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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亚$一生就做一件事
###写在 !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逝世

一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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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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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央电视台! $感动中国%

#$!!

年度人物

颁奖盛典#

第一个名字!流光溢彩!闪耀在璀璨的光柱上***朱

光亚#

这是评委给他的颁奖词" $人生为一大事来#他一生

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

力量//%

$一生就做一件事%!这句话的原创者!不是别人!正

是朱光亚自己#

他的原话是" $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

搞中国的核武器#%

前半句!淡定!谦逊!轻描淡写#

后半句!雄壮!豪迈!奇峰突起#

一生就做一件事!这件事情不寻常***

那是惊天动地的一件事!那是改变世界的一件事-

那是让中国人从此扬眉吐气&挺直脊梁的一件事-



(#

!!!

大音希声#少言寡语的朱光亚!一生喊过 $两嗓

子%***一声回国呐喊!一声东方巨响

!!

朱光亚是谁.

今天!这个名字万众敬仰!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是多余一问#

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他知之甚少#

翻阅中国数十年的国防科技发展史!特别是早些年!朱光亚除了他的

名字以外!其余情况都不见经传#即使是在 $两弹一星%元勋中!他也是

被最晚解密的#

在公众场合!朱光亚也是少言寡语!不苟言笑#看到他凝重的脸色&

威严的剑眉!有人说他长得像 $关云长%!对他愈发感到神秘莫测#

外国人最早注意到他!是上世纪
-$

年代#当时!在中国新闻媒体上!

钱学森&朱光亚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美国 +纽约时报,因此发表了一篇

文章!题目是 +钱学森之后的那个人,#

那个人是谁. 美国人在猜//

其实!两个名字的排序已经暗含 $天机%***如果把中国的战略核武

器比作一把 $枪%!这两位科学家珠联璧合"钱学森是研制 $枪%的!负责

导弹'朱光亚是研制 $弹%的!负责核武器#

$核武器!利用能自持进行的核裂变或聚变反应释放的能量!产生爆炸

作用!并具有大规模杀伤破坏效应的武器的总称#%翻开 +中国军事百科全

书3核武器,!首页上这
&'

个字的定义!就是朱光亚撰写的#

朱光亚!是中国首枚原子弹研制的技术总负责人!是中国核武器研究

领域公认的 $众帅之帅%#

古人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一辈子少言寡语的朱光亚!一生也喊

过惊天动地的 $两嗓子%***

一嗓子喊在大洋彼岸#

!%*$

年
)

月
!'

日!

*#

名中国留美学生发表

+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的主要牵头人!便是朱光亚#

$同学们!听吧- 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

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 $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

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 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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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亚的另 $一嗓子%!不是喊出来的!而是 $炸%出来的-

!%"&

年
!$

月
!"

日
!*

时!大西北戈壁滩一道强光闪过!中国第一颗原

子弹成功爆炸!史称 $东方巨响%#

那天!在撤离试验现场时!司机驾车走错了路#当朱光亚转过身来!

正好看到半空中升腾的蘑菇云!顿时潸然泪下#当晚!朱光亚在庆功宴上

喝得大醉!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醉酒#

一声东方巨响!让朱光亚吐出一口憋了
!'

年的闷气#

***

!%&"

年!国民政府遴选优秀青年学者赴美考察学习制造原子弹!

朱光亚与李政道一起被选中#然而!他们到了美国后却获知"美国有关原

子弹的各个科研机构均不准许外国人进入#国民政府承诺的
*$

万美元研制

费!也随之落空#

***

!%*%

年
"

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与我国签订的有关协定!撤走专家!

我国原子弹科研项目被迫停顿#党中央决策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委托

钱三强挑选一位 $科学技术带头人%!钱三强推荐了朱光亚#

此时!朱光亚年仅
)*

岁#肩负大任!他默默上路#

*

年之后!他和战友们向祖国奉献一声东方巨响-

大智大勇#智在大海捞针日!勇在泰山压顶时***一种

睿智叫洞察!一种胆魄叫担当

!!

有一次!核武器研究院开会!休会时朱光亚点燃一根香烟!吐出一连

串又圆又浓又大的烟圈#身边同事十分好奇!朱光亚幽默地说!这是跟美

国人学的#

鲜有人知!

