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住程开甲，就是记住这一代人
本报记者 郑蔚

“23 位‘两弹一星’元勋
中，我采访了一多半。 ”

1980 年 5 月 19 日，《文汇报》 在头

版右上角醒目的报眼位置刊发了新华社

的一句话新闻。 全文包括电头和标点符

号在内仅 52 个字，却举世瞩目：

新华社北京五月十八日急电 一九

八○年五月十八日上午， 我国向太平洋

预定海域发射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

满成功。

以一名老记者的敏锐， 郑重发现这

52 个字里包含着海量的重要信息：这是

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又一次里程碑式的

成功。

此前， 新华社就此发布的公告就引

起了他的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一

九八○年五月十二日至六月十日, 由中

国本土向太平洋南纬七度零分、 东经一

百七十一度三十三分为中心, 半径七十

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 发射运

载火箭试验。 中国舰船和飞机将在该海

域进行作业。 ”

从我国西北地区的卫星发射基地到

南太平洋海域指定海域，有大约 9000 公

里之遥，无疑，这是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

的一次全程飞行。

运载火箭数据舱在大洋中溅起白色

的浪花， 也在郑重的心中激起了新闻冲

动：“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媒体迄今

为止没有深入报道过。 我们《文汇报》能

不能敲开这座宝库的大门？ ”

郑重找到了“画友”曹漫之，郑重其

事提出请求：“曹老， 您能不能帮我联系

一下李耀文，我们《文汇报》想采访一下

‘两弹一星’事业。 ”

李耀文时任国防科工委政委， 而当

年的 “两弹一星” 事业正归国防科工委

管。李耀文和曹漫之又是什么关系？郑重

告诉记者，李耀文、曹漫之和后来的国务

院副总理谷牧、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当时

设有第一书记） 的王一平等四人， 史称

“胶东根据地四大才子”， 曹老当年还是

李耀文的入党介绍人。

曹老欣然允诺。

即便如此， 国防科工委严格的审批

程序一样也不能少：政审，由上海市委宣

传部出介绍信。

1980 年 7 月，国防科工委的同意函

直接发给上海市委宣传部。 时任文汇报

副总编辑陆灏决定，由郑重、水渭亭两位

记者一同担纲采访。

“当时的国防科工委在北京的黄

寺，我们先去国防科工委见了李耀文政

委，又见了时任解放军副总长的国防科

工委主任张爱萍将军。在张爱萍的安排

下，我们先是采访了研制运载火箭的老

五院，听专家讲述‘长征’运载火箭的研

制历程；又采访了主持过中国第一颗卫

星‘东方红一号’等 6 种卫星研制工作、

后来担任 ‘神舟 ’飞船首任总设计师的

戚发轫院士，听他讲述我们的卫星是怎

么上天的； 再去房山的原子能研究所，

了解我们的原子能事业是怎么历经艰

难、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 ”

从 1980 年 7 月到年底，如此宏大的

选题，郑重和水渭亭采访了三四个月，积

累了大量素材。

“采访了那么久，您当时发了几篇稿

子？ ”记者问郑重。

答案出乎意料：“一篇都没有发。 ”郑

重说。

作为一名记者， 采访三四个月不发

一篇稿子，简直太难以想象了。

“不是我们不想写， 而是当时的保

密纪律太严了， 不让提任何人的名字，

不让写任何具体的事 ， 实在没法写 。

我们心里积累了一肚子的材料 ， 憋得

太难受了。 年底， 我们回上海过春节，

我就找到副总编辑陆灏 。 我说 ， 这不

让写稿怎么办 ？ 陆灏淡定地回答我 ，

‘现在不能写稿， 这事你不用急。 你只

管好好采访 ， 你采访的材料将来总有

用处的 。 ’ 文汇报领导不同寻常的眼

光 ， 给了我很大激励 ， 就是要坚信重

大题材的价值。”

