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于敏生前的卧室里，一本《三国演
义》摆放在案头。和煦的阳光从窗口透
进来，照着泛黄起皱的封皮。可想而知，
那位温文尔雅的主人，曾经多少次倚在
窗前的靠椅上，翻阅着心爱的书籍。

其实，于敏自己也没想到这辈子会
与氢弹结缘，更没想过个人与国家的命
运会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正在中国
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他，原本以
为会在钟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道路上一
直走下去。

然而，一次与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原
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谈话，让他的
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1961年 1月的一
天，雪花飘舞，于敏应邀来到钱三强的办
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
地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
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
看怎样？”

从钱三强坚毅的眼神中，于敏立刻
明白，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
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也要尽快进行。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还有几分不
解。一向沉默的他，喜欢做基础理论研
究。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忘不了
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
记忆。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

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
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于敏后来这样说。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

能真正地独立。面对这样庞大又严肃的
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这是于敏
当时的想法。

这个决定，改变了于敏的一生。自

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
切奉献给了我国的核武器科技事业。

“土专家”的“真把式”

未曾出国留学的于敏，自谦是“地
道的国产”。但他对自己的学生说，“土
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
开阔视野。因此，他鼓励学生出国留
学，但有一个条件——“开过眼界后就
回国作贡献”。

氢弹理论的探究是一个全新的领
域，当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
最高机密。因此，要在短期内实现氢弹
研制理论上的突破，绝不是一件轻而易
举的事。

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

人。为了尽快研制出我国自己的氢弹，
于敏和同事们知难而进、昼夜奋战。然
而，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始终找不到氢
弹原理的突破口。

重大转折点发生在那一年秋天，于
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外地用计算机进
行优化计算。在“百日会战”里，他和同
事们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
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
设计方案。

氢弹原理一经突破，所有人斗志昂
扬，恨不得立马造出氢弹。但是原理还
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

试验场远在西北大漠，生活条件相
当艰苦，吃的是夹杂沙子的馒头，喝的是
苦碱水；茫茫戈壁上飞沙走石，大风如刀
削一般，冬天气温达-30℃，道路冻得像
搓衣板……而于敏都甘之若饴。

1966年 12月 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
得圆满成功。1967年 6月 17日，我国又
成功进行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

试验成功的那一刻，于敏很平静，
“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直到于敏的工作逐步解密后，他的
妻子孙玉芹才恍然大悟：“没想到老于是
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踏踏实实地做一个

“无名英雄”

在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空投爆炸指
挥现场，于敏凝望着半空中腾起的蘑菇
云，一言不发，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
试结果时，才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
结果完全一样！”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
别人送来的“中国氢弹之父”的称呼，于
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
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
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
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
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于敏没有
停止追寻的脚步。为了研发第二代核武
器，于敏隐身大山，继续加班加点搞科
研，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几次与死
神擦肩而过。

此身长报国，拿命换科研，这是何等
的奉献！在那些日子，于敏常常会想起
诸葛亮，矢志不渝，六出祁山。

1984 年冬天，格外的冷。于敏在
西北核试验场进行核武器试验，他早
已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站在这严寒的
戈壁上。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

味……”在试验前的讨论会上，于敏和
陈能宽感慨地朗诵起了诸葛亮的《后出
师表》。

不同于蜀汉丞相的“出师未捷身先
死”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敏的事
业是“可为”“有为”的。就像他沉默的事
业一样，于敏是个喜欢安静的人。他曾
对身边人说，别计较有名无名，要踏踏实
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

这种“安静”，在于敏子女的记忆中
却有点模糊。儿子于辛小时候对父亲的
记忆就是一个字：忙。“整天待在房间里
想东西，很多人来找他。”女儿于元亦很
难觅寻儿时对父亲的记忆，因为父女俩
不曾有太多交流。

于敏对“安静”有着自己的解释，
“所谓安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
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
移，始终保持严谨的科学精神。”他倾慕
文天祥的威武不屈，以及“丹心照汗
青”，这丹心于他就是坚持科学，就是献
身宏谋。

正如他73岁那年在一首题为《抒怀》
的七言律诗中表达的那样，即使“身为一
叶无轻重”，也要“愿将一生献宏谋”。
“于敏先生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种共

性，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这种
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希望这种精
神能够不断传承下去。”与他一起工作了
50 多年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
长杜祥琬说。

一棵大树俯身而卧的地方，正在长
出一片森林。

沉 默 是 金
■本报记者 张天南 通讯员 付思远 潘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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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观察：尤誉颖

0.01秒，不足眨眼的工夫，高凤

林便能完成火箭发动机关键部位一个

焊点的焊接。

能练就这手“绝活”，高凤林何

许人也？他是航天科技集团火箭总

装厂熔焊特级技工，40%的长征系列

火箭发动机焊接都出自他手。高凤

林常说：“火箭发动机头部稳定装置

的焊接是最复杂的，稍有差池便会

影响发动机的质量，造成火箭发射

失败。”

