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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儿时的突发奇想，到一生
与导弹相伴

童年时期的黄纬禄和很多孩子一
样，喜欢玩“竹蜻蜓”。不过，别的孩子
比赛看谁的竹蜻蜓飞得高、飞得远，黄
纬禄却常把竹蜻蜓捧在手里不停地端
详。一天，他突发奇想：要是把多个竹
蜻蜓有序地连在一起，用橡皮筋作动力
让它们联合工作，有的向上飞，有的向
前飞，再在竹蜻蜓下面系上炸药，在引
线上绑一根香，只要计算好飞行时间和
香的长度，把香点燃，在到达“敌人”所
在地的上方时引爆炸药，不就做成了一
个会飞的炸弹？

黄道群在讲述父亲童年时的这个
小故事时感慨道：“这是否寓意着父亲
以后会用毕生的心血去铸就自己的导
弹人生呢？”

黄纬禄小时候性格安静，并不十
分顽皮淘气，但他好奇心很强，常在心
里琢磨各种各样的问题。他8岁就读
于安徽芜湖最早的新式学堂芜关小学，
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中考入著名的江
苏省立扬州中学，毕业会考时，数理化
和高等数学都是满分！1936年，黄纬禄
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立中央大
学电机工程系（现东南大学能源与动力
学院与电气工程学院）。

1943 年 11 月，黄纬禄到英国实
习。当时正值二战时期，按照惯例，外
国实习生可以比其他员工晚半小时上
班。“一天，就在父亲乘坐地铁时，一枚
法西斯德国的V-1导弹落在工作间外5
米处，5位英国同事全部遇难。父亲与
死神擦肩而过！”

德国战败之后，英国将一枚V-2导
弹解剖后放在伦敦博物馆展出。黄纬禄
跟着人流进入展厅，找到一处不妨碍他
人、又能看清V-2导弹的位置，久久地盯
着导弹剖面。“父亲脑海中的神秘感渐渐
消退了：这个庞然大物原来就是个自己
带着动力装置并能接受控制飞向既定目
标的巨型炸弹。他饱经战争之苦，深知
国弱被人欺，落后就会挨打，他多么希望
自己的国家也有这样威力巨大的武器！”

1947年10月，黄纬禄回国。1956
年10月8日，国防部五院——中国的
导弹研制机构成立了！1957年底，黄纬

禄进入国防部五院二分院，负责导弹控
制系统的设计工作。从此，他与导弹相
伴一生。

经历艰苦卓绝的奋斗，造出
“争气弹”

国防部五院成立之初，中国的导弹
研制是在有外援的情况下进行的，但这
种援助并不涉及“核心技术”，而国际形
势又瞬息万变，1960年，外国专家团全
体撤出。“父辈们憋足了一口气，一定要
造出自己的‘争气弹’来！”黄道群说，“那
段时间，父亲每日早出晚归连续加班，常
常几天见不到他的人影，偶尔在家时也
是神情严肃，一直在思考、计算着什么。”
经过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斗，1960年11
月5日，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
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个型号的导
弹，后来被命名为“东风一号”。

“东风二号”开始研制时正赶上全
国的大饥荒，粮食供应特别短缺。黄道
群回忆说，当时父亲发明了“抗饿新疗
法”，每当肚子饿得咕咕叫时，就把裤子
上的皮带向里勒紧一个扣，再饿，再勒
紧一个扣。大家饿得“上楼梯两手扶栏
杆、上厕所两眼冒金星”，有的人画着图

就晕倒了，晚上大家加班，饿得实在难
熬时，就冲一点酱油汤充饥。

夜以继日的超负荷工作与巨大的
精神压力叠加在一起，使黄纬禄的消化
道溃疡日趋严重，每一次疼痛发作，常
常持续数小时不能缓解。“人们一般只
能通过他用拳头紧抵心口的姿势和脸
上渗出的汗珠发现他的疼痛，但他一直
默默忍受着，坚持主持技术讨论。”黄道
群哽咽道，“为了研制导弹，父亲有病顾
不上治疗。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白
天，他靠服用胃舒平来缓解疼痛；夜间，
他常常需要持续按揉或用力顶住疼痛
的部位才能勉强入睡，揉得久了，背心
的心口处都磨破了……”

从“东风一号”到“东风五号”，各个
型号技术方案的确定、技术指标的改
进、技术性能的提高、技术故障的排查
过程中，都饱含着黄纬禄和研制人员无
数的心血与贡献。在极端艰难困苦的
条件下，他们一点一点地做大做强中国
的航天事业。

生前的期望：传承“两弹一
星”精神

1970年，黄纬禄临危受命，上任潜

地导弹“巨浪一号”技术总负责人。在
欢迎仪式上，他对在场的年轻老师们
说：“我对这个型号的导弹了解还很肤
浅，请大家把我当成小学生，从ABC开
始讲起。”他用发自内心的真诚，换来了
下属们的倾囊相授。很快，从“学生”到

