授写了一篇关
于沙漠南移的论文，那是文传源第一
次听到大学教授写科研论文的事，他
感到十分新奇。若干年后，虽然他自
嘲“少见多怪”，但科研救国的种子却
从此埋下。他努力学习，希望有朝一
日能够为国出力。

1957年，受勇攀科学高峰思潮的
影响，年轻人都很振奋。已在北京航
空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身）任
教的文传源，大胆地提出研制无人机
的设想。

这个想法在当时很前卫。有人支
持，也有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太难
了”，当时有关无人机的一切为
零———“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三无设
备”。就连苏联专家也认为，无法为课
题提供任何帮助。

抱着“科研课题的提出允许怀
疑，在质疑中才会一直前进”的信念，
文传源挺过了那段争议期，在 1957
年底迎来了周恩来总理同意项目开
展的好消息，全校师生倍感振奋。

但同时，他们也收到了一项上级
要求———无人机必须在 1958年“十
一”之前上天，这给项目组带来不小
的压力，但有压力就会有动力，文传
源制订了倒排计划、顺排措施，“什么
时候开始干、干到何种程度就叫倒排
计划，但必须有顺排措施，措施不到
位，计划就可能落空。外国人想也想
不到，按照我们的倒排计划竟然真的
成功了”。

1958年 9月中旬前，所有十二个
大系统全部研制完成并装机调试。10
月 1 日当天，我国第一架无人机“北
京五号”无线电引导着陆正式试飞成
功，之后又顺利完成其他阶段的试飞
任务，文传源及同事们在用研究成果
为国庆献礼的同时，实现了中国无人
机历史上“零的突破”。

回忆起北航集中师生近 300人，
大干三百天研制无人机的日子，文传
源自言：“经常开夜车，有时连着三天
不睡觉，一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醒

来又赶快接着干。”他的体重从 53公
斤迅速下降到 44公斤。

无人机研制难在起飞和着陆，这
也是危险系数最高的两个环节。试验
期间，机上不但有飞行员，还有主要
设计人员，用以应对突发情况，稍不
留神，直线滑行升起的飞机就会像螃
蟹横行一样横着飞出去。为此，他们
日以继夜，进行了大量空中调试试飞
以及地面无线电遥控着陆试飞工作。

然而，一切都是值得的。试飞成
功后，文传源非常兴奋，赋诗一首：

梅花二月迎新春，岁寒三友见
真情。

大鹏劲搏凌霄志，红日高去飘
彩云。

从“北京五号”继承下来的优良
传统，成为了北航师生传承了三代人
的“长鹰志”。

上世纪 70年代，北航研制成功

高空无人驾驶照相侦察机“无侦—
五”，这是我国最早装备部队、迄今为
止唯一出境参战的无人机。

进入 21世纪，接力棒交到了北
航无人机团队手中，他们研制了目前
我军航时最长、航程最远、战术技术
综合指标最优的无人机。该系列无人
机先后获得 2009 年度、2017 年度国
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科研征程孜孜不倦

结束了“北京五号”的研究工作
后，文传源还进行了八号近程导弹、
九号卫星和远程导弹等“两弹一星”
工程研究。

早在研制无人驾驶飞机时，他就
采用林克机进行无线电遥控系统的
发射、接收和控制地面飞行仿真试
验，此举对无人驾驶飞机空中试飞起
到了安全保障作用。之后，他组织研
制三自由度飞行动态转台，但由于经
费等其他客观原因进展缓慢。

1962年，文传源任新成立的导弹
自动控制系系主任兼第八研究室（控
制研究室）主任，其间除完成所承担
的科研任务外，他建成的由一自由度
转台、红外目标仿真器与模拟计算机
组成的红外导引空空导弹平面攻击
仿真系统，属当时国内首创。

1975年，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的命令，我国决定研制歼六飞行模拟
机，并成立了歼六飞行模拟机总体设
计组，文传源任总体设计组组长。他
亲自协调全国 40 余个协作单位，经
过八年攻坚克难，开创完成我国第一
台歼击机飞行模拟机研制，并顺利交
付空军使用。该项目填补了我国飞行
模拟机的空白，为我国飞行模拟机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1985年，该项目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中国计
算机应用一等奖。

