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朴素黑衣， 不穿袜子， 黑色布

鞋，头发斑白，极瘦，蓄胡。67岁的自

贡人李小文坐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里

作报告，身份是中科院院士。

一张不经意的照片，让李小文院

士一夜走红网络。李小文长期从事地

学与遥感信息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

创建了Li-Strahler几何光学模型，并

入选国际光学工程学会“里程碑系

列”。 很多网友觉得李小文是现实版

的扫地僧：“一个沉默、 不起眼的角

色，却有着惊人天分和盖世神功。”

光脚布鞋黑衣,川籍院士走红网络

2002

年， 在北师大读书，同

宿舍的一个兄弟，导师的导师就

是李小文教授。这位同学每天都

很匆忙，他学的东西让我们这些

每天躺在床上读小说的人感到

很神秘：遥感。

据他说， 小文教授当然是北

师大资源环境方面的一号人物：

半年时间在美国， 在国内的半

年，三个月在中科院，三个月在

北师大，见他一面很难呢。不过

他还是旁听过小文教授指导的

博士生论文答辩。“李老师太牛

了，当着大家的面抽烟，还接电

话，旁边坐着校领导啊。”

作为文科生，我毕业前也见

过李小文一次，那是在学校的财

务处，一个小院。我去补交学费，

以确保顺利拿到毕业证书。一个

中年男子， 斜挎了一个破包，站

在财务处的柜台前。我以为是修

理空调的来讨要工钱，只见财务

处老师拿了一叠百元大钞给他，

又拿一叠……他说了句： 谢谢，

一直没空来领。 待他转身离去，

财务处的人才感叹： 认识不？李

小文，来领院士生活补助的。

这样的段子在学校里会演

变成传奇。 第一次走进北师大，

就被友人警告：找大爷问路一定

要礼貌，也许站你面前的就是启

功呢。我读书时的导师曾这样痛

斥我们： 你们一看就没认真读

书，看你们大师姐，每天跑国图，

昨天见她， 竟然闻到了她的口

臭，一个女孩子要多努力才能这

样？这种段子和传奇慢慢成为一

个大学精神资源的一部分，对学

生有无形的激励作用。

网络时代，一个特立独行的

人很容易带来围观。特立独行的

李小文，全身流露出对学术纯粹

的爱。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

到，“扫地僧”李小文是在国外修

成神功，当他回国时，对他的宽

容，恐怕也是“福利待遇”的一部

分。当下的很多老师，通常会告

诫自己的学生注意仪容仪表，出

校门找工作也会容易些吧？这样

的环境，怎么能培养出来下一个

李小文？

所以，在围观过后，也值得

高校和老师反思： 我们需要更

多的李小文， 更多的纯粹和美

好， 但是如何为他们提供一片

适宜的土壤？

05

2014年4月25日 星期五

要闻

责编 王涵

美编 叶燕 校对 诗雯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一位中科院院士光脚穿布鞋作报告的

照片爆红网络。这位其貌不扬、蓄着胡子、

一身黑衣、黑布鞋、没穿袜子的老人叫李

小文，是一名中科院院士，正坐在中国科

学院的讲台前作报告，低头念着发言稿。

其实，纯粹离每个人都不遥远，也许

就在一念之间，我们常常与之相遇，只是

别在不期然间放手。

中科院院士李小文近日成了网络红

人，红得有些突然。

原因是一张讲座照片。照片上，这位

以遥感基础理论研究为专长的院士，留

着胡子，一袭黑衣，足蹬布鞋，连袜子都

没有穿， 在中科院大学的讲坛上念着自

己的稿子。

现实版“扫地僧”，这是网友们看到

照片之后对李小文的评价。

金庸名著《天龙八部》中，扫地僧是

少林寺藏经阁里的老和尚，一身武功震烁

古今，却返璞归真毫不起眼。现实中，身负

院士光环的李小文同样身怀绝艺、低调行

事。如果说，少林寺之所以不堕威名，在于

有扫地僧这样的高人的话，中国当代知识

分子的传灯录里，当然也少不了李小文这

样不务虚名默默实干的科学家。

与照片形象一起在网上流传的，还有

数年前李小文的一篇媒体访谈。文字与照

片可谓相得益彰，言谈中的许多细节都展

现他冲淡的性格。问他在美留学期间干得

最多的事情是什么？他回以看小说，特别

是武侠小说，最认同《笑傲江湖》中令狐

