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共 浙 江 省 委 组 织 部

浙江省
“
两学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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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教育协调小组文件

浙组通〔2017〕 ⒕ 号

关于在
“
两学一做

”
学习教育中

广泛开展向黄大年同志学习的通知

各市、县(市 、区)委 组织部 ,省 直属各单位党委(党 组):

⒛17年 5月 ⒉ 日,习 近平总书记对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

学与技术学院原教授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指

出,黄 大年同志秉持科技报国理想 ,把 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 ,为 我国教育科研事业作出

了突出贡献 ,他 的先进事迹感人肺腑。我们要以黄大年同志

为榜样 ,学 习他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 习他教书

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 ,学 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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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情操 ,把 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

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从 自己做起 ,从本

职岗位做起 ,为 实现
“
两个一百年

”
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近 日,中 央追授黄大年

同志
“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
称号 ,发 文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向黄

大年同志学习。

黄大年 ,中 共党员,著 名地球物理学家 ,生 前担任吉林大

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zO17年 1月

8日 因病不幸去世 ,年 仅 58岁 。黄大年同志对党、对祖
罗

玩

限热爱 ,矢 志不渝实践科技报国理想 ,把 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

的教育科研事业 ,是
“
两学一做

”
学习教育中涌现出的先进典

r型 ,是 新时期归国留学人员心系祖国、报效人民的杰出楷模 ,

、
是广大知识份子把爱国之情

`报
国之志 自觉融入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宏伟事业的优秀代表。

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

要求 ,充 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 ,激励广大党员干部

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担当奉献、积极干事创业 ,决 定在
“
两学

一做
”
学习教育中广泛开展向黄大年同志学习活动。各级党

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开展向黄大年同

志学习活动 ,纳 入推进
“
两学一做

”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重

要内容 ,与 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结合起来 ,与 做好改革发

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 ,通 过专题学习、组织生活、座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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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等多种方式,精 心部署、认真组织 ,用 黄大年同志的感人事

迹和崇高精神引领党员干部做合格党员、当时代先锋。广大

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黄大年同志的先进事迹 ,以 先进典型为

榜样 ,牢 固树立
“
四个意识

”
,自 觉践行

“
三严三实

”
要求 ,努力

做到
“
四个合格

”
,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以 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务实的工作作风 ,撸起

袖子加油干,立 足 岗位当先锋 ,为 实现
“
两个高水平

”
奋斗 目

标作出积极贡献 ,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

∷轳'
附:黄 大年同志先进事迹          '

中 共 浙 江 省 委 组 织 部

浙江省
“
两学一做

”
学习教育协调小组

⒛17年 8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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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

⒛17年 1月 8日 ,黄 大年教授因病不幸逝世。1月 13日

上午 9时 ,长 春市殡仪馆西辰厅内庄严肃穆。来 自社会各界

的近 gO0人在这里送别黄大年教授。偌大的告别厅装不下太

多的悼念 ,省 领导来了,国 家有关部委领导来了,国 内外专家

学者来了,同 事们来了,学 生们来了⋯⋯人们默默垂泪砒 十
齑

名学生跪倒一片,痛 哭失声⋯⋯

“
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从来没觉得我和祖国分开过 ,我

的归宿在中国
”——黄大年

他是一个至诚无私的爱国者 ,时 刻惦记着养育他成长的

这片土地 ,他 的脉搏时刻和祖国一起跳动 ,祖 国是他最大的眷

恋 !