1981 年开春 ，他俩又继续采访 ，先

奔赴四川夹江 、梓潼两地 ，采访了大山

深处的国防科工委第九研究院；然后又

赶往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第一次见到了

高耸在大西北荒漠上的卫星发射塔架。

“两弹一星”的艰辛和伟大让郑重激

动不已，但保密的“禁令”仍一如既往，怎

么办？ 这时，报社创办《文汇月刊》，又将

水渭亭调去参与创刊工作， 郑重再次找

到陆灏：“‘两弹一星’的采访还要做下去

吗？ ”

陆灏的回答十分干脆：“怎么不做？

我又没逼你写稿子。 ”他还特意关照郑重

所在的工业经济部主任张煦棠说：“你也

不要逼郑重写稿子，就让他先去采访。 ”

郑重单枪匹马再赴北京， 采访了主

管核工业的二机部原部长、 时任河南省

委书记的刘杰。刘杰告诉他，当初是怎么

找铀矿、 怎么拿着铀矿石向毛主席汇报

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张爱萍在马兰

基地现场指挥， 刘杰是在北京等电话再

向毛主席报告的。

之后， 郑重又采访了曾担任二机部

部长的刘西尧，当时刘西尧是教育部长。

郑重说，我的采访是在他家里进行的。

“23 位 ‘两弹一星 ’元勋中 ，我采访

了一多半。 ”郑重说。

“永远忘不了过去中国
被看不起、受欺侮的滋味”

经过历时一年多的采访， 在文汇报

北京办事处的案头， 郑重写出 3 万多字

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记》。

就在写完稿即将回上海发排前，郑

重有了难得的采访程开甲的机会。 （详见

本版郑重《“两弹一星”采访札记》节选部

分。 ）

“您采访了那么多‘两弹一星’的元

勋，程开甲与别的元勋相比，个性有什么

特点？ ”

“有的老科学家，接受采访时比较内

向一点，但程开甲的个性非常爽朗。 ”他

补充说：“程开甲是苏州吴江人， 说得一

口吴侬软语。 ”

1985 年，已当了 2 年多文汇报文艺

部主任的郑重， 获悉将在西昌卫星发射

基地发射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卫星，激

动地向陆灏请辞部主任职务， 然后激情

澎湃地赶赴西昌采访发射。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个多月的采

访中， 郑重与同在西昌采访的军内作家

彭继超引为知己。

彭继超在马兰基地工作近 30 年，曾

多次采访程开甲。

彭继超说 ， 1978 年 ， 在马兰基地

程开甲的书房里采访过他。 那是一座简

朴的 “干打垒” 平房， 房子旁边有一条

无名的小溪， 小溪周围是天山山脉一群

无名的山峦， 群山外面是一望无际的戈

壁滩……当时， 他已经在这样的环境中

隐姓埋名十多年。

“程开甲喜欢数学，但那时手边却连

一个最简单的计算器也没有， 他只能在

一块小黑板上密密麻麻写下一个又一个

数学公式；他喜欢听交响乐，当时甚至没

有一个砖头式录音机； 他那年近花甲的

老伴每天穿着带补丁的旧军装， 扛着铁

锹和随军家属们一起去开荒、翻地，种植

土豆和大白菜；院子里，经常跑着几只正

在刨食的老母鸡。 ”

在采访中， 彭继超问程开甲：“您如

果不回来， 在学术上会不会有更大的成

就?”

程开甲感慨地说 ： “如果不回来 ，

在学术上也可能有更大的成就 ， 但那

我最多只是一个二等公民身份的科学

家 。 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 ，因为我现

在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 。 ”

他十分感慨地说 ：“我是一个中国

人，我不可能到美国去喊‘美国万岁’，我

只能喊‘中国万岁’。 我这辈子的最大心

愿就是国家强起来，国防强起来。 ”

1996 年，在我国宣布实行暂停核试

验后，彭继超又一次采访了程开甲。他问

程开甲 ：“作为中国核试验事业的开拓

者，您参加了几十次核试验，最难忘的感

受是什么呢?”

