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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办签证费了周折

去年10月10日至13日， 国际生物特征识

别大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大会博士生论坛

在全球范围内邀请了10位在该领域有培养前

途的博士研究生出席，王甦菁名列其中。

从王甦菁9月9日接到会议邀请函， 到10

月9日从南京正式踏上赴美之旅，短短的一个

月让他经历了很多， 并且还在后续的工作中

忙得不可开交。由于接到邀请函较晚，办理签

证的时间十分紧迫。 王甦菁电话咨询后直接

乘飞机抵达广州欲尽快将签证办理下来，但

是他的身体情况和蹩脚的外语使美国大使馆

的工作人员面露难色， 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开

了两次会议， 之后又和美国华盛顿方面开了

电话会议，又将王甦菁的材料传回美国，最终

获准通过。

只身赴美熬夜赶工不含糊

此次已经是王甦菁第二次收到其研究领

域内的国际学术会议邀请， 但这是第一次应

邀出席， 并且是独自一人只身前往。“此行开

阔了视野，拓宽了思路，回来后还有更多重要

的事情要做， 并且和参会的专家学者们还有

学术上的交流，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王甦

菁说。

参加会议的时间和准备都很仓促，所

以抵达美国之后，王甦菁一边忙着学习，一

边忙着“赶工”。“我到了那里才知道 ，参会

的科研成果展示分为oral和海报两种，但是

我一样都没有。所以熬夜做了海报，然后花

了109美元打印出来，顺利地在大会上展示

了我们的研究成果 。”据他介绍 ，参与博士

生论坛的高校有美国特拉华大学、 卡内基

梅隆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

宾汉姆顿分校、吉林大学等。王甦菁颇为自

豪地说：“通过我们的努力， 让吉林大学在

国际舞台上与知名学府同台竞技， 这是一

件值得做的事情。”

四大“有利条件”促成此行

谈到此次成功赴美参会， 王甦菁认为，

是四大“有利条件”促成了此行：其一，前期

的学术交流。他在研究和学习中积极与该领

域的国际顶级专家联系，敢于说出自己的想

法，并且不断受到关注，使该领域的国际顶

级专家和团队知道吉林大学有这样一群人

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其二，较有价值的学

术成果。只是交流远远不够，还要在基本研

究上下功夫， 学术成果才是最有价值的；其

三， 吉林大学对研究生学术交流的支持。因

为学校研究生院对研究生参与国际学术交

流有各种资助和鼓励措施，为学术交流提供

了坚实的保障。此外，由于时间紧迫，研究生

院特破例让王甦菁参会回来后补办相关手

续；其四，恩师在物质和精神上的鼎力支持。

王甦菁说，考虑到自己的身体情况，只身赴

美，就连自己和父母都会担心，更何况是学

校，但是恩师的鼓励、信任和帮助是最大的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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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甦菁一直觉得，是吉林大学的胸怀包容

了他。“我考博时，学校领导来到考场，告诉我

别着急，我的情况学校会认真考虑。”还有一些

细节也让他感到温暖，比如他无法自行走上图

书馆门前的台阶，管理员就为他开启了没有台

阶的东门，无论什么时间、下多大的雪，计算机

楼前的无障碍通道都很快被清扫得一干二净。

王甦菁说：“恩师一共带了三名残疾学生，

平时对我们的教导和帮助就不说了，这次去美

国， 老师还从自己的科研经费中资助我1万多

元钱。”

据了解，吉林大学目前本科生中有18位残

疾人。截至去年9月，硕士、博士研究生中有20

余位残疾人。对于残疾学生，吉林大学有着一

整套的帮扶计划。吉林大学学生工作部副部长

刘雪峰说，不仅要在物质上关爱，还要在精神

上关爱，比如在为包括残疾学生在内的贫困生

购置羽绒服时， 学校一共采购了36种款式，目

的就是不使他们显得特殊化。

科研成果赢得国际学术界认可

“脑瘫博士”自强不息被誉“中国霍金”

英国著名科学家史蒂芬·霍金身残志坚、 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动
了全球无数人。如今，“中国版霍金”的故事正在吉林省长春市上演，

感动无数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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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一。此事经网络传播后被很多网民热捧，王甦菁被网民称为“脑
瘫博士”、“中国版霍金”。