在改革开放年代，文传源不断开
创新的科学研究领域，在综合控制系
统的分析、设计仿真，智能化控制，系
统仿真、相似理论系统仿真组合理
论，综合系统论，人体科学和人机系
统等领域积极开展研究，取得多项成
果并著书立说。

那个曾经好奇大学教授写论文的
少年，在退休之后，选择了继续全身心

投入理论研究与科研育人的工作。
1988年，文传源建立了一个关于

仿真学科的“相似理论”。从 1989年
开始到 2009年，他陆续发表多篇文
章，基本建成“相似理论”体系。关于
综合系统论，文传源从 1992年开始
写第一篇文章，连续发表 10多篇相
关文章，基本建立了“综合系统论”理
论体系。

谁的意见正确就要尊重谁

开会无论谁迟到都要作检讨，无
论教师还是学生，不搞特殊化；博士
生每周都要进行讨论，如果有争论，
谁的意见正确就要尊重谁的，无论教
师还是学生……文传源始终坚持，师
生的地位是平等的。

他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博士生
导师之一。在 1992年国家重点学科
评估中，他所在的学科点在本学科中
综合指标名列全国第一。

90 岁高龄才停止带研究生的文
传源，却从未停止思考育人的问题。

在他的团队中，一些学生不愿
意发表意见，文传源鼓励他们，“学
生讨论或者争辩问题时可以面红耳
赤，也可以拍桌子打板凳，但是打架
就不行了”。听到导师如此鼓励，学
生们都笑了。在这之后，讨论的气氛
得到一定改善。

有一次，两名学生在讨论问题时
发生分歧，文传源在旁边观察他们两
人，一人拍桌子，另一人怕破坏规矩
没敢拍桌子。他便上前问学生，为什
么不拍。这名学生突然反应过来导师
从前订下的“争辩原则”，也跟着拍了
桌子。文传源见状后喊停，“都拍了桌
子，就算扯平，现在我们再来讨论问
题”。
“我主张师生关系就是这样，不

要太拘泥，要自然一点。同时要发挥
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动性。”文
传源解释，此举的目的不是鼓励拍桌
子、掀凳子，而是改变学生不愿发言，
更不愿争辩的冷漠态度，在冲破这种
状态后，教师就应该加强文明讨论，
提倡生动活泼、和谐的争鸣气氛。学
生要有主动性，不是为了教师、父母
的要求才学，而且一定要知难而进，
不然就不会创造辉煌成就。
“最重要的一点，必须实事求是，

谁的观点正确，就要遵循谁的意见，
一时间弄不清楚的可以从长计议展
开讨论。”文传源说。

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以理服
人，而不是用身份压人。文传源在上
大学时深有感触。一次，一位教师在
推导螺旋桨转动的公式时，强调从单
数切面开始到另一切面结尾。学生说
万一不幸没从单数面开始怎么办，结
果教师大发脾气。

文传源过后一直在琢磨这件事，
如果学生认为教师解释得正确，就会
知道自己问得不合适；如果学生认为
问题还没有解释清楚，他还有疑惑，
怎么会从心底尊敬教师？“如果学生
表面对教师客气，那是迫于社会舆论
和习惯。我们应该实实在在来考虑，
而不是虚假地尊重。”

如此一番换位思考，文传源把握
了师生相处的真谛，并将育人的洞见
融入实际教学中。1997年，他获得国
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其在教学方法
上主张启发式教学以及理论结合实
际，在学术思想上遵循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原则等，至今仍对研究生培
养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次年，文传源捐出全部 5万元奖
金，设立“驭远奖学金”用以奖励优秀
学生。此后，在 2014年北航自动化科
学与电气工程学院成立 60周年纪念
大会上，他再次捐赠 10万元，用作品
学兼优的贫困学生的奖助学金。

2018年 9月 7日，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将第二届“立德树人成就奖”颁
给了这位百岁老人。手捧“立德树人
成就奖”，文传源这样说：“一个人一
生都要正，做什么事都要正，有原则。
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地干、彻底地
干，还要对人诚恳。”