“同学”，再到“先生”的身份，在黄纬禄
的身上发生着快速的转变，他成为整个
研制队伍都很信赖的技术领军人。

1982年，我国向全世界发布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2年10月7日
至10月26日，向以北纬28°13'、东经
123°53'为中心，半径35海里的圆形海
域范围内的公海上发射运载火箭……”

然而，首战出师不利。作为总设计
师，黄纬禄心理压力巨大！但是他很快
冷静下来，当务之急是要争分夺秒地查
找试验失败的原因。他明确表态：我是
总设计师，试验失利我负主要责任！大
家要集中精力找出原因，力争第二枚导
弹发射成功。

黄纬禄的表态，令在场的工作人
员放下了思想包袱，仅仅六天时间，试
验团队就锁定了故障所在并采取了有
效防范措施。黄纬禄向上级领导张爱
萍将军汇报：“问题原因已经找到，并
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建议按原计划打
第二发。”

张爱萍问：“你是不是因为有压力
而赶时间？推迟几天，休息一下再发
射，是不是会更好一些？”黄纬禄坚持认
为，发射条件已经具备，不宜推迟，建议
按时发射，不再延期。

最终，在公告发布的有效时间段
内，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这一次试验成
功，父亲所付出的代价，是体重下降了
整整11公斤！这11公斤的体重，是他
生命的精髓，他把自己全部融入到了中
国的航天事业中。”黄道群说。

2011年7月，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
黄纬禄已经完全卧床不起，但为了满足
孩子们的愿望，他接受了南华大学组织
的“两弹一星”红色夏令营的访问。“极
度虚弱的父亲已经无法写字，他题字时
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由我握住他的手完
成的。”说到这里，黄道群再度哽咽。这
幅题字“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勇担民族复
兴重担”，也成了黄纬禄的绝笔。而他晚
年时说的一句话“假如有来生，我还要
搞导弹”，至今感动着无数人。

本报记者 蔡姝雯

““两弹一星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黄纬禄之女眼中的父亲功勋科学家黄纬禄之女眼中的父亲

““假如有来生假如有来生，，我还要搞导弹我还要搞导弹””

18日，何梁何利基金2019年度颁
奖大会在北京举行，56位科技领军人
物获奖，其中有五位江苏科学家。

南京大学邹志刚院士、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郭万林院士、中国科学院紫金山
天文台史生才研究员摘得何梁何利基
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南京工业大学
黄和教授、中国矿业大学朱真才教授摘
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南京大学邹志刚院士因其在新能
源、新材料科技领域的杰出成就与贡
献，荣获“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中的冶金
材料技术奖。人工模拟大自然中的光
合作用，利用太阳可见光将水分解为氢
和氧。邹志刚教授长期从事光催化材
料研究，致力于让这个预言从梦想走进
现实。在2014年的国家科技奖励大
会上，邹志刚领头的团队一举夺得自然

科学二等奖。该项研究利用太阳可见
光将水分解为氢和氧，在国际光催化领
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我国在该领域
的标志性成果之一。除了利用光催化
材料提升太阳能转换率的研究，邹志刚
还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光催化还原CO2

研究，并率先实现了利用光催化材料将
CO2和水转化为氧气和甲烷等碳氢化合
物，基于这些成果，邹志刚与中国航天
集团强强联手，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地
外人工光合成”技术，期待在未来载人
深空探索中发挥重要作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郭万林院士荣
获“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中的数学力学
奖。飞机裂纹的扩展和繁衍关乎飞机安
全，国际上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了损伤
容限研究和设计。在郭万林读研期间，
国内的“损伤容限设计”刚刚起步。他仔

细研究了国外研究报告，仅仅厚度不同,
含裂纹试样的承载能力就有几倍的变
化，裂纹疲劳扩展寿命的变化则高达数
倍至上百倍。读博期间，他发现过去建
立在二维疲劳断裂理论基础上的材料疲
劳断裂性能试验无法求解的问题，在三
维层面就可以简化，这就是后来被国际
上称为“郭因子”的三维约束参数的有限
特性，让他在国际上率先获得了对三维
弹塑性裂纹问题的理论解。经过二十多
年不辍努力，郭万林带领团队系统攻克
了飞机结构三维损伤容限关键技术，为
我国研制成功损伤容限时代的先进飞机
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史生才研究员荣获“科学与技术进步
奖”中的天文学奖。作为“毫米波与亚
毫米波实验室”首席科学家，他带领团