王甦菁出生于1976年， 出生时的难产给他

的身体带来灾难———说话发音不清， 四肢协调

性差，双腿不能直立，双手不能持物，尤其是右

侧手脚基本丧失功能， 坐着的时候身体会不由

自主地摇晃， 需要将双腿叠起以控制抖动，写

字、操纵鼠标、敲击键盘只能用左手。

在吉林大学前卫小区的计算机楼里，身材瘦

弱、依靠助行器走路的王甦菁十分引人注目。“我

刚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抢救， 家人给我起名为

‘甦’，意为死而复生。”王甦菁说，由于他发音不

清，行动不便，从小到大，在学习上遇到很多别人

难以想象的困难。他通过抓象棋子、抓玉米粒来

锻炼握笔写字， 右膝下绑着沙袋来稳固身体，防

止摇晃。在数万次抓象棋子、玉米粒之后，王甦菁

终于能用左手握笔写字了。 但由于手抖写字慢，

王甦菁每次考试都答不完卷。“眼看着那些题我

都会，但是就是答不了，心里着急呀！高考成绩不

好，就在老家上了电大。”

“在我小时候，抓象棋子、抓玉米粒和不停下

蹲再站起，几乎就是全部的记忆，直到我10岁那

年看到了电脑，新的世界就展开了，通过电脑我

就能和正常人竞争了。”

