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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伟、陈聪、杨思琪

　　低调、内敛，远离喧嚣浮华，静静坐落于东
北冰城；
　　求实、厚重，传承红色基因，一个个响亮的
名字闪耀在科学星空。
　　 2021 年，新增两院院士 3 名、新增国家级
人才 105 名、新增牵头 7 项国家科学技术奖，
增速名列全国高校前列……这组耀眼的数据表
明：地处东北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才高地筑得
更高更牢。

心有大我：国之所需，吾之所向

　　“哈工大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源于党中央的
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源于党和国家的事业需
要，源于一代代哈工大人的接续奋斗。”哈尔滨
工业大学党委书记熊四皓说。
　　推开位于哈尔滨市公司街 59 号这座老建
筑的拱形门，质朴厚重的气息扑面而来，这就是
哈尔滨工业大学博物馆。
　　隔着展柜玻璃橱窗，一本本尘封了半个多世
纪的教学笔记、课堂笔记格外引人注目。有的纸
张微微泛黄，有的水墨早已褪色，但字迹工整、清
晰可辨，其中不乏后来成为学界泰斗的俞大光、
潘际銮、王光远、吴从炘等哈工大学子的笔记。
　　一本本笔记，既是新中国学科建设、人才培
养艰辛历程的缩影，又诠释着哈工大“规格严
格，功夫到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从新中国诞
生后按照党中央要求“培养工程师和理工学院
师资”，到“培养工业建设技术人才和尖端科学
技术人才”，再到新时代培养更多杰出人才、打
造更多国之重器，爱国奉献、艰苦创业的精神内
核贯穿哈工大的发展历程。
　　 20 世纪 50 年代，800 多名青年师生响应
国家号召，从祖国各地齐聚这里。短短十余年，
他们创办了 24 个新专业，为我国快速发展的
高等教育及国家工业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这支平均年龄只有 27.5 岁的教师队伍，被称为
哈工大“八百壮士”。
　　“八百壮士”精神感召下，科研报国的基因
融入一代代哈工大人的血液之中，“大师+团
队”的优良传统逐渐形成。多年来，微小卫星、
机器人、陶瓷材料、超精密仪器、水资源等 30
个高水平创新团队先后诞生，学校现有两院院
士 41 人、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304 人次、国家级
青年人才 225 人次。
　　“以推动重大科技项目为抓手，在重大工程
中凝练科学问题，以基础研究成果为重大工程
和关键技术提供支撑，打通‘最后一公里’。”中
国科学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指
出，哈工大养成了独具特色的科研品格。
　　从支持嫦娥五号完成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
样返回任务，到主持参研火星车移动系统、转移
坡道机构助力“祝融号”实现火星表面巡视探
测，再到研制机械臂悬挂装置和部分转接件助
力神舟十三号航天员出舱活动……中国航天人
筑梦天宫的背后，有着哈工大集智攻关的身影。
　　时间拨回到今年 3 月 9 日。对于哈尔滨工
业大学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53 岁
的李立毅来说，这是终生难忘的日子——— 他光
荣地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多年来，李立毅带领团队开展特种电机系
统及电磁装置科研攻关，助力突破“卡脖子”难
题，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国家重要科研任
务 30 余项，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今年
底，李立毅和工程建设团队攻关 17 年的一项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即将竣工投入运行。
　　攻坚克难、急国所急。“多年的科研工作，
让我深刻明白一定要把自己的科研方向与国
家战略相结合。”李立毅所言，正是哈工大很多
教学科研一线人员的心声——— 任何一项重大
突破都蕴含着常人难以忍受的挑战，就像翻越

