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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功勋：

那是上世纪 60 年代，周光召在国际学术

界“消失”了。

欧洲、美国的科研机构纷纷向周光召发出

访问邀请，还提出承担全部费用，如此殊荣在当

时的中国物理界是独一份。可这些邀请都如石

头扔进大海，毫无回应。他们找不到周光召了。

与此同时，北京花园路上一幢 4层小灰楼

里，却多了一名青年的身影，白净的脸，短衣短

裤，中等身材，因为对花粉过敏，总戴着口罩，

路过的人向他打招呼，叫他“老周”。

1967 年 6 月 17 日晚上，在这栋小灰楼上

班的人们发现，大门口的地上突然多了一张

纸，红彤彤的，凑近一看，是《人民日报》发出的

庆祝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喜报。

中国工程院院士、当年参与了氢弹研究的

杜祥琬说，不知道谁了解到我们院是做这个事

的，就把喜报贴到大门口的地上。

杜祥琬口中的“我们院”，是第二机械工

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今中国工

程物理研究院，以下简称九院），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那里群星璀璨。

当时欧美物理界都在寻找的周光召，就

“隐身”在这栋小灰楼，也是托举氢弹爆炸成功

背后有力的一双手。

到今天，那声来自新疆罗布泊的氢弹爆

炸成功的巨响已过去整整 55 年，23 位“两弹

一星”功勋科学家仅 3 位健在，周光召是其中

之一。他刚刚过了 93 岁高龄的生日。

周光召是以天才科学家的

形象出现在九院理论部的。

1961 年 5 月他到来时，已

有好多同事“未见其人，先闻其

名”。

比周光召早几年来的中国

工程院院士胡思得记得，大学就

在一本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杂志

上看到周光召的报道，那时周光

召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

究所（以下简称杜布纳）工作，报

道称赞他年轻有为，才华出众。

胡思得所说的杜布纳，当

时聚集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

许多科学家，科研水平全球领

先。周光召 4年里发表了 30 多

篇论文，在国际物理学界声名

远播。

后来与周光召相熟的诺贝

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就是

那时第一次听说周光召的：“美

国所有高能物理领域的人都知

道他是一位中国年轻的研究

员，是当时最杰出的、最有新思

想的一个物理学家。我记得很

清楚，周光召那时候发表过的

好几篇文章我都仔细研究过，

而且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也

都是大家热烈讨论的题目。”

正当周光召在科学界崭露

头角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去

留问题摆在他的面前。

恰在此时，时任二机部副

部长的钱三强赴苏，与周光召

有一次长谈，就中国如何发展

核武器谈了自己的观点。

“这次谈话对我影响很大，

使我知道了党中央发展核武器

以加强国防建设的紧迫性和重

要性。我决定回国，将自己投身

到‘两弹一星’的研制中去。”周

光召日后回忆道。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试验前夜的 10 月 15 日，

周光召突然从时任二机部部长

的刘杰那里接到一项紧急任

务：认真估算一下中国首颗原

子弹爆炸成功的概率是多少。

布置任务的是周恩来。

这颗原子弹所代表的重大

意义让大家必须慎之又慎，刘

杰说：“不正式爆炸，没有结果

以前，那是提心吊胆的，大家都

在紧张。”

