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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梁衡

一

树不在高，有故事则名。
想不到戈壁滩上一棵普通的榆树却出了大

名。我正苦于在边疆地区找不到有故事的人文
古树，新疆的一位朋友突然来电话说，他们那
里有一棵老榆树，与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试验有关，被当年领导核试验工程的张爱萍将
军命名为“夫妻树”。我听后大喜，放下电话，稍
加准备便飞往现场，这次找树真可以说是不远
万里了。

到达马兰原子弹试验基地的当天下午，我
就迫不及待地去拜访这棵夫妻树。所谓基地，
包括当年各种科研、试验、后勤、生活机构和原
子弹靶场，共 10 . 2 万平方公里，是一个比浙
江省还略大、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天佑中华，
除明山秀水外，又专门给我们留下了这块可
以升起蘑菇云的无人区。1958 年，测量部队在
这里打下第一根界桩，惊天动地的事业就此拉
开序幕。

车在荒原上颠簸前行，路边西北荒漠中常
见的沙蒿、红柳、骆驼刺、芨芨草，都被风吹
得东倒西歪。虽是七月天，仍然见不到多少
绿色。终于进入一条宽阔的滩地，眼前出现
了三三两两的榆树。在西北，雨季的洪水就
是一架巨大的推土机，常把地面推出各种沟
槽，土下面存了一点水，就能养活几棵树。同
时，水过地平，人又借以为路。因此，在荒原
上水、树、路，总是天然地共生在一起。旅行
者只要望见一线绿色，那里便有生命、有人
迹了。不同的是，晋陕一带的黄土高原，土质
松软，水将土地切割成深深的沟壑；而在新
疆坚硬的戈壁滩上，水只能冲出一条浅阔散
漫的沟滩。渐渐前面显出一团团的绿色，树
多了起来，沟里也有了一点生气。突然出现
一峰骆驼，挡在车前，瞪大眼睛看着我们坐
的这个铁怪物，远处更多的骆驼在树荫下观
望。但树，却只有一色的榆树。在戈壁这种
“夏日如烧，冬风如刀”的大环境下，能够存活
的大乔木只有榆树。这时连大名鼎鼎的胡杨
也不见了踪影，更不用说所谓“岁寒而后凋”
的松柏了。大漠最可怕的不是寒，而是干。要
窒息生命，干涸比寒冷更彻底。我们顾不及眼
前的景色，飞车掠过两边的山、石、树、驼，直奔
那棵夫妻树去。

“风打沙埋流云过，独向苍天不问年。闲看
天边蘑菇云，静听落叶打脚面。”这是一棵很
老、很有资格的老榆树，它独立在宽阔的河
滩上，背景是远山的红色岩石，脚下是灰色
的戈壁砂粒，不远处几只悠闲的骆驼在吃
草。老榆树的根怎么扎进这铁硬的地面，我
们不得而知，只知道它一出土就是这样的悲
壮、苍凉。树分两股，一股粗壮高大，顶天立
地；另一股也是同样的粗壮，但长到一半时
突然停止，便依偎在这高股之旁，成连理之
状；又有更小的一枝，修长可爱，藏于两股之
后。他们相互搀扶提携，像一个温馨的三口之
家。来时，我已经注意到了，戈壁榆多是二三枝
连体，相濡以沫，大约是为了互借阴凉，抵御风
沙。

这株夫妻树浑身的树皮已龟裂成手掌大
的碎片，贴着树身拼接成不规则的网状。每块
裂片就像春天犁沟里翻起而又被晒干的泥巴，
乍尾翘角，七楞八瓣，摸上去生硬。而树纹也
如犁沟之深，我的小臂可以轻松地嵌入。常见
有表皮龟裂的树，顶多皮厚如铜钱，纹宽若小
指。这戈壁空间之大，竟连树纹也这样地放大
了。我知道这是一种适者生存的自我保护，当
夏季洪水来时，它就狂喝猛长；雨季过后，风
吹日晒，它就炸裂表皮，切断毛细管道，减少
蒸发。在这亘古荒原上，它日开夜合，寒凝暑
发，生而裂，裂而生，年年月月，竟修炼出这副
铁打的铠甲，甲内静静地裹着一位大漠戈壁的
守望者。

老榆树头顶上的枝极细，叶极小，灰绿色。
经风吹沙打早已锈成一团乱麻。细如钢丝的经
年枯枝穿插其间，那是它的白发。

二

一棵树怎么会和原子弹有关？又为什么被命
名为“夫妻树”？

原来，原子弹爆炸试验，首先要找一块没有
人烟的地方做试验场，还要有一批愿意隐姓埋
名的人去干活。保密，成了试验工作的第一条铁
律。当时调干部谈话，第一句话就是：“你愿不愿
意隐姓埋名？”后来形成了一个口号：“干惊天动
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我们许多科学家、将军，
甚至一个单位、一支部队，突然就从正常生活中
消失了。每个人对自己干的事，上不告父母，下
不告妻儿。

