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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专门去做研究，教学更有意义，
因为它涉及很多学生的培养，所能体现的作
用更加直接。虽说如此，但并不代表她不重
视科研。相反，她认为，没有科研的支撑，教
学会存在一种无力感。

从教四十多年来，西北大学信息
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耿国华取得过很
多荣誉，但让她颇有成就感且记忆深
刻的，还是去年在杭州举办的 2018 中
国计算机大会上的一幕。

一名浙江工业大学的学生来到
她面前，说：“我认得您，您是耿国华
老师。”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招呼，耿国
华有些诧异，但随即她又听到这名
学生说“我在慕课上听过您的课，讲
得真好。”

“其实，我挺在意后面这句话的。”
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耿国华爽朗地笑
道：“不管是不是本校的学生，自己教
的课都能得到认可，这是作为一名教
师最大的成就感。”

同事眼中的“拼命三娘”

温文尔雅，这是耿国华给人的第
一印象，但在与之经年累月相伴的
同事眼中，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拼
命三娘”。

“有一天凌晨 2 点，耿老师把我叫
到她家里去赶材料，早晨 7 点，我们又
坐班车去学校上课。”该学院教授陈莉
与耿国华住在同一栋楼，和其他同事
一样，她们时常要一起整项目、赶材
料。“我记得非常清楚，曾有一位老师
告诉我，有一天晚上去耿老师办公室
的时候，看到她正在加班写代码，而她
的孩子已经在旁边的地上睡着了”。

实际上，耿国华多年来几乎每天
工作都超过 12 小时，晚上 11 点前离
开研究室的时候也很少。不过，即使
再忙，坚持给学生上课也是她雷打
不动的事。用陈莉的话来说：“有时
候，我们因为耿老师太忙，不让她去
上课，她还会跟我们急。”

“作为教师，本职工作就是教学。
而且我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喜欢在它
上面投入更多精力。学生能力的提升，
是一名教师价值的体现，我们也应该
将其作为终生追求的目标。”耿国华告
诉《中国科学报》。

虽然平时在大家面前展现出的多
是温婉形象，说话语速也非常舒缓，但
在讲课时，耿国华却像换了一副模样。

“耿老师讲课的时候很有激情，
尤其是讲到算法部分，不仅思路非
常清晰，语速也会快一些，让我们有
种激情澎湃的感觉。”她的学生陈小
雪说，“在平时让我们修改文档时，
耿老师说话又会非常舒缓，让我们
尽可能地听懂。”

不过有一次，陈小雪做《数据结
构》助教时，由于失误弄错了统计成
绩，耿国华因此发了一次脾气。“这让
我感觉到，涉及教学的任何环节，耿老
师都容不得半点差错。”

科研让她常教常新

在耿国华看来，她的成就源于教
学，很多科研成果也得益于教学中的
收获。

比如，她的第一篇科研论文写的
是三叉堆排序，即数据结构中二叉堆
排序的一种改进，需要建立一个数据

库，其中会牵涉一些相互关系以及对
这些模型对应关系的研究。

“最开始，我做了一维数据结构，
也就是文本信息的处理，这是陕西
省的一个科研项目，然后做了二维
图像，最后做到三维，这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而这项科研最初的动
因就是教学需要。”耿国华说。相对
于专门去做研究，教学更有意义，因
为它涉及很多学生的培养，所能体
现的作用更加直接。

虽说如此，但并不代表她不重视
科研。相反，她认为没有科研的支撑，
教学会存在一种无力感。“作为大学教
师，必须要有研究在里边，特别是科学
研究，教学研究和科学研究都是相辅
相成的。我们面对的是培养高层次人
才的任务，没有研究就没有引领。”

“如果没有一些新的科研和认识，

仍然像过去一样在课堂上照本宣科，
那就不是称职、有水平的老师。”耿国
华说，并不需要把所有研究内容直接
拿到课堂上去讲，因为人才培养是有
规律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循序渐进
的，有一定的知识体系在里边，但研究
内容要渗透其中。

比如，她认为当前的计算机系统

有三大任务：一是运行更高效，这需要
高性能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支撑；二
是交互更自然，即方便使用，这里涉及
虚拟现实（VR）等新技术；三是系统更
聪明，需要人工智能（AI）。