⒛09年 12月 z日 ,黄 大年教授走下飞机 ,迈 出了回归祖

国的第一步。虽然以前他也多次回国,但 这一次 ,意 义不同。

他辞去了在英国公司的重要职务 ,挥别了共事多年的科研伙

伴 ,说服妻子卖掉了经营多年的两个诊所 ,留 下了还在读书的

女儿⋯⋯回到母校—— 出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

院全职教授 ,开 始为我国的航空地球物理事业耕耘、播种。

“
为什么回国?” 经常有人问他这个问题。

是啊 ,他 为什么回国?在 英国奋斗了 18年 ,他 已拥有了
— 4—



优越 的科研条件和高效率 的研 究 团队。他在英 国剑桥

ARKeX航 空地球物理公司任高级研究员 12年 ,担 任过研发

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培训官。他带领由牛津和剑桥优秀毕业

生组成的团队长期从事海洋和航空快速移动平台高精度地球

重力和磁力场探测技术工作 ,致 力将该项高效率探测技术应

用于海陆大面积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民用领域。由他主持研

发的许多成果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多 数产品已应用于中西

方多家石油公司,他 也成了航空地球物理研究领域享誉世界

的科学家 ,成 为该领域研究的被追赶者。      饣̈

他的家庭也早已超出了衣食无忧的水平线。位于储桥大

学旁边的花园别:墅 ,宽 阔的草坪 ,豪 华的汽车 ,学 医的妻子还

开了两家诊所 ,他 已成为少数跻身英国精英阶层的华人之一。

r这是多少人羡慕的生活,也 是多少人奋斗的目标。舍弃这些

回国,到 底是为什么呢?

“
我爱你 ,中 国;我 爱你 ,中 国⋯⋯”

这句歌词或许是最好

的答案 !

无论身在何处 ,《 我爱你 ,中 国》都是他最喜爱的歌 ,歌 里

有他对祖国的深深眷恋 :“ 回国的根源就是情结问题 ,我 惦记

着养育我成长的这片土地。
”
这是一个朴实而简洁的答案。

追溯他的成长历程 ,会发现对祖国的爱一直都是他最深

的情结。
“
振兴中华 ,乃 我辈之责 !” 1982年 1月 ,他 在大学同学毕

业纪念册上的留言就已表明了爱国报国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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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年 1958年 8η 出生在广西省南宁市ˉ个知识分子

家庭 ,从 小就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读小学时随父母下放到

桂东南六万大山里的一个小山村 ,高 中毕业后 ,17岁 的黄大

年考到地质队工作 ,作 为物探操作员,他 首次接触到了航空地

球物理 ,并 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职业。1977年 国家恢复高考 ,

黄大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长春地质学院(现 吉林大学朝阳校

区),从此与地球物理结下了一生的缘分。他先后完成了本

科与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并 留校任教 ,破 格晋升为副教授。

1992年 ,黄 大年得到了全国仅有的3O个公派出国名邹电的一
;

个 ,在
“
中英友好奖学金项 目

”
全额资助下 ,被 选送蛰英国攻

读博士学位。1996年 ,他 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英国利兹大

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黄大年回国报到后不久 ,又被派往

英国继续从事针对水下隐伏 目标和深水油气的高精度探测技

术研究工作 ,成 为当时从事该行业高科技敏感技术研究的少

数华人之一。

一些老教师还记得当年送别黄大年时,他 曾经深情地说 :

“
我一定会回来的。

”
黄大年没有对师长食言 ,他 更没有辜负

父母的教诲。

⒛04年 3月 ⒛ 日晚,他 正在大西洋深水处与美国某公司

开展技术攻关研究,却 接到辗转而来的父亲离世前最后一通

电话 :“ 儿子 ,估 计我们见不到最后一面了,我 能理解你的处

境。你要记住 ,你 可以不孝 ,但 不可不忠,你 是有祖国的人 !”

两年后 ,母 亲离世前给他留下的依然是这句话。父母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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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了黄大年一生中几乎所有抉择的答案一一祖国高于一

切 !

海漂的 18年 ,黄 大年的心和祖国一直连在一起 ,他 关注

关心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惦 念着母校 ,无 论是参加学术会议

还是讲学,他 招之即来。
“
对我而言 ,我 从未和祖国分开过 ,

只要祖国需要 ,我 必全力以赴 !”

⒛09年 4月 ,当 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

刘财把国家
“
千人计划

”(即 f海 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
)有

关材料试探性地发送给黄大年时,让他没想到的是 ,黄 大年第

一时间就把电话打了回来 ,并 明确表示要认真考虑回国。
扌

f

听到祖国的召唤,黄 大年心潮澎湃。那朝思暮想的祖国

啊 ,那 片魂牵梦绕的土地啊 ,那 些血脉相连的亲人啊 ,一 瞬间

声据了他的脑海。回家!一 定要回家 !