文传源：他点亮了无人机之路
姻本报记者温才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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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辉县市，有一片 500亩
的小麦育种田。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
间，河南科技学院教授欧行奇都会泡
在这里。双手粗糙、皮肤黝黑，蹲在田
间地头里，怎么看，欧行奇都不太像
人们印象中的大学教授，反而像个地
道的农民。

这一片又一片的麦田，就是欧行
奇的育种“实验室”。与小麦结缘 30
多年，他靠着对传统育种的科学判
断、敏锐的眼力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培育出多个小麦优良品种。
“在我心中，麦田是世上最好的

的风景，我一直都在追寻吃好吃饱的
梦想。”欧行奇说。

最“沉醉”麦香的味道

“黄淮小麦看河南，河南麦熟天
下足。”河南小麦产量占全国的四分
之一，也就是说，中国人吃的每 4 个
馒头中就有一个来自河南。作为土生
土长的河南人，欧行奇对小麦有着一
种特殊的情愫，“每每闻到麦香，都令
我魂牵梦绕”。

他出生于 1964年，是时，国家刚刚
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欧行奇听着“啃
树皮”的故事，过着“舔碗”的生活长大。
过年、过节是他最期待的时刻，因为只
有这个时候，才能吃到白面馒头。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高考时他
毅然考取河南百泉农专。1986年毕业
分配时，他放弃了待遇高出留校一倍
的工作，师从小麦育种大家黄光正学
习育种，又先后给小麦育种专家茹振
钢、王世杰当助手。

在上世纪 80年代，欧行奇跟随
茹振钢当助手时，小麦育种田只有 30
多亩，大部分工作依靠手工劳作。在

最繁重的麦收季节，全部收完小麦需
要 20 多天时间。“每天天不亮就起
床，中午也不休息，晚上还要加班到,
10点多。不仅身体累、而且环境脏，特
别是打麦机一开，麦灰飞扬，浑身看
不到一点干净的地方。”欧行奇说。

2005年组建新团队二次创业后，
欧行奇开始了新的育种工作。位于学
校农场的试验地里没有休息的地方，
白天工作累了，就躺在水渠内，借着
小麦植株遮挡阳光，晚上就在晒场露
宿。没有工作室，欧行奇就把自己家
当成工作室，试验的小麦在家中空地
摆放得整整齐齐。

即使环境艰苦，欧行奇也不改初
衷，他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培育推广
的小麦品种“百农矮抗 58”，连续 6年
成为河南省及黄淮南部麦区推广面积
最大的品种，累计种植面积超过 2.6亿
亩，增产效益达 200余亿元。

选择小麦育种是一种“幸运”

随着经济发展，不少农民进城当
了工人，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妇女，那
庄稼谁来种？

作为经常泡在大田的人，欧行奇
深知我国小麦种植的现状：“我们人
多地少，如果我们的产量不高，根本
就不够吃。育种就要关心老百姓能不
能多有点收入、多打点粮食。所以与
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咱们在育种上
下功夫比较大。”

欧行奇认为，育种是科学与机遇的
集合，但选择育种也是一种幸运。在二
次创业的过程中，欧行奇培育出了被誉
为“河南第一麦”的“百农 207”。

初期科研经费不足，没有机械化
的播种机和收割机，为了控制试验精

度，欧行奇就用手一颗颗地播种。这
样的劳动强度很大，但在他心中，做
育种就要“身体受得住煎熬、心里容
得下委屈”。

500亩的试验田，按照正常步速
走完就得 10天。繁忙的时候，欧行奇
的微信步数每天肯定不会少于 3 万
步。当地农民平均每人才种一亩半
地，团队的人每人要种 25亩地。

河南种植的是冬小麦，选种的每
个阶段都很重要。冬天要看小麦的耐
冻程度，春节要看小麦生长发育是不
是稳当，抽穗还要记录日期，生长后
期要关注病虫害、干热风……一年
365天，他有 300天泡在田里，就连大
年初一，也要去田里转转。
“选种子是个眼力活儿。”为了不

