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 　雷清泉

Lei Qingquan

雷清泉 电气绝缘技术专家 。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 ２３日出生 ，四川省岳池县人 。 １９６２ 年毕业于
西安交通大学 。哈尔滨理工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
师 。从事工程电介质的基础理论及应用 、无机纳
米 —高聚物复合物的介电性与可控性机理 、生物
膜的介电和电穿孔机理及其应用等研究 。在高
聚物绝缘材料的热激电流研究方面 ，提出了一种
自动分离热激电流谱的新方法 ，发现了聚乙烯的
湿致热激电流峰 。通过研究半导体省醌黑高聚
物的合成及电磁性能 ，首次制成了半导电高分子
粉末材料压力及温度双参数传感器 。获国家技
术发明奖二等奖 ，省部级科技奖一等奖 、二等奖
各 １项 。获发明专利 １项 。出版专著 ６部 ，发表
论文 １００ 余篇 。 ２００３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 。

追求科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种追求 ，有的人追求物
质 ，有的人追求享受 ，和很多科技界的人士一
样 ，我追求科学 。 因为我坚信科学能够创造奇
迹 ，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 ！ 我的志向是从那些
苦难的岁月中坚定下来的 ，也还会继续坚定
下去 ！

我的童年

　 　 我在一岁多的时候失去了母亲 ，７ 岁又失
去了父亲 ，幼年是靠奶奶 、姑姑抚养长大的 。没
有家庭的温暖 ，只有亲属的关爱 ，这使自己从小
就养成了独立生活的习惯 ，一个我自认为很好
的习惯 。

苦难的少年

　 　 解放后 ，我失学在姑姑家种地 ，干过田地
里所有的农活 ，也因此深知粮食 、财富来之不
易 。 总记得一首民谣 ：“幸福的生活从哪里
来 ，要靠劳动来创造 。”我的家乡在山区 ，种地
十分艰辛 ，全靠人挑上挑下 、背上背下 。 记得
有一年干旱 ，吃水只能从离家五 、六里地的渠
江去挑水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挑 １００ 多斤的
两桶水 ，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
快到家时 ，实在没有一点力气了 ，就坐在那里
掉眼泪 。 四川人多地少 ，山区更穷 ，只有三分
之一的口粮 ，其他的要靠吃蔬菜 、地瓜等补
充 ，过年过节吃点肉叫做“打牙祭” ，乡下的生
活真的很艰难 。 记得土改时 ，姑姑和我们都
是地主家庭 ，所以常常要受到批斗 ，小小的我
有时也要去陪斗 ，后来因为我们缴出了所有
财物 ，所以没有受到肉体上的损伤 ，但有的场
面 ，自己看到后却十分可怕 。 到了 １９５１ 年 ，
党和政府动员我去读中学 ，恢复了学籍 ，并且
从初中 、高中到大学 ，我获得了全额的助学
金 ，还有学习及衣物补助费等 ，所以 ，我从小
就十分感谢党 ，长大后更是对政府和社会主
义十分感激 ，并且下定决心 ，一定要好好学
习 ，掌握本领 ，报效祖国 。

中学时代 ，除了学习 ，我还要去勤工俭学 ，
周日去做小生意 ，即吊一个小盘 ，放些油条 、饼 、
咸鸡蛋等 ，拿到农贸市集去卖 ，赚点钱 ，寒暑假
则去当小牵夫 ，到河边去拉船过急滩 ，一天能赚
１ 角钱 。

少年的生活培养了我勤俭 、热爱生活 、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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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习的好习惯 ，并且还培育了我承受艰苦
生活的磨难和打击的能力 ，以及心理上的承
受能力 。

我的大学

　 　 上了大学后 ，我更加发奋学习了 ，当过几门
功课的课代表 、生活委员及学习班长 ，与同学相
处得十分融洽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受西安交通大
学良好学风的影响 ，自己除了学好每门课 ，还经
常去图书馆找参考书 ，积累了更多的知识 ，也培
养了自己独立学习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这对我毕
业后能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去学习几门外语 ，掌握
现代数学 、物理及化学知识有直接的影响 ，可以
说为自己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西德留学

　 　 的确 ，作为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 ，在那
个年代做梦也未曾想到能出国留学 。改革开放 、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为自己提供了继续深造
的机会 。我怀揣着十分激动和报效祖国的心情
踏上了异国乡土 。在西德学习的两年里 ，我放弃
了所有的节假日 ，利用国外良好的研究环境 ，不
是在实验室 ，就是在图书馆 ，所以后来我的科研
成果才能发表在德国的电工评论期刊上 ，这可并
非是一件易事啊 ，也可以算作出了一点成果 。

在西德的那段时间里 ，对我来说不仅是科
研能力的提高 ，更重要的是科研思路的扩展 。
我曾暗想 ，自己应该去做自主创新的事 ，一定要
争做第一 ，不做第二 。因此 ，自己始终将研究方
向与题目定位于国际的前沿与热点领域 。

