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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原子弹 魂归戈壁滩
——追记“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院士

改良盐渍土30万亩

1988 年夏天，李润杰大学毕
业后被分配到青海省水利水电科
学研究所工作，刚走上工作岗位，
他便参与到《格尔木西灌溉区暗管
排水及盐渍冲洗试验》项目的实施
中，从“象牙塔”直接跨入科研一
线，他既欣喜又好奇，但接下来的
一件小事让他明白了科研工作可
不像在学校里做作业那么简单。

当时，课题组采集的土壤样品
要在格尔木河西农场做实验，项目
组的周师傅让李润杰做一个土壤
中盐分动态变化的化学实验，李润
杰上大学学的就是化学专业，认为
这个简直就是小儿科，于是他照搬
公式，很快就得出了结论。但他做
的化学实验却是错误的，被周师傅
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原来是他粗
心大意，用错了化学公式。

这件事对李润杰触动很大，科
研工作是最为严谨的事情，不能有
丝毫的马虎，他牢记这次教训，今
后再也没有出现因粗心大意导致
的错误。

在格尔木开展盐渍土改良课
题，条件非常艰苦。为取得真实、
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李润杰与同事
们白天顶着蚊虫叮咬和烈日的灼
烤实地考察，晚上进行样品化验分
析直至凌晨，第二天一早又到野外
试验。如此夜以继日经过三个多
月的努力，他们顺利完成了试验任
务，保证了工程的顺利完工。他们
采用暗管排水等技术，降低了地下
水水位，又施以绿肥，增加土壤养
分，河西农场 2000 亩盐渍土地从
颗粒无收当年实现小麦亩产 800
斤。该项目的实施为柴达木地区

盐渍土改良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
的途径。

初战告捷让李润杰信心大
增，他的干劲更足了。他们又把
目标瞄准湟水流域的盐渍土治理
上。

1990 年春，当大家还沉浸在
春节的喜庆中时，为实施《湟水流
域次生盐渍土治理》研究项目，李
润杰已和项目组的人员在零下20
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开始了试验工
作，通过四年艰苦工作，他们摸清
了湟水流域盐渍土的分布和类型，
提出了治理方案和技术措施，其成
果在湟水流域的西宁市和海东的6
个县、海西州乌兰县的盐渍土改良
中广泛应用和推广，受益面积达30
万亩，该项目获青海省科技进步四
等奖。

李润杰与水的不解之缘
本报记者 黄土

盐渍土改良、农业节水灌溉试
验、干旱荒坡生态恢复研究、荒漠
化治理、水资源管理……从事科研

工作30年来，青海省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润杰的
每一项工作都与水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他说：“我和水打了一辈子
交道。”

创下在柴达木盆地苗木成活率95%的纪录

在盐渍土的治理上取得成功
后，李润杰工作重点又转向了节水
灌溉和生态保护方面。

他先后实施《柴达木盆地农业
节水灌溉技术试验示范》《高效节水
技术集成示范》《植物节水体系研
究》《新能源提水灌溉技术》《光伏提
水草原灌溉技术研究》等研究课题，
其中多项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重
大项目《防沙治沙关键技术研究与
开发》项目是全国公开招标项目，各
科研单位竞标激烈。当时，我省科
研单位已转制为企业，争取任务、增
加创收事关科研单位的发展，所里
把投标的任务交给了李润杰。他
立即组织了精干的项目组，经过7
天 7 夜的奋战完成了投标书的编
制，并在科技部组织的开标会上以
总分第一的成绩中标《柴达木盆地
农田与草地退化植被恢复技术示
范》课题。

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人力
物力十分紧张，为完成3000余亩防
风固沙林试验区的建设任务，李润
杰带领课题组全体人员，冒着荒漠
的寒风，白天在试验区内进行放线、
种植，晚上又带领大家浇水，有时忙
得一天吃不上一顿饭。当地的农
民都误认为他们是民工，说他们是
挣钱不要命。经过20多个昼夜的
工作，他们及时并保质保量地完成
了试验区的种植任务。由于技术
路线正确、时间抓的紧、定根水浇灌
及时，他们创下了在柴达木盆地苗
木成活率95%的纪录，现在该试验
区已林草茂密，危害农田的流动沙
丘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为完成课题规定的 10000 亩
退化草地植被恢复试验区的建设
任务，他带领课题组全体科研人
员，在茫茫戈壁滩上，搭起帐篷开
展有关的试验工作。两年多时间
里，他白天在10公里长的战线上，

顶狂风、冒酷暑铺设管道、种植苗
木。每当遇到沙尘暴，宿营的帐篷
都被掀了起来，让人寝食难安。就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他们圆满地
完成了植被恢复的试验示范工
作。现在示范区已绿树成荫、鸟语
花香，成为柴达木盆地防沙治沙工
作的先进典范。研究成果在三江
源和青藏铁路防沙治沙工作中得
到推广应用。

近些年，李润杰通过科研项目
推广节水灌溉技术100万亩，极大
地提高了我省部分农村牧区水资
源利用率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
力地促进了我省最严格水资源“三
条红线”的管理工作。取得的《青
海省生态用水态势及可持续评价
研究》《柴达木盆地主要生态系统
生态耗水规律研究》《盐湖矿区生
态保护与水资源高效利用技术集
成与示范》等研究成果，为我省改
善生态环境提供了技术依据。

打造科研平台“借梯上楼”

科研平台建设是开展科学研
究的重要基础，是提高科研人员
创新和实践能力、提升科研机构
创新水平的重要载体。近些年，
李润杰带领团队积极打造科研平
台，建立了“流域水循环与生态
保护”省级重点实验室；与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共
建了香日德荒漠-绿洲生态实验
站；与北京林业大学共建了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香日德荒漠化
监测实验站。

