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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孙女问

罗惠英，要是当初在
上海不去宝鸡，到了
宝鸡也不去青海的
话，那她现在怎么着
也得是个资深医生
了 吧 ？罗 惠 英 回 答
说，“没什么遗憾的，
我现在也挺光荣！”

56 年前 ，罗惠
英和另外三个女大
学生一起辗转来到
这个曾经从地图上
消 失 3 0 多 年 的 地
方 ，为了那一声“巨
响”，无怨无悔地“潜
伏”在海拔 3200 米
的军事禁区。那张被
雪藏 30 年的照片就
是见证。

本报记者张典标、李华梁

王兰娣跟老伴别扭了大半年，只因老伴在外受了“委
屈”，翻出照片出去“显摆”了一次。

那张照片的事，只有在孩子学习不认真的时候，王兰
娣才会在家里唠叨几句。

这是一张看似很普通的合影。四个 20 岁出头的上海
姑娘侧身挽着胳膊，在帐篷前站成一排。当时王兰娣个头
最高，梳着一头短发，站在最左边。往右依次是范德娟、罗
惠英和俞锡君，三人都扎着羊角辫。

照片里模糊的背景是 1963 年 7 月青海湖东岸的金
银滩——— 一个曾经从地图上消失 30 多年的地方，一个曾
经讳莫如深的国家禁区。

半个多世纪之后，每当讲解员讲到“这张照片是这个
基地唯一的私人合影”时，人们不禁驻足凝视。

偷了家里的户口本把户口迁了

火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了，王兰娣只记得人多得不
得了，大家要么在说话，要么在哭。那些一直没哭的，到了
车厢里也忍不住抹起泪。

1958 年 10 月 2 日，王兰娣坐上了上海开往宝鸡的
火车。那年王兰娣 18 岁，是上海第十女中的高三学生，几
天前她刚拿到新课本。

车厢里都是 20 岁不到的年轻人，上海第九女中的俞
锡君、罗惠英和范德娟也上了这趟车。

把她们聚在一起的是几天前的一个通知。
一个星期前，正在上海一家伞厂勤工俭学的王兰娣

和几个同学一起被叫到学校教导处。老师告诉她们，“你
们提前毕业了。国家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你们因为成
绩好、家庭成分清白，被选派到陕西宝鸡的国防学校学
习。”

王兰娣和同学们当场表了决心，“国家需要我们上哪
就上哪去。”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实在，光嘴上说没有行动的话，
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王兰娣说。

王兰娣回家把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当场就哭了，拉
着王兰娣父亲要找老师。

母亲舍不得王兰娣，况且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还有一个
不到 10岁的妹妹，也需要王兰娣在家帮衬。

“我怎么可以拖小孩的后腿呢！”父亲不愿意去，王兰
娣母亲前后独自找了班主任两次。

王兰娣铁了心要去宝鸡，偷偷拿了家里的户口本去
派出所把户口迁了。后来，因为担心小女儿也跟着姐姐
学，母亲一直把户口本寄存在别人家。

前后相差没几天，罗惠英、俞锡君和范德娟也接到同样
的通知。当时在班上成绩优秀的罗惠英原本想当医生。

为了给家里省钱，她也答应去宝鸡。
回到家里，罗惠英的母亲对她说，“可千万别当逃兵。

国家需要你，你就去吧！”
两天的行程，她们进了宝鸡国营 782 厂。782 厂主要

生产雷达，一年前才建好，是国家“一五”期间的 156 项重
点工程之一。

原来所谓的“国防学校”就是在 782 厂半工半读。她
们上的是大学的课程，王兰娣、俞锡君和范德娟被分到了
雷达结构班，罗惠英被分到了无线电班。

在宝鸡，王兰娣曾给母亲寄过一张生活照。不识字的
母亲托堂哥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堂哥“批评”了王兰娣：
“你怎么可以把这张照片寄给你妈呢！”照片上的王兰娣
看上去着实瘦了不少。