冲的人生态度；问他选择回国报效为何有

此觉悟？他回以提携自己的杨老师让自己

回来，于是就和同学都回来了。

在看惯了学者西装革履、高谈阔论的

时代里，李院士简约朴素的形象与朴实无

华的谈吐， 实在是我们与纯粹的一次邂

逅。他的光脚和布鞋在网络世界里横空出

世，却让我们在“高大上”“白富美”“小

清新”的围裹中，感受到了纯粹的力量。

对科学家来说，纯粹是牛顿头上的那

颗苹果。日之所思、梦之所萦，都是自己上

下求索的问题。当苹果掉到头上，才能砸

出灵感，找到物理世界的规律。

时代不同，国别不同，职业不同，信仰

不同。但他们所坚守的那种纯粹相同。

毋庸置疑，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比

之以往，更丰富，更多元，但也面对更多的

诱惑和挑战。

当医生拿起手术刀，他眼中应该只有

人体器官，而不是手术报酬；当老师站上

讲台， 他挂怀的应该只有知识的传授，而

不是职称晋升；当记者举起摄像机，他面

对的应该只有事实真相， 而不是自诩的

“第四权力”；当领导干部手握重器，他关

心的应该只有民生改善社会安定，而不是

一己之富贵……

毛主席写诗，“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

神州尽舜尧”。其实，纯粹离每个人都不遥

远，也许就在一念之间，我们常常与之相

遇，只是别在不期然间放手。

社会舆论的倡导、 市场机制的建构，

也应该鼓励而不是压抑这种纯粹。虽然纯

粹者不依靠丰厚的物质和他人的点赞来

生活，但作为社会，却有义务让不同天赋、

才能的人有所保障、各安其位，而不是蝇

营狗苟、追名逐利。唯其如此，才不会在

“市场经济”的潮流中滑入“市场社会”

的陷阱，价值多元化也才有一个真正的物

质基础。

别墅是没有的

电子科技大学说，

院士只有居住权，没有拥有权

“不行，李老师不会乐意的。”得知记者想来

电子科技大学采访了解这位院士平时工作学习的情

况， 他带过的一名学生想也不想， 拒绝的话就脱口而

出，不管怎么劝，都不愿意面对记者。

“他（李小文）是这样的，不喜欢和媒体打交道。”

一位和李小文曾经共事过的教授对记者说。不喜欢和媒

体打交道，多少和李小文当年回蓉时的一些报道有关。

2004年，李小文受母校电子科技大学的邀请，回到

成都筹建“遥感和地理信息学科”，并建立了地表空间、

信息技术研究所。当时有媒体称，为请来这位院士，学校

特别为他配了一幢330平方米的三层别墅， 就在该校博

士楼和青年专家楼之间。“别墅不是给的， 只是在成都

时可以到那里住。”2009年， 李小文在一次采访时，对

“别墅传言”做了正面回应，并直言不讳地表示“挺怕

新闻工作者的”。昨日，记者就别墅一事向学校进行了求

证，得到了相同的回复：院士只有居住权，没有拥有权。

学术是很强的

他可以说是中国遥感领域

第一位在国际上享盛誉的人

在一位和李小文共事过的教授看来， 网上用天龙

八部里的扫地僧来形容李小文非常恰当。“他衣着朴

实，性格内敛，放到人群中就是默默无闻的那种类型。”

其貌不扬，却有着盖世神功。“在学术上，他可以说是中

国遥感领域第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人物。”

遥感，是远离地表，借助电磁波来获取地学、生物

学、资源环境等过程和现象信息的科学技术，人人常常

用“从空中揭开地球的面纱”来形容它。

2012年1月， 电子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成立，李

小文为首任院长。“电子科大的资环学院就是从那时

开始的。 大部分老师都是李院士当时筹建时的师资力

量。”资环学院副院长何彬彬说。“老先生挺忙的，常常

都要成都、北京几地奔波。”一位曾在资环学院工作过

的教授对记者说，学院成立后，他们要定期向老先生汇

报工作，请他对学科研究方向等大问题进行把关。博士

和硕士论文答辩则没有特别请老先生参加，“还是怕

他累”。 但李小文要给学院的本科生开讲座，“回成都

第一件事也是马上召集他的研究生， 询问最新科研状

况，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性格是不服输的

“你

XX

的英文写得快，

老子中文也不慢”