这时，程开甲沉默了，久久说不出话

来。彭继超看到，这位八十岁的老人眼睛

中一下子涌满了泪水……

程开甲说：“我永远忘不了过去中国

被人看不起、受人欺侮的滋味。有了原子

弹，中国人才真正挺直了脊梁。我们为核

武器事业而献身， 为的是让我们的祖国

能硬邦邦地站在世界人民面前。 我们做

到了……”

“您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记》后来

发表了吗？ ”记者问郑重。

“因为保密原因，张爱萍没有批准

发表。 ”郑重可惜地摇摇头说，“但我在

西昌写的深度报道我国卫星事业的长

篇通讯《天上人间》，在《文汇报》以二版

连三版通版的方式一次推出。 要知道，

当时《文汇报》总共只有 4 个版啊。 ”

“没有《文汇报》的宽容和培养，我

们这些记者不会成长起来。 ”郑重感慨

地说。

正是文汇报社和文汇报老一辈的

深情投入，文汇报人才得以走近当年献

身“两弹一星”事业的那一代人，聆听他

们伟大心灵的低语，见识他们不为人知

的风采， 感受他们谱写英雄史诗的情

怀，开掘出不为时光流逝而褪色的精神

价值。

让我们再次走近程开甲，走近那一

代伟大的平凡人吧。

“在张爱萍的安排下 ，我
们先是采访了研制运载火箭
的老五院 ， 又采访了主持过
中国第一颗卫星 ‘东方红一
号’等 6 种卫星研制工作 、后
来担任 ‘神舟 ’飞船首任总设
计师的戚发轫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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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搞原子弹，是‘命中注定’的”

郑重

1981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日
下午， 去黄寺国防科委见周主任，

把采访和写稿的情况和他说了。他很高
兴，说：这样快就把稿子写出来了，你把
稿子留下，要送给张副总长审查，别人
都无法作主。我说：我先回去排字，我多
送几份请你们审查。 周主任说：这样也
好，那就过了新年再说吧。

我要离开的时候，周主任突然想起
什么 ，说 ：程开甲就在北京 ，要采访他
吗？

我说：我一点准备没有呀。

周主任说：没关系，他是一个很难
抓到的人，不要失去这次机会。 我带你
去见他。

到了程开甲的办公室，周主任把我
们过去的采访介绍了一番。

程开甲开头就问：你跑了那么多的
地方，为什么不到马兰去啊。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程开甲说： 应该到我们那里去转
转，现在不行了，明年七八月份来吧，看
看罗布泊也是值得的。

我说：还是先听你谈谈自己，是怎
样来搞原子弹的。

他沉吟了一阵，说：“这大概是命中
注定吧。 ”

程开甲所说他来搞原子弹是命中
注定，不是没有道理。三十年代，留学德
国并获得博士学位的王淦昌回国以后，

就在浙江大学任教。程开甲正是在浙江
大学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听王淦昌作
有关《铀的裂变》的报告。王淦昌在报告
中介绍了三十年代末哈恩和迈特纳发
现铀原子裂变现象的经过。程开甲第一
次接触原子核的问题，给他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对他的影响很大。 程开甲从浙
江大学毕业后，即到英国留学，进爱丁
堡大学，拜在量子力学理论奠基人马克
思·波恩的门下，攻读量子力学理论。先
后师从波恩的中国留学生有： 彭桓武、

杨立铭、程开甲和黄昆。 波恩的学生中
有福克斯、卢森堡、费米也都是搞原子
弹的，他们都是程开甲的洋师兄，程开
甲的中国师兄彭桓武也来搞原子弹了。

程开甲说，他来搞原子弹，除了用“命中
注定”，还真找不出什么更好的解释了。

程开甲的性格很爽朗。他说：“我在
浙江大学读书时， 王淦昌是我的老师，

他那时刚从国外回来，很年轻，大家都
称他为‘娃娃教授’。 1941 年我在浙江
大学毕业，1946 年到英国爱丁堡大学
留学， 学的是物理，1948 年在爱丁堡
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英国皇家化学所
做研究工作。 1949 年春，从报纸看到
一条消息，停在长江的英国‘紫石英号’

军舰，被中国军队赶走了，心中很高兴。

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人，都爱国，看到
中国有了希望，我就决定回来。 那时已
经是新中国了，要想回来也不是那么容
易，经过几番周折，1950 年回到中国。