一座座山，唯有直面它、克服它。

  厚植根基：让甘坐“冷板凳”者有

“热待遇”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基石，但其成果不
是一朝一夕就能产生的，需要坐几年、十几年甚
至几十年的“冷板凳”。
　　如何能够让科研人员沉下心来、潜心向学、
埋头苦干？2020 年以来，哈工大先后发布关于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科研机制改革等若干意见，
为科研全面创新提供基础制度支撑。在此基础
上，根据教师特点、个人意愿及教学科研需求，
哈工大对教师队伍实行分类聘任、分类考核、分
类评价，持续推动人才评价“破五唯”“立新标”。
　　“深化机制改革，优化评价导向，犹如激活
一池春水。”哈工大人事处副处长兼师资人才办
主任梁恒说，不论资历、不设门槛，坚持质量、绩
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激发各类人才创新
活力，让有真才实学的科研人员“坐冷板凳”也
有“热待遇”。
　　邓宗全院士团队就是一个范例。从嫦娥五
号月面采样到“祝融号”火星车，团队始终参与
其中的相关项目研究，于去年获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大项目。其中从 2009 年起参与嫦娥
五号工程的团队成员、机电学院岳洪浩同志负
责月面钻取采样装置取芯封口关键技术攻关。
　　凭借在国家航天领域的科研贡献，岳洪浩
破格晋升为教授。“学校的评价导向和示范效
应，让年轻人有信心专注做事，下硬功夫把‘冷
板凳’坐热。”岳洪浩说。
　　在学校顶层设计下，多个学院出台“热待
遇”——— 化工与化学学院分类施策，为基础研究
型人才安排高水平教师作为合作导师；物理学
院努力打造适于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和发展的环
境，让有为青年成为学院、学科发展的主力军。

　　对哈工大评价导向的不断优化，中国工
程院院士、航天学院教授杜善义这样感触：

“这里有事业、有平台！”
　　杜善义带领的复合材料与结构研究所，
深耕航天 30 余年，始终坚持理工结合与学
科交叉，助力我国航空航天领域取得突破性
进展。
　　如今，一批年轻学者成长起来，团队从
20 人发展到 80 多人，目前有两院院士 3 人、
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28 人、国家级青年人才
10 人，团队牵头荣获国家科技奖 10 项。
　　跨专业引进光学博士，解决实验所需场
地……对于 45 岁的吴晓宏来说，2017 年青
年科学家工作室的成立，帮她解决了发展瓶
颈难题。
　　“学校实施‘一事一议’‘按需支持’，成效
明显。”5 年来，吴晓宏团队开发的一系列特
种功能材料已成功应用于“天问”“风云”“海
洋”“资源”等卫星，团队获国家奖 1 项、省部
级奖 3 项。
　　设立青年科学家工作室机制，是哈工大
致力于重点培育一批新的学术方向、领军学
者和创新团队的举措之一。据统计，哈工大已
建成 5 批次 135 个青年科学家工作室，并实
施一系列创新举措。
　　为帮助青年人才解决后顾之忧，哈工大
实施人才服务专员和教师成长专员制度，在
政策解读、待遇落实、人文关怀、发展助推等
方面，一对一、个性化做好相关工作。目前校
院两级人才服务专员已达 42 人，学校还为
111 名青年教师配备了成长专员。
　　“人才服务专员老师主动对接，提前安
排好周转房。等我解除集中隔离后回到家
时，迎面而来的妻子和孩子，让我感到非常
温暖和安心。”回母校工作的交通学院教授
郑好，在疫情期间顺利入职并第一时间开

展工作。

  仰望星空：着眼新科技革命，

加快建设科创高地

　　从条条框框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按照自
己感兴趣的学术方向，以纯粹科研之心探索

“无人区”原创成果……这听上去像是很多科
技工作者理想中的工作环境，但哈工大将这
一设想变成了现实。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
猛进，对如何培养引领未来的杰出人才提出
了迫切需求。
　　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
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哈工大在杰出人
才自主培养之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
　　“希望你们志存高远，心怀‘国之大者’，在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中成为

‘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的英才……”
2021 年 10 月 23 日，被大家亲切称为“坦先
生”的刘永坦院士与他的“00 后”学生们见面，
赢得雷鸣般的掌声。
　　“我就是来追星的，追的就是坦先生这样
的星！”18 岁的高若瑜是个河北姑娘，去年高
考后从家乡石家庄来到哈尔滨求学，最大的
愿望就是成为坦先生的学生。
　　以刘永坦院士名字命名的本科班级永坦
班，为国家培养和输送电子信息领域的领军
人才。
　　自 2020 年起，哈工大设立由院士领衔
或担任班主任的特色班，吸引优秀新生主动
投身科技创新。如今，永坦班、善义班、小卫星
班、智能机器人班等 4 个院士班已招收
2020 级和 2021 级“00 后”本科生 175 名，
他们共同聚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
创新思维、攻坚能力的未来领军人才。

