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3月29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张杨深读03

走近科学家
湖南日报社主办
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协办

欧阳晓平：

科学家的诗意人生

1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欧阳晓平，1961年生， 湖南永州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从事脉冲辐射场
诊断技术的研究，先后发明系列脉冲射
线探测技术原理与实验方法，研制成功
21种新的核辐射探测器， 创建5类脉冲
辐射场实验诊断新方法，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中子探测体系。先后获得中国科技
青年奖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何梁何
利科学技术进步奖等荣誉，获得国家技
术发明二等奖1项 、三等奖2项 ，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2项等。

“经师易遇,人师难遭”
欧阳晓平院士对毛主席怀有一份深切

的情意。2017年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举办
的迎新年师生联欢晚会上， 他担任联唱的
领唱，很是动情。

也许是出身农村的缘故，他对学优生、
贫困生多了一份牵挂。 在他的倡导和呼吁
下，湘潭大学“伟人之托”奖助金于2015年
12月正式设立。为什么叫“伟人之托”？他的
解释是不负毛主席 “一定要把湘潭大学办
好” 的嘱托。“伟人之托” 奖助金已发放两
批，共计94万元，受奖助的本科生、研究生
共208名。

———湘潭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
委副书记钟芳华

我能与欧阳晓平院士相识并有幸加入
到他的课题组开展研究工作，既是缘分，也
是机遇。他对我提了3点要求：第一，品德要
好，不与人斤斤计较；第二，能吃苦，在孤独
和寂寞的忍耐中，能踏踏实实地做研究；第
三， 能经受住诱惑， 能留在湘大长久地工
作。这些我都铭记在心。

———欧阳晓平课题组青年教师刘应都

报考湘潭大学研究生前， 我给欧阳晓
平院士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没想到欧阳老
师给我回信了，鼓励我认真准备、沉着应对
考试。更没想到的是，复试之前，欧阳老师
给我打电话再次鼓励我。 当我正式来学校
复试时，我又一次接到了欧阳老师的电话。
他一再叮嘱我注意安全， 并安排专人到火
车站接我，带我去吃饭，熟悉校园。我至今
充满了感动。

———湘潭大学研究生刘方圆

欧阳老师平易近人，很爱笑。不管是师
生交流，还是在篮球场上跟学生一起打球，
都用笑声传递了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

他鼓励我们大胆创新，严谨科研，要能
吃苦，把心摆正。“经师易遇，人师难遭。”他
用严谨、自制的学习精神，给我们上了宝贵
的课。

———湘潭大学硕士研究生李贝贝

祖国需要什么，
就做什么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30多年前， 欧阳晓平还只是一名响应
祖国号召支援新疆的中学教师， 一次偶然
的机会， 他接触到了几位搞核物理的专家
学者，知道祖国需要这个技术，便动了心。

站在宿舍的楼顶，欧阳晓平望着“大漠
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美图景，想起父
母从小勉励他当一名祖国需要的科学家，
报国情怀油然而生，决心“考进西北核技术
研究所”。

顺利考上后， 欧阳晓平夜以继日地学
习，很快成了所里的骨干。为了工作需要，
所里希望他安心科研攻关， 暂时放弃考研
深造。欧阳晓平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他曾被公派到俄罗斯和美国学习考
察。回国时，美国人用丰厚的待遇极力挽留
他，但欧阳晓平拒绝了。他回忆道：“当时，
正好是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我的心很痛，只想尽快回国，利用毕生所学
让祖国更强大。”

2008年， 汶川地震。 一想起遇难的同
胞，欧阳晓平就感到揪心。后来，他发明了
一个比较简单而又实用的室内救生舱。欧
阳晓平说：“假如， 我们在房子里面加一个
救生舱，能容纳10个人左右，里面放置一些
足够饮用10天的水即可。灾难发生时，我们
有更多的救援时间。”这份赤子之心，让记
者颇为感动。

