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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袁37岁的王甦菁渊甦院音野苏冶冤来到北京袁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遥
野终于独立了袁我感觉一切都很新鲜袁一切都很有成就感袁比如自己去交

水电费袁自己去银行还信用卡遥 冶王甦菁笑着说袁每天早上袁他会用上比别人
多得多的时间穿衣服尧穿袜子尧穿鞋子遥 洗漱之后准备早餐袁即使只有一杯豆
浆和一块面包袁也要耗费他不少气力袁但他却乐此不疲遥

吃完早餐袁他会扶着助行器乘电梯来到公寓楼下遥公寓的电动门需要按下
开关才可以打开袁但这个开关却成了阻碍他前进的野拦路虎冶袁倘若物业人员不
在袁王甦菁总要付出极大的力气遥他的助力车就停在大门外袁放好助行器袁大约
五分钟的车程他就到达了自己的工作地点要要要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遥

这袁就是王甦菁每天早上的野行程冶遥
2012年 7月袁他从吉林大学博士毕业后袁来到北京工作遥原本 30多年至

少有一人陪在他身边的父母袁权衡再三袁最终返回江苏老家袁放他一个人野单
飞冶遥

“中国版霍金”及其传奇故事
1“有电脑我就能和正常人竞争”
他袁双腿不能直立袁双手不能持物袁右腿尧右手基本失

去功能袁行走要靠助行器袁坐下需要将双腿叠起以控制抖
动袁写字尧操纵鼠标尧敲击键盘只能用左手遥

野因为难产袁引起耶脑缺氧后遗症爷袁就变成了现在这
样遥刚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抢救袁家人给我起名为耶甦爷袁意为
死而复生遥 冶这是一个很难开口的问题袁心思缜密的王甦菁
直接说开了遥

因为说话不是很清楚袁行动不便袁从小到大袁不管是学
习上还是生活上袁王甦菁都遇到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
难遥他通过抓象棋子尧抓玉米粒来锻炼握笔写字袁右膝下绑
着沙袋来稳固身体袁防止摇晃噎噎

他说院野小时候袁抓象棋子尧抓玉米粒和不停下蹲再站起袁
几乎就是我全部的记忆袁直到我 10岁那年看到了电脑袁新的
世界就展开了袁通过电脑我就能和正常人竞争了遥 冶在真正接
触计算机之前袁 他已经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对其有了很多了
解遥 当时电脑还没有普及袁学校尧单位等提供的公共电脑有
限遥野哪有人敢让我一个残疾人用他们的电脑啊浴后来我外婆
和小姨凑了一万多元钱才给我买了台 286电脑遥 冶

谁也不曾想到袁1997年袁由他设计的 CASL汇编语言编
译器问世袁受到了我国第一代计算机软件教学专家尧南京大
学教授钱士钧的高度评价遥 也就在这一年袁王甦菁顺利闯入
中国大学生电脑大赛全国总决赛袁在当时的参赛者中袁王甦
菁非但不是专业选手袁而且还是唯一的残疾人选手遥 时任国
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出席颁奖仪式袁得知 CASL汇编语言编译
器也是出自他之手袁专门来到王甦菁的轮椅前袁握着他的手
感叹道院野你作为一名自学成才的残疾学生袁能克服常人难以
想象的困难袁是跨世纪的人才袁真是不容易遥 冶

1998年袁22岁的王甦菁以高分通过国家级高级程序
员资格考试袁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工程师遥 虽然在计算
机方面展现了野非一般冶的能力袁但是王甦菁也有困惑袁野因
为写字慢袁每次都是题都会答袁就是时间不够用袁因此考研
考了几年都没过线遥 冶濒临绝望之时袁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给邹家华写了封信袁表达了他想继续深造的想法遥

奇迹出现了袁邹家华联系了几所高校袁他们愿意破例
为王甦菁单设考场遥 最终袁王甦菁圆梦来到了吉林大学读
硕士遥 2008年袁王甦菁考上吉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袁
攻读博士学位袁师从著名计算机专家周春光教授袁进行计
算机视觉和识别的研究遥

王甦菁说院野恩师很有远见袁
很有战略眼光袁对我的关怀是无
微不至的遥 冶

博士生一年级的时候袁他对
野年龄估计冶颇有兴趣袁甚至没有
听取老师的建议就用了长达一
年的时间去研究遥看着执着的王
甦菁袁周春光没有直接打击他的
积极性袁 而是给了他足够的时
间遥 经验丰富的老师知道袁当他
做不下去的时候一定会主动转
换方向的遥 果不其然袁在他博二
的时候袁主动转到野流形冶和野张
量冶的研究方向上来了遥

野因为英文水平一般袁 我投
稿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的反馈信
息就是要要要英语能力有待提高遥
为了帮助我取得好的科研成绩袁
周教授特意联系其研究领域的
学者帮我修改论文袁直到达到发
表的要求遥冶说起老师袁王甦菁充
满感激遥

时任吉林大学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院院长的周春光对自
己的学生也是赞赏有加遥 他说院
野我不该当着王甦菁的面说这些
话袁我怕他骄傲袁但他的确是我
带过的最优秀的学生之一遥他是
肯静下心来做学问的人袁现在的
学生袁大多会非常现实地考虑就
业求职的问题袁我能理解袁而找
工作有些困难的王甦菁却把所
有的心思都用在了研究上袁他才
能有今天的成绩遥 冶