　　今年，哈工大未来技术学院揭牌。作为全
国首批 12 个未来技术学院之一，这个学院
聚焦未来革命性、颠覆性技术人才需求，重点
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命健康 3 个方向
培养跨学科人才。
　　“我们以培养交叉融合人才为目标，贯通
从本硕博到优秀预留师资一体化人才培养路
径。”中国科学院院士、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冷
劲松说。
　　为超前谋划打造新一批国之重器，哈工
大成立科研战略咨询委员会和重大项目管理
办公室，深化开展有组织科研，自筹经费集中
谋划地月空间探索与开发、空间技术与系统、
城市水环境等一批战略性技术研发项目。
　　如今，学校通过设立原创前沿探索基金，
探索开展“揭榜挂帅”制度，鼓励科研人员面
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解锁

“卡脖子”技术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原理。

  脚踏实地：为东北振兴和国家

战略需要贡献“哈工大力量”

　　哈工大地处被称为“中国粮仓”的黑龙
江。哈工大发挥自身优势，努力为“中国粮仓”
建设插上科技的翅膀，也为校地合作打造出
硕果累累的样板。
　　 6 月 8 日，哈工大现代农业研究院揭
牌，在深入调研国家与黑龙江省农业需求和
学校技术储备基础上布局 10 个研究方向。
目前，研究院已先行启动智能农机装备、基因
编辑生物育种和智慧农业 3 个研究方向。
　　与此同时，哈工大人工智能研究院团队
牵头与北大荒集团等有关方面合作，将致力
于建设智能自主作业智慧农场。
　　“智慧农业项目的实施将有助提高我国
农业数字化水平，建立智能农业行业标准，实
现精准作业，减少农业用工达 50%，将助力
农业科技和大农业生产推向国际先进水平。”
哈工大人工智能研究院团队负责人刘劼说。
　　小型卫星产业制造基地、高端智能农机
装备制造基地、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近
年来，哈工大持续打造一批高新技术产业聚
集高地，助力一批高科技成果在黑土地上“扎
根、开花、结果”，成为黑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引擎。
　　据统计，哈工大牵头构建黑龙江省工业
技术研究院等平台，3 年内向哈尔滨市转化
成果 350 项、签订技术合同 100 项。
　　立足地方实际，哈工大全面拓展与哈电
集团、哈药集团等重点企业战略协作，助力哈
尔滨获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
验区”，依托卫星制造方面专利成果注册成立
的哈尔滨工大卫星技术有限公司已成功实现
产业化运营，成为专精特新企业。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不少哈工
大毕业生的选择。
　　“学校的很多前辈攻克一系列科技难题，
用美好的青春年华在中国航天史上写下篇
章，这激励我要想实现梦想和目标，必须下一
番苦功夫、实功夫、硬功夫。”已经签约某航天
单位的毕业生罗思婕说，要将个人理想同服
务国家的重大需求紧密结合，为实现航天强
国梦贡献一份力量。
　　从冰城再出发，他们或投身航天，或建设
东北，或奉献基层，成为一片片桃李芬芳。
　　“95 后”女孩张馨戈从经管学院毕业后，
选择留在黑龙江成为一名选调生。去年 9
月，她被选派到哈尔滨市道里区新农镇新兴
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走村入户、扶贫助
困、防控疫情，张馨戈一步步完成着蜕变。
　　正如张馨戈所说，每当提起母校的名字，
她的心里就升起了一种自豪而心潮澎湃的
力量。
　　她相信，那种力量将伴随她的一生。

本报记者张建松

　　 24 日 14 时 22 分，长征五号 B 遥三运载
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将我国空间站问
天实验舱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
满成功。
　　凌霄“问天”，离不开硬核科技。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八院承担了问天实验舱电源分系统、
对接与转位机构分系统、测控通信子系统、资源
舱结构与总装及电缆网研制等任务。