10岁那年，父母带他去上海治病，他在电视

里看到了电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妈妈一打听，

一台286都要1万多元，负担不起。懂事的王甦菁

不再提买电脑， 而是让父母给他买电脑方面的

书。念到高一，外婆和小姨凑钱，王甦菁有了第一

台电脑，到高中毕业，他已经自学了本科计算机

专业的全部课程。

王甦菁对电脑的钻研一刻未停。1997年，由

他设计的CASL汇编语言编译器问世，受到了我

国第一代计算机软件教学专家、南京大学教授钱

士钧的高度评价， 并且通过南京大学学生试用，

效果非常好。

同年，王甦菁参加教育部和其他单位联

办的“首届中国大学生电脑大赛”， 杀入决

赛，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单独接见。

当时谁也没想到，邹家华之后成为王甦菁的

伯乐。

1998年，22岁的王甦菁以高分通过国家级

高级程序员资格考试， 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

工程师。专科毕业后，王甦菁开始自学，1999年

考入淮海工学院计算机本科专业， 三年后拿到

学士学位。

由于写字慢， 王甦菁考研考了几年都没过

线。在几近绝望之时，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给邹

家华写了封信，表达了他想继续深造的想法。幸

运的是，邹家华联系到了几所高校，他们愿意破

例为王甦菁单设考场。最终，王甦菁圆梦来到了

吉林大学读硕士。2008年，王甦菁考上吉大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计

算机专家周春光教授， 进行计算机视觉和识别

的研究。

提起恩师，王甦菁充满了感激和敬佩。他

说，当初报考硕士研究生时，由于自己答卷比

较慢，分数不理想，没有如愿进入理想中的大

学，但是吉林大学却为他敞开了一扇门。他的

硕士生导师陈震教授和当时的院长、 现在的

博士生导师周春光教授为他的学术之路点亮

了航灯， 让他得以在吉林大学的舞台上实现

学术理想。“老师对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

由于英文不是很好， 他投稿的第一篇学术论

文的反馈信息就是“英语能力有待提高”。为

了帮助他取得好的科研成绩， 周春光教授特

意联系其研究领域的学者帮忙修改论文，使

其达到发表要求。

王甦菁说：“恩师很有远见，很有战略眼

光。”博一时，他对“年龄估计 ”很感兴趣 ，并

且没有听从老师的建议，一意孤行地用了一

年的时间深入学习。 老师并没有阻止他，而

是给他时间实践和体会，知道他做不下去时

会主动转方向的。最终他在博二时不出老师

所料地转到“流形 ”和“张量 ”这个研究方向

上来。

身体的孱弱并不能阻止一个人取得成功，

比如霍金，他描绘了时间和宇宙；比如王甦菁，

他已经取得了许多健康人无法企及的成绩。

王甦菁在导师周春光教授指导下， 已发表

20余篇论文，其中4篇SCI(国际上最权威的进行

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检索工具) 期刊文章；他

还是“2009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候选人；2000

年被全国总工会、教育部、科技部、人事部等五

部门评为“全国职工自学成才者”；22岁时通过

自学以高分通过国家级高级程序员资格考试，

成为国内年轻的工程师……不仅如此， 作为国

内唯一的受邀者， 王甦菁在去年10月参加了在

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国际生物识别大会， 大会的

博士生论坛在全球范围内邀请了10位该领域最

具培养前途的博士研究生参会。

王甦菁的同学们说， 王甦菁一直以来都与

国际上该研究领域的权威人士保持联系， 他们

通过网络交流、研讨。“2009年，国外就邀请王甦

菁去参加他们的生物特征识别会议， 但是当时

他们不给提供资金，就没去成。去年主办方又主

动给王甦菁发邮件提出邀请， 并支付1500美元

的食宿费。”周春光说，美国也有学校希望王甦菁

出国继续深造， 但是身体原因始终限制着王甦

菁的发展。

由于身体情况所限，王甦菁说话和打字

都很慢， 但是他却十分喜欢交流和讨论。他

在实验室的工作桌旁边摆了多余的座位，他

说，这是以备讨论会之需。当记者问他打字

慢是否会影响写论文时，他笑着说：“我们写

论文，不像写新闻报道，需要及时快速。每写

一句话都要深思熟虑，反复推敲，所以打字

快慢对写论文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为更好地深入研究自己所学的专业和

完成毕业论文，王甦菁申请延期一年毕业。

现在， 他正在为自己的两篇学术会议论文

做后续工作。“他总是很忙，知识渊博，性格

乐观、幽默，有时候听他讲很久都不会觉得

累。”他的师弟这样评价他，并告诉记者，王

甦菁还帮助他联系申请读博的事情， 因为

王甦菁在学术上与很多同一研究领域的专

家学者都有交流，所以跟着他出去开会，受

益匪浅。

据周春光介绍， 王甦菁学术做得相当

不错， 在国内青年里是非常出色的。“他虽

然身体不好，但是一点也不自卑，特别愿意

跟大家联系，心态好。他也做不了什么休闲

运动，每天就是学习、写论文、看论文，在国

际顶尖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比较好的论文。

今年准备冲击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每

年计算机领域的也就两三篇能获奖， 难度

挺大。”周春光说，“他是个很优秀、很有悟

性的孩子”，希望他通过努力获得成功。

“看了王甦菁的报道，我太受鼓舞了，

非常敬佩他，我为吉大有这样的人才感到

骄傲，希望他取得更加卓越的成就，也希

望上天更能眷恋他，让他生活美满。”王甦

菁的故事在网上传播之后，网友们纷纷被

他自强不息的精神所打动，称他为“中国

的霍金”。

王甦菁说， 近期的愿望就是博士毕业

后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我想找一所好

一点的高校继续做学术， 但是那样的地方

都喜欢招有留洋经历的人。加上我写字慢、

说话慢，也没法教课，只能搞研究。前段时

间往几个非重点高校投过简历， 都被拒绝

了。 现在为自己的两篇学术会议论文做后

续工作，为就业增加砝码。有时候要到5点

才睡觉，睡两三个小时之后继续干活。”

王甦菁说，希望国家在制度上、政策

上给残疾人多些照顾，让有梦想的残疾人

也可以顺利地上学、工作，实现自己的人

生目标。

据悉， 王甦菁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

议时，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李子青教

授曾建议他毕业后到中科院从事博士后研

究工作，王甦菁没有回绝这个邀请，但他觉

得自己目前更应该在基础领域研究上下足

工夫， 这样才能在以后同健康人竞争时具

备更强大的竞争力。据悉，王甦菁已向吉大

提出了留校任教的申请。

他喜欢交流，他喜欢微笑，他也喜欢拒绝———拒绝一些帮助。在他身上，没有自
卑，也没有怨气，积极、阳光像是他的代名词。

●

“如果是一个健康人从椅子上站起来或者穿外套，你会上前帮忙吗？你不会吧！所
以把我当成一个健康人吧，我习惯了自己做这些，而不习惯别人的帮助。”

●

“我的人生是幸福的，因为我在用我的生命奋斗。”

●

“上帝之所以把人的眼睛安放在前面，就是为了告诉你：向前看吧，生活的路永
远都在前方。这句话我一直将它深深地镌刻在心底，不曾遗忘。因为当我驻足眺望的
时候，我总能看到那些在关爱中印下的坚实足迹，也就会更加坚信前方的道路有属
于我的光芒。”

王甦菁美国之行

吉大的包容和关爱

延伸

王甦菁成绩

王甦菁语录

命运赐予他魔咒 他决不向命运低头

电脑给他打开世界之门“我能和正常人竞争了”

永不放弃遇伯乐 自强不息终成博士

刻苦钻研硕果累累 受邀参加国际学术大会

王甦菁心愿

正努力冲击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现在就想找个好工作”

链接

上图：王甦菁（右）驾驶助力车进入教学楼。

王甦菁只能靠还算“灵活”的左手操作电脑。

王甦菁在助行器的帮助下前行。

（本报综合报道） 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