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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至上
刘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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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2 月 24 日，平安夜。

飞机刚刚着陆 ， 迎着久违的烂漫雪

花，一位魁梧健壮的汉子迫不及待地走出

机舱 ， 站在舷梯上眺望中国长春的夜

空———刹那间血流加速 、心潮起伏 ，他深

情地说：“祖国，我回来了！ ”

祖国啊，隔着 18 年时间，我们的双手

凌空一握！

黄大年果决告别了他奋斗了 18 载的

英格兰，告别了让人艳羡的高位，一头扑

进祖国的怀抱！

他用徐志摩的诗抒发豪情：挥一挥衣

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此刻，人如其诗，别了，剑桥！ 别了，剑河！

剑桥大学是他的工作所在，剑河边就

是他的家啊！

吉林大学发来的邀请函，像春风吹醒

休眠的暗火，“呼”地燃烧起来！ 国家呼唤

天涯游子们踊跃加入“千人计划”，报效祖

国。 母校首当其冲盛情邀请，黄大年再也

按捺不住，恨不能借双翅膀，一下子飞回

祖国，飞回大东北长春……

黄大年兴冲冲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

张艳，妻子愣愣地看了丈夫半天，什么都没

有说。张艳太了解丈夫了，看那放光的眼神，

看那激动得红霞飘飞的脸庞，她已经知晓丈

夫心中比混凝土浇筑还结实的答案。

可是，这事不那么简单啊！

他们已经在剑河边生活了 18 年啊 ！

高档别墅、大花园，张艳两家诊所生意正

红火，女儿刚上大学，丈夫那么好的工作，

说放弃就放弃么！

这剑河水，这弧形桥，这阔大的绿草

坪和比甩出的鞭弯还美的林荫路，已经成

为他们家园的一部分， 也是生命的一部

分，怎能说走就走？

女儿黄潇从小生活在这里，连汉语都

说不好，回国不可能（正上大学），不回又

不放心，一颗心突然掰成两瓣儿……

妻子张艳的两家诊所，声望如日中天，

现在关闭等于“割了青苗”，太可惜了！ 她更

放不下女儿黄潇。 女儿出生那年国内发大

水，黄大年为她的名字加了三点水，希望女

儿过得潇潇洒洒。 只要有空，他陪女儿在剑

桥校园走走，讲爱国故事；在郊区的花园骑

马，玩数学游戏；见女儿学中文费劲，他答

应课后陪女儿打羽毛球，哄她上中文班；抽

空给女儿炒几道拿手菜……

上高中时，黄潇选修美术课 ，他指导

她素描。 女儿惊喜地知道，爸爸像爷爷一

样有艺术天赋，手巧着呢！

上大学前，黄潇瞄准了利兹大学，那是

印着爸爸求学脚印的地方！ 黄大年特别支

持爱女学的工程与建筑专业， 无论到哪儿

出差，都会为女儿背回来专业书。 每遇精美

的建筑设计，他会兴奋地拍照，发给女儿。

现在，为了亲爱的祖国，黄大年只能

割爱———将女儿一个人留在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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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话响在耳畔：“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精英是民族脊梁。 ”父母从小教育自

己向钱学森 、邓稼先、李四光那些大科学

家学习，向英雄学习，现在国家需要他，他

必须回去！ 上大学没花家里一分钱，出国

也是公派，现在，报恩的时候到了！

见妻子还在犹豫，黄大年将话题挑明

了：“我一定要回去，你要在这里过优越的

生活，我们只好分开。 ”

张艳一愣，眼圈红了。 黄大年上前轻

轻拍按着妻子肩膀：“你不跟我回去，我没

法全心投入工作啊。 ”

剑河悠悠，月光如水。 夫妻俩的内心波

涛翻涌，就要“出堤”。 张艳心上坠块石头，沉

沉的。二人悄然无语，默契地凑到钢琴前，妻

弹夫唱，他们恋爱时的歌曲《爱在深秋》悄然

飞荡：“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

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流泪……”

爱女回家了，黄大年说：“潇潇，有这样一

个机会，爸爸等了很久，我想回到中国去。 ”

女儿早就知道爸爸的心思，虽然心里“咯

噔”一下，却装作无事地微笑着说：“爸爸，我

支持你！ 请放心，我一个人在这里没问题。 ”

