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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柴跃

2019年1月3日10时26分，嫦娥四号探测
器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的南极-艾特肯盆地
内的冯·卡门撞击坑内，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
在月球背面软着陆。 嫦娥四号任务的圆满成
功， 开启了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新篇章。2月
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

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
代表中，有一位湖南人。他就是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 中国探月工程副总
设计师于登云。

中等身材，为人谦和，话不多，但湘音
的辨识度颇高。4月的北京，草长莺飞，阳光
明媚， 记者如约在航天科技大厦见到了于
登云。

于登云 通讯员 摄

搞科研，于登云建树颇丰；带学生，他同
样有一套。

作为导师， 于登云培养了不少研究生和
博士。学术功底深厚，治学严谨，平易近人，对
学生关怀入微。这是弟子们对他的一致评价。

于登云带着潘博做博士论文。有一次，论
文某个章节里，有个特别复杂的算例，由一大
堆的公式组成。 于登云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
差错：公式里多了一个负号。

“出错的公式，只是其中非常不起眼的一
个。一般人如果不认真验算一遍，根本看不出
来。”潘博说，于老师扎实的学术功底可见一
斑。

尽管身兼数职，工作繁忙，但每次指导学
生，于登云都格外走心。

“读博时，我写的每一篇文章，于老师都
通篇修改过，经常是‘满江红’，特别‘惨烈’。”
于登云治学的严谨，潘博感触颇深。学生数十
页的论文，大到文章的研究逻辑、结构框架，
小到论文的标点、遣词造句，引用文献是否熨
帖，分析解读是否恰到好处，他都细致审读，
逐一把关。

搞科研，于登云信奉一个字：实。
“做科研就像挖井，选准了方向，踏踏实

实地做，就一定能挖出水来。”他经常结合自
身经历告诉学生，航天工程要求高，任务风险

大。一个小马虎，就能毁掉几代人的心血。
五院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工程师张

磊曾跟着于登云读博，每月都会约好时间，讨
论论文和研究进展。

有次， 约定好的时间， 撞上一个重要会
议。 于登云就让张磊抓紧会议间歇时间去找
他。

见面地点是在于老师车上。 一上车就看
到他拿着饼干在吃， 张磊于是就问：“您还没
吃午饭吧？”

“没吃呢，等会有个比较急的会，我们先
看论文。”于登云一边嚼着饼干，一边认真审
读论文，然后耐心地一句句给张磊分析不足，
完善研究计划。

“跟着于老师做科研，感觉特别幸福。”张
磊说，10年过去了， 这些细节仍清晰地印在
脑子里。

点点滴滴间，航天人那种“严慎细实”的
作风和精神，就这样传递给了新一代。

在学生眼里， 于登云还是个特别乐观的
人，脸上常挂着笑，即便他承载着很大的科研
压力。

“于老师很少批评人，总是从正面引导大
家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出来。” 学生赖松柏说，
这种乐观的精神， 很好地消除了大家面对复
杂科研任务时的畏难情绪。

“做科研就像挖井，选准了方向，踏踏实实地做，
就一定能挖出水来”

“登云步月”。 这是于登云办公室里挂着
的一幅字。嵌入名字，也昭示着他的“航天梦”
种子长成了“探月梦”。

2008年9月， 于登云开始担任中国探月
工程副总设计师，加快了自己追梦的步伐。

探测器登月是个风险极大的活。 即便探
月经验丰富的前苏联和美国， 都是在失败多
次后才成功的。

嫦娥三号是中国第一个月球软着陆的无
人登月探测器。

“要保证做到登上月球以后万无一失，我
们就必须在地面尽可能做到验证有效充分。”
于登云介绍， 探月工程科研团队建立了包括
月表地形地貌模型、 月尘模型在内的多个模
型，并通过系统仿真进行初步分析与设计。他
们还在西北沙漠中找到力学特性接近月球表
面的沙子。

“试验时，参试人员都住在临时搭建的简
易房内，有时夜里遇到沙尘暴，连头部都要裹
得严严实实。即使这样，早晨起来，被子上、桌
子上、地上全是沙子，足足能扫出半脸盆。”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嫦娥三号总设计师孙泽
洲记忆犹新。

困难一一被克服。2013年12月14日，嫦
娥三号成功实现月球软着陆。

“月球背面是一块从未被开垦过的处女
地。登月困难更多，意义也更大。”到了剑指登
陆月球背面的嫦娥四号，“奔月” 路上的挑战
就更多了。于登云掰着手指，给记者数了数：
距离更远，不能直接与地球通讯，一丁点可借
鉴的资料也没有……

与此同时，布满了沟壑、峡谷和悬崖的月
球背面， 让嫦娥四号落地时摔跟头的概率大
增。

要想顺利抵达“新家”，嫦娥四号软着陆
地点必须选择相对平坦的好地段。 好地段的
光照也得适宜， 既能保证嫦娥四号的能源供
给，又不会在长时间月昼中让它“中暑”。

最终， 最具科学意义又具一定工程可实
现性的区域———南极-艾特肯盆地被选中。

“尽管前期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但
心里还很忐忑。”在于登云眼里，一路奔向月球
的嫦娥四号， 就像自家独自出门远行的孩子。
孩子平安到达目的地前，他的心始终悬着。