李小文的个性，连严肃认

真的论文写作都能“颠覆”。

昨天，网友“挖”出一篇

他于2005年发表在 《河南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的

一篇论文《定量遥感的发展与创新》，其中一句“如

果我们的确做得比外国人好， 就要理直气壮地说”，

让人大呼“霸道”，旁观者惊讶地说，“原来论文还可

以这样写！”

在这篇论文的第5部分“创新的阵痛”中，李小文回

顾了他从事遥感研究，与外国科学家“论战”的故事。为

了证明自己认定的理论是正确的， 他和美国物理学家

W·Snyder用邮件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论战， 还公开抄送

给许多人， 其中包括当时李小文两个正在读研的孩子。

一次，对方抛出强有力的证据，连李小文的孩子都给爸

爸发邮件说，“爸，这下你惨了，该认输就认输吧！”

但为了“教育孩子相信自己是对的”，李小文认为

“不能轻易认输”， 于是他琢磨这条证据两天一夜，终

于找出了破绽。后来，W·Snyder发表相关论文时，要把

李小文处理成第三作者。 李小文咽不下这口气， 想，

“你XX的英文写得快，老子中文也不慢”，于是他将自

己的研究写成中文论文，投往《自然科学进展》。

从小就是不羁的

学校要求上晚自习，班长劝他不肯，好说

歹说之下班长只好背他去

在李小文的初中老师那里，他赤脚穿鞋、衣衫粗陋

的形象似是从小有之，“从初中开始穿着就有些不修

边幅。”一次李小文的裤子破了，他就自己用一根线把

破洞串起，照玩不误。87岁的杨朝瑞曾任李小文初一时

的班主任，虽然和李小文只有一年的交集，但现在回忆

起这个学生，他依然印象深刻。

由于个子小，李小文一直坐在第一排，因为四川话

里“文”和“娃”比较接近，老师们喜欢叫他“小娃

儿”。可是这个“小娃儿”却并不省心，大错不犯，但小

错不断，是个小调皮。

学校要求上晚自习，他不愿意去，班长为凑人数，

十分为难，前去游说，李小文不愿意，好说歹说之下，班

长只好答应背他去。 当他得意洋洋在班长背上扭来扭

去时就被校长陈慧琼抓了个现行。

一次，一个科任老师也跑到杨朝瑞那“诉苦”，因

为拖堂了，李小文居然从桌子里掏出了一个警报灯，一

到下课时间马上就响， 提醒老师不能拖堂。 但即使如

此，“学习成绩并不拔尖，但反应快、脑子灵活”的李小

文在老师那却很早就被认定为“读研究生的料”。根据

李小文的回忆，当初学校里有人举报他时，校长陈慧琼

便说，“李小文本质还是好的， 是今后念研究生的材

料，要宽容一些”。杨朝瑞回忆，在李小文喜欢的数学、

物理课上，他总是不断发问，常常问得老师无言以对。

“小调皮”的李小文虽然好动，一旦听懂了便坐不住，

但课程的关键部分他从不落下， 家庭作业也能按时完

成。并且从不会在课堂上影响其他同学学习。

院士光脚

踢开浮华

人民日报评论：

“光脚院士”背后的

纯粹力量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冕 江浪莎 汪玲

）昨日，成

都商报记者走访电子科技大学和树德协进中学， 希望

还原李小文院士的个性人生。

对网络上关于李小文当年来电子科大任教， 学校

给了他一幢别墅的传言，李小文曾明确表示“别墅不是

给的，只是在成都时可以到那里住”。昨日，记者就此事

向电子科大求证，学校也给出了和李小文一样的回复。

寻找

“扫地僧”