这些知识、技术都不是耿国华在
学生阶段所学到的，而是近些年逐渐
获得的。但正是因为有这些研究和认
识，有这些知识储备，她才能更好地教
育、引导学生。

建立世界最大颅面数据库

说到科研，最让耿国华得意的，莫
过于颅面复原技术了。

事情要从 1996 年说起。当时，公
安部面向全国征集“九五”攻关项目，从
事医学影像研究的耿国华承接了应用
颅面复原平台，利用“颅相重合”技术进

行无名尸骨的身份认证的项目。
如今，耿国华虽然带领团队取得

了莫大的成就，但 20 多年来的科研之
路却饱含艰辛。

“经费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虽然我们可以拿到项目研究经费，但
颅面复原技术常常应用于考古、案件
侦破等，属于社会公益类应用，不太容

易产生经济效益。所以，奖励就非常
少。”耿国华说，而且颅面复原采集样
本涉及隐私、法律，征集志愿者也是个
难题，有些研究团队成员甚至把自己
的亲戚、朋友都拉去了。“这个过程当
中，依靠人情往往多于依靠政策。”

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从 1996
年开始，耿国华带领团队建立了属于
中国人自己的颅面库，并已采集 3000
多个现代人样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颅面数据库。

“过去，颅面复原是用针扎在死尸
样本上，获取颅面的软组织厚度，再通
过泥塑得到复原面貌，一般需要专家
根据经验制作完成。”耿国华介绍道，
现在，利用 CT 或三维扫描设备对颅
骨数字化，基于现代人数据库来复原
面貌，更加科学准确。“这是一种技术
进步，也是一定程度上的解放。”

“如今，这项技术在公安机关报送
的无身源颅骨面貌复原 68 例中得以
成功应用。”耿国华自豪地说，“‘身份
认证’是‘颅面形态信息学’的三大应
用领域之一，为公安部的刑侦工作提
供重要帮助。比如，调查无名尸骨的身
份时，可以将三维颅骨数据同失踪人
口库中每个人的身份证照片进行比
对，有效缩小排查范围，并且能够在一
定的疑似范围内确定目标。”

除了颅面修复，这项技术在医
学、文化遗产数字化方面也大有作
为。比如，耿国华带领团队从 1997 年
就开始和兵马俑博物馆合作，做数字
化研究，用虚拟修复技术对碎片进行
拼接、复原。

2009 年，耿国华团队凭此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是该领域
的第一个科技进步奖。但在她看来，
她现在所追求的不是某个头衔奖项，
而是做几件对社会有贡献有意义的
事情。

“‘在培养一流人才的同时出一
流作品’是我一直以来坚持的信念，
也是矢志不渝的目标。”耿国华说，
她的心中有个大舞台，心有多大，舞
台就有多大。

耿国华：育一流人才，出一流成果
姻本报记者王之康

耿国华

耿国华

西北大学信息科学
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国家级教学名师、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主要研究领域为智
能信息处理、数据库与知
识库、图像处理方向的教
学与研究工作。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陕西省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教育部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等；三次获
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
等奖；主持国家精品课程
两门，主编教材 15 部，5
部列入“十一五”规划教
材，其中两部被评为教育
部精品教材；主持两门国
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一生铺路，你从不停止甘为人梯的脚步
燃烧自己，你尽全力照亮最广袤的土地
你用苍茫的身影，扬帆指路
你用睿智的曙光，细心呵护
一树桃李，你把毕生所学传递
满目青青，一腔热血化春风

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科技部、中国
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在北
京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2019 年“最美科技工作
者”先进事迹。

8 月 10 日晚，中央电视广播总台播出了颁
奖实况节目。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陶文
铨位列其中。

他们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他们
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己任，
用责任、毅力与担当，书写着一个又一个创新奉
献的故事，他们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中华民
族伟大精神的真谛，有力弘扬了新时代科学家
精神，展现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良好精神风貌。

“当我知道自己被评为最美科技工作者时，
心中感到诚惶诚恐，我自 1966 年参加工作以来，
虽然工作还算勤勉，但是离这样高大上的称号还
有很大的距离，我把这个称号看成是党和人民对
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要求，作为自己今后努力的目
标。”陶文铨面对媒体采访如是表达自己的心情。

这是《中国科学报》在今年 3 月 21 日，走进
西安交大兴庆校区的东三楼采访获得 2018 年
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最高成就奖的陶文铨之
后，又一次采访报道这位活跃在国际传热学科
研究前沿的耄耋教授。