王兰娣在厂里老加班。有一回刚熬完夜，王兰娣上北
京出差，竟在公交车上站着睡着了。

那时吃得也不大好，“开始是玉米糊糊，再后来就得
自己外出找野菜、挖蕨根。”俞锡君还记得，“当时没工具，
大伙只能用砖头砸挖来的蕨根，最后做出来的蕨根粉还
带着砖屑，大家也将就咽下去了。”

直到 1963 年，她们才勉强上完全部的课程。
这时，她们又收到了一份通知。

“我愿意到那个重点工程去”

1963 年 7 月初，同样的命令又一次让她们登上了从
兰州到西宁的同一趟火车。

几天前，当俞锡君把那张小纸条交上去的时候，同事
们都觉得她糊涂。纸条上只写了一句话：“我愿意到那个
重点工程去”。

“你们一个肩膀挑的是中国 7 亿人的担子，另一个肩
膀挑的是全世界 30 亿人的担子。”俞锡君是在办公室里
听到喇叭里传出的这句话。那天，国营 782 厂里开了一场
动员会。

讲话的人挺神秘的，只说动员他们去“重点工程”。可
“重点工程”在哪儿，去干什么，这些问题只字不提。俞锡
君只听到那个地方比宝鸡更苦。

当时，782 厂那些成了家的或有对象的还在犹豫。俞
锡君单身，她觉得与其领导来劝，不如自己主动去闯一
闯，“反正已经离上海很远了”。

王兰娣当时想的是，“人家叫你去就去”。这件事她没
和家里说，也没告诉男朋友。

“也不是谁都能去的，得挑成分好的、学习成绩好
的。”那时单身的罗惠英还记得，下决心之后她就给家里
写了一封信，内容是“调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暂时不能通
信。”

在西宁，她们领了防寒“四大件”：狗皮帽子、蓝色棉大
衣、大头鞋和牛毛毡。之后改乘小火车，王兰娣记得那趟火
车是不允许拉开车窗帘子往外看的。最后坐敞篷大卡车，
穿过一条扬灰的砂石路，抵达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金银
滩。

这里是平均海拔 3200 米的一片草原，“西部歌王”王
洛宾那首脍炙人口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就诞生在这里。
正值 7 月，金银滩上成片的黄色金露梅和白色银露梅像浪
花一样铺开。

当时，导演凌子风拍摄的电影《金银滩》悄悄被停播
了。电影讲的是藏族塔秀部、阿里仓部两个部落过去因争
夺银滩草场存有芥蒂，最终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握手言
和的故事。

6年前的 1957年，一架飞机在金银滩上盘旋一阵又掉
头往东去。没多久，这里的 1700 多户牧民赶着 7 万头牲口
迁出这片草原，紧接着陆陆续续进来一批建设者，他们挖
地窝子，搭帐篷，建厂房。

众人下车，加厚牛毛毡搭的帐篷星罗棋布。帐篷里的

床是包装箱的木板搭的，王兰娣发现木板下还残留
着刚刚铲掉的土豆的根。

这里是青海 221 厂。4 人被分配到 221 厂机关器
材处，任务是根据需求列计划，到全国各地订购并管
理器材。当时俞锡君分在基建材料管理处，罗惠英分
在科研器材供应处，王兰娣管化学试剂，范德娟管生
产器材。

“我念的是无线电，怎么不让我去实验部？”罗惠
英发现一起来的一个伙伴被分配到了实验部，她觉
得待在器材处“大材小用”了，“让我待在器材处搞计
划、采购，我不就白学了吗？！”

