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健龙，1954年生，湖南邵东人。长沙理工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公路养护技术国家工程实验
室主任，公路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2003年
至2014年任长沙理工大学校长，2015年当选中国
工程院院士。长期致力于道路工程领域的教学、科
研、技术研发及工程实践，解决了公路膨胀土治理
与路面工程的一系列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被中国
公路学会聘为“公路膨胀土工程首席专家”，先后
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交通运输部“交
通科技杰出成就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湖南
省“光召科技奖”、“湖南省科技领军人才”等10多
项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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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健龙：力克“公路工程癌症”

提出“做研究就要甘于清贫”的郑健龙，
很快面临一次现实的名利选择。

他参与的联合攻关项目， 获国家科技大
奖。 攻关小组给长沙交通学院2个署名名额，
并征求郑健龙的意见。 郑健龙表示自己不署
名，将名额给张起森教授和另外一个参与者。
他说：“我将来获国家奖， 一定是从头至尾参
与的项目，这样才心安理得。”

“郑健龙肯定能做出大成果。”攻关小组
专家对他刮目相看。

1995年，在楚雄到大理的高速公路修建
过程中， 参与解决施工工程中技术难题的郑
健龙， 对公路工程中施工中遇到的膨胀土治
理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膨胀土是一种不良土质， 因其失水迅速
收缩开裂，吸水急剧膨胀变形，路基和边坡难
逃过垮塌、滑坡的厄运，令全世界的工程师们
都感到头疼，被称为“公路工程中的癌症”。我
国26个省区分布这种特殊土质， 每年膨胀土
地质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达数百亿元。

1995年，在他的努力下，“膨胀土路基加
固技术研究”在云南省立项。2002年，交通部
启动西部交通建设重大科技项目“膨胀土地
区公路修建成套技术研究”，郑健龙为项目领
衔专家。

15个寒暑，郑健龙团队走遍了全国10多
个省区， 梳理国际上膨胀土滑坍处置方法后
发现，无论是抗滑桩，还是重力式挡土墙，这
些“刚性” 处置方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堵”。而“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何不采取“柔性”手段，设法释放膨胀土
滑坍前聚集的能量呢？ 郑健龙团队在室内做
了4000多组实验，野外实验多达500多组，发
现采用土工格栅将膨胀土边坡分层包裹，并
相互连接，让其适度膨胀并受到必要的约束，
同时通过植树种草， 防止水土流失可使边坡
的坍塌得到有效治理；采用膨胀土做填芯料，
再在外围铺上一定厚度的非膨胀土控制水汽
入侵， 找到一个与周围环境协调一致的平衡
湿度， 可使得用膨胀土填筑起来的路基保持
长期稳定。

这一全新的以“柔”治胀的思想和技术，
在楚雄到大理高速公路、广西南（宁）-友（谊
关） 高速公路上得到成功应用， 并在12省区
30多条高速公路得到推广，攻克了膨胀土边
坡治理这一世界性技术难题。

2009年，“膨胀土地区公路修建成套技
术研究”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美国新
技术导向性期刊《Civil� Engineering》主编称
赞：“项目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膨胀土工程处置
范例……使全球工程师从中受益。”

郑健龙真的出了大成果，而且成果不断。
其领衔的沥青路面结构设计理论与方法研
究，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获2012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高速公路养护管理智
能化与路面维修技术，
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一
等奖和中国公路学会
科技一等奖。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通讯员 邓崛峰

他，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传奇校长。
科研，是他的兴趣所在。一辈子致力于解决

道路工程中的技术难题，攻克了被称之为“公路
工程癌症” 的膨胀土问题，“让全世界工程师从
中受益”；建立的公路沥青路面设计标准，指导

了我国95%高速公路的建设； 研发的高速公路
养护管理智能化与路面维修技术， 让高速公路
的运营更加高效、更为快捷……

校长， 是他的工作岗位。11年无私奉献，将
一所四校合并的新大学，带出湖南，走向世界。

他就是郑健龙，长沙理工大学原校长，我
国道路交通领域为数不多的几位院士之一。

1 “既然做研究， 就要甘于清贫”

郑健龙教授是我校培养的第一位
院士。 他长期致力于国家战略需求和
行业发展重大课题开展科学研究，践
行着学校坚持服务行业、 引领行业发
展的理念， 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敢为
人先、 执着坚韧， 生动地诠释着学校
“博学、力行、守正、拓新”的校训精神，
是我校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代表。 郑院
士作为著名的科学家，坚守初心，潜心
育人，几十年来，坚持为本科生授课，
是全校教师“信道”“传道”的楷模，彰
显出了大师的风范。