、
 但当这一刻真的来临时,对 谁都会是一种煎熬。团队里

伙伴不舍地抱着他恳切地挽留,而 最触动他的一幕是 ,妻 子在

卖掉 自己苦心经营的两个诊所那天失声痛哭 ,“ 她是学医的 ,

那是她一辈子的梦想
”
。面对黄大年的祖国梦 ,妻 子放下了

个人的梦想。

黄大年后来回忆说 ,离 开英国更像是一场落荒而逃 ,“ 诊

所里的药堆满了车库 ,车 都扔在 了停车场 ,什 么都不管了
”

“
必须立刻走 ,我 怕再多待一天都有可能改变主意

”
。

“
回想当初的选择 ,我 没有后悔过。

”
这是黄大年常说的

话 ,“ 为国担当,是 父母从小的教诲。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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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归宿在中国。
”2009年 12月 30日 ,回 国后的第 6天 ,黄 大

年就与吉林大学正式签下全职教授合同,成 为第一批回到东

北发展的国家f千人计划
”
专家。

从英国回来 ,他 失去了太多太多,但 回到祖国母亲身边 ,

他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站在大地上一般 ,拥 有无穷的力量

和豪情。
“
从海漂到海归一晃 18年 ,得 益于国家的强大 ,在 各

国才子强强碰撞的群雄逐鹿中,几 乎从未败过 !有理由相信 ,

回归到具各雄厚实力的母校 ,一 定能实现壮校情、强国梦。
”

这是黄大年在微信朋友圈有感而发的一段话。    矿卢
迮“

作为中国人 ,无 论你在国外取得多大成绩 ,而 你所研究

的领域在 自己的祖国却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刚刚起步 ,那 你都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黄大年

他是一个 目光高远的科学家 ,在 科研上他始终是一个被

追赶者 ,他 的梦想是把地球变成透明的。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卓越科学家 ,黄 大年关注的不仅仅是

当下的科研 ,而 是祖国未来 30年 、50年 在航空地球物理领域

要达到的目标——巡天探地潜海 ,向 深地深海深空进军。

地球深部隐藏着多少秘密,是 人类一直以来不断探索研

究的重大课题 ,这 不仅是科研人员的梦想 ,也 是一个国家的战

略需求 ,而 地球深部探测计划就是找到开启
“
地球之门

”
的钥

匙。国家实施这一计划 ,给黄大年提供了无限宽广的舞台。

作为计划的重要部分 ,探 测技术装各从军事工程、国防安

全到能源资源探测开发 ,都 是必需的利器。曾在国外生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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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黄大年深知这一装各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也 深知国外

是如何严控这一装各对华出口的。

“
这是国家发展无法回避与绕开的话题 ,必 须突破发达

国家的装各与技术封锁。
”
一回国,黄 大年就被国家选为

“
深

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各研制与实验项 目
”
的负责人 ,该 项 目是

国家
“
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

”
下设的第 9项 目。黄

大年一方面协助国土资源部完善战略部署 ,另 一方面又在具

体实施过程中担任项 目直接负责人 ,从 一名尖端科技研发科

学家变身为一个大国的战略科学家。

5年 间,国 家财政投入该习

是当时国家
“
千人计划

”
专家 j

力度最大的一个。

这个项 目以吉林大学为中心 ,汇 集了硐0

和中科院的优秀科技人员。经过 5年 的时间取得了一系列重

大成果 :地面电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取得了显著成果 ,为

产业化和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基础 ;固 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

系统工程样机研制成功 ,填 补了国内无人机大面积探测的技

术空白;无 缆自定位地震勘探系统工程样机研制突破关键技

术 ,为 开展大面积地震勘探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坚实基础 ;成 功

研制出万米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样机
“
地壳一号

”
,为 实施我国

超深井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装各支持 ;自

主研制出了综合地球物理数据处理与集成软件系统 ,为 深探

计划实施提供强有力技术支持 ;建 成首个国家
“
深部探测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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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仪器装各野外实验与示范基地
”
,为 规范管理仪器装各研

