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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中科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2014年度国家最
高科技奖获得者、改革先锋于敏，于1月16日在京
去世，享年93岁。

于敏毕业于北京大学，1951年在钱三强任
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
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
理论的空白。

1961年，于敏开始了隐姓埋名的氢弹理论
探索任务，并取得了我国氢弹试验的成功，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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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8年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
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于敏等100名同志
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就像他沉默的事
业一样，于敏是一个喜
欢安静的人，他毕生信
奉诸葛亮的“淡泊以明
志，宁静以致远”。他曾
对身边人说，不要计较
有名无名，踏踏实实地
做一个“无名英雄”。

在73岁那年，他以
一首《抒怀》为题的七
言律诗总结了自己沉
默而又轰烈的一生：

忆昔峥嵘岁月稠，
朋辈同心方案求，
亲历新旧两时代，
愿将一生献宏谋；
身为一叶无轻重，
众志成城镇贼酋，
喜看中华振兴日，
百家争鸣竞风流。

/ 东方巨响 /
实现了“氢弹突破和武器化”
那些不同寻常的日子，注定刻入中华民

族的记忆。
沉默如金的戈壁见证——1967年6月17

日8时，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雷鸣”，
万里碧空升腾起炽烈耀眼的火光，一朵蘑菇
云顶天立地……

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
成功！——当天，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
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中国用了2年
零8个月，速度世界第一。巨大的成功背后，
是难以想象的艰辛——全国仅一台每秒万
次的计算机，95％的时间算原子弹，5％留给
氢弹设计。

“百日会战”令人永难忘怀。1965年，于
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
究院前身）。9月，他带领小分队赶往华东计
算机研究所。

“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
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
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
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
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
弹物理设计方案。”参与“会战”的蔡少辉
研究员说。

于敏全凭满腔忠诚的热血拼搏、鏖战，
和许许多多有名、无名的“核卫士”一道，实
现了“氢弹突破和武器化”，挺立起新中国不
屈的脊梁。

/ 绝密使命 /
钱三强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任务

核武器，国之重器。当时国际上真正意
义的战略核武器指的就是氢弹。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
有真正的独立……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
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
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说。

1961年1月12日，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
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二机部副部
长钱三强找他谈话，秘密交给他氢弹理论探
索的任务。

“我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
于敏说。

从那一天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
名的生涯，直到1988年解密。连妻子孙玉芹
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
作的。”

氢弹设计远比原子弹复杂，核大国对技
术绝对保密。我国科研人员重担千斤。

一次核试验前的讨论会上，压力、紧张
充斥整个屋子。这时，只听到——“臣受命
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于敏和陈能宽两位科学
家忽然你一句我一句地将诸葛亮《出师表》
背诵到底。

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以泪洗面，所
有人真切体会到个人奋斗与国家命运紧紧
相连。

/ 风高范远 /
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

德才兼备者，望众。
钱三强说：“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

子核理论的空白。”
大家争论时，邓稼先说：“我相信老

于的。”
于敏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对新知，探

究其所以然。进入北大理学院后，他的成绩
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
敏这么好的。

1951年，于敏在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
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
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
的空白。

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
静以致远”。

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他说，核武
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在党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
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

1926年，于敏生于一个天津小职员家
庭，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
在战乱中度过。兵火轰隆的日子里，于敏性
喜安静，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历史演义。他崇
拜诸葛亮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的智慧，
向往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倾慕岳
飞和杨家将的精忠报国以及文天祥的威武
不屈和凛然正气。

1941年，于敏进入天津木斋中学读高
中，因成绩优异被推荐转学至耀华中学读高
三。1945年高中毕业后，于敏考取了北京大
学工学院电机系。但沉静好思的性格使他更
倾心于理科，他喜欢并选修了理论物理，并
最终弃工从理，转至理学院物理系。

在物理系，于敏的学号1234013常年排
在成绩排行榜的第一名。1949年，于敏以物
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
一批大学毕业生，并考取了张宗燧的研究
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我国核物理
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
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于敏的
研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
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
和研究焦点，对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
以然，站在了国际前沿。

20世纪50年代，基本粒子研究尚无大进

展，于敏在平均场独立粒子运动方面发表了
《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结构理论》《关于原子核独
立粒子结构的力学基础》等颇有分量的论文。

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
理学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
面的代表团访华，对于敏的才华和研究成果
大为惊叹。回日本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
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1962年，在原子核理论中创立了集体运
动模型的丹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A·玻尔
访问北京，于敏担任翻译，两人探讨过学术
问题。玻尔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
人”，亲自邀请他去哥本哈根，于敏婉谢。

与同时期从事核武器研制的大多数同
仁不同，于敏不曾出国留学或进修。王淦昌
曾留学德国，邓稼先和朱光亚曾留学美国，
郭永怀曾留学加拿大和美国，彭桓武和程开
甲曾留学英国。

于敏那时却不曾踏出国门一步，他对此
有些许遗憾。“如果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
我当然会留学。”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
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须

“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而且“不要到老
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
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本组稿件据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
光明日报

一个绝密28年的名字
一段铸核盾卫和平的传奇

我国“氢弹之父”
于敏去世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
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
足以自慰了。 ——于敏

绝密忠诚 隐姓埋名28年
妻子孙玉芹说妻子孙玉芹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美国众议院通过
谴责白人至上主义决议