资源舱承担多重使命

　　问天实验舱全长 17.9 米，发射质量 23
吨，由工作舱、气闸舱及资源舱三部分组成。
外壁两侧挂着 1.2 吨重的太阳翼系统、头上顶
着近 1 吨的对日定向装置与桁架组件、肚子里
还装载了近 2 吨重的推进燃料储箱……这个
承担着多重使命的重要成员，就是位于问天实

验舱最顶端的资源舱。
　　资源舱在功能上，是空间站的能源与动
力中心，同时也是一位“太空调解员”。它首
先需要调解的一个矛盾是：随着空间站成员
越来越多，如何缓解太阳电池翼互相遮挡的
现象？
　　八院研究团队经过多番论证和推演，创
新性提出了“桁架式资源舱构型”方案，采用
局部桁架结构承载太阳翼，采用二维驱动对
日定向。
　　问天实验舱在轨工作后，还将进一步与
天和核心舱协调。计划在轨将天和核心舱
的太阳电池翼，转移至资源舱的桁架结构顶
端，最优化地缓解太阳电池翼互相遮挡的
现象。

修建太空通信“高速公路”

　　作为航天员未来在空间站内进行空间生

命科学研究的主要基地，问天实验舱配置了
多台科学实验机柜，许多科学实验数据都需
要实时传输，对通信传输能力的需求大大
增加。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电子所为问天实
验舱修建了一条太空通信的“高速公路”。
12 个软件可实时处理 30 路链路数据，让航
天员在空间站像在家里一样，“站”里“站”外
打电话，与在途的飞船“电联”，各舱间“群
聊”；需要时可给各端的小伙伴单独调整音
量，精准设定单个或多个通话对象；还可以边
听音乐边聊天。
　　“高速通信处理器”是进行空间站各类平
台、载荷数据与地面系统间高速传输处理的
一台关键设备。问天实验舱成功对接天和核
心舱后，“太空家园”将迎来第二台高速通信
处理器。
　　问天实验舱高速通信处理器并网以后，
将给空间站测控系统的数据传送处理注入新

的活力。而且两台高速通信处理器互为备
份、接力续航、协同工作，能更好地保证空间
站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柔性太阳翼分两次展开

　　像一对“大翅膀”翱翔在太空的太阳电
池翼，是航天器的“能量源泉”。由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八院抓总研制的问天实验舱太阳
翼，是目前国内研制的最大面积可展收柔性
太阳翼，单翼全展开状态下长达 27 米，面积
138 平方米。全部收拢后厚度只有 18 厘
米，与一部手机的长度相当。
　　问天实验舱入轨后，与空间站组合体实
施轴向交会对接。23 吨的问天实验舱与
40 多吨的空间站组合体，是我国目前最大
吨位的两个航天器之间的交会对接，也是我
国空间站第一次在有人的状态下进行交会
对接。

　　为了避免大面积的太阳翼影响两个“大块
头”航天器的交会对接，八院科研团队开创性设
计了“二次展开”技术，太阳翼的展开分为“两步
走”共七个步骤进行。在问天实验舱发射后独
立飞行阶段，柔性太阳翼将首先展开一部分电
池板，以满足实验舱能量需求。接着“中场休
息”，等到对接完成后，再全部展开建立完整的
能源系统。全程历时约 80 分钟。
　　此外，为了让“柔性翅膀”24 小时不间断追
踪太阳，保持最高状态的发电效率为空间站保
障用电，问天实验舱首次采用了太阳翼双自由
度同时转动，确保每一缕阳光都垂直照射在太
阳翼上。
　　为了实现这一技术，八院自主研制出我国
目前设计规模最大、连续工作寿命最长、传输功
率最大的大型回转运动类空间机构产品———
对日定向装置。在这一硬核科技的“加持”下，
空间站将实时捕捉每一缕阳光，以保证能量供
给源源不断。

为何说资源舱是“太空调解员”？太空通信“高速公路”有多牛？柔性太阳翼为何要分两次展开……

专 家 解 读 问 天 实 验 舱 的“ 硬 核 科 技 ”

守正崇学，把人才高地筑得更高更牢
解 码“哈 工 大 现 象”

▲哈尔滨工业大学正门。

刘 永 坦 院 士 与 学 生
交流。

哈工大“八百壮士”代表
吴从炘手写的数学教学笔
记，如今收藏在哈工大博
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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