如今， 欧阳晓平的科研水平在很多领
域游刃有余。祖国的需要，是他选择的第一
要素。

“是祖国培养了我，我做科研就是为了
回报祖国。”身材魁梧的欧阳晓平，在记者
眼里更加高大。

手记

评说

名片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小巷/又弯又长/没有门/没有窗/我拿把旧钥匙/敲着厚厚的墙”。
欧阳晓平很喜欢顾城的这首《小巷》。多少个科研攻关的寂寞深夜，在苦

寻出路的思绪间隙，他轻吟着《小巷》。他说：“科学家，就是这个拿着钥匙的
人。”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
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在欧阳晓平的眼里，戴望舒的这首《雨巷》也是送给科学家的诗，鼓励科
学家在彷徨与不安中不放弃希望，找到自己的“丁香”。

“文学需要想象，科学更需要想象。诗表达了真善美，而科研创新就是很
美的东西。”欧阳晓平，这位奋斗在中国核物理第一线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把
枯燥艰辛的科研工作，抹上了诗意的色彩。

春风拂面，春光煦煦。记者来到湘
潭大学，见到了酷爱读诗、具有诗人气
质的欧阳晓平。 他的办公室书桌上，与
一堆专业书摞放在一块的， 就有一本
《顾城诗全集》。

欧阳晓平从小爱看书。在零陵师专
（现湖南科技学院）求学时，更是“变本
加厉”，经常看书到深夜十一二点钟，凌
晨三四点钟又爬起来。毕业时，光是掏
钱买的专业书，就装了几麻袋。

谈到诗，欧阳晓平说是受妻子的影
响。“我妻子是学文学的。我随手翻了翻
她看的《泰戈尔诗集》，就爱上了诗。”他
觉得，搞科研，能在这些长短句里得到
共鸣。

欧阳晓平从事脉冲中子的诊断和
探测技术研究。捕捉和准确测量中子时
间过程非常困难，因为不同能量中子有
飞行时间弥散，源中子束一旦飞行一定
距离，相互间就会被分离，时间过程特
性就会畸变，想要测量核反应产生的中

子时间谱简直不可能。
夜深人静，月朗星稀。这样的夜晚，

正是欧阳晓平思绪放飞的时刻。他推开
窗户，在银白如霜的月色下，推想着新
的实验过程和可能的科学结果，新的灵
感在脑海中孕育……

问题没有解决，就日思夜想，甚至
做梦都想。1994年，在一趟从北京开往
兰州的列车上， 欧阳晓平在梦中突然
“灵光”乍现，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醒来后，欣喜若狂的他立即将梦中
的方法记录下来，随即付诸研究。经过
半年的攻关，欧阳晓平做出了无源介质
快中子探测系统，填补了中国在该类中
子探测技术的空白； 投入国防应用后，
解决了一系列重要测试诊断难题。这个
研究，也为欧阳晓平带来了国家发明奖
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荣誉。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 还有什么比这些诗
句，更能描绘科研路上的酸甜苦辣呢？

2 “做科研应该像一头饥饿的老虎”

今年1月初，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上，
欧阳晓平汇报科研构想。其中，核物理
以及新材料方面的创新构想反响热烈。
致力于前沿科学问题的研究，是欧阳晓
平的一贯坚持:“别人觉得做不了的，我
特喜欢去尝试。成天琢磨，总有一天就
被我琢磨出来。”

欧阳晓平说：“如果用动物来比喻，
做科研应该像一头饥饿的老虎，而不是
衣食无忧的猪。猪三餐不愁，但没意思。
老虎可能饿肚子，但吃到的都是想吃的
猎物。”

然而，“猎食” 的过程是辛苦的。早
上8点钟开始工作， 晚上12点钟才结
束。这只是普通的一天。实验正酣时，他
常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

他还曾与死神擦肩而过。有一天半
夜，他起床时摔了一跤，当晚高烧不止，

被送到医院以后，医生诊断是急性脑膜
炎，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他不顾医生的
劝阻，只休息了一个月，就投入到科研
工作中去。

在脉冲辐射场诊断上的重大成就，
让欧阳晓平声名鹊起。2013年他成功
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 却更忙了。有
人不理解，怎么不歇一歇？妻子也曾埋
怨过他，怎么还是见不着人？“科研水平
提高了，想做的越来越多，能做的也越
来越多。我总是兴奋，根本停不下来。”
这就是欧阳晓平的回答。