近期，李润杰又申请了青海
省水资源高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和李润杰创新工作室等科研
平台。依托这些研发平台，他带
领团队与清华大学、北京林业大
学、东南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
研究所、南京土壤研究所、西北
高原生物研究所、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美国得克萨斯农业
工程大学、日本东海大学、瑞士
水资源研究所等国内外科研单位
进行学术交流和技术合作，极大
地促进了公司的发展和科研人员
研究水平的提高。

今年，李润杰与中国科学院

地理研究所合作研发了“河长制
管理平台”，获得了计算机软件
登记证书。该平台整合现有各种
基础数据、监测数据和监控视
频，研发了河长制 APP，将日常巡
河、问题督办、情况通报、责任落
实、管理统计分析等纳入信息
化、平台化管理，及时发布河湖
管理保护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开启了“大数据+河长制”河湖生
态管理新模式。目前。该平台已
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各市县
水利部门试运用。

30 年来，李润杰先后主持和
参加各类科研项目 40 多项，获青
海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4 项，
三等奖、四等奖各 1 项；取得国
家级科研成果 1 项，省级科研成
果 12 项；发表论文 60 余篇，合编
著作 4 部，编写规划、可行性研
究等技术报告 50 余项；先后获国
务院特贴专家、“十一五”国家科
技计划执行突出贡献奖、全国星
火科技先进个人、水利部“5151”
人才、青海省农业科技先进个
人、青海省优秀学科带头人等荣
誉称号。

近日，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
学院院士，忠诚奉献、科技报国的

“两弹一星”元勋，我国核武器事业
的开拓者之一，核试验科学技术体
系的创建者之一，程开甲在解放军
总医院病逝，享年101岁。

获悉这个消息，研究程开甲院
士18年、与程老相交甚深的国防科
技大学熊杏林教授泪流满面，她的
脑海里反复涌现的只有 10 个字：

“心系原子弹，魂归戈壁滩”。
“程先生重病之际，他的家人

打电话告诉我说，老爷子的时日可
能不多了，你赶紧过来和他见个面
吧。”，为了这可能是最后的会面，
心细的熊杏林带去了她新近出版
的图书《程开甲的故事》。病榻上
的程开甲，带着呼吸机，身体非常
虚弱，但意识还算清醒。但她万万
没有想到，时隔不久，老人便离开
人世。

人们称程开甲是“中国核司
令”。这不仅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
中国核试验基地的副司令员，更是

因为他对中国核试验事业所建立
的功勋。为了表彰他的功绩，2014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为他颁发

“ 国 家 最 高 科 学 技 术 奖 ”证 书 。
2017年，习近平再次亲自为他颁授

“八一勋章”。
记者了解到，程开甲院士最后

一次公开露面是 3月 30日获颁“影
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时，
只不过那一次他是通过视频的形
式与公众见面的。

参加颁奖典礼现场采访的记
者看到，未能亲自参加颁奖典礼的
程开甲在视频里这样说道：“1950
年我回到祖国，有幸能在国家从贫
弱走向富强的艰难历程中，为国防
建设尽些绵薄之力，党和人民却给
了我很多荣誉。今天这个荣誉也
同样属于那些和我一样为了祖国
的安全和强大，默默无闻、无私奉
献的国防建设者。”

从 1950 年婉拒导师玻恩挽留
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到1956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从1960年加入中国
核武器研制队伍，1962年参加中国
人民解放军，再到1963年进入罗布
泊，在戈壁滩上工作、生活 20 多年
……回望百年人生，程开甲说：“我
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
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

程开甲一直对小黑板情有独
钟，第一颗原子弹采取何种方式爆
炸？程开甲就曾在他的小黑板上
计算过。

当时他否定了苏联专家留下
的意见，提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采用百米高塔爆炸的方案，并确定
了核爆炸可靠控制和联合测定爆
炸威力的方法。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一
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他带领团队研
制的 1700 多台（套）仪器全部拿到
测试数据。有关资料记载，法国第
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
国、英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只拿
到很少一部分数据,而我国首次核

试验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
整、准确。

在罗布泊的20多年中，作为我
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他成功
地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
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以及地
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和首
次竖井试验等在内的多种试验方
式的30多次核试验。

生命不息，创新不止。上世纪
80年代，程开甲提出开展抗辐射加
固技术研究。之后，他一直没有停
下在此领域开拓创新的脚步，开创
了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新领域，倡
导开展了高功率微波研究新领
域。95岁高龄时，程开甲仍然在科
学研究的道路上耕耘不辍。他利
用“程—玻恩”超导电性双带理论，
对赵忠贤院士和美国卡内基研究
院毛和光发现的“压力诱发超导再
进入”的新的重要现象进行研究。

然而，在罗布泊20多年的时间
才是程开甲一生最深刻的印记。生
命的最后时光，这一印记愈发清晰。

在病房探望程开甲的短短 20
多分钟时间里，熊杏林给他翻看书
中的插图，“我把书中的插图翻开，
让他一幅幅辨认图画。起先，程老
并没有太多兴奋，没有什么回应，
但当看到两个场景，程老激动起
来，一个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试验所用的铁塔，塔架上放的是原
子弹，另一个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爆炸试验的爆心。当时我明显感
觉到，老人的眼神里释放出一种异
样的光芒。当时，他与我交流说：
这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

走出病房的那一刻，熊杏林泪
如泉涌！

程开甲一生获奖无数，但对于
这些崇高的荣誉，他说：“我只是代
表，功劳是大家的。功勋奖章是对

‘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是对核武器事业和从
事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我的
目标是一切为了祖国的需要，人生
的价值在于奉献是我的信念。”

据《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