黄大年感动地拍拍女儿肩膀 ：“潇潇

真懂事，真是爸的好女儿！ ”

黄大年迫不及待地给时任吉林大学地

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刘财回复邮件：

“多数人选择落叶归根，但是高端科技人才，

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更能发挥价值。 现

在正是国家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批人

应该带着经验、技术、想法和追求回来。 ”

剑桥的宁静，康河的柔波，激荡着黄大

年的心。 他强力控制不舍的情绪，告别苦心

经营的美丽家园，告别他的科研团队。

黄大年离开英国 ARKeX公司将“天缺

一角”，领导立刻将黄大年请到他的办公室：

“黄，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都能满足。 ”

“不是因为这个。 ”

“嫌工资少 ，你说个数 ，我不会还价

的。 ”

闻听黄大年回国主意坚决，得知他回

中国还要从事此项工作， 总裁板紧了面

孔：“如果你离开这里，必须承诺不使用这

里的研究成果，否则公司有权追究你的责

任，这一点你清楚吗？ ”

“我非常清楚。 我会递交辞职报告、签

署保密协议，终生恪守我的承诺。 ”

“可是黄，请给我一个让我信服的理

由，为什么非要离开？ 公司很需要你，你还

可以有很多发展机会。 ”

“就一个理由，”黄大年洪亮地回答 ，

“我的祖国更需要我。 ”

总裁当即派人来黄大年家，收了黄大

年的所有工作材料和笔记本电脑。 张艳急

了，指着笔记本电脑：“那可是大年十多年

的心血呀，请别拿走。 ”

黄大年轻轻拉了一下妻子的手，又向

来人挥了挥手，示意拿走。

黄大年被同事团团围堵在走廊，诚心

诚意地挽留他：“伙计，你别走，领我们一

起干吧。 ” “我们是冲你来的，你在这里，

我们会取得更多成果呀！ ”“留下来吧！ ”

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提名奖的科学

家走过来，依依不舍地跟黄大年告别。 一

位毕业于剑桥大学的青年科学家闻知黄

大年放弃这么好的位子要报效祖国，激动

得热泪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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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航空物理学家乔纳森·沃特回忆当

年的情景：“当黄教授离开英国返回中国的时

候，我们特别悲伤，对他的为人和事业的成就

都非常尊重，许多人想让黄教授留下。 ”

黄大年麾下有 300 多人的 “多国军

团”，个个都是精兵强将。 他们掌握了当今

世界顶尖的科技，可用舰船、飞机等快速

移动工具，对深海、深地、深空进行精确探

测，用潜艇进行攻防和穿透侦察。 这个团

队掌握的核心技术，能用于油气和矿产资

源勘探，更是军事上的一支战略奇兵。

黄大年深情告别他管理多年的“尖峰

团队”，放弃了令人艳羡的公司股份，匆匆

辞职、卖掉别墅，办好回国手续，惜别剑桥

和康河……

妻子张艳以最快速度、最便宜的价格

匆忙卖掉两个诊所，看着那些浸透多年心

血的散乱药柜，像被自己打残的伤兵东倒

西歪， 张艳蹲在一堆医疗器械里失声痛

哭。 原来，买家只看中了位置，这些她一件

件精心购置的物品，在漫长的日月里与她

相依相伴，成为她生命的组成部分。 现在，

却成了无家可归的弃儿。 张艳伤心极了，

亲手撕碎了自己的事业前程……

黄大年见状一下把妻子搂在怀里，两位

在此生活了 18年的夫妻相互依靠，一句话都

没说。 多年后，黄大年回忆此景仍痛彻心扉：

“她是学中医的，那是她一辈子的梦想啊！ ”

回国前，他们像“落荒而逃 ”，东西物

品丢得乱七八糟， 几辆汽车扔在停车场，

迫不及待地赶往机场……

“必须立刻走，我怕多待一天都有可

能改变主意。 ”

人生许多事情， 正如船后的波纹，总

是过后才觉得美的。 可黄大年相信，“过

后”一个接一个，美也一个接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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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这里，我就是个花匠，过得再舒服，

也不是主人。 国家在召唤，我应该回去！ ”

“作为一个中国人，国外的事业再成

功，也代表不了祖国的强大。 只有在祖国

把同样的事做成了，才是最大的满足。 ”