没多久，就传出那个伙伴得了白血病的消息。

“蒙在鼓里”参与造原子弹

留在器材处的罗惠英，刚进厂就挨了领导一顿
批评。

那是罗惠英第一次吃青稞馒头，她吃了半个就
咽不下去了，偷偷把剩下那半个丢在帐篷外，挨了一
顿狠批。

罗惠英确实吃不习惯。
在这平均海拔 3200 米的高原上，水烧到 80℃

就开了，面也发不起来。青稞馒头就是黏糊糊的一坨
面，吃起来半生不熟的。就是这黏糊糊的馒头没几分
钟就冻上了，硬邦邦的。当时厂里还流行着一个玩笑
话，“这个馒头掉在地上，汽车压过去，地上也得一个
坑。”

扔掉青稞馒头确实不应该。几年前，厂里每人每
月只能吃半两油，24 斤粮食，唯一的菜就是茄子干，
有时茄子干还发霉生了虫。那是厂里最困难的时候，
不少人患了水肿。

“半两油能干啥？当时食堂烧一大锅水，放点茄子
干，滴一丁点儿的油。”最早一批到达金银滩，后来成
为俞锡君丈夫的张俭清回忆，“当时吃的是带麦麸的
面做的馍，吃完就便秘。”

住的也不适应。
这里除了夏天，不是大雪纷飞就是飞沙走石。一

旦刮起风沙来，帐篷也挡不住。尽管帐篷里有火墙
了，但仍然寒冷刺骨。

“煤如果不混着土是烧不起来的。可土都是冻着
的，硬得很，拿铁镐都刨不出半点土末子出来。”

她们还是照旧裹着棉袄棉裤，裹着被子在帐篷
里睡，火墙基本成了摆设。

当时要求“先生产后生活”，住房还没完全建好，
领导照样住帐篷，仅有的几间房子全给了工程技术
人员住。

慢慢地，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了。食堂里逐渐能见
到黄豆、肉类、蔬菜，甚至有带鱼了。1963 年底，厂房
和职工宿舍相继建好，又有一部分人住进房子里。

“当时年轻不觉得有多苦。”俞锡君说，“主要是
忙。”

她们赶上了“草原大会战”。大会战的一项内容
就是搞生产突击，设备、材料清单都汇总到了器材
处。

“一本比字典还厚的设备、材料清单本，要求一
式五份。”俞锡君垫着复写纸登记，可那时的纸厚，握
着圆珠笔尖使劲戳，一支笔要么没两天就用完了，要
么被戳坏了。有时候要求一式六七份，再怎么使劲也
写不出来，只能刻钢板印。没多久，俞锡君的指间就
全是厚厚的老茧。

俞锡君总是在忙，忙得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
在金银滩待了两年半，有一年半是在厂里加班，剩下
半年是出差，“资料汇总上报之后，人就得跟着出去
采购、催交。”

1963 年底，她和张俭清在北京出差的时候，觉
得谈得拢就确定了关系，“没有看电影，也没逛草原，
就是这么一回事。”

俞锡君发现单位开的介绍信很“好使”。当时青
海 221 厂对外宣称是“02 单位”。“别人一看到 02 单
位就知道这是国家重点工程，都得优先生产我们要
的东西。”

四姐妹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自己所在的重点
工程是做什么的。

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忙了一年多。
直到 1964 年 10 月 16 日 15时，我国第一颗原

子弹在新疆罗布泊成功爆炸。消息传来时，在外出差
的俞锡君才知道自己参与的重点工程就是“造原子
弹”。

壮着胆求拍的照片

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发布时，
厂里有一个工作人员十分惊讶，“我们国家还能制造
这么厉害的武器？在哪生产的啊？”

那时的保密工作做得实在严格。“这里的一把土
都不能带出去的。”王兰娣记得很清楚，新职工入厂
的第一课就是保密教育，“保密教育反复强调，‘必须
十分注意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
十分不可。’”

厂里的生活几乎与世隔绝。“睡觉是在这个帐篷
里，工作是在另外一个帐篷里。”王兰娣说，“下了班
也只能在自己的帐篷周围活动。”

“同事之间，即使在同一个办公室也是各干各
的活，从不打听各自工作的内容，离开办公室也从
不谈工作上的事，都已经养成习惯。”罗惠英说，“去
别的厂区更不可能，即使有介绍信，也不能随便‘串
门’。”

