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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矿产找寻到构造假说，从地震预测
到地热勘探，李德威毕生的研究，无不深深
扎根大地，无不紧紧围绕国家和人民所需。
他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一生写照，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的殷殷话语———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一生大地行

“地质科学的任何重大理

论创新都充满艰辛坎坷，但相

信最终对国家和人民有益”

西藏定结，晌午烈日正毒。
“咚——— 铛——— ”
李德威瘦削的身影，紧贴几乎与地面垂

直的岩壁，一手紧攀岩角，一手紧握地质锤
敲击着山岩。

往上，是斧劈刀砍的绝壁；往下，是深
不见底的深谷。

突然，一块石头从崖上滚落，砸中他的
额角，鲜血立时流淌下来，与汗水混在一
处。他抬手抹了抹，继续向上爬。

这攀登险峰的一幕，映衬出他相约大地
的一生。

1990 年，28 岁的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讲师李德威初上青藏高原。让李德威如
痴如醉的，不是高原美景，而是那些裸露的
岩层、丰富的地貌。

因为构造独特、演化过程复杂，青藏高
原被公认为地质工作“最佳野外实验室”。

当时，李德威正在参与西藏的一个成
矿预测项目。同时，他在青藏高原上发现了
一些用主流的板块构造学说难以解释的地
质现象。

他不讳言质疑：权威学说也存在局限
性，能不能挑战？

非议扑面而来：“板块构造学说研究那
么多年了，是你一个年轻人说挑战就挑战
的？”

当时，已有外国学者提出以青藏高原
为切入点，建立“超越”板块构造学说的大
陆动力学理论。

“青藏高原是开启大陆动力学理论的
‘金钥匙’。”一团旺盛的火，在李德威心中升
腾：中国一定要先掌握这把“金钥匙”，走在
世界前列！

求证质疑，除了脚踏实地的科学研究，
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从那时起，李德威每年都要花 2 至 3
个月的时间，奔波在世界屋脊。从羌塘到喜
马拉雅，从可可西里到阿尔金山，从阿里班
公错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他将地质考察
坐标定在了中国乃至世界最艰苦的地方。

高原地质科考，甘苦自知。
氧气稀薄的高原上，即使空手走路，人

的心脏负荷也相当于在平原背几十斤重物
爬坡，更何况是攀爬崇山峻岭，进行体力消
耗极大的地质勘测。

总跑在队伍最前面，总把最险、最长的
路线留给自己；不仅能走下来，还经常背回
沉甸甸一大包岩石标本；更创下一天走 70
公里的纪录……李德威单薄的身躯，似乎
藏着超乎常人的能量。

吃冻硬的干粮，喝冰冷的水，露宿岩缝
下、羊圈中，忍着头痛等高原反应入睡……
人非铁石，长期高原野外作业，同样损耗着
他的健康。

一次野外勘测时，李德威突然胃痛如
绞。

“李老师，赶紧送你出去吧！”同事和学
生们心急如焚。

“调查耽误不得！”李德威咬牙忍痛，硬
是继续坚持每天走 20 多公里，结果却引发
了胃出血。但直到调查完成，他才肯离开野
外到县城治疗。

学生李华亮说：“在高原这种环境下，
老师体力有限，很多时候是靠意志力在拼
命地走。”

高原地质科考，危险更难预料。
2003 年 7 月，青海可可西里野牛沟。
正忙着采样的李德威，丝毫没注意到，

不远处一群野牦牛停止了吃草，瞪眼怒视
闯入领地的不速之客。

几头野牦牛朝李德威转过来，粗大的
前蹄猛力刨着地面，锋利的犄角尖反射着
刺眼的阳光。李德威随时会被攻击！

远处的向导急得大喊：“李老师！危险！
野牦牛！”

李德威这才反应过来，拼命跑出老远
之后，回头看躁怒的牦牛没追上来，后怕地
瘫坐在地，大口喘气……

躲过棕熊、野狼，遭遇过雪崩、塌方，卡
在过江的溜索上命悬一线……十多次与死
神擦肩而过，都挡不住李德威每年如候鸟
一般飞赴高原科考的执着。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这么
苦？

“如果热爱一样东西，你会看到她的魅
力，而不是艰苦。”李德威更清楚：如果只在
实验室里测试数据，支持主流的观点，易于
发表文章，却难出重大创新成果。

有人劝他：少提那么多质疑，多把心思
用在发表 SCI 论文上；少跟主流观点较
劲，多想想自己的前途……

“没有争论和质疑，就像地壳没了碰
撞，是产生不了能量的。”认准目标，李德威
话语始终坚定。

年复一年奔赴高原，验证、完善自己的
观点，李德威就这样行走在茫茫大地，跋涉
在高寒缺氧的“无人区”，从风华正茂，到两
鬓斑白。

近 30 年来，李德威立足实证研究，提
出以盆山耦合、下地壳流动为核心的“层流
构造假说”，用简洁的模式和合理的动力来
源，解释了青藏高原的地质现象。在此基础
上，他提出一系列创新理论，初步形成一套
以青藏高原为基地的地学理论体系。