有了党和政府的关怀 ，我才有了今天的成
就 。 所以 ，当我回国后就开始了自己构思的科
研生涯 ，并以此来报效祖国 。

现在的我已经年近七十了 。在回顾自己走过
的岁月里 ，我的体会是 ：最珍惜的是时间 ，最淡泊的
是名利 ，最难得的是心态 ，最可贵的是尊重他人 。

时间 ，对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 、宝贵的 ，一

定要充分利用好它 。我自己总是利用零散的时
间去学习 。年轻的时候出差 ，我会带着几本书 ，
见缝插针一样的找时间看一会儿 ，尤其是外语 ，
这种习惯直至今天我依然保持着 。 因为年轻时
代 ，人的精力旺盛 ，接受知识的能力强 ，所以即便
是累点儿 、苦点儿 ，我依然对学习这件事乐此不
疲 。就像在海绵里挤水一样 ，人可以在时间里挤
时间 。记得在西德学习的时候 ，我基本上没有和
同学一起出去郊游过 ，有一次班里的同学组织去
巴黎玩 ，我因为要在实验室争取时间去做研究 ，
就一个人留下来了 。诸如此类因为研究而放弃
旅游的事情有很多 ，一直延续到今天 。

名利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像浮云一片 。
这个观点从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哈尔滨电工学

院（１９９５ 年与另外两所学校合并为哈尔滨理工
大学）起 ，就已经深刻地产生了 。 学校的条件
差 ，工资低 ，又没有名气 ，但是我并没有怨言 ，也
从未想过要离开 。 ７０ 年代华中理工大学 ，８０年
代西安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 ，９０ 年代一家西德
的公司都曾要调我去工作 ，我都一一谢绝了 。
因为在生活上 ，我是一个安于现状 、要求不高的
人 。 对我来说 ，只要可以上讲台 ，可以安心地呆
在实验室里作研究 ，这已经足够了 。

因为学校的规模不是很大 ，所以用于科研的
经费更是来之不易 。从 ８０年代开始 ，我先后完成
了数项科研项目 ，由于勤俭节约 ，所以剩下了一些
经费 ，但是我没有把钱分掉 ，而是将这些钱用于到
以后的科研项目里 。长期的科研工作 ，自己取得
成果并不大 ，记得到 １９９８年 ，我 ６０岁才第一次获
得省部级科研奖项 ，而我后来获得的国家发明奖
“半导电高分子粉末压力温度传感器” ，更是历时
１０余年 ，步步艰辛 ，如履薄冰 ，并且只用了国家 ４５
万元 ，即使如此 ，我却从未想过要放弃 。

心态 ，这是生活历练出来的一种精髓 。 而
我的心态就是认定的事总希望做到底 ，不管成
功与否 ！ 看着别人挣钱 、当官 、有成果 ，我从未
红过眼 、从未有过不良的心态 ，也从不打听 ，我
认为自己选择做自己要做事情 ，比什么都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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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我也会去不断地调整自己 ，将希望值放得
低点 ，多努力点就会觉得生活很充实了 ！

尊重他人 ，是作为人最起码的标准 ，不论是
比我年长的老者 ，还是我的学生 、同事 。 我始终
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很能干 ，他（她）们有两个翅
膀 ，能展翅高翔 ，而我只有一个翅膀 ，即基础理
论及创新思维 ，要充分与年轻人们配合来完成
科研工作 ，所以当发表论文或是有人问起成果
时 ，我都是将年轻人放在最前面 ，却很少提到自
己 ，因为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人 ！

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个人 ，几十年来一直在
我的身后无私地奉献着 ，她就是我的爱人李毓
庆 。 我们是在哈尔滨电工学院（现哈尔滨理工
大学）里相识相知并且结为连理的 。 她是北京
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在那个讲究出身的年
代里 ，因为身份不好所以被分配到当时被认为
偏远的地区哈尔滨 ，也就因为同样的出身我们
相识了 ，在相知的日子里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好 、
人生的追求 、对生活无限美好的憧憬 ，所以我们
在一个狭小的筒子楼里建立了我们认为无比温

馨的小家 。她对我的工作十分支持 ，一个人扛
起了家庭生活的所有重担 ，从不让我因为家里
的事而分心 。 另外 ，她还是我试验成果的重要
完成人之一 ，她能将几十个试品的配比数熟记
在心 ，直到现在她虽已退休在家 ，我有时也会打
电话问某个配方的配比参数 ，她依然能脱口而
出 、对答如流 。回想着几十年的共同生活 ，我真
的觉得很愧疚于她 ，但是她却从未有过怨言 ，这
让我从心底里想对她说声 ：谢谢你 ，老伴 ！

人生 ，因为有了年龄而有了长度 ，因为有了
丰富的生活内容而有了宽度 ，在有限的长度里
创造无限的宽度 ，才是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事情 。
我的生活内容就是在讲台前师传授业 ，在实验
室里追求梦想 。 现在我很荣幸地成为中国工程
院的一名院士 ，在实际生活中 ，我喜欢大家称我
雷老师 ，因为我只不过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
师 ，一个热爱教师职业的老人 ，我希望在今后的
工作中 ，能创造出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 ，能继续
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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