能提高30%动能的碳纤维活塞、在
零下60摄氏度仍不罢工的电池、 变甲
醛为负氧离子的空气机、能除尘防瓦斯
爆炸的煤矿雾化器……种种奇思妙想
如同夜晚的繁星，在欧阳晓平的脑子里
不停地闪烁。

3 “毛主席嘱托过，我也要出点力”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湘潭大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湖南科技学院名誉
校长，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的
兼职教授……这一长串冠在欧阳晓平名上
的头衔，勾勒出他频繁往返全国各地的工作
动态，也体现出他对家乡的赤子之心。

“有的人觉得母校不出名，就很少提起，
我不这样。”每年，欧阳晓平都会回母校湖南
科技学院看看，指导学院建设，与学生面对
面交流。 对于省内其他高校的访问邀请，他
也是有求必应。中南大学、湖南大学、长沙理
工大学、湖南商学院……留下了他讲学的足
迹。

2014年，湘潭大学与中国西北核技术研
究所共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邀请欧阳晓
平担任首任院长。欧阳晓平来湘潭大学考察
时，在毛主席塑像下驻足良久，决定出任。“毛
主席嘱托过，我也要出点力。”他深情地说。

规划学院发展，争取科研项目，带了12
名硕士博士生，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欧
阳晓平的这个院长做得扎实。一年中，近一

半时间待在了湘潭大学， 却连校园里的秀
山、 琴湖都找不着方向。 他说:“学院的事太
多，没有时间逛。”

但对自己的学生， 他却总有空。“刚下飞
机，5名学生拿着科研上的问题来找他求教，他
都一一解答、指导，没有丝毫倦意。”欧阳晓平
的助理陈静告诉记者，欧阳晓平很关心学生的
学业发展、生活规划。学生有了恋情，也很乐意
与他分享。

欧阳晓平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科研创
新精神。每个学期，他都抽空给同学们上几
堂课，分享国际前沿资讯，激发他们的科研
创新激情。“欧阳院长要求我们的论文要出
新。他常说，只有挑战别人解决不了的课题，
才能成长、自信，才能有更长久的发展。”一位
博士生这样说。

为了鼓励学生的创新精神，他设立“伟
人之托”奖助学金，来奖励科研成果突出、创
新能力强的在读学生。 他说：“学生是我们科
研工作的未来。我尽力帮助他们，就是帮助
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强。”

4 把科学带回家的科学家

欧阳晓平热爱科研，也热爱家庭。妻子
和女儿，他时刻放在心里。

女儿刚出生时， 欧阳晓平高兴坏了。妻
子奶水不足，他晚上爬起来煮奶。女儿半夜
不睡觉，他就唱催眠曲，有时候一唱两三个
小时。

忙于工作，家里的事基本靠妻子。行走
于各地，他总记挂着妻子。上个世纪90年代
去北京培训，他花去近一年的工资，给妻子
买了一件外套；去美国学习，他省下微薄的
生活费，给妻子买下了一枚1000多美元的钻

戒；过新年，他给妻子送了一双旅游鞋，附上
小纸条：“我愿是一双鞋， 陪你走到天涯海
角，粉身碎骨也不怕。”

在家里，欧阳晓平喜欢和妻子、女儿分
享讨论自己的科研工作。“她们经常能提出
我想不到的问题，是我的灵感源泉。”在他的
熏陶下，教中学语文的妻子，能看懂深奥的
核物理专业论文；女儿已是清华大学的博士
生，从事跟父亲一样的科研工作。

把科学带回家的科学家欧阳晓平，让一
家人都成了“科学家”。

� � � �欧阳晓平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2月27日，湘潭大学实验室，欧阳晓平（右三）带领学生进行大面积薄膜脉冲激光沉淀系统
相关实验。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2月27日，湘潭大学校园画眉潭凉亭旁，欧阳晓平（左五）正在给学生答疑
解惑。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