与种子优秀性状错过，团队的人采用
“大海捞针”式的方法，先海量种植，
再精选优选。虽然过程辛苦，但成功
率大幅度增加。

就是靠这样“老老实实”、数年坚持
的工作，“百农 207”于 2014年顺利通
过国家审定，2015年秋播面积达 500
万亩以上，成为河南省及黄淮麦区主导
品种。用老百姓的话说，“‘百农 207’好
种、好管、好吃、好看，非常皮实”。

自 2016年秋播起，“百农 207”在
河南省及黄淮南片的推广种植面积
连年排名第一。根据河南省种子管理
站统计，2014 年至 2018 年累计推广
面积 5909.4万亩，对保障全国主要麦
区粮食丰收和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财说：
“河南新乡这个地方‘风不调雨不
顺’，年年又有自然灾害发生。‘百农
207’经受了自然灾害的考验，尤其是
抗倒春寒能力表现突出，这是黄淮地
区的第一品种。”

欧行奇的老师杨永光这样评价
自己的学生：“实践出理论，实践出方
向，实践出真知。”

育种也要重视原始创新

在成功育成“百农 207”之后，欧行
奇团队制定了更高的小麦育种目标，通
过规模化、规范化育种，使小麦育种效
率成倍提高，2017年又新培育出“百农
307”等突破性新品种和“15—123”
“15—176”等优异种质资源。

事实上，按照一般的小麦育种规
律，产出一个新的小麦品种需要 8到
10年时间，而欧行奇却用 10年时间，
育出了 7个小麦新品种，是什么让他
获得了这样的成绩？

欧行奇说：“育种就是要满足农
民大田生产需要，他们的主要诉求就
是抗干热风、抗倒伏和抗倒春寒。我
们既要相信眼睛，更要相信数据，把
经验和精准评价相结合。”

在育种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

“尊重权威、不唯权威”。大部分人认
为小麦遭受倒春寒和品种没有关系，
是气候原因。但他在育种中发现，品
种的抗倒春寒能力有差异。例如“百
农 69”整体是不抗倒春寒的，有一年
他种了 400个单株，发现有 2株是抗
倒春寒的。因此得出结论，小麦品种
里有 0.5%的概率是抗倒春寒的。正因
为有了这个认识，2013 年大片小麦
“倒下”后，“百农 207”安然无恙。

在小麦种子生产理论与技术研究
中，欧行奇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小麦大
田用种原种化”和“小麦免去杂原种生
产技术”等新理论和新技术，在提高小
麦种子质量的基础上，使每亩小麦种子
生产成本节约 50元左右。目前已作为
河南省地方标准发布实施，在多地小麦
种子生产中普及应用。
“我们要让百姓把‘饭碗’牢牢地

捧在自己手上，目前我国中筋类型的
小麦品种众多，但优质中筋的小麦品
种依然短缺，今后要把优质放在育种
目标的重要地位。”欧行奇说。

欧行奇：麦田里的“守望者”
姻本报见习记者高雅丽

如果没有从事光纤通信
技术研究，天津大学电气自动
化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杨恩泽可能会在机缘
巧合下成为一名语言学家或
外交工作者，早年他就会讲
英、俄、德三国语言，熟悉广
州、潮州方言；也有可能成为
一名慈善家，并不富裕的他曾
经捐款捐到存折仅剩 5元钱。