———长沙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付宏渊

我对郑健龙教授研发的膨胀土路
堑边坡柔性支护技术和膨胀土路基填
筑技术印象非常深刻。 这两项技术经
济有效解决了膨胀土地区公路路基建
设中边坡反复破坏， 膨胀土填料难以
直接利用的技术难题， 为国际相关工
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膨胀土工程处置
范例。 我很荣幸将相关成果在我的最
新专著中进行了介绍。

———美国著名膨胀土专家、 科罗
拉多州立大学资深教授John Nelson

我和郑院士在学术上的交流和探
讨很深入，时间长了 ,就发现郑健龙院
士的研究以解决工程实际问题为根本
出发点， 而且在解决工程问题的过程
中提出科学问题， 工作具有很强的基
础性、前瞻性与实用性。

———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沥青材
料委员会主席、 路面力学委员会前主
席Professor Zhanping YOU

郑健龙院士在路面结构与材料方
面，对结构设计理论、工程实施方面具
有深厚造诣和见解。同时，作为学科领
军人物，他培养了多名硕士、博士研究
生， 在我国交通行业相关标准规范的
制、修订与宣传贯彻中，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 为我国交通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作出了显著贡献。

———国务院参事、 交通部专家委
员会成员张元方

记得研二时， 郑老师给我 “一对
一”主讲“板壳理论”课程。这门课耗时
整整一个学期， 采用单周授课和双周
自习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每逢单周授
课，郑老师每次都只带几支粉笔，从来
不带任何书面讲义， 却不假思索地把
力学公式写满整块黑板。 下课前5分
钟，郑老师都会指定5本参考书，布置
我在双周的时间去阅读其中章节，然
后在下次上课的前10分钟进行系统小
结，阐述观点。这是我读书以来从未碰
到过的一种教学方式，感受新颖独特，
获益匪浅。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工程总监
张劲文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郑健龙是一位经历丰富、 颇具传
奇色彩的人。

他修过铁路、机场，当过工人，其高
中知识是在工人夜校中完成的。早年经
历，让郑健龙对知识有种近乎饥渴的渴
望。他说：“我这辈子好像读书没读够似
的，一有学习机会，就会积极争取。”

在工厂， 他争取到了进长沙交通
学校学习的机会。留校任教后，他又争
取到大学学习，从本科念到硕士。

他说，早年蹉跎了岁月，32岁才硕
士毕业，非常珍惜时间。毕业后，他全
身心投入到科研和教学中，乐在其中。

“兴趣很重要， 尤其是搞科学研
究，必须心无旁骛、全心全意、扎扎实
实地做。只有完全钻进去了，你才会有
所发现，并取得成果。”郑健龙深有体
会地说。

郑健龙是一位工科专家，但2个多
小时的交谈中，他的温和儒雅、谦和亲
切， 完全颠覆了记者以往对工科专家
比较“刚”的印象。

而他的标志性科研成果———“膨
胀土地区公路修建成套技术研究”，正
是采用“以柔治胀”的思路，解开了公

路膨胀土治理这道世界性难题。
学生评价他说， 郑老师的人生态

度和治学方法是统一的， 始终能举重
若轻，水利万物而不争。

他待人温和， 但在治学中对学生
要求严格，非常注重细节，不失工科专
家“刚”的本色。团队成员张军辉教授
回忆：有一次，在写一个申报材料的时
候，郑院士发现他“的、地、得”这3个字
分不清，就认真给他讲解它们的区别，
告诉他写材料要字字斟酌， 不能有任
何瑕疵。

项目组为了研究膨胀土路堤的水
分迁移规律，从广西拉来20多吨膨胀土
准备进行实验， 郑健龙来到施工工地，
发现工人们将还没有风干到指定含水
率的膨胀土往模型槽里面填，马上打电
话给负责人：“你们也太不负责了，这么
湿的土不能往里面填。”随后，他现场指
挥工人将已经填进去的土挑出来。

“科学是严肃的， 一定要注重细
节。很多发现，往往就在细节中。”郑健
龙说。

正是这种亦柔亦刚、 充满智慧的
思维，以研究为乐趣的本色，使郑健龙
成了我国道路交通领域为数不多的几
位院士之一。

4月的长沙理工大学新校区， 绿树掩映
着红楼，青春追逐着书香，处处洋溢着生机
与活力。

郑健龙的办公室就在新校区的一隅，公
路养护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3楼。

“我年轻时也曾搞过文艺呢。” 中等身
材、温和儒雅的郑健龙微笑着说，让记者一
下子消除了陌生感，觉得亲切。

郑健龙是湖南邵东人。 初中毕业后，修
过铁路、机场，后进入工厂当工人、化验员。
修机场时， 参加过文艺队。19岁进入湖南交
通学校念书， 毕业后留校任教。1977年恢复
高考后，考入中南大学读书，后又考到湖南
大学读研，所学专业为力学。