继往开来，
“半个陕西老汉”开创传热学科多个第一

“我们俩还是同以往一样，讲老陕话。”面对
记者，陶文铨开门见山地说，“我陕西话讲得还
蛮可以吧？”

黄土高原的 63 个春秋更替，当年离家的江
南水乡英俊少年，而今已是一头银发、谦逊儒雅
的耄耋老人，就连许久不说的绍兴话音也渐淡
了，讲得不地道了。

“但还是喜欢吃米饭，在家里与老伴说的上
海话。”陶文铨补充介绍。

陶文铨是 1957 年高中毕业考入交通大学
的。当年交通大学全部迁往西安，在全国的招生
简章上，上海徐家汇校区标注的是上海造船学
院与南洋工学院，交通大学的地点在西安，所以
考入交大就直接到西安报到。

“从小对交通大学非常向往，高考时虽然知
道交大要西迁，我还是报考了交大，我想交大迁
到哪里我就考到哪里。”

1962 年，西安交大本科毕业的陶文铨，考

入了我国第一批公开招考的研究生，作为西安
交大当年入学的 15 名研究生之一，陶文铨师从
留美学者、教授杨世铭攻读传热学。研究生毕业
后留在热工教研室任教。1980—1982 年，他赴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传热学实验室进修，师从国
际著名学者、教授斯帕罗及帕坦卡学习强化传
热技术及传热问题计算机仿真的技术。回国后，
陶文铨继续在西安交大热工教研室任教。

“当时我就像一块干海绵被放进了海洋里，
拼命地汲取知识养分。”凡是有关数值计算的课
程，他都去听、都去学。

陶文铨回国后继续留在西安交大，一直潜
心从事传热强化与流动传热问题的数值计算两
个分支领域的研究，也曾多次拒绝东部高校开
出的好条件、好待遇。

“笨鸟先飞！”陶文铨说，“如果说我现在取
得了一点成绩的话，那都是勤奋的结果。”50 多
年来，他刻苦认真，分秒必争，开创了国内这一
领域的多个“第一”：1986 年，陶文铨在西安交
大主办了我国第一个计算传热学讲习班，首次
将传热强化与流动传热问题的数值计算等领域
研究引入国内；提出的绝对稳定高精度格式，摒
弃了国际上保持 30 多年的半隐假设，创建了系

列全隐算法，构建了快速收敛高精度的计算传热
学的宏观计算新体系；在国际上率先构建了宏
观—介观—微观多尺度计算框架体系，发展了界
面耦合的重构算子和耦合理论；发明了高效低阻
的强化传热技术，突破了国际上“气体阻力增加必
大于传热强化”的传统理念，使我国流动与传热的
多尺度模拟研究处于国际前沿，带领团队专家开
发了国际领先水平高效低阻气体换热设备，成
果应用于沈阳鼓风机集团公司、杭氧换热器公
司等企业，开发了多个系列的换热器新产品，产
品远销国内外，取得显著经济效益。

截至目前，陶文铨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成
果奖及国家级荣誉近 30 项；获国家发明专利
34 项；发表 SCI 文章 529 篇，被引用共 9235
次，其中他引 8284 次。ESI 高引论文 11 篇；所编
著的《数值传热学》及《传热学》均已经被国内外
文献引用 12000 余次，被清华大学等大多数工
科高等学校采用，成为我国本领域经典性教材。
尽管年届八旬，他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节
奏和出差频率。

从 1957 年入学到现在，陶文铨已经在西安
生活工作 63 年。“我是半个陕西老汉！”陶文铨
常言之。

教书育人，
“西迁大树上的一片绿叶”桃李满天下

“我对西迁精神感受和体会最深刻的一点
是‘艰苦创业’。”陶文铨说，“这些年，我们的科
研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科研条件得到了根本
性的改观，特别是近年来，西安交通大学领导和
师生憋足一股劲，弘扬西迁精神，拼了命地干。
但是原创性的理论突破仍然不够，我希望跟大
家多分享交流，经过几代人的学术传承和积累，
取得更多原创性的理论突破。”

“我还算不上交大的西迁人，仅是西迁大树
上的一片绿叶。”陶文铨严谨地纠正说，“因我未
在上海徐家汇的交通大学上学或工作，仅是去
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学的实习车间实践了一段时
间。实事求是地说，我的老师才是西迁人。”