脚踏山川大地，方能仰望浩瀚星空。
“德威以实证研究挑战传统，在理论创

新上很有建树。”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懂
他：“根据地质构造的实际情况和基本特
征，构建自己的认识和框架，而不是在国外
已经形成的‘笼子’里走，这样才有潜力和基
础实现重大理论的突破。”

不移报国志

“实现‘取热、减灾、减排’，
助力中国更快崛起，就是我最
大的理想！”

翻开李德威生前用的笔记本，出现最
多的，就是“取热、减灾、减排”。

为了这六个字，他加速燃尽了人生的
最后十年。

2008 年 5 月，汶川发生地震，学校组
织科技赈灾专家组。李德威主动请缨，第一
时间赶赴灾区。

被灾区的满目疮痍深深刺痛，他落泪
了：“地震造成的损失太大了，一定要想办
法预测。”

他作出决定：调整研究方向，依托自己
的地质构造学术成果，转向中长期地震预
测。

“德威从已经颇有建树的构造研究，转
到比较冷门的地震预测，这样的决心不是
一般人能下的。”同样多年研究地震的中国
地质大学(武汉)教授曾佐勋说：“想国家的
事，掏自己的钱，这是他更可贵的地方。”

东昆仑、汶川、玉树……李德威一次次
奔走在震区，熬过一个个不眠之夜，其他课
题都被搁置；没拿到科研经费，自掏腰包数
十万元，请专家做学术支持，垫付差旅费、
会议费，资助研究地震的民间机构。资金困
难时，他甚至想抵押自己的房子……

“白天调研、学习，晚上内部讨论，几乎
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对李德威超乎寻常
的执着，学生陈继乐记忆犹新。

这份使命感，甚至让他将生死置之度
外。

2009 年 8 月，李德威又出现在汶川震
区。

一个近 300 米长的堰塞湖，挡住了前
往一个重要地质观察点的去路。湖边有一
艘抗震救灾留下的小救生艇，但只能容纳
两人乘坐。

“你们两个人划艇过去，其他人在原地
接应。”李德威给随行的学生们做了安排，
“我自己游过去。”

“不行！李老师，那样太危险了！”看着
两侧悬崖陡立，山石摇摇欲坠，学生们极力
劝阻。

“我水性好，不要担心！”
令人担心的一幕还是发生了：李德威

游到湖中间时，突然，两侧悬崖乱石落下，
砸在湖中溅起高高的水花。

岸上的人揪紧了心。李德威拼命加速，
终于安全游到对岸，带着学生采集样品。

这份使命感，让他遭受重挫也绝不放
弃。

2013 年，经学校推荐，李德威获邀参
与国家某部委牵头的卫星预测地震信息的
重大专项，牵头负责其中一项地震机制与
预测课题的申报。

李德威马上赶赴北京，一干就是两年。
他倾注心血，却未能得到课题项目，由

此陷入事业低谷。
“德威，听我一句，你能不能先写几篇

文章，做几个别的项目？”
学校后山的小饭馆里，看着落寞的弟

子，年过八旬的导师杨巍然教授心疼地劝
告。

“杨老师，我跟您说心里话，我搞科研
为的不是自己的名利，而是服务于国家、人
民。”李德威眼中闪动着光芒，“再难我也要
干！”

新的研究思路，正在他的脑海中不断
成型———

李德威认为，深埋地下的干热岩所蕴
含的热能，可称为固热能。如果聚集的固热
能大量集中释放，就会发生地震等地质灾
害。如果把聚集的固热能提前、缓慢释放
掉，可以减小灾害的破坏性；同时，对固热
能大规模利用，将实现“取热、减灾、减排”，
一举三得！

为了与科学界同行交流学术思想，他先
后两次作为执行主席，主持以强震预测和地
球深部地热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为地震
预测和地热资源利用鼓与呼。

这是一幅让他激动不已的图景：根据
有关调查评估，我国蕴藏的干热岩总量中，
按照一般可开采最低比例 2% 计算，相当
于我国一年能源消耗量的 4000 倍以上。

“从可再生的动态视角评估，干热岩蕴
藏量更为巨大，开发利用前景更加可观！”