在不到 16 个小时中，周光

召抓住要害，精准筛选出有效

参数，连夜计算，确认爆炸成功

的概率超过 99%，除不可控因

素外，原子弹的引爆不会出现

任何问题。

这为 10 月 16 日 15 时准

时起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提供

了重要保障。

“光召兄的回来，使得中国

1964 年爆第一颗原子弹（比预

想中）早了一两年。”杨振宁说。

他记得美国报纸陆续有报道说

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主要是哪些

人物，周光召的名字屡屡出现

在《纽约时报》上。

1963 年，理论部的工作重

心转移到突破氢弹原理上来。

邓稼先、周光召组织科技

人员制定了关于突破氢弹原理

工作的大纲：第一步，继续进行

探索研究，突破氢弹原理；第二

步，完成质量、威力与核武器使

用要求相应的热核弹头的理论

设计。

当于敏领衔的攻关团队率

先成功后，周光召又迅速集中

精力，协助于敏。

1966 年 12 月 28 日，氢弹

原理试验成功。1967 年 6月 17

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那半年可真够赶的。”回

忆起从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到氢

弹爆炸成功的那半年，杜祥琬

笑了。

周光召是突然病倒的。

那原本是一场交担子的会议。

82 岁的他把“973”计划专家顾问组

组长的身份移交给了已卸任科技

部部长的徐冠华，他是应邀前来和

大家交流经验的。

他还谈了一些心得体会，想多

讲几句，但感到体力难支，提前结

束了发言。“冠华，我有点累，就不

讲了。”他低声说。

可没过多久，会议现场的人

看到，主席台上的周光召从椅子

上偏倒下来。那一天是 2011 年

11 月 15 日。此后他再没离开过

医院。

周光召的晚年是忙碌的。

从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

院长任上退下后，他从 1996 年起

担任了 10 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

席，联系全国科技工作者，促进科

学的普及和推广，自称科普工作的

“开路小工”。

同时，他还参与着科技界重大

事项的讨论与决策，“973”计划就

是其中之一。

“老师很少对我们谈他以前的

经历，也很少提及他在‘两弹’中的

贡献。”周光召的学生吴岳良说：

“他认为如果事情是团队一起做

的，就不要再把主要贡献、次要贡

献分得那么清楚，因为大家都很重

要，缺一不可。”

不强调自己，他的心和情总放

在别人身上。

中科院办公厅原主任李云玲

还记得，周光召刚就任中科院院长

那几年，院里经费非常紧张，有的

所连发工资都困难。一些中年科技

人员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

英年早逝，周光召为此痛心不已。

1991 年他在全院年度工作会议上

说到这种情况，哽咽良久，说不出

话来。

所有认识周光召的人，无一例

外都提到周光召的人格魅力。徐冠

华认为，这和工作无关，周光召就

是一个爱人的人。

这样的故事特别特别多。

吴岳良还记得，上世纪 80 年代

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读书时，

老师常在周末带着他们去外面改

善伙食，半只鸡或一只鸡，桌上是

一定会有的，“改善伙食肯定要有

肉嘛”。

下班看到学生们在打乒乓球，

周光召也会兴致勃勃地加入。他的

球技很不错，常常获胜。

空闲时，周光召还“发”面包给

学生吃，从和面、揉筋、发酵、塑形

到烤制都由他一人完成。“是那种

欧式面包，他做得很好。我从德国

回来时还特地带了专用酵母粉给

他。”吴岳良“呵呵呵”地笑。

这样的爱人之心，也在师生之

间默契传递。

2007 年离世的彭桓武是周光

召的老师。周光召非常尊敬老师，

每逢大年三十，总要去彭桓武家拜

年。吴岳良也延续了这一传统，要

分别上门给周光召和彭桓武拜年。

彭桓武曾用一个比喻形容自己

在“两弹”研究中所做的工作：我就

是老房门口的那一对石狮子，只需

要“把住门”，其他的交给年轻人去

做。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对“石狮

子”从彭桓武变为周光召，如今又

换成了吴岳良———他仍然带着学

生扎在科研第一线，“发挥年轻人

的创造性，这是我特别希望做到的

事情”。

（刘舒扬 朱东君来源：《环球人物》）

当时法国也在探索氢弹，为

了抢在法国前面爆炸，长中国人

的志气，时任九院理论部第一副

主任的周光召鼓励大家咬紧牙

关，理论部大楼每天晚上都是灯

火辉煌。

“大家很默契地做好自己手头

的工作，也不需要特地加油打气，

我们都有切身感受，知道中国一定

要站起来，爱国从来都不是一件抽

象的事。”杜祥琬说。

1999 年 9 月 18 日，周光召获

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可他自觉受之有愧，“无论是原

子弹还是氢弹，远不是几个人的事

情，是十万以上人的共同工作。如

果要评价我其中的贡献，那只不过

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天才科学家”回国

爆炸成功率 99%

1957 年，周光召（右二）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

1974 年，邓稼先（左二）、周光召（右二）、杨振宁

（右一）游览北京颐和园时的合影

1990 年左右，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前左

一）在黄淮海地区考察工作

2001年前后，吴岳良去周光召家拜年

忙碌的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