“听过陶院士课的学生有 12000 多！他获得
过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国家级优秀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
创新团队奖等，作为一个科教战线的知识分子
实在很了不起，让人敬佩！”陕西省委书记胡和
平在今年 4 月 9 日的陕西科技创新大会上，谈
到建设创新陕西时，由衷地赞叹道。

“还是称呼陶老师好！”陶文铨说，“作为一
名教师，要热爱你教的课、喜爱你的学生，他们
不是负担，给学生讲课是幸福！”

每次上大课前，陶文铨都会提前半小时到
西安交大 1300 教室，让学生把准备好的 20 个
小马扎放在教室走廊。1300 教室是一个能容纳
367 人的大教室，但是来听陶文铨讲课的学生
经常超过 400 人。于是，他就自己买了 20 个小
马扎，每次上课前让学生摆好。坐着小马扎认真
听讲的学生，成为陶文铨课堂独有的风景。

陶文铨讲课很有特色，重点突出且信息量
大，深受学生欢迎。在对本科生的教学中，他注
意引入新内容，并且常常通过撰写课程论文的
方式来培养学生；研究生课程则加大新内容的
比例；对博士生的课程，每次都要更新 15%到
20%的内容，还特意引入一些有分歧的观点，引
导学生进行深入探讨与思考。虽然传热学、数值
传热学、计算传热学等课程陶文铨已经讲了一
辈子，但每次课前，他仍会重写讲稿或者修改
PPT，纳入新的体会和内容。

“自 1974 年上课以后，一直在第一线，既带
本科生，也带研究生。”陶文铨说，“我大概教过
6000 多本科生、6000 多研究生。”

陶文铨团队成员，现在已是中国科学院

院士的何雅玲还清晰地记得，有一次为了不
耽误学生的课程，正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访问
的陶文铨特意提前归来，从机场直接赶到教
室上课。还有一次，他上午刚做完白内障手
术，下午就回去上课。“他上课时间控制得非
常好，常常这边话音刚落，那边下课铃声就响
了。”何雅玲回忆说。

陶文铨带的学生大部分在国内相关高等
院校与企事业单位工作，许多已经成为学术
带头人；留在本校的青年教师，已经有 2 名长
江学者、1 名国家级教学名师、4 名教育部新
世纪人才。“我的学生中有很多跟我一样扎根
西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陶文铨自豪
地说。

“高校工作是一个传承的工作，首先是传承
具有家国情怀的交大校风学风。”关于如何教好
学生，陶文铨认为，“我首先要把西迁精神传承
过来，再传承给我们的学生。”

“我的导师杨世铭 1953 年突破美国政府阻
挠，绕道英国回到国内，1956 年进入交通大学，
经历了西迁历程。他对国家极其热爱，对科学十
分尊崇。”陶文铨补充。

西安交大的许多老教师都经历过交大西
迁，他们都十分热爱祖国，交大人将其总结为以

“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为
内涵的西迁精神。

据西安交大几位老教授回忆，杨世铭去世
以后，作为学生的陶文铨就组织他的研究生梳
理杨世铭的著作、回忆录，集成杨世铭文集。杨
世铭在国内出版了第一本自己编写的传热学著
作，1986 年，他写了另一个版本，到第三版的时
候，他年龄比较大了，就请陶文铨帮忙，到第四
版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此时杨世铭要陶文铨
负责第四版修订工作，署陶文铨的名字。但是，
陶文铨认为不妥。

“我们搞研究的人要‘顶天立地’，要能坐得
住‘冷板凳’！既要敢于寻求基础研究前沿理论
的突破，又要让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社会发展作
出实实在在的贡献。”陶文铨说，“我现在主要想
干些‘立地’的事情！”

据陶文铨介绍，团队成立的西安数据中心
节能低碳运行重点实验室正在抓紧建设，预计
今年底建成。“我们将和西安市相关部门开展合
作，一起解决数据中心能耗大的社会难题。”

在采访结束时，陶文铨特意在实验室楼道
两边陈列交大能动学院西迁老师照片的橱窗
前，介绍他的前辈及其学术贡献。

闪亮的名字
———“半个陕西老汉”、中科院院士陶文铨荣获 2019“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姻本报通讯员詹瑞吴民义 记者张行勇

银上世纪 90年代陶文铨伏案工作
继往开来的创新团队

陶文铨院士致敬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