!%*#

年朝鲜板门店谈判!朱光亚是志愿军停战代表团秘书

处的一名翻译#当谈判陷入僵持!双方均保持沉默#美国人一支接一支吸

香烟&一口接一口吐烟圈#来而不往非礼也!朱光亚也学会了抽烟和吐

烟圈#

这!不啻为一种双方心理战的抗衡#然而!美方代表经常以核武器要

挟!却让朱光亚如芒刺背"年轻的共和国要想真正独立!不受人欺侮!必

须拥有强大的现代化国防-

创新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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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朱光亚回国不久!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专著 +原子能和原

子武器,#这本小册子!售价旧币
#$$$

元!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两角钱#

轻飘飘的一本书!寄托着朱光亚的核弹梦#

)$

多年后!有人问朱光亚" $当年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时!最大的

困难是什么.%朱光亚未假思索就回答" $没有资料!几乎没有任何参考

资料#%

一次!有人送来一封信和一张图纸#信中大意是!某国上层人士一次

聚会时!该国一名绅士拿出一张图纸!声称是原子弹的原理结构图!然后

很神秘地迅速将图纸收了起来#有人事后凭记忆画出了这张图!传送回国#

朱光亚一瞄这张图!没有说话!呵呵一笑!然后走开了#他一眼看出!

此图毫无价值!连示意图都算不上!只是一张虚张声势的宣传画-

朱光亚走开了!他走向中国人自己的路#

当时!中国核武器研制处于大海捞针般的困境中#朱光亚等人从苏联

专家一份报告中留下的 $残缺碎片%研究起!使中国的原子弹理论设计&

爆轰试验&中子源研制相继取得重大突破#

!%"#

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内对原子弹工程是否 $下马%出现了

争论#关键时刻!朱光亚主持起草了 +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

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 +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

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

这两份至关重要的文件!被后人誉为中国研制原子弹的 $两个纲领性

文件%#毛泽东主席批示"$很好!照办#%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朱光亚紧接着又成功组织机载核航弹爆炸

试验和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试验#接着!他又组织力量!获得了氢弹试验

的成功#

历史记载着"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
-

年
)

个月!苏联用了
"

年
)

个月!中国只用了
#

年
#

个月#

在朱光亚的人生编年表上!出现最多的一句话是 $主持某次核试验取

得成功%#然而!常人很难想象!朱光亚是如何 $主持%的#

我国一共进行了
&$

多次核试验!朱光亚曾经
)$

多次亲临现场!早期

还曾带人进入爆后坑道实地观察#爆后坑道余温犹存!放射性剂量很大!

还随时伴有塌方!他们 $深入虎穴%!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文章作品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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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架携带氢弹的飞机飞临靶场上空!驾驶员连试
)

次都无法

把氢弹投出去#作为现场最高领导!朱光亚凭着对核弹性能的深刻了解!

果断指示驾驶员带弹返航#

让一架带着解除保险氢弹的飞机着陆!任何国家史无前例#万一引爆

氢弹!后果不堪设想#

千钧一发之际!朱光亚毅然拍板"$带弹着陆!我负责-%

经请示北京的周恩来总理!飞机安全降落!氢弹毫发未损#

大有大无#事业重如门前山!名利淡似杯中水***计利

要计国家利!留名要留集体名

!!

业内人士都知道!朱光亚 $不爱说话%是出了名的#他不接受记者采

访!不写回忆录!甚至连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也只有
&

篇#

央视曾播出一部关于 $两弹一星%研制过程的电视剧*** +五星红旗

迎风飘扬,#很多人很奇怪"怎么没有朱光亚这个角色.

$两弹一星%元勋的传记很丰富!唯独没有朱光亚的传记#不是没人

写!而是到他那里不是被扣下来!就是因不同意发表而被退回#他总说"

$先写别人吧!我的以后再说#%

解放军出版社曾策划出版一套 $国防科技科学家传记丛书%!朱光亚是

必写之人#报请审批时!他二话不说!提笔就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

父亲是干什么的. 就连他的长子朱明远也是猜出来的#他回忆道"

!%"-

年的一天!院子里一群孩子聊天#有人突然问"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做

什么的. 没有人能答出来#有人说!咱们回忆一下!是不是每次报纸上公

布核试验!我们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北京. 大伙一想!果然如此#顿时!我

们感到非常神圣!静静地坐了好长一段时间//

朱光亚
'*

岁生日的时候!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主编出版了 +战

略科学家朱光亚,#后记里有这样充满遗憾的话"朱光亚做的工作!至今还

有许多不能对外公布//

探寻朱光亚的内心世界!他不愿多说自己!并不完全出于保密考虑#

奥本海默被称为美国的 $原子弹之父%!朱明远也问过父亲!中国的

$奥本海默%是谁. 朱光亚的回答是"$应该是一群人!应该是整个集体#%

创新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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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 $朱光亚

星%#命名仪式上!朱光亚说"$我很不敢当//%

遥知湖上一杯酒!能忆天涯万里人#

他忘不了中国 $两弹一星%壮举真正的 $总导演%周恩来总理***

他曾专门撰文!深情回忆周总理多次细致入微的询问"弹已挂上飞机

后!气象变化了怎么办. 万一弹投不下来怎么办. 飞机带弹返回机场时会

不会意外地脱钩//他记得!周总理生前曾多次说"我们国家穷!做什么

事都要考虑周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

他忘不了并肩战斗的战友们***

当年被授予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有
#)