他坚信自己的追寻：当年，李四光等老
一辈地质工作者艰苦奋斗，帮助中国摘掉
“贫油国”帽子；已故的马杏垣院士等地质
学家创建构造解析学，升华构造理论；在新
时代，开发利用固热能，国家崛起就有了更
坚实的基础！

循着大地指引的报国之路，李德威倔
强而坚定地走向远方。

2018 年 5 月 12日，汶川地震十周年。
当日，李德威在微信朋友圈感言：“努

力多年，心力交瘁……试图取出灾能，开发
干热岩，从本质上减灾。”

此时，他已在病中，却颇感欣慰：
根据自己的原创理论，他作出地震预

测的区域内，发生了多次地震；他为灾后重
建提供的基础地质资料和可行性建议，有
望发挥作用……

此时，他在思考着新的出发：
历经多年研究，他提出的干热岩选区

评价方法、勘探开发新的思维方法，已经得
到初步验证，下一步的重点是如何与国家
战略更紧密地结合……

生命之炬熊熊燃烧，照亮他心中未曾
改变的梦想———

“我想像李四光那样，当个地质学家，
让国家不再受穷，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大别山腹地，湖北麻城，李德威老家。
家人和同学依然记得，那个瘦小的农家孩
子立下的大志向。

多年来，母亲总在电话里叮嘱：“把自
己照顾好，为国家做贡献、为人民造福，就
是最大的孝心！”

人生路上，他曾经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学校某学院院长空缺，校领导经过研

究后，征求他的意见。他当即回复：“谢谢领
导赏识，我只想做学术研究。”

地矿专业不景气的时期，许多人纷纷

下海。有人拉他一起干，他直接谢绝：我
不会随波逐流，还继续坐我的“冷板凳”。

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李德威拒
绝了留在国外工作的邀请。他对妻子说，
外国再好也是别人的国家，只有自己的
祖国好，才是真的好。

多年后，仍有人不解：德威，你真的不
后悔吗？

“我是中华子孙，理所当然要把学到
的知识，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他笔记本上的这段话，就是他的回
答。

甘当燃灯者

“他在与死神赛跑，一心
想抓住最后的时间，安排好身
后的科研”

2018 年 5 月 5日，海南海口。
近 200 名地热专家学者齐聚于此，

出席李德威组织召开的“干热岩选区、勘
探和开发学术研讨会”。

演讲台上，李德威介绍着自己原创
理论的海南实践，憔悴的脸上写满振奋。

不到两个月前，在李德威的主持下，
海南澄迈打出中国南部第一口温度超过
185 摄氏度的干热岩钻井，为我国新能源
事业展现出美好前景。

钻探成功之际，他拨通了导师的电
话：

“杨老师，我找准了为国家和人民做
贡献的方向！我要把固热能研究成果无
条件公开，让更多人来参与！”

当梦想迈出坚实一步，病魔却悄悄
缠上他的身体。

李德威作完报告回到座位，坐在一
旁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调查研究
院院长吕新彪教授发现他满头虚汗、手
一直抖。一问才知道，从主持钻探到筹备
会议，他一直在强撑身体。

研讨会落幕当晚，微信被四面八方
的祝贺“刷屏”，李德威却隐隐担忧：才刚
刚看到成功的曙光，却感到身体的气力
在一点点抽离。

仿佛是给自己注入一剂强心针，他
更新了朋友圈：“瞬间变老，雄心不死。”

几天后，在武汉家中迎候的妻子夏
芳，看见出现在门口的人，愣住了。

李德威裤腿好像包着两根骨头。以
前每次进门都大喊爱人名字的他，此刻
声如蚊呐，面白如纸，站着都打晃。

在妻子“胁迫”下，李德威住进了医
院。

几经会诊，李德威患上的是噬血细
胞综合征。这种病罕见且凶险。

专家给出解释：他太拼了！长期积劳
成疾，免疫功能全线下降，导致免疫系统
异常。

李德威到底有多拼？
青藏高原上的岩石，流淌着他的汗

水：
作为项目负责人，李德威白天背着

工具和岩石标本走完数十公里，晚上回
到营地，还要检查其他人的资料，如果发
现问题，当晚立即返工。

与学生的通讯记录，记录着他的工
作常态：

深夜 11点，学生罗文行写完科研项
目报告发给李德威。很快，李德威打来电
话指导修改。凌晨 1 点，罗文行改完报
告，李德威收到后再次修改，发回已是凌
晨 3点。早上 7点，见到罗文行，李德威
又精神抖擞地谈起下一步工作。