2019年1月3日，中国发射的嫦娥四号探
测器成功实现了人类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
陆。

美国宇航局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发来
了贺电：“这开创了人类的一个先河， 是非常
令人瞩目的成就！”

“月球背面是一块从未被开垦过的处女地”

1988年，于登云研究生毕业，如愿进入
航天系统。刚工作，他就赶上我国大力发展新
一代卫星事业的难得机遇。

新型卫星的能源依赖于太阳能。 太阳能
的获取是依靠卫星上翅膀一样的太阳能帆
板。 于登云承担的正是与新型卫星研制密切
相关的柔性振动与姿态耦合课题。通俗点说，
就是帆板展开时的振动以及卫星姿态调节对
卫星的影响。

这是新型卫星设计中的关键点之一，也
是当时国内没有的设计先例。国外资料有限，
大多保密。

“当时的联邦德国MBB公司开发了一款
‘动力分析软件’，能满足应用需求。我方愿以
600万马克的高价购买， 但德方不肯提供。”
于登云说， 在当时月工资不到人民币100元
的航天人眼里，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没有老师教， 又没有足够的经费买现成
的技术，问题解决不好，还会直接影响后续多
项设计工作。“航天梦”的种子刚发芽，就遇到
了凛冽的寒风。

“焦虑经常有，特别是遇到困难、想不出
办法的时候。”于登云坦言，当时感到了前所
未有的压力与责任。

骨子里透着不服输的他， 决定咬牙一
搏，埋头下苦功夫。

课题设计中， 需要进行大量数据运算。
而于登云供职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所属中
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最好的计算机是一台带
着40个终端的VAX780计算机， 内存总共就
一兆。

为了得到一个数据，于登云经常是一大
早上班，将编制好的程序输入计算机，并在
边上注明“正在计算”。到了晚上八九点钟，
才得到结果。机器忙不过来时，就用纸和笔
徒手进行公式推导、定性与定量分析。

“过程很痛苦，但苦中有乐。不断克服困
难后，出来的成果影响很大，也令人满意。”
凭着这股“吃得苦，霸得蛮”的韧劲，于登云
用了两年多时间完成了相关课题，达到了设
计要求，一举赶上了国际领先水平。

同事李念滨说， 中国航天任务密集、繁
重，航天人都是实干派，而聪明勤奋的于登
云是其中的典型。

“干自己喜欢的事，就是最大的爱好、最
好的休息。”在于登云看来，时间是公平的，
一个人重要的是行动，“要学做‘微波炉’，虽
然看不见火，但能很快把饭菜做熟。”

“要学做‘微波炉’，虽然看不见火，
但能很快把饭菜做熟”

■手记

追梦路上赤子心
唐亚新

于登云是个内敛、低调的人。去
北京采访前， 记者颇费工夫去找他
的资料， 但关于他个人的公开报道
少之又少。

采访中，我们交谈的时间不长。
于登云有问必答， 并且回答得特别
坦诚。 追梦路上， 他有一颗赤子之
心。

于登云追逐“航天梦”的经历，
坎坷而富有戏剧性。

1961年， 于登云出生在湖南绥
宁一个普通的农家。13岁初中毕业
后，因家贫无力继续求学，当上了生
产队会计。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爱才的
初中老师找到已经工作三年的于登
云，劝他继续考高中上学。刚上完高
一，他因病休学，又在家休养了整整
一年。病好后，他原来所在的高中因
故取消。1979年，于登云考上县里的
重点中学。

1981年， 于登云以绥宁县高考
第一的成绩顺利考上华中工学院
（即华中科技大学）。

1984年， 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
典阅兵仪式上， 装备有先进导弹的
部队威风凛凛地从天安门前通过。
这一盛况征服了他的心，“航天梦”
的种子从此种下。

随后， 他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
学的研究生。当时，这是航天部惟一
的重点大学。稍经波折后，他如愿进
入了航天系统工作。

于登云用金属学中的 “调质处
理”来形容自己的经历。在武汉上大
学是“加热”，在哈尔滨读研究生是
“淬火”，在北京工作是“回火”。不同
时期的锤炼，成就了一块“优质钢”。

于登云觉得，吃得苦、霸得蛮的
“湖湘性格”，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 特别能攻关、 特别能奉献的
“航天精神”，契合度非常之高。

谈及种种经历， 于登云用的最
多词是“感恩”。他庆幸赶上了能最
大限度追逐梦想、 发挥作用的美好
时代。

于登云从事航天事业30多年 。
他说，航天事业干得越久越热爱。但
当谈及亲情、工作和生活的取舍时，
他在采访现场两度哽咽落泪了。

连声抱歉自己的失态后， 于登
云又连连表达了对家人的愧疚和感
激。因为工作原因，父亲和母亲去世
时，他都不在身边。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大
把大把的时间花在工作上， 对家庭
必然有所亏欠。但他说，家人对自己
特别理解，也很少来打扰。因为他们
知道，自己是在为国家做事。

■名片

于登云，1961年11月出生，湖
南绥宁人。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
司科技委副主任， 中国探月工程
副总设计师。 研究员， 博士生导
师。部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国际宇
航科学院院士、 国际宇航联卫星
商业化应用委员会主席、 国家百
万人才工程人选， 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

湘籍航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