火箭发动机焊接，国际上采用

的最佳连接方案是胶合技术，但黏

合物老化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高

凤林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在焊

接火箭发动机大喷管时，他可以将

焊枪停留时间控制在0.1秒左右，但

焊接发动机头部稳定装置，即便是

这么短的时间，也会烧坏母体，造

成焊接失败。

缩短焊枪停留时间，意味着焊

接过程发力要均、呼吸要平稳、双

手配合要精准。高凤林一边与同事

探讨焊接方法，一边苦练操作技

术。吃饭时，高凤林拿着筷子练习

送焊丝动作；喝水时，他端着茶杯

训练稳定性；休息时，他举着铁块

训练耐力……短短数月，他硬是将

焊枪停留时间从 0.1秒缩短到 0.01

秒。当拿到第一份焊接样品的检验

合格报告时，同事们惊呼：“高师傅

创造了奇迹！”

从0.1秒到0.01秒，这是高凤林

对焊接技术的极致追求。正是这种精

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让高

凤林成为一名响当当的大国工匠。

0.01秒的焊接速度

0.2毫米，不到两张A4纸的厚

度，这是航天科技集团航天发动机固

体燃料药面整形组组长徐立平的“雕

刻”精度。

有人说，徐立平是当代的“核舟

人”。只不过他“雕刻”的是航天发

动机固体燃料，这是一种极度危险的

材料，工作服擦出的静电都可能将它

瞬间引爆。徐立平与这种危险品打了

大半辈子的交道。

航天固体发动机的性能与燃料

的外形密切相关。徐立平的工作，

便是使用特制刀具对浇固好的燃料

药面进行精细修整。这是迄今为止

无法用机器替代的世界性难题。燃

料药面修整精度要求极高，任何一

处毛刺或切面不平都可能影响到火

箭的成功发射，细微的误差会导致

灾难性的后果。

航天固体发动机燃料药面修整精

度允许的最大误差是0.5毫米，徐立

平把这个误差控制到了 0.2毫米以

内。同事们惊叹他那炉火纯青的手

艺，称他为“一把刀”。

“一把刀”的手艺不是与生俱

来的。刚进厂时，师傅带徐立平见识

了火药销毁实验，固体燃料剧烈燃烧

的场面让这位新人深受震撼。怀着敬

畏之心，他小心加细心、勤学加苦

练，最终练就一手“精雕细琢”的绝

活。如今，他轻触药面，就知道哪里

不平整；一刀下去，想削2毫米就绝

不会削去3毫米。

古有奇巧人以核刻舟，方寸间

尽显精微神态，今有徐立平以刀修

药，毫厘间铸造大国重器。30多年

来，在这个极其危险的岗位上，徐

立平以精湛的技能和过人的胆识

“雕刻”火药，将一件件航天重器送

入太空，自己也淬炼为一名享誉业

界的大国工匠。

0.2毫米的“雕刻”精度

我是公司里食堂送盒饭的师傅，大
伙儿叫我老赵。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
在食堂炒了一辈子菜，送了一辈子饭。
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趁热吃”。

第一次登台演讲，我不知从哪儿讲
起。那些高科技我不懂，飞机摸都没摸
过。让一个伙夫给台下的国家栋梁作演
讲，我确实有些紧张。前天晚上，老伴
对我说：“你一个送盒饭的师傅，讲啥
子嘛讲，不怕别人笑掉大牙。”

可我还是登上了这个讲台，我要讲
的故事很多。我在咱们公司干了 33
年，有人问我：“当盒饭师傅后悔不？”
我回答：“不后悔！”为啥？因为我送的
是饭，长的是大家伙的精气神！

有一年夏天，为了完成某项重要科
研生产任务，公司里的人都在加班加点
地工作。夜晚的机场外场，风大、气温
低。我给他们送加班餐，刚端出热腾腾
的水饺，不一会儿就凉了。

吃加班餐的时候，大家蹲在机库门
口，匆匆吃了几口，便继续干活。一个
小伙子只打了 5个饺子，狼吞虎咽地吞
了下去。我一看就知道他饿了，赶忙又

递过去一盒，说：“兄弟，趁热，多吃
点。”他笑着说：“不敢多吃，一会儿还
要钻进飞机肚子里去，吃多了怕挤不进
去。”我转过身，连声叹气。

前不久，我女儿生了个男娃。我这
个当外公的，一看到小孩子哭，就心疼
得不得了。女儿更是把这个男娃当成宝
贝，天天抱着，舍不得离手。但对于公
司里那些电缆女工来说，这样的生活很
难实现。

电缆是飞机的“神经”，“神经”乱
了，飞机就会得“病”。电缆线比头发丝
还细，一架飞机上所有电缆线连起来，
能在成都绕城高速绕上一整圈。电缆装
配现场噪音大，每次叫她们吃饭，我都
要扯大嗓门喊。她们平常说话也得扯着
嗓子喊，嗓子喊哑了就吃点润喉糖。

