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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西南石油大学油气储运工程专

业已发展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国家级特色专

业，西南石油大学也成为我国仅有的 3个拥有

油气储运工程国家重点学科的高校之一。但

在2004年以前，学校的油气储运工程专业连省

级重点学科也不是。

华丽转身的背后，是一群“储运人”砥砺奋

进的足迹。专业学科的“逆袭”要从 2004 年李

长俊担任油气储运工程研究所所长说起。

“长期以来，学校油气储运工程专业招生

就业都不错，但在圈子里的话语权一直不够，

这和油气储运工程学科发展有很大关系。”如

何提升该专业在省内和国内的影响力，是李长

俊成为所长后一直思考的问题。

2004 年，终于迎来了转机：学校有批专业

要申报四川省重点学科，李长俊下定决心要抓

住这个机会。

为了完成申报材料，李长俊带领研究所老

师去兄弟高校调研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领域、

教学特色等，深入企业了解企业对储运专业毕

业生满意程度，及时吸取企业意见。在此基础

上，李长俊带领这批“储运人”认真梳理专业发

展脉络，深挖专业内涵，提炼研究方向，专业发

展的系统性逐渐明晰。

临近答辩前，李长俊被告知，油气储运工

程专业不在此次学校上报的答辩名单之内，这

无疑是当头一棒。但李长俊没有轻易放弃，通

过多次积极争取，李长俊要到了答辩的“入场

券”。答辩顺利通过，“蝴蝶效应”由此开始。4
年后，在学校的支持下，李长俊又带领团队与

其他兄弟高校同台竞技，成功申报了国家级重

点学科。各级经费投入多起来了，特别是获得

了超过 1000 万元的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特

色优势学科资金，支撑了油气多相流体分析实

验室的建设。高水平实验室建起来后，教师的

科研能力被调动起来，学生的学习能力也逐步

增强。

“每一级重点学科的申报都为学科注入新

的发展动能，教师和学生的内生动力也被激

活。”李长俊把这称为学科发展的良性循环，学

科建设和评估助推老师们产生更多成果，成果

的产生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学科的发展。

为了鼓励带动其他老师多做科研，多申报

课题，他总是走在前面。这些年来，李长俊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

计划（973 计划）、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国家级

项目 13 项，省部级项目 21 项，各类横向项目

200余项；获省部级一等奖2项，二等奖6项，其

他省部级奖励12项；出版教材、专著8部，发表

论文280余篇。西南石油大学油气储运工程专

业在国内乃至国际的专业分量越来越重。

“人生就是一次次幸福的相聚，夹杂着

一次次伤感的别离，我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

见了你们；而是因为遇见了你们 ，我才有了

这段最好的时光！”这句话是电影《老师·好》

里面苗宛秋老师临别时送给学生的话。当

我看到电影银幕上打出这句话时，感同身

受，潸然泪下。作为一位教师、一位班主任，

这句话，真真切切地戳中了我的泪点。时光

荏苒，转眼间，我已做了 20 年教师了，这其

中有泪、有笑、有遗憾、有感动，也有收获。

而正是那一个个可爱的学生，让我一步一步

成长起来，也正是那一个个可爱的学生，给

了我这辈子最好的时光，其中有一个学生，

还在我结婚那天，帮我穿上婚纱，做起了我

的伴娘。

20年前，我回到家乡的一间山区农村中

学里当老师，第一年就当上了班主任。我记

得那时班上有位叫晓燕（化名）的学生，让我

印象深刻。她上课时总爱抢着回答问题，

“老师，老师，叫我吧，这题我会。”“老师，叫

我，叫我……”抢着回答问题时积极的样子，

在腼腆的农村学生中显得鹤立鸡群。

我一直以为她家境一定不错，才能养成

这种活泼主动的性格。直到一天晚自习后，

晓燕来到我办公室跟我说：“廖老师，我明天

不来读书了。”我当时非常吃惊，问她是什么

原因？家里有什么困难吗？可是无论我怎

样问她，她就是低着头不出声，眼睛红红的，

全没了往日的活泼模样。我说：“我印象中

的晓燕一直都很阳光、很上进的啊，今天是

怎么啦？”这时候，她终于忍不住了，“哗”的

一声大哭起来，然后给我道出了原因。原

来，晓燕的家境并不好，再加上最近爸爸妈

妈离婚了，她跟爸爸生活，爸爸好吃懒做，家

里环境更是每况愈下。她爸爸早已不想让

她读书了，她哭着求了爸爸好多次，爸爸才

暂时同意让她读到初中毕业。晓燕知道自

己随时都可能没书读，所以，她异常珍惜还