李小文

李小文的8个标签

在看惯了学者西装革履、高谈阔论的时代里

李院士简约朴素的形象与朴实无华的谈吐，实在是我们与纯粹的一次邂逅。

他的光脚和布鞋在网络世界里横空出世

让我们在“高大上”“白富美”“小清新”的围裹中，感受到了纯粹的力量。

对科学家来说，纯粹是牛顿头上的那颗苹果。日之所思、梦之所萦，都是自己上下求索的问题。

时代不同，国别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不同。但需要坚守的那种纯粹相同。

纯粹的人

需要的不是围观，而是环境

□

张丰

谁该学习

新

/

闻

/

回

/

放

学习什么

少玩形式多干实事

□

张传发

“扫地僧院士”走红，并不是

说我们的官员一定要 “穿布鞋、

不穿袜子”， 而是说机关的工作

作风应该“简约”。有的地方，本

来就有相关办事机构，偏偏来个

“叠床架屋”设立一个“马上办”，

劳民伤财；有的地方，地市级的官

员，年岁不高、身体健康，却配一

个“生活秘书”专门为其“拎包、拿

茶杯”；有的官员，开个十几人的

小会，还得摆上鲜花；有的官员，

外出办事，十里八里的路程，明明

有公交车通行， 却无单位公车专

送就不肯出门， 他们的工作作风

与李小文院士的“朴实无华”相去

十万八千里。当下的中国官场，上

上下下，都在讲“八项规定”，都在

“反四风”，面对“布鞋院士”，是不

是该少讲一些形式主义， 少搞一

些“面子工程”，多把心思用在工

作上“下苦功夫，多干实事”？

（综合北京晨报 经济观察报）

简单性原则

□

朱永杰

“扫地僧院士 ”李小文金

光闪闪 ，其中有几点值得我们

分享 。

他在美国念研究生时，满分

是五分， 三点五分以下要受警

告，他每次考试都争取考得高于

三点五分，但如果考上了四分就

觉得自己吃亏了，得尽量把分数

压下来。剩余时间和精力干什么

呢？在美国是读小说，每次都提

着旅行袋去借书，一次借一袋。

受到启发了吧？功夫在诗外，

他没有让生命浪费在高分上。

他说科学本身就应该追求

简单性原则，任何事情都是越简

单越好，够了就行。 “简单性原

则”是个好东西。可惜，我们没做

到的地方太多了。

接地气才受欢迎

□

李甘林

实话实说， 李小文老人的这

则新闻， 既不是此前著名的历史

学泰斗章开沅主动请辞 “资深教

授”头衔，也并非季老请辞自己头

上的多个头衔、光环一类，但为什

么李老这样一副土得掉渣儿的老

土形象、言辞甫一发到网上，居然

立马儿引发广大网友如此热烈的

追捧呢？想来，这大抵只有一种可

能，即李老的一身打扮越是土气，

兴许就越是接地气； 李老的酒量

越大，就越是能激起网友的兴趣；

李老越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或

许网友们对李老取得的成就，李

老不矫揉造作， 不虚伪的人品就

越是推崇有加。 这也恰恰正是李

老说真话、 不说假话的人格魅力

所在，也是李老真实的、没注水的

人生亲切感人之处。

极瘦，蓄胡，衣着简朴

裒

中国遥感领域，第一个

在国际上享声誉的人

禀

被网友称赞为现实版

扫地僧、学术男神

嬴

最大爱好是喝酒，二锅头不离身

蠃

小时调皮， 曾带

“拖堂警报灯”上课

羸

考试尽量保持“刚及格”，

“多了就吃亏了”

冫

李小文院士的传奇故

事爆红网络时， 西南交大

的“布衣教授”黄楠也进

入大家视野， 交大有老师

形容他“衣衫土气，像个卖

菜老头”。20年前去北京出

差， 黄楠因为穿着随意又

问价格， 还被司机赶下过

车。 但就是这个外表普通

的教授， 研发出一种表面

涂有抗凝血抗增生涂层的

新型支架， 可阻止血液凝

固在支架表面， 打通“血

脉”。这个研发已有上万临

床应用， 而这种抗血凝材

料研究还被收入“中国学

科发展蓝皮书”。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黄楠自己搭建了一台凝血

时间测试装置， 随着实验

深入，需要用人血来实验。

“当时血站的血很难买，

而且最小的一袋也有400

毫升， 实验一次也用不

完。”学生冷永祥回忆说，

老师做出惊人决定： 抽自

己的血来用，“他自己抽，

每次50～100毫升，虽然次

数不多，但真的很感人。”

黄楠也承认， 可能就是这

么“献身”于科研，所以自

己对其他“小节”就忽略

了。

今年58岁的他， 已卸

任西南交大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院长， 现在西南交

大的网站上， 他的职务是

“材料先进技术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他对这点似乎并不感冒，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交大

老师， 在做新一代血管支

架研究。 总想着要把它再

推向市场， 就像看到自己

种的树开了花。” 交大有

老师说，“他长得很瘦，看

上去就像个卖菜老头，根

本不像个大学教授。 但只

要读读他的故事， 就能感

受到坚持的力量。”

成都商报记者 江浪莎

西南交大

黄楠教授：

抽自己的血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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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认同《笑傲江湖》中，

令狐冲的人生态度

冽

留学美国期间做得最多

的事情是看小说

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