为了保密，“221 厂”有好几个名字，一开始叫
“青海省综合机械厂”，也叫“兰字 839 部队”，还叫过
青海矿区、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

在“密不透风”的环境里，几乎没人能够在这里
留下一张私人照片。可俞锡君、王兰娣、罗惠英和范
德娟四个姑娘竟然有了一张合影。

那是 1963 年 7 月底的一天，正在货站接收一批
新到设备的俞锡君发现有一件设备包装破损了。器
材处叫来保卫处工作人员来拍照，准备向厂家索赔。
保卫处的工作人员给设备包装拍照后，俞锡君壮着
胆子对他说，“给我们也拍一张吧。”

“没想到保卫处的人真答应了。”俞锡君赶紧招
呼在不远处的王兰娣、罗惠英和范德娟一起过来。都
是上海姑娘，又都从 782 厂来，四个姑娘自然总凑在
一起。

四个姑娘手挽手在器材处办公的帐篷前留下了
一张合影。刚来草原不到一个月，四个姑娘脸上还带
着一些兴奋。

不久之后，保卫处的那位工作人员只给了俞锡
君一张两寸大小的照片。

拿到照片后，厂里就传出有人因为往北京寄私
人相机而受调查挨处分。“当时厂里担心那台私人相
机里面是不是拍了什么不该拍的东西。”俞锡君告诉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当时只有保卫处才有相机，拍照
都得经过政治部许可。而她们拍这张照片压根没得
到政治部的同意。

俞锡君也不敢往家里寄，这张照片就一直压在
她的箱底。

照片拍完后，四人聚在一起的机会也少了。
那时范德娟是公认的洋气，没多久就和实验部

的一个小伙子好上了。“当时我们都是穿一般的布衬
衫，她穿的是的确良，那时是很时髦的。”

俞锡君现在还记得，范德娟也不穿四大件，她
穿的是自己家里给买的棉大衣。“范德娟家庭条件
比我们三个要好一些，用不着把工资寄回家。”后
来，范德娟和对象一起调到苏州热工艺研究所去
了。

1967 年，王兰娣调到对象的单位西安导航技术
研究所去了。1970 年，罗惠英也跟着对象去了甘肃
靖远 4502 厂。

而原子弹爆炸完没多久，俞锡君没来得及歇口
气就带着照片离开金银滩，到四川筹建第二个核武
器研制基地——— 902 工程。

重回金银滩

“这个就是我啊！”
2009 年 7 月的一天，女儿带着 67 岁的罗惠英

和老伴一起重游金银滩，在刚开放的青海原子城纪
念馆里她发现了那张四人合影。她扯着老伴的胳
膊，激动地喊出声来。

1987 年，国家决定对 221 厂实行全面退役。
1993 年，被称为“原子城”的 221 厂被移交给了地方
政府，更名为“西海镇”。从此 221 厂也揭开了神秘的
面纱。2009 年 5 月，“原子城”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正式对外开放。

拍摄这张照片已经是 46 年前的事了，罗惠英
几乎把这张照片忘了。

“消失”近半个世纪的照片为何重现金银滩？
在 1993 年前后，四川绵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科学城技术馆向职工征集旧物件，俞锡君才翻出那张
藏在箱底 30年的老照片。不久之后，正在筹建中的青
海原子城纪念馆来绵阳征集实物的时候，那张照片又
回到最初拍摄的地方。

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这是基地唯一的私人合
影。而此时照片上的四个姐妹早已天各一方，断了
联系。

5 年后，2014 年 8 月 11 日至 12 日，西海镇举
行了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50周年纪念
活动，原子城纪念馆邀请了 221 位“核功臣”重回金
银滩，王兰娣也收到了邀请。