能在教室上课的时光，每一天上课都特别认

真、积极。屋漏偏逢连夜雨，前几天，她爸爸

在工地搬砖时被压伤了腿，连路都走不了，

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断了。爸爸和家里的

叔叔伯伯这时只能让晓燕不要读书，早点出

来打工赚钱养家。晓燕纵然是万般不情愿，

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只能放弃。我被晓

燕的故事震撼了，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帮帮

这个苦难而坚强的孩子。

第二天，晓燕真的没来上学。下午放学

后，我和英语老师一起骑摩托车到 10 多公

里外的小山村里找她。知道她爸爸病了，我

还特意买了几斤猪肉和一些营养品过去。

我们骑着摩托车一歪一扭地穿行在泥泞崎

岖的山路上。经过近一个小时的翻山越岭，

我们一边走一边问，终于找到了晓燕的家。

看到我们到来，晓燕高兴极了。而晓燕爸爸

看到我们，却冷冷地说：“你们不要白费心思

了，我现在病了，我不会让她读书的，她必须

出去打工赚钱，女孩迟早要嫁人的，读那么

多书干嘛！”我跟他说，晓燕现在才14岁，没

有人肯请她的，就算肯请，工资也很少啊，不

如让她读到毕业，再出去找工作，那样工资

也高很多。可是无论我和英语老师怎样地

软磨硬泡，他就是不肯松口让晓燕回学校读

书。最后我说：“晓燕爸爸，晓燕的学费和生

活费你不用担心，让我们想办法解决吧！”

经过我的努力，学校免了晓燕的住宿

费，我又发动班上学生募捐了600多元钱给

晓燕做生活费。我高兴地打电话给晓燕爸

爸，他终于同意晓燕来读书了。第二天，当

晓燕重新走进教室时，全班同学都激动地鼓

起了掌，晓燕流着眼泪在教室前向我和全班

同学深深地鞠了一躬。后来，晓燕还利用课

余时间勤工俭学，挣钱帮补家用。初中毕业

后，她又考上了一所免学费的技工学校，毕

业后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凭着自己的努力

让家庭摆脱了贫困。

晓燕这件事，让初为人师的我在心里暗

暗发誓：一定要对每个学生都不抛弃、不放

弃，让每个学生都健康成长！

后来，我披上了婚纱。在这美好幸福的

日子里，我感到最欣慰和最幸福的不是亲人

的祝福，而是很多我教过的学生都自发来到

婚礼现场，为我送上祝福，学生们真情流露

的祝福让我数度落泪。而帮我穿上婚纱，大

方地牵着我的手走进婚礼现场的伴娘，就是

我曾经的学生晓燕！

去年教师节前，在深圳一家大型企业工

作的晓燕，给我发来问候，同时还帮我们班

同学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微信群的名字就叫

“致敬永远的班主任廖老师”。在微信群里，

这班已长大的孩子们跟我聊过去、谈未来、

谈现时的工作。……回顾起那些珍贵的旧

时光，我的眼睛总会莫名地湿润。

在我国广袤的大地上，一条条

油气管道犹如钢铁巨龙蜿蜒延伸，

将宝贵的油气资源输送到千家万

户。如何保障油气在管道中输送的

安全高效，是油气输送的重大课

题。有这样一个人，33年来，始终与

油气管道“打交道”，扎根教学科研

工作一线，致力于解决油气管道运

行中存在的“卡脖子问题”，打造了

油气管网的“西南名片”，为我国油

气储运工程的高等教育和科技进步

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就是我国著名

油气储运专家、西南石油大学油气

储运工程带头人李长俊。

“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30

多年过去了。”采访中，李长俊多次

感慨时光飞逝。时光磨损了李长俊

青春的容颜，却淬炼出他对教学科

研执著的热爱和不变的初心。

油气储运是专业
教书育人是事业
——记西南石油大学教授李长俊

■ 李阳（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87 年，李长俊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20世纪90年代，正是我国油气储运工程飞速发

展的时期。李长俊敏锐地捕捉到，随着国家经

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油气资源战略的实施，油

气储运工程专业将大有可为。结合国内外研究

现状，李长俊推开了油气储运工程问题中管网

仿真模拟技术的大门。

李长俊介绍，油气管网仿真就是形成“活

的”数字化管道，真实全面的描述管道运行状

态，实现管道运行状态的在线分析和预测，跟踪

顺序输送油品批次、进行事故应急响应和演练

等。而当时，管网仿真相关的软件正被美国、欧

洲等国家所垄断，作为新人，李长俊要实现技术

突围，谈何容易？

初生牛犊不怕虎，困难没有吓倒李长俊，反

而让他充满了干劲。“那个年头没有太多杂念，

只想着认准了就去做，不管有多累。”