针对共和党众议员史蒂夫·金近日有关
白人至上主义的争议言论，美国国会众议院
15日通过一项决议，谴责白人至上主义。

史蒂夫·金上周在接受美国《纽约时
报》采访时说：“白人民族主义者、白人至上
主义者、西方文明，这些语言怎么变得有冒
犯性了？”此番言论引起美国朝野广泛谴
责，国会两党有不少议员呼吁他辞职。

这份决议表示，众议院“抵制白人民族
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并认为它们与“美
国人的价值观定义对立”。该决议由民主党
议员提出，以424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被
通过，不过并未直接谴责史蒂夫·金本人及
其言论。史蒂夫·金也对决议投了赞成票。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高层14日宣布将不
会让史蒂夫·金在众议院任何委员会中任
职。史蒂夫·金发表声明对此表示不满，称
这是“属于忽视事实的政治决定”。

史蒂夫·金出生于1949年，来自美国中
西部艾奥瓦州，从2003年开始担任联邦众
议员并连任至今。据美国媒体报道，史蒂
夫·金在种族和移民问题上发表过不少有
争议的言论。 据新华社

英国议会下院
投票否决“脱欧”协议

英国议会下院15日投票否决了英国政
府此前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

在经过5天辩论后，英国议会下院15日
以432票反对、202票支持的投票结果否决
了“脱欧”协议。

根据议会下院此前决定，英国首相特
雷莎·梅将在21日前提出新“脱欧”方案，并
再次提交议会表决。

投票结果公布后，英国反对党工党领
导人科尔宾向议会下院提起对政府的不信
任动议。英国议会将于16日对这份动议进
行辩论和投票。

根据英国政治惯例，一旦议会通过不
信任动议，新政府须在14日内组成并获得
半数以上议会下院议员支持，否则英国将
提前举行大选。

15日当天，英国议会大厦外有分别支
持和反对“脱欧”的民众在举行示威。

投票结果公布后，特雷莎·梅在议会发
表讲话说，“脱欧”问题不解决将给英国带
来更多“不确定性和痛苦”。

分析人士认为，一些保守党下院议员
担心协议中有关爱尔兰边界问题的内容将
造成英国分裂，因此投了反对票。

特雷莎·梅此前曾警告说，如果“脱欧”
协议被否决，英国“不脱欧”的可能性比“无
协议脱欧”的可能性要大，这将给人民对国
家的信任造成“灾难性的伤害”。

英国于2016年举行全民公投，并以52%
的支持率选择“脱欧”。根据此前协议，英国
将于3月29日正式退出欧盟。 据新华社

青少年时代在战乱中度过
向往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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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于敏与夫人孙玉芹 图片均据光明日报

1984年于敏与邓稼先（左）在核试验基地

外交部：
走私贩毒发生在中国

就必须按照中国法律处理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6日在就加拿大

公民谢伦伯格因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死刑回
答相关提问时表示，此事发生在中国，就必
须按照中国法律处理，中方不会允许任何
国家的毒贩戕害中国人民的生命。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加拿
大公民谢伦伯格因走私毒品罪被大连市中
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加拿大领导人称
中国“随意”作出死刑判决。加拿大外长弗
里兰声称，死刑是不人道和不恰当的。另据
加拿大媒体报道，谢伦伯格早在2003年和
2012年，就分别因持有毒品和贩卖毒品被
加拿大法院判刑。不少加拿大网民认为，走
私200多千克冰毒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加拿
大政府不该为了这么一个恶劣的毒贩挑起
外交事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不知道加方领导人能否向
本国民众解释清楚，222千克毒品会夺走多
少人的生命？夺走多少个家庭的幸福？如果
谢伦伯格因走私贩毒222千克被判死刑是
不人道、不恰当的，那么让更多人被毒品夺
走生命就是人道和恰当的吗？”

她表示，中国人对1840年鸦片战争后
饱受毒品危害记忆犹新，不会允许任何国
家的毒贩再来戕害中国人民的生命。“如果
谢伦伯格是在加拿大走私贩毒，加方怎么
处理，我们不会在意。但此事发生在中国，
就必须按照中国法律处理。”

“中国司法机关的判决是正义的，而加
方领导人有关表态显然是太随意了，这有
损加拿大的形象和信誉。希望他们尊重法
治，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华春莹说。

另外，针对澳大利亚代理外长称“谢伦
伯格案不适用死刑，中方不应如此快速断
案”的说法，华春莹说：“对于走私贩毒这样
社会危害性极大的严重罪行，国际社会的
共识是严厉打击惩处。加民众的意见也都
是一致的，要求政府予以严厉打击，这才是
对人民生命的珍视、尊重和保护。”

华春莹说，根据中方有关法院公布的
情况，谢伦伯格所走私的这批200多千克毒
品，原计划要运往澳大利亚，“难道澳大利
亚方面愿意看到这批毒品流入澳大利亚去
危害澳大利亚民众吗？”

她说，谢伦伯格案件办理过程严格依
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
规定，履行了相关法律程序，不存在任何程
序违法之处。本次庭审程序中，大连中院依
法保障了辩护律师阅卷等权利。法院立案、
组成合议庭、履行送达、告知及开庭时间地
点等环节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关于期限的规定。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