澄迈房间里的台灯，陪伴着他最后
的生命冲刺：

饿了吃碗泡面，困了抽空眯一会
儿……他频繁咳嗽、间断低烧，但钻探进
行到关键时刻，他一句“没时间去医院”，
就投入到工作中。

在武汉住院时，为了学生的博士论
文答辩，李德威强令弟弟扶起自己，从病
房赶到学校。路上，他只能躺在车里；坐
在教室，他直不起身子，却坚持宣读完导
师评审意见，勉强站立片刻留下师生合

影。
6 月，李德威病情加重。
化疗、骨穿，他都不喊疼，大把的药，

二话不说就咽下去。
看着李德威日渐消瘦的身体和顽强

求生的意志，妻子夏芳除了心疼，还是心
疼：

“就是这样，他还把病房当成办公室，
只要精神好一点就开始工作，我把他的电
脑藏起来，他就发脾气……”

9 月 9 日，武汉普仁医院。李德威的
病房里突然来了 10 多名学生，坐得满满
当当。

“这么多人？病人感染风险太大了！”医
生向外赶人。

夏芳也急了。她想起从北京转院回武
汉前，医生悄悄跟她说的话：“德威教授的
时间不多了，让他回去好好休息吧。”

李德威虚弱地摆摆手：9 月开学了，同
事和学生都等着他，前一段治疗期间搁置
的固热能开发事宜也亟待解决。

他却不让学生们知道：自己刚大口吐
了血，趁着状态稍好一点，就强打精神召
集大家过来。

夏芳默默走出病房，泪水止不住地滚
落。

进重症监护室前，李德威最后一次把
大弟子刘德民叫到床前。

“德民，你们一定要把干热岩研究继续
下去。华北、东南，还有青藏高原，地热能
比较富裕，以后要多去这些地方。”

在李德威心里，有着太多遗憾：离大
规模开发利用干热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的地球系统动力学假说还有许多待完
善之处……

他的手中，攥着一封给国家领导人的
信：

“由于我突患重病，遂急呈此信，望能
上利国家人民、下慰平生理想……我愿意
将我的固热能开发利用及地震监测预测
一体化思路、方法技术全部奉献出来，助
中国快速崛起。”

尾声

生命，与祖国大地同在

2018 年 12 月 26日，武汉冬雨纷飞。
李德威教授追思告别仪式在石门峰

公墓举行，数百人来到这里，寄托无尽哀
思。

背景墙上，是李德威的影像：站在高
原雪山前，摆出“V”字形手势，娃娃脸上挂
着微笑。

时针拨回三个多月前。9 月 10日晚，
普仁医院，重症监护室。

“李教授，您醒了？感觉怎么样？”
主治医生看到李德威似有活动，赶紧

到床边查看。病人枯瘦的手突然抓住她的
衣角，喉咙里发出一串沙哑的声音。水雾
弥漫了呼吸机，却再也听不清楚了。

医生拿来纸笔和垫板，把床抬高，扶着
他写字。

豆大的汗滴，从额头滑落。他用颤抖
的右手，一笔一画吃力地写着：

“开发固热能，中国能崛起。”
这十个字，是李德威给这个世界最后

的告白。
2018 年 9 月 27日，一辆越野车驶出

拉萨市区，沿着静静流淌的拉萨河，驶入
冈底斯山区。

“我还想再上一趟青藏高原。”
耳边回响着恩师生前的话，刘德民双

手捧着骨灰坛，在山脚下的拉萨河边伫立
良久。

“李老师，我们把您带到青藏高原了！”
鲜花伴着骨灰，在萧瑟的秋风中撒向河

中，随着河水穿过高山，越过峡谷，融入祖国
的壮丽河山…… 新华社武汉 9 月 8 日电

▲李德威在病床上召集学生开组会(2018 年 9 月 3 日摄)。 新华社发▲ 2012 年，李德威在阿里地区进行野外调查（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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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对大
地的情 ，可以有
多深？

奔走世界屋
脊近 30 年，他用
双脚丈量大地 ，
行程超过 8 万公
里。最后的遗愿，
是骨灰撒葬青藏
高原。

一个人对科
学的梦 ，可以有
多纯粹？

为了对自然
奥秘的探索 ，哪
怕艰辛寂寥 ，哪
怕鲜有名利 ，哪
怕献出生命 ，他
也从未犹豫。

一个人对祖
国的爱 ，可以有
多炽热？

以 科 学 报
国 ，他如同一盏
燃灯 ，燃烧着生
命，却在 56 岁猝
然熄灭 。弥留之
际 ，他用最后的
气力写下“开发
固热能 ，中国能
崛起”。

他是构造地
质学家 、中国地
质大学 (武汉 )教
授李德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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