发和引进程序提供了验证基地⋯⋯这些成果 ,为 实施国家地

球探测计划奠定了技术经验和人才储各 ,全 面提高了我国在

地球深部探测重型装各方面的自主研发能力 ,加 速 了我国地

球深部探测进程。

在 zO11年度中国科技十大进展的盘点中,评 选专家认为

“
深部探测专项开启了地学新时代

”
;⒛14年 ,该 专项被 乃 位

院士推选为
“
中国地质学会 ⒛13年度十大地质科技进展

”
;

⒛13年 ,黄 大年教授的团队入选第一批
“
国土资源科拣创.新

团队培育计划
”
;zO14年 ,团 队获得第五届中国侨届创薪团队

奖。⒛16年 6月 28日 ,“ 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各研制与实验

项 目
”
通过评审验收,专 家组最终结论是 :项 目成果处于国际

产
领先水平。这是国内大型项目评审中的最高评价。

zO11年 ,作 为国家
“863计 划

”
资源环境技术领域主题专

家 ,他 负责策划、协调和组织中科院、高校等高科技资源形成

高科技联合攻关团队,承接科技部
“863计 划

”
航空探测装各

主题项 目,开 展军民两用技术研究。

“
他与探测仪器专家合作研发深地探测仪器装各 ,与 机

械领域专家合作研发重载荷物探专用无人机 ,与 计算机专家

合作研发地球物理大数据处理与解释 ,涉 猎地学、信息、军民

融合等多个领域。
”
黄大年的大学同学、吉林大学仪电学院教

授林君对他的研究了解得更深一些。

在黄大年及其团队的努力下 ,超 高精密机械和电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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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和微电机技术、高温和低温超导原理技术、冷原子干涉原

理技术、光纤技术和惯性技术等多项关键技术进步显著 ,快速

移动平台探测技术装各研发也首次攻克瓶颈 ,突 破国外封锁。

在黄大年回国前 ,我 国对于航空重力测量的研究,尤 其是

重力梯度仪的研制 ,仅停留在理论和实验室样机研究阶段 ,在

他的带领下 ,团 队已经进入了工程样机研究阶段。在数据获

取的能力和精度上 ,我 国与国际的研发速度相比至少缩短了

10年 ,而 在算法上 ,则 达到了与国际持平的水平。

“
航空移动平台探测技术装各项 目作为精确探测的高端

技术装各 ,我 们用 5年 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⒛ 多年
蓼

过

的艰难路程 ,取得的进展和成果填补了我国空白,将 意味着中

国又成功抢占了一个国际前沿科技制高点,对 推动国防安全

建设和深地资源勘探具有支撑作用和重要意义。
”
这是战略

科学家黄大年对这一项 目进展的定位与评价。

在英国学习和工作期间,黄 大年致力于开展高精度重磁

场探测装各及数据处理解释方法技术研究工作。回国后 ,他

首推我国的实物车载、舰载、机载和星载
“
快速移动平台探测

技术
”
研发工作 ,这是世界科技强国竭力追求的核心技术 ,也

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

⒛10年 10月 ,吉 林大学成立了
“
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

技术研发中心
”
,黄 大年为带头人。团队集中研究了能够在

空中、水面和深水环境下 ,高 效率获取空间分布的重力场、磁

场、电磁场、放射性能谱和光电等数据的地球物理探测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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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构 建服务于陆地√海域、复杂地理环境和地质条件下的

精确移动测量技术体系。

在带领团队冲上一个又ˉ个国际前沿科技制高点的过程

中,黄 大年一直在推动科研团队与国际的融合。他利用 自己

在国外多年积攒下的人脉和声望 ,多 次带团出国考察 ,并促成

合作事宜。

一次 ,黄 大年带队考察 ,国 外的研究机构为了专门接待中

国考察团停止工作半个月 ,不 惜成本将处于零下⒛0摄 氏度

的产品进行解冻 ,并拆开让中国考察团仔细观察。此情此景 ,

让随团考察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罗俊大为感慨 :“ 我从氧这项

工作这么多年 ,这是第一次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如此隆重的接

待。
”

氵  爱迪生曾说过 ,有 所成就是人生唯一的、真正的乐趣。在

这个层面上,黄 大年始终都在用 自我成就与国家需求的紧密

结合 ,塑 造着一种超越个人快乐的伟大志趣。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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