他进入道路工程研究领域，还有个小故
事。

1984年， 湖南交通学校只有一台电脑，
正在湖南大学读研的郑健龙，为计算力学问
题，常往学校电脑机房跑，遇到了同样需要
用电脑的张起森教授。张起森教授是国内道
路工程的知名专家， 看到郑健龙勤奋好学，
便邀请他一起搞道路工程研究。

就这样，郑健龙走上了道路工程研究之
路。

“不久，张教授要出国做访问学者，他手
头承接参与的3个国家项目， 一下全落在了
我和另外一位老师身上。”郑健龙回忆。

这3个项目，是“七五”期间国家组织的
重点攻关项目，云集了国内一流的道路工程
研究专家联合攻关。他说:“我很幸运，这些专
家们对我的科研方法和思想的形成很有影
响。”

5年攻关， 郑健龙做得很辛苦。“全部的
科研经费仅2.4万元， 除了必要的出差外，我
们能省则省。记得有半年时间，为了一项道
路结构计算，我每天从学校踩自行车到河西
的计算中心算题。结果出来的那一天，非常
开心，走出计算中心，却发现自行车被人偷
了……”

“后来，学校有了20多台计算机，但计算
速度不快。我的计算工作量大，常常等到晚
上无人用电脑了，一个人在机房操作20多台
电脑。当电脑出批量计算结果时，是我最兴
奋的时候。 我将这些结果全部打印出来
铺在机房的地板上，趴在地上进
行分析， 一干就是一个通
宵。”郑健龙说。

科研经费如此捉
襟见肘， 在一次学院
收入分配方案讨论大
会上， 埋头搞科研
的郑健龙却语出惊
人：“既然做研究，
就要甘于清贫。”

郑健龙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
有一年农历大年初一， 张锐和几个同学

一早上门给郑老师拜年。进门后，发现郑老师
没在客厅， 旋即听到书房里的声音：“在这儿
呢。过来，过来。”他们发现郑老师正伏在案
头，桌子上摊着一堆书籍，几张稿纸上面密密
麻麻写满了许多公式的推演。 郑老师的除夕

夜就是在书房度过的。
每完成一项研究，郑健龙就用“看一个星

期的小说” 犒劳自己。 他说：“如果两天没沾
书，就像丢了魂似的。这也许是因为初中毕业
时，未能如愿继续读书。这辈子书没读够。”

从校长岗位退下来后， 郑健龙更加全身
心投入到他钟爱的科学探索中， 其团队瞄准

了道路工程中所遇到的各种不良土质， 先后
成功解决了洞庭湖区软土路基、 南方广泛分
布的红黏土路基、 广东省全风化花岗岩路基
等问题。

“我们的工作就是解决道路工程中遇到
的技术难题。”郑健龙说。

4 “如果两天没沾书， 就像丢了魂似的。 这辈子书没读够”

1997年， 潜心专业的郑健龙被提拔为长
沙交通学院院长助理, 后又担任长沙交通学
院院长、长沙理工大学首任校长。

从思考攻克技术难题， 到思考如何建一
所真正的大学，郑健龙当作又一个科研命题。

当校长后， 郑健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
学科建设，为学校争取博士学位授予权。他自
己答辩， 使交通运输工程成为长沙理工大学

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
“博学、力行、 守正、拓新”，这是长沙理

工大学的校训，也是郑健龙对办学的思考。
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新校区，占地2000余

亩，是一座风景优美、设施齐全的美丽校园。
这个校区的建设， 也是郑健龙办学思想

的一部分。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而不在于大楼，但

也不能没有大楼。一
所新学校没有实验室及其相应的
科研条件，引不来也留不住大师。因此，我们
就建了这座新校园。”郑健龙说。

郑健龙担任校长期间， 长沙理工大学相
继突破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第一
个博士授予学科、第一个省部重点实验平台、
第一个国家级工程实验室。

3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 而不在于大楼， 但也不能没有大楼”

2 “我将来获国家奖， 一定是从头至尾参与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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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健龙院士 通讯员 摄

� � � � 2013年8月2日， 郑健龙
院士（右四）在昌樟高速改扩
建工地调研。 通讯员 摄

� � � � 2013年8月21日，郑健龙院士
（中）现场研究膨胀土难题。

通讯员 摄

亦柔亦刚亦智慧

不带讲义,把力学公式写满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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