由于我曾在浙江大学读过，回来后就在
浙江大学任教。 1960 年，调我到北京，

到花园路报到， 也不知这是个什么单
位。 后来李觉接见了我，才告诉我调我
来搞原子弹。李觉说，调我来北京，是钱
三强推荐，经邓小平批准的。 我当时就
想：我没有这样重要吧。

“开始，我在核武器研究院工作，重
点搞高压状态方程方面的研究，在长城
脚下搞打炮试验。一天，我接到通知，说
张爱萍要找我谈话，我从靶场到了张爱
萍那里。他要我拿出一个原子弹试验的
技术方案， 还要搬家到新疆的罗布泊
去。 开始，张爱萍在西直门给我找了一
个房子，把原子能所的吕敏、陆祖荫、忻
贤杰调来。 你应该知道吕叔湘吧，吕敏
就是吕叔湘的儿子，出身书香门第。 我
们几个开始搞了一个《关于第一种试验
性的工作纲要》和《紧急安排的研究项
目》两份文件。对第一颗原子弹，由于苏
联专家的影响， 倾向飞机空投的人较
多，我们的报告不主张空投，讲了空投
的几种弱点， 我们主张地面塔上试验。

张震寰副主任主持会议对我们的方案
进行讨论。 你别看张震寰是个穿军装
的，他是行家，长期从事军队科技管理，

能讲爱因斯坦相对论，背诵门捷列夫周
期表，熟悉原子弹、导弹原理，是位知识
型的将军。

“国防科委把我们的方案报告了中
央，批准了塔上爆炸方案。 从此我就把
精力都放在试验工作上，就从北京搬到
罗布泊，为了避免两头牵挂，我干脆把

全家都搬到罗布泊。

“开始到罗布泊，我们在孔雀河边
搭帐篷，住了下来。当时，罗布泊试验基
地的一些地方还没有名字，基地司令张
蕴玉说：还是按照苏联编号方法。 张爱
萍既是一名战将，又是诗人，和他在一
起，常常会感到他的诗情横溢，刘西尧
也是有文化的人。 张爱萍说：这个地方
叫孔雀河，这样好的名字不用，还用什
么。 孔雀开屏多美，这个地方就叫开屏
吧。 我们对基地进行了考察，走了许多
点，每到一个地方，张爱萍就给那个地
方命名。 兵站附近又有一条河，又生长
甘草，他起名为‘甘泉’，女同志住的地
方叫‘木兰村’，此外还有‘黄羊沟’‘蜻
蜓山’‘骆驼山’‘白云岗’， 基地大本营
所在地，有马兰花盛开，所以取名为‘马
兰’。这些名字都很有诗意，‘马兰’从此
叫响了。 ”

我问：从实战情况来看，美国在日
本广岛就是飞机空投的爆炸原子弹，或
者把原子弹装在运载火箭上进行远程
爆炸， 你们为什么提出用地面塔上爆
炸？ 塔上爆炸有什么优越性？

程开甲：“当时我们是第一颗原子
弹试验，认为：第一次就用空投，没有经
验，飞机很难找准爆心。 大量仪器和效
应物都布置在爆心周围，投不准，我们
就很难测试到准确数据。再说空投飞机
能否安全返航，也是未知数，还有就是
当时的保密观念很强， 空投容易泄密。

对于地面爆炸， 我们也考虑到污染问
题。 地面塔爆炸之后，会掀起地面很多
泥土，产生大量烟尘，这些烟尘随风飘
出去之后，就会污染很大一片地区。 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尽量把铁塔加
高，经过计算分析，如果原子弹在 102