当王兰娣推开西海镇招待所的房间时，俞锡君和
罗惠英已经在那等了，唯独不见范德娟。

原来几年前，当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工作人员寻
访范德娟时，她已经生病了，没赶上这次重聚就去
世了。

“大家都两鬓添霜，脸上也挂了不少皱纹。”王兰
娣说，“即使三姐妹见面了也没聊那张照片的事。不
聊工作的习惯已经刻在脑子里了。”

退役后的原子城，研制原子弹、氢弹的 7 个
分厂和大量基础设施依旧保存。王兰娣、俞锡君
和罗惠英花了整整两天都没参观完整个原 221 厂
区，三姐妹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工作过的地
方这么大。”

正是那一次重返金银滩，她们才知道了“青海
221 厂”的历史。

就在四姐妹从上海到宝鸡的那一年，毛泽东提
出，“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人家说你
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
年的工夫完全可能。”当年 7 月，青海 221 厂开始筹
建。

在四姐妹来到金银滩的那一年，负责研制原子
弹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在她们来之前的
几个月就到了金银滩，先后有 1 . 8 万名技术人员、
工人和专家隐姓埋名来到这里。1969 年后，第九研
究院从青海 221 厂陆续迁往四川，并于 1985 年改
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那时，她们之所以能吃上蔬菜、猪肉和带鱼，则是
国家在困难时期对 221厂实行特殊供应和保障。

就算评不上高级工程师，也不提

那段经历

那张照片是王兰娣参与“造原子弹”的唯一凭
证。

2014 年之后，俞锡君给了王兰娣那张合照的复
制照片，王兰娣把它小心翼翼地夹在相册里。

1988 年，评高级工程师时，王兰娣提过一句自
己曾参与研制原子弹的工作。那时国务院、中央军
委作出了撤销国营 221 厂的决定。没想到王兰娣遭
到挤兑，“你这哪有原子弹嘛，一点原子弹的信息都
没有。”王兰娣没评上高级工程师，后来索性对那一
段经历一字不提。

王兰娣的简历里，关于那段经历，只有一句
话： 1963 年至 1967 年在青海西宁市 500 号信箱
工作。青海西宁市 500 号信箱是 221 厂的收信地
址。

1984 年，罗惠英收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颁发
的一份参与原子弹研制的荣誉证书。在 1988 年单
位评高级工程师的时候，罗惠英还是没有拿出那份
证书。当时罗惠英想的是，“还是保密一点好，就算评
不上高级工程师。”

有一次，孙女问罗惠英，要是当初在上海不去
宝鸡，到了宝鸡也不去青海的话，那她现在怎么着
也得是个资深医生了吧？罗惠英回答说，“没什么遗
憾的，参与造原子弹光荣！”

那张合影公开之后，并没有给三姐妹的生活带
来多大的改变。

在绵阳的俞锡君喜欢看电视和遛弯；在上海的
罗惠英每天给小区的老太太们读报纸、执着地每天
走一万步；在西安的王兰娣除了带孙子，就是看电
视。她最爱看的是《风筝》，最喜欢的角色是《风筝》
里的共产党特工郑耀先，“他死前唯一的愿望就是去
北京天安门看升旗！”

偶尔也有去过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同事或朋
友能认出王兰娣。有一次，王兰娣在单位医院拿药
时，被交费处的护士给叫住了。

“你就是王兰娣吧？”
“我应该已经交过钱啦。”
“不是不是，我在青海看到你的照片啦。你真了

不起。”
突然被夸，王兰娣还有些不好意思，忙说“没什

么没什么”。
再后来，单位里退休的老同事也有知道王兰娣

往事的，“王大姐，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啦！”
每次被夸，王兰娣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

(实习生杨海涛对本文亦有贡献)

图①：1963 年 7 月拍摄于青海金银滩的四姐妹合影。从左往右分别是王兰娣、范德娟、罗惠英和俞锡君

（翻拍照片）。图②：王兰娣近照。图③：罗惠英近照。图④：俞锡君近照。摄影：本报记者张典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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