2011 年 10 月 10 日袁 国际
生物特征识别大会在美国华盛
顿举行遥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是根
据人体自身的生理特征或行为
特征进行个人身份认证的技术
手段袁国际生物识别大会则是该
领域的最高级别的科研会议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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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这些博士
生大都来自国际知名大学袁王甦
菁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受邀者遥

其实袁这已经不是王甦菁第
一次受到组委会的邀请遥 早在
2009年袁 他就进入了组委会的
视线袁只因为当时他们不给提供
资金袁所以搁置遥而这一次袁组委
会主动给王甦菁发邮件提出邀
请袁 并愿意支付 1500美元的食
宿费遥 即使这样袁去往美国的路
途还是有些野艰辛冶袁由于接到邀
请函较晚袁办理签证的时间十分
紧迫遥王甦菁电话咨询后直接乘
飞机抵达广州欲尽快将签证办
理下来袁但是他的身体情况和蹩
脚的英语使美国大使馆的工作
人员面露难色袁领事馆的工作人
员开了两次会议袁之后又和美国
华盛顿方面开了电话会议袁又将
王甦菁的材料传回美国袁才最终
获准通过遥

抵达美国之后袁王甦菁一边
忙着学习袁一边忙着野赶工冶遥野我
到了那里才知道袁参会的科研成

果展示分为 oral(口述)和海报两
种袁但是我什么都没有遥 所以熬
夜做了海报袁然后花了 109美元
打印出来袁顺利地在大会上展示
了我们的研究成果遥 冶王甦菁笑
着说袁野通过我们的努力袁让吉林
大学在国际舞台上与知名学府
同台竞技袁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
情遥 冶

在美国袁 有一件事情让他
感触颇深遥 一天晚上袁王甦菁回
宾馆袁因为没有路灯袁他只能小
心地控制着电动轮椅慢慢前
行遥 突然袁由远而近袁一束灯光
从他身后照亮了前方的道路遥
轻微的汽车发动机声音袁 没有
催促袁没有鸣笛袁灯光以同样的
速度跟随着王甦菁的轮椅袁一
直到有路灯的地方袁 身后这辆
车才驶到王甦菁的身边袁 车里
的人问他 院 野需要帮助吗 袁先
生钥 冶王甦菁这才知道是一位美
国警察一直在用车灯为他照
亮遥 王甦菁回答院野我很好袁我是
中国吉林大学的一名博士生袁
来美国参加一个会议袁 我正在
回我住的宾馆袁谢谢遥 冶

美国之行最让王甦菁印象
深刻的就是无障碍遥 王甦菁说院
野此行开阔了视野袁拓宽了思路袁
回来后还有更多重要的事情要
做袁并且和参会的专家学者们还
有学术上的交流袁这是一笔宝贵
的财富遥 冶

新华社曾对他做过专访袁写
出了 野中国牌霍金要要要王甦菁冶
的报道遥 于是袁越来越多的人喜
欢称他为野中国牌霍金冶遥或许在
众人眼里袁他与霍金有着太多的
相似之处袁 都是脑瘫残疾人袁都
是博士遥 但是王甦菁知道袁野脑
瘫冶 只是媒体宣传他的一个标
签袁 就像他身上的众多标签一
样袁被贴上了袁甩不掉了遥

很多人不知道袁 对于霍金袁
王甦菁不太了解袁直到越来越多
的人把他们扯在一起袁他才知道
世界上有一个患有严重脑瘫的
残疾名人叫野霍金冶遥在霍金的著
作里袁王甦菁了解到宇宙是大爆
炸产生的袁黑洞是空间尧时间尧质
量的平衡遥

毕业前夕袁 王甦菁有些困

惑和迷茫袁野我想找一所好一点
的高校继续做学术袁 但是那样
的地方都喜欢招有留洋经历的
人遥 加上我写字慢尧说话慢袁也
没法教课袁只能搞研究遥最开始
给几个非重点高校投过简历袁
都被拒绝了遥 冶那一年的年底袁
他曾向吉大递交留校任教的申
请袁后因种种原因袁最终没能留
下遥

就在他有些绝望的时候袁他
想到了美剧叶别对我说谎曳袁剧中
的 Cal Lightman 博士可以通过
分析一个人脸部的微表情袁来判
断这个人说的话是真是假遥

野看过之后我就在想袁 这到
底是影视作品的科幻虚构袁还是
真的有科学家在研究相关的问
题呢钥 冶王甦菁读博士时的研究

方向是计算机视觉和识别袁使用
计算机进行自动微表情识别引
起了他的兴趣院野我在网络上搜
索袁全球范围内关于这方面的论
文还不到 5篇遥但国内却有一个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
目遥 冶

虽然生活中时有心酸袁时
有辛苦袁 但他一直在乐观地向
前走遥 他常说院野上帝之所以把
人的眼睛安放在前面袁 就是为
了告诉你院向前看吧袁生活的路
永远都在前方遥 这句话我一直
将它深深地镌刻在心底袁 不曾
遗忘遥 因为当我驻足眺望的时
候袁 我总能看到那些在关爱中
印下的坚实足迹袁 也就会更加
坚信前方的道路有属于我的光
芒遥 冶

阴佚名

2“他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3“他就是中国牌霍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