电缆装配女工小邓，和我女儿岁数
一样大，也是刚生完孩子。飞机装配任
务重，她很少有时间照顾孩子。有一天
夜里，她从我手里接过 2个包子，边吃
边往厕所跑。我问旁边的小李：“咋
了？嫌我的包子难吃？”

小李无奈地说：“挤奶去了。孩子
在家哭着要奶吃，她有奶却喂不了。胀
得疼，只能挤掉。她一狠心，把奶给娃
断了。”我听完心里咯噔一下，半天不
知道说啥。

回到家，我给女儿讲了这个故事，
女儿抱起孩子，眼泪流了下来。都是当
妈的，孩子是妈的心头肉，可以想象，
小邓的心碎了多少次。

现场组是前线的指挥部。每天给现
场组送饭，我总能看见指挥长甘国龙的
身影。从早到晚，甘国龙大部分时间都
守在一线。他总是紧皱眉头、一脸严
肃，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声音也是沙哑
的。我心想，这个人难道是铁打的吗？

后来，听说甘国龙的父亲得了癌
症，还是晚期。他回去陪父亲待了 3
天，便匆匆赶回一线，没日没夜地工
作。噩耗传来的那天晚上，这位铁打的
硬汉落泪了。他咬着牙，攥紧拳头，没
哭出一点声音。

甘国龙没有见老父亲最后一面。他
叹了口气说：“这些债，只有下辈子再
还了。”

某型飞机试飞成功当天，公司里好
多人都哭了,我也哭了。我这一哭，我
老伴就在一旁笑，笑得合不拢嘴，她问
我：“你凑什么热闹？”我回答说：“老
婆子，这个热闹，可不是谁想凑就凑得
上的。”

我今年 50岁，不知不觉，人就老了，
可我心里面的这些故事永远不会老。
（文字整理：邵激扬、刘俊毅、唐国钦）

在航空工业集团成都飞机工业公司举办的一次报告会上，送盒饭的赵
师傅来到舞台中央，为大家作了一次精彩演讲—

送的是饭，长的是精气神

或许，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对

比多件商品仍拿不定主意时，购物软

件会适时推送出一件让你称心如意

的产品；在用手机上网时，掌上阅读

软件恰好推荐一条让你感兴趣的新

闻……你不禁惊讶地问：“为什么网

络这么懂我？”

这份“懂得”并不神秘，利用后台

大数据形成分析判断，是信息化时代

的一个特征。以网络为主导的信息化

时代，为社会生活、经济发展带来便利

的同时，也为“第五空间”注入了信息

密码。现代战争依托军事指挥信息系

统实现指挥控制、情报侦察、预警探

测、情报交互、安全保密、信息对抗等

功能的需求越来越大，作战信息化、智

能化、精确化程度越来越高，信息优势

争夺日益成为战争胜负的核心内容。

欲思其利，必虑其弊。如同大数

据在改变我们生活的同时，也埋下了

数据失控的隐患。军事安全对网络

技术的依赖越来越强，安全体系中的

任何一个信息化设备都有可能成为

信息安全屏障的突破口，直接威胁军

事安全。

海湾战争中，美军激活了设置

在打印机芯片中的“木马”，入侵伊

拉克防空指挥系统，导致伊拉克防

空指挥系统在开战伊始就陷入瘫

痪；伊朗核设施遭“震网”病毒攻击，

运行失控、高温自毁，同时不断向主

控机房监控系统回传“设备正常运

转”的假指令，仅 3天时间，就有

1000余台离心机因过热出现了永久

性物理损坏。

“每敲击一次键盘，就等于击发

一颗子弹；每一块CPU，就是一架战

略轰炸机。”战争形态加速演变，网

络空间作为信息控制的“主战场”，

日益成为战争博弈新的制高点。要

把握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第五空

间”优势，必先织密网络安全的“防

护网”、打造信息化作战“金钟罩”，

有效应对和化解信息化作战现实和

潜在的安全威胁，才能筑牢国家安

全的新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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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于敏，著名的核物理

学家。生于1926年8月16日，194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填补

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对我国

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

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历史的天空风云变幻，岁月的江河奔流浩
荡。唯一不变的是，总有丹心赤子甘为国家鞠躬
尽瘁，总有殷殷志士愿为民族负重前行。

那个爱皱眉头、喜欢思考的著名核物理学家
走了。今年 1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
年93岁。

于敏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还是在

2015 年 1 月 9 日。那天，他从习近平总书记手
中，接过了当年唯一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
奖证书。

这样的“抛头露面”，于敏只经历过两次。上
一次是 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
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了“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

对于这样的大场合，于敏并不习惯。因为此

前几十年里，作为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之
一的他，一直都隐姓埋名。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

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
慰了。”这是于敏生前的一次自白。今天，当我
们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时，他已经成为一座永远
矗立的丰碑。

生命无法永恒，精神却能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