队致力于研发中国核心探测器。史生
才称自己为在天文台工作的实验物理
学家，“在与天文学家密切合作的这些
年里，我深深地体会到，掌握核心器件
的制备有多关键。只有掌握了核心技
术，我们才能做出更漂亮的科研工作。”
耗时5年，在2017年，史生才带领项目
组成功研制了高灵敏度850微米波段
8×8像元和350微米波段1024像元
超导阵列成像系统，一举将我国毫米波
望远镜的观测能力升至国际前沿。通
过该项目的研制，紫金山天文台形成了
一支有特色、有活力的太赫兹探测器系
统研制团队。日前，紫金山天文台等机
构的科学家正积极推动在南极内陆冰
盖最高处建一个天文台。“那将是世界
顶级的。”史生才充满期待。

本报记者 杨频萍 王梦然

五位江苏科学家
摘得2019年何梁何利基金奖

11月17日，在2019年未来科
学大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科学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王
贻芳宣布捐出全部50万美元奖金，
建立“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
促进基金”。

“为表示对捐赠人的敬意，也表
示我自己对科学的追随以及推动中
国科学发展的愿望，我和家人决定，
捐出这次我在未来科学大奖中的全
部奖金建立‘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
（CEPC）基金’。这个基金将由中国
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管理。”王贻
芳说，希望支持CEPC建设的各位踊
跃捐赠。

这位56岁的粒子物理学家因
主持大亚湾核反应堆中微子实验项
目，发现第三种中微子振荡模式，与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教
授陆锦标共享价值100万美元的
2019 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
奖”。在颁奖典礼上，美国工程院院
士鲍哲南女士宣读获奖理由：实验
发现第三种中微子振荡模式，为超
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研究，特别是
解释宇宙中物质与反物质不对称性
提供了可能。

现年56岁的王贻芳1984年
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随后师从
诺奖得主、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在
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所专攻高能
物理。博士毕业后，他又先后在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进行
研究。

王贻芳表示，“热爱科学”大家
都会说，但热爱“无用的科学”，就不
那么容易。而他所从事的中微子及
粒子物理研究就是这样的“无用之
学”，很难得到社会大众认可。

“10到20年后，大家会认识到，
我们需要有CEPC这样的有重大科学
意义、社会意义，也有重大的技术发
展意义的大科学装置。当然这不影
响‘小型研究’为主的科研模式。”王
贻芳说，对世界的好奇、探索自然规
律，是科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这
个过程中，我们人类也收获良多。

王贻芳认为，中国科技在某些
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主因之一就
是我们较少这种纯粹的好奇心，更
多地被功利心驱使，使我们“欲速则
不达”。

“放眼未来，当我们GDP世界第
一时，我们应该对人类有较大贡献，
应该在文学、艺术和纯粹科学方面对
人类有较大贡献，要有媲美我们的
祖先、能载入人类史册的贡献。”

王贻芳呼吁社会对基础科学的
支持，“中国的科学在大家的支持推
动下，一定能走到世界前列，我们的
孩子一定能在教科书中，看到中国
科学家的名字。” 宗 禾

王贻芳捐出50万美元

奖金助力大型对撞机

11月 14日，中国科学家精

神报告团“传承2019”南京行活

动走进东南大学，“两弹一星”功

勋科学家、东南大学杰出校友黄

纬禄院士之女黄道群老师，动情

追忆了父亲用毕生心血铸就的导

弹人生。谈及老一辈科学家研制

导弹过程中艰苦卓绝的奋斗历

程，黄道群数度哽咽，现场数百位

师生为黄纬禄院士勇攀高峰的科

学精神和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深

深感动，掌声经久不息。

人物名片

黄纬禄，中国著名火箭与
导弹控制技术专家和航天事
业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
勋奖章获得者，国际宇航科学
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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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贻芳院士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苏州百成大达物流
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9年10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5359.18万
元。债务人位于苏州，该债权由江苏百成大达物流有限公司、南通颐达置业
有限公司、南通中福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南通京扬天下置业有限公司、李再
发、聂强、李再旺提供保证担保，同时以南通颐达置业有限公司和南通京扬天
下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商铺设置抵押，并以南通颐达置业有限公司、南通京扬
天下置业有限公司和南通京扬数码城管理有限公司出租商铺的租金收入设
置质押。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良好的社会
信誉及经济实力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
产。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3天，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3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
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毛红保、耿君，联系电话：025-
52680921，电子邮件：gengjun@cinda.com.cn。分公司地址：南京市洪武
路23号隆盛大厦3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对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江苏盐城二建集

团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9年 10月 31日，该债权总额为
6055.97万元。债务人位于盐城，该债权由江苏锦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肖
春虎提供保证担保，同时以江苏锦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阜城镇苏
州路西、香港路北锦海文峰商住小区的商业综合楼设置抵押。该债权的交
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良好的社会信誉及经济实力等
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该债权的
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3天，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3天，如对本次处置有
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毛红保、耿君，联系电
话：025-52680921，电子邮件：gengjun@cinda.com.cn。分公司地址：
南京市洪武路23号隆盛大厦3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对排斥、阻挠
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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