位科学家#然而!授奖之

时有
-

名已经与世长辞!他们是"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

骥&钱三强&郭永怀#其中!邓稼先年仅
"#

岁就患癌症逝世#郭永怀牺牲

于一次飞机失事!焦糊的遗体还紧紧抱着装有绝密资料的文件夹//

他忘不了戈壁滩上的日日夜夜***

中国核武器的摇篮新疆马兰基地!是他一生中反反复复去过最多的地

方#今天!蘑菇云早就从罗布泊上空消失了#大漠深处!驻扎过试验大军

的营盘成了黄羊的乐园#

前年
"

月!儿子朱明远问他"$您还想去马兰吗.%躺在病床上的朱光

亚说"$想#%

'

个月后!朱光亚与世长辞#朱明远说"$我们会把父亲的一部分骨灰

安葬在马兰!让他//让他留在那儿吧-%

大粗大细#凡是不感兴趣的!他就眼皮一耷拉***细推

物理即是乐!细微之处总关情

!!

有人评价朱光亚!凡是不感兴趣的!他就眼皮一耷拉#

***有多少钱!他不在意#中国工程院原秘书长葛能全回忆!

!%%"

年!朱光亚获得 $何梁何利奖%的
!$$

万元港币奖金!马上提出捐给中国

工程科技奖励基金#葛能全说"$能不能捐一部分!比如说
*$

万!你自己

留
*$

万#%朱光亚眼皮也不抬"$按我说的办#%第二天!葛能全去办理捐

款手续前!又特意提醒" $要不要留一部分.%朱光亚只说了两个字"

文章作品一等奖



)(

!!!

$不要#%

***坐什么车!他不在意#朱光亚有一辆心爱的 $老爷车%!不是汽

车!而是自行车!从
#$

世纪
*$

年代一直骑到
%$

年代初!直到
-$

多岁!

还常常骑自行车外出#其实!组织为他配有汽车和警卫#

***吃什么饭!他不在意#中国工程院成立之初!连个食堂也没有!

院长朱光亚就和工作人员一起吃普通盒饭!每次还把吃不完的剩饭剩菜包

好带回家#他最爱吃的菜!不过是湖北老家家常菜"排骨莲藕汤&夹干肉#

***穿什么衣!他不在意#人们说"$他身上穿的!总是那套旧军装#%

然而!有时候朱光亚却 $细%得让人匪夷所思***

老秘书张若愚回忆"有一次在外面开会!朱光亚让他回家取一份文件!

告诉他!第几个保险柜!第几格!从左到右第几摞!从上往下数第几份!

不要看内容!取来给我就行了#

批阅文件!他就像老师批改学生作业一样!不但修改内容!连病句&

错字甚至标点符号都认真修改!而且字迹工整#

他的军装!也像文件摆放一样井然有序!每个衣服箱子里都有一张小

卡片!上面写着箱子里放的是冬装还是夏装!一目了然#

他抽屉里放的铅笔&橡皮&小刀都是有数的!孩子们有时悄悄拿走一

个!他马上就会发现#他还经常拿台历反面写东西!如果只需要写一句话!

他会撕一条下来!而不是用整张纸#

朱光亚有个 $百宝箱%!放着钉子&螺丝等小配件!家里什么东西坏

了!他都自己修#长子朱明远结婚时!朱光亚送给他一个收音机#一次收

音机出了故障!只得暂置一旁#谁知不久!收音机就被父亲拿去悄悄修好

了!朱光亚还特意留了一张字条!告诉儿子哪个按键被修理过!使用的时

候要轻一点//

让子女们叹惋的是!

'!

岁才正式退休的父亲几乎没有业余生活!偶尔

在家听听古典音乐和京剧就是一种享受#没有人会想到!当年在密歇根大

学读研究生的时候!他曾是合唱团里的男中音#

朱光亚曾说!中国在上世纪
"$

年代决定发展核武器完全是被迫的!我

们发展核武器是为了不用核武器!最终目标是为了消灭核武器#

和平开发利用核能造福人民!这是朱光亚一个久怀的梦想#

!%-!

年!他领命参与组织领导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建工作!并组织

创新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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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进行关键技术攻关#

!%%!

年
!#

月!秦山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成功!结

束了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

朱明远感慨"$我觉得我父亲一生够本了!他干了那么多的事儿#%

朱明远敬佩"$尽管他干了那么多事!也从没见过他手忙脚乱过#%

#$!!

年
#

月
#"

日!朱光亚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
'-

岁#

那天!北京白雪皑皑!天地缟素#

含泪望长空!很多人动容地说"$钱学森钱老走的那天也下雪!真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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