那时候，学校油气储运研究所条件艰苦，全

所只有一台电脑。白天“抢”不到电脑，李长俊

只有利用晚上的时间查阅资料、学习编程，不断

探索管网仿真模拟技术。熬通宵成了他的家常

便饭，饿了就啃几口自己带的面包，困了就在办

公室睡一会儿。追求知识和新技术的渴望让李

长俊忘记了环境的艰苦。

经过不断地试错，1998年，油气管道多相流

仿真软件1.0版终于被研发出来，在探索管网仿

真技术的漫漫征途中，李长俊成功迈出了第一

步。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李长俊和研究团

队结合油田实际情况，不断拓展软件内核、升级

算法、优化界面，软件在国内 20 多个主力油气

田和设计院等单位得到成功应用。这为仿真软

件打破国外垄断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全面迎来了天然气管

网系统发展的黄金时期，西气东输一线、二线等

大型天然气管网逐渐形成，并连接形成了全国

性的大型管网系统，管网系统的安全、高效运行

面临新的挑战。

在管网仿真技术的基础上，李长俊结合国

家大型天然气管网系统运行管理的迫切需求，

研究形成了由复杂油气管网仿真技术、大型油

气管网优化运行技术、天然气储运系统安全评

价与风险控制技术共同构成的油气管网系统高

效运行与安全保障系列技术，为我国油气管网

系统的安全、高效设计、运行的理论创新与技术

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油气管网系统，油气矿场集输也是李长

俊带领团队攻坚的“主战场”。进入21世纪后，

我国天然气勘探开发不断向高温高压凝析气、高

含 CO2、H2S 酸性天然气等复杂天然气领域进

军。复杂天然气的多相流动、高腐蚀性、高毒性

问题是油气集输面临的全新挑战。李长俊带领

团队从天然气热物性基础理论出发，发挥团队在

仿真优化技术方面的优势，攻克形成了高温高压

复杂天然气安全、高效集输关键技术，获批了

CNPC油气储运重点实验室-复杂天然气集输

研究室，进一步巩固了西南石油大学油气储运工

程学科在复杂天然气集输方面的优势地位。在

我国最高压力凝析气田、四川盆地几乎所有的高

含硫气田、我国首条工业化CO2管道的设计和

运行中，都能看到李长俊科研团队的身影。

在一次又一次的救急抢险克难中，一系列

的硬核技术保障了我国油气管道输送战略通道

的安全、高效运行，成功打造了油气管网技术的

“西南名片”。

四川省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科学中国人（2016）年度人物、四川省学

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第十

二届孙越崎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在这么多荣

誉和成就里，李长俊最重视的还是教书育人。

多年来，李长俊始终保持谦逊严谨、兢兢

业业的作风，坚守在教学和科研一线，通过自

己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后辈学子。

长期以来，李长俊坚持为本科生、研究生、

博士生主讲各类课程9门。紧跟国家天然气开

发的重大战略需求，李长俊带头制定了专业人

才培养体系，主编的国家面向 21 世纪、“十一

五”、“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专著被全国其

他院校和石油单位广泛采用。

他上课从不照本宣科，每次上课前，都会

结合最新的学术动态和科研成果把早已烂熟

于心的课件改了又改。“培养学生认识问题的

能力和思维能力比仅仅传授书本上的知识更

重要。”李长俊喜欢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有时还会故意留一些难题让学生去查询

资料、主动思考。

对研究生，他会根据学生特点，制定符合

学生特长的学习和科研任务，并通过每周专题

汇报的形式，及时指导学生；研究生的论文，他

会每一篇都认真看完，并标注清楚问题；青年

教师申报基金项目，他会一起陪着熬夜加班修

改到凌晨；青年教师过“教学关”，他会让先当

“评审”，指出问题。

疫情期间，学校线上教学时，李长俊还在

海南，住处没有网络。为了不耽误上课，李长

俊就用手机开热点，通过视频让青年教师贾文

龙一步一步帮助他调试直播设备，反复测试。

返蓉前，他没有耽误学生一节课。

一直以来，李长俊都积极培养青年教师，

注重青年教师独立科研能力的提升和快速成

长。在他的细心指导下，团队中的青年教师贾

文龙和吴瑕在入职的第二年，首次申报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即获得成功。“申报

前，李老师帮助修改了很多次，小到一个标点

符号，他都会圈出来。”

在李长俊的带领下，团队建设成果突出，

除他本人连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4项外，他还带领团队成员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4项。

“我快要退休了，希望团队的年轻人能继

续努力，把西南石油大学油气储运工程的特色

和优势一代代传承下去。”谈到未来，李长俊语

重心长地说。

最好的时光
■ 廖燕兰

▶ 攻坚 ——打造油气管网“西南名片”

▶“逆袭” ——提升油气储运工程专业影响力

▶ 育人 ——坚守教学科研一线，培养青年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