黄大年永远记着物理学家彭桓武的话：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

吉林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任波也

提起这个话题，黄大年说：“任波啊，我虽

然在国外生活，但我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祖

国的召唤。 很多人选择年老体弱落叶归

根，我认为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

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

不是世界选择了你 ， 而是你选择了

世界。

多年以后，黄大年在一份呈报学校的

工作自述中， 披露了当年回国时的根源：

“我的父母属于那一代历经了诸多磨难的

中国知识分子， 无论对国家还是儿女，以

吃苦耐劳、兢兢业业、只讲奉献不图回报

的优秀品质著称于世；以为国家培养和献

出自己的优秀儿女为荣。 他们在人生最后

时刻仍然表现出对祖国自始至终的忠诚、

朴实和包容、傲骨和责任，令人由衷敬佩

和永远怀念。 父辈们的祖国情结，伴随着

我的成长、成熟和成材，并左右我一生中

几乎所有的选择。这就是祖国高于一切！ ”

吉林大学领导担心黄大年 “外流”，京

津沪浙都向他抛来橄榄枝， 条件一个比一

个好，黄大年说：“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是

从东北这块黑土地走出去的， 吉林大学是

我梦开始的地方，我就一定会回到这里！ ”

对于一位英国剑桥麾下 ARKeX 公司

的首席科学家，率领 300 多位包括院士在

内的“多国军团”的“大教头”，回国后安排

什么职位，确实是个不小的问题。 黄大年

知道后回答：“你不知道啊，我出国就是从

长春这个地方出去的， 在外面漂了很多

年， 也确实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培训和机

会。现在想回来，就是为了报效祖国。我什
么职务也不要，什么待遇也不求，就是帮

助祖国做一些事情。 ”

黄大年与吉林大学签约 5 年，唯一的

头衔便是：地球物理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

满怀激情的黄大年回国后，像压在枪

膛的子弹渴盼呼啸而出，恨不能立刻扑向

目标。 2009 年 12 月 30 日，在他回国的第

6 天， 就与吉林大学正式签下全职教授合

同，成为第一批、第一位回到东北发展的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像悬崖上飘荡的根须，像天空中断线

的风筝，像失灵的罗盘，一直在失控迷失

中。 回到母校地质宫，黄大年长长呼出一

口气，脚落地了，心踏实了，精神安稳了。

不是命运给了你怎样的生活，是你为

自己选择了哪种生活。

他一口气爬上 117 级台阶，快步走到

顶层的五楼，站在幽深的走廊上，任想象

和回忆的翅膀展翅飞翔……

地质宫原为伪满皇宫，著名建筑学家

梁思成设计，当时只建了地基部分，建成

后为长春地质学院所用。 “地质宫”三字为

郭沫若题写，大科学家李四光曾任学院首

任院长。 巧合的是，学校为黄大年准备了

507 办公室， 与他当年入学时的自习室仅

仅隔了 15 米。 为了这熟悉而又梦牵魂绕

的地方，他远隔重洋，整整走了 18 年！

地质宫正对着操场。站在 507室窗前，

能看见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每一次看见

那抢眼的一抹鲜红，黄大年都热泪盈盈。

黄大年心潮起伏 ， 悄悄地在心里感

叹：母校，我回来了！ 祖国，我回来了！

黄大年在脑子里将要做的事“过一遍

电影”，要做的太多太多，时不我待，一天

都不能等！

他把行李往学校安排的公寓一放，安

顿好正沉浸在丧父之痛的妻子张艳，买张

机票立刻飞往北京。

黄大年要摸清北京相关科研院所的“家

底”，为即将组建的交叉学科科研团队铺路。

很快， 黄大年面前至少有 15个大项目

在排队，从立项阶段对技术思路和关键环节

的讨论， 到每个课题任务的细化和推进，每

一步都要通盘考虑，细致规划，具体实施。

在同样的地方，以更加成竹在胸的拼

力，黄大年分秒必争。

[节选自《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8

年第 7 期]

作为航空地球物理研究领
域享誉世界的科学家， 黄大年
2009 年放弃海外高薪， 作为国
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回到祖
国，7 年间， 带领 400 多名科学
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在科
学的宫殿里，他就像一枚超速运
动的转子，围绕着科技兴国这根
主轴，将一个又一个高端科技项
目推向世界最前沿， 直至 58 岁
的节点上戛然而止。黄大年用宝
贵的生命诠释了一位知识分子
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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