10 月 9 日，这位老人走
完他的百岁人生，他的百年人
生始终在追赶着学科的发展
浪潮。

潜心光纤通信处女地

1919 年 10 月，杨恩泽出
生在广东省饶平县。时值军阀
割据、积贫积弱的年代，为国
家、民族富强而奋斗的种子埋
在他的心里。

成年后，杨恩泽从事无线
电通讯、微波通讯、毫米波通
信、光纤通信技术研究。与传
统的有线和无线通信相比，光
纤通信无疑是一场革命。当光纤通信技术研
究在国际上刚刚起步、在国内还是空白时，他
就率领团队潜心于这片处女地，成功开通了
“武昌———汉口市话中继光缆通信实用化系
统”。这段 13.6公里的线路，成为我国第一条
经国家鉴定并验收的实用光通信线路，也是
当时全国最长的正规光通信线路，为我国光
纤通信的发展奠定基础。1985年，该项目分别
获邮电部和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并与
34Mb/S 光通信系统一起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1985年，杨恩泽应邀再次回到天津大学
任教，白手起家建起了天津第一个光通信实
验室。在这些年中，他获得首届全国科学大会
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主持并完成 8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八六三”科研课题，
主编了《光纤数字通信接收机》一书，撰有《数
字光通信接收机灵敏度计算及信号脉冲占空
比选择》《光纤通信接收机灵敏度三种计算公
式比较》等论文。

当不当院士不重要

谈到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杨恩泽说得
最多的是“一定要严格、精益求精”。

在一次实验中，博士生王健看到实验台上
没地方，就把仪器放在椅子上。杨恩泽看到后
马上说：“仪器要放在该放的地方。”边说边整
理实验台，一会儿工夫就腾出了一大块地方。
他对学生们说：“形式往往会影响内容，仪器乱
摆乱放，实验结果也许会出现偏差。搞研究一
定要养成规范做事的习惯。”从此，实验规程和
定期整理内务的制度就在实验室坚持下来。

但谈到自己的生活时，他却总是说：“过得
去就行。”家里的摆设陈旧而简单，他穿的衣服
几乎都是旧得褪色。80岁之前，他到北京出
差，还是骑着自行车一个个单位跑，他说：“这
样方便。”

就是这样一位生活中几近“吝啬”的老先
生，对于实验室建设，却从不在钱上计较。在
天大光通信实验室初建时，实验中急需一台
26万元的科研仪器，可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
钱。得知情况，杨恩泽带头将自己的正常科研
奖励用于仪器购置。在他的感召下，实验室的
教师们纷纷响应，保证了实验正常进行。
他成果显著、桃李满园，许多人打趣道，

“您的学生辈中都有人做院士了，要是争取一
下，您也会是院士。”每当这时，杨恩泽总是付
之一笑，谦虚地说：“当不当院士不重要，关键
是能为国家做些事就行了。”

恩被于物，泽及后代

2005年底，杨恩泽在深圳接受膀胱癌手
术期间，实验室收到一张从广东省饶平县寄
来的 10万元捐款收据。学生们这才知道他拿
出毕生积蓄捐资助教的事。知道这件事，大家
的表现惊人一致：“杨老师这样做，在我们的
意料之外，却又是情理之中。”
每次学校开展募捐活动，杨恩泽总是一

二百元地投到捐款箱内；看到身边的学生有
困难，他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2006年 5月，一幢面积为 694平方米的
“成和科学楼”在饶平县所城镇中心小学落
成。学校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庆典仪式。“恩
被于物，泽及后代”的红色条幅高悬在楼上，
杨恩泽应邀回乡参加仪式。
当地负责人激动地说：“像这样的工程一

般不搞庆典，但老先生将省吃俭用的积蓄化作
希望的甘露洒向家乡，为大家树立了榜样，要
大力宣传。”

杨恩泽当即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从次
年起，20年中每年拿出 1万元（从 2008年起
增加到每年 2万），在这所学校设立“成和奖
学金”，资助生活困难、学习优异的学生完成学
业。在“成和奖学金”设立时，他没有提出任何
要求，但在拟定章程时，他强调一定要把思想
品德要求写进去。
“我可能活不了 20年，但已经和孩子们

讲好了，他们可以帮助我完成。”直至去世，杨
恩泽捐资助学已超过 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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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恩泽

欧行奇指导学生小麦育种作业

文传源，教育家、科学
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
授，飞行器控制、制导与仿
真学家和该领域的开拓者
之一。中国第一架无人驾
驶飞机总指挥兼总设计
师，中国第一台飞行模拟
机总体设计负责人。1985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1997年获国家教学成
果奖一等奖。

一个人一生都要正，做什么事都要正，有原则。做任

何事情都要认真地干、彻底地干，还要对人诚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