米的高塔上爆炸， 这个问题就可解决。

我们把铁塔搞到 102.43 米， 在当时
国内可以说是最高的铁塔了。 但是，总
还是有些泥尘被掀起来。

“我们搞第一颗氢弹试验也是在
塔上爆炸的。 我们吸收了第一颗原子
弹爆炸的经验 ， 把铁塔加高到 110

米。 由于氢弹当量大 ，虽有 110 米的
铁塔，爆点还是低，为了减少爆炸后产
生的放射性沉降物，又经反复论证，在
塔基半径 230 米的地面 ，用水泥和石
块作固定处理， 可以减少地面松土震
入烟尘。1966 年 12 月 28 日，中国第
一颗氢弹终于爆炸成功后， 测量的结
果证明， 我们采用的方法还是很有效
果的。 ”

谈到这里， 程开甲突然转了话题，

他说：“在浙江大学物理系读书的时候，

除王淦昌老师，还有朱星北老师，他们
都是那个时代的物理学的重量级人物，

对我们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先到美国读
书，后来又到英国读书，研究广义相对
论，做出了成绩。他和王先生一样，从国
外回来就在浙江大学任教。朱先生的物
理学天赋极高，智力超常，他有许多思
想和念头， 如果不是客观环境的恶劣，

他会抓住时机，琢磨透了，就极可能做
出轰动世界的成果。 1949 年，他就做
过有关原子弹的学术报告。 1957 年，

把他打成右派分子，虽然如此，他还是
关心国家的命运，从报纸看到美苏关系
的紧张，感到如果发生战争，可能会使
用原子弹，这必将威胁到中国，从战略
上考虑科学问题，认为中国必须有自己
的原子弹。他四处奔走，试图说服领导，

但是他的政治背景使他无法走进这个
行列中来。当他从报纸上看到中国第一
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他哭了，说：

‘我也是本该在这方面为国家做些工作
的。’不过，他还是为国防尖端科学做出
了贡献。 1980 年，我们打洲际导弹时，

对弹头落水后打捞的时间，他做了精确
计算， 使洲际导弹弹头的打捞取得成
功。洲际导弹科学研究的数据都储存在
弹头中， 国外的试验因弹头打捞不成
功，使试验前功尽弃。 弹头打捞的时间
即是在弹头落水后激起巨浪到完全平
静后的最佳打捞时间。 假若 200 米的
巨浪衰后平静下来需 10 分钟，过半小
时打捞最保险。 经过朱先生的运算，准
确到巨浪衰后平静下来的时间为 4 分
钟， 创造了 8 分钟打捞取得成功的范
例。 ”

在原子弹系统采访，程开甲的名声
如雷贯耳，没有在马兰采访到他，今日
在这里相遇，大概也是命中注定吧。

（选自 《“两弹一星” 采访札记》）

昨天，“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国家最高科技奖和“八
一勋章”获得者、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程开甲院士的
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至此，我国 23 位“两
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仅余四位在世。

19 位辞世的“两弹一星”功勋的风采，从此只能长存于我
们民族的记忆中。

“我在 37年前，也就是 1981年，曾经采访过程开甲院士。 ”

寿登耄耋的本报老前辈郑重先生，日前在他的书房里对记者说，

“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记住程开甲，是为了记住他们这一代人，记
住我们中华民族再苦再难，也不甘落后、要发愤图强的精神。 ”

程开甲是中国核试验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他在钱三强的指
导下，设计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创造性和准确性的核试验方案，确

保了首次原子弹、首次氢弹、首次导弹核武器、首次平洞、首次竖
井等几十次核试验，都取得了圆满完成，人称“中国‘核司令’”。

“当时，我国核武器的研发还没解密，您怎么采访到他的？ ”

案头，堆着几十本纸张已经泛黄的采访笔记本，“这些难忘
的记忆，都藏在这些采访本里。 近来，我正在整理笔记，将出版
一部 25 万多字的《“两弹一星”采访札记》。 ”郑重说。

“程开甲喜欢数学 ， 但
那时手边却连一个最简单的
计算器也没有 ， 他只能在一
块小黑板上密密麻麻写下一
个又一个数学公式 ； 他喜欢
听交响乐 ， 当时甚至没有一
个砖头式录音机。”

茛

茛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程开甲。

程开甲（左三） 在核爆炸试验现场。 （均本报资料照片）

程开甲在查阅资料。 程开甲对小黑板情有独钟， 家里的办公室也有一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