1963 年，即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前一年，北
京某部一位女副所长被通知去罗布泊参加试
验。她兴奋得一晚没有睡着觉，但是第二天只对
丈夫淡淡地说了一句：“我要到外地出趟差。”
对方也随便回了一句：“好啊。”两人就这样平
静地告别。妻子一进基地就是几个月。离基地
不远处有一条季节性洪水沟，长满榆树。一条
简易公路从沟里穿过。一天她正在树下等车，
望见远处一个军人扛着箱子向这边走来，身形
很像自己的丈夫。她瞪大眼睛，等到走近，果然
是他！原来那天离家时她丈夫也接到了出差通
知，但他们都严守保密规定，相互不多问一句。
今天树下相见，才知干的是同一件工作。一个
多月以来两人近在咫尺，说不定传送的样品、
文件上都有对方的指纹，却不知心爱的人就并
肩战斗在身旁。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但远远超
出了《槐荫记》之类的树为媒，而是“树为题”，
是上天来借题点破天机。张爱萍将军听到这件
事后感动地说，真是一双中华好儿女，这树就叫
“夫妻树”吧。

原子弹试验，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头等大
事，都会以各种方式写入历史。但是谁能想到中
国的原子弹试验，却是用一棵老榆树来记录其
中一个最感人的侧面。而这棵“夫妻树”在 44 年
后的 2008 年，被评为马兰原子弹试验基地 20
个纪念标识物之首(其余还有将军楼、气象站
等)。

三

看完夫妻树，我们继续沿着这条沟慢慢前
行。漫散在戈壁滩里的老榆树，或扎根石缝，缘
山而生；或俯身石滩，如老龙卧地；或挺身谷口，
壮士当关。虽姿态各异，都在对天发浩歌。面对
寂寞在戈壁，它们要说点什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无数的科学家、将军、
青年知识分子，告别条件优越的大城市，告别国
外的优厚待遇，来到这个叫作马兰的戈壁深处，
其势很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的青年奔赴
延安。但除了没有战争，大戈壁的生存条件还远
不如当年的延安，要饱受寒暑之苦、风沙之苦、
干渴之苦，还有三年困难时期带来的饥饿之苦。
但最难熬的还是与家人隔绝的寂寞之苦。原子弹
试验严格保密是各国的通例，但是，还没有哪一
个国家在核试验起步时像中国这样穷。他们都有
优厚的物质条件来为保密工作补偿和润色，来还
这一笔人情债。美国是第一个搞原子弹的国家，
可以动用一个空降师到敌国去偷回一个科学家。
可以在荒漠上建起一座科学城，有自己独立的户
籍、邮政、交通和生活供应系统。科学家不必“上
瞒父母，下瞒妻儿”，而是把全家搬来城里“伴
研”。而我们却有多少个家庭十年、几十年地在保
密、无告、猜想、恐慌中苦熬、苦等。离家工作的

人儿也在两难中纠心。观看当年的纪录片，猎猎
漠风中，马兰基地某单位的门柱上大书着这样
一副对联：“举杯邀月，恕儿郎无情无义无孝；献
身科研，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心。”横批：“忠孝难两
全。”忠孝难两全，舍家是为国。戈壁大漠里的秦
时明月，见过马革裹尸、勒功楼兰的将军，但没有
见过这样不求一名的团体。

那个女所长夫妻算是幸运的一对，他们虽
在京城离别时打哑谜，却又在老榆树下鹊桥会，
他们的故事已与原子弹试验同垂青史。老榆树
下还有为这个故事立的碑。后来，我翻看相关资
料，同屋不知情、同锅不知事、同衾不问业的保
密夫妻不知有多少。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小夫
妻俩本在国外过着衣食无忧、两诚无猜、功业圆
满的好日子，新中国成立，毅然来归。钱三强找
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你是否愿
参加。但这工作要严格保密。”邓一口答应，他只
对妻子说了一句：“我可能要出个远门。”妻子也
再不多问一句。可这一出远门就是 28 年。1964
年 10 月 16 日原子弹爆炸，他的岳父许德珩(时
任全国政协常委)拿着一张《人民日报》号外问
严济慈(物理学家)：“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造
出原子弹？”严说：“你回家去问问你的女婿吧。”
许一脸雾水。

原子弹的关键部件是铀核。为求能精确加
工，核基地工厂在全国举行了一场“比武招亲”，
上海市年仅 20 多岁的六级车工原公浦被招上
了。他与集万千宠爱在一身的“原子公主”结
了亲，却要远离妻子和怀中的婴儿。临出门时
他拥抱了一下妻子郭福妹，只轻声说了一句
话：“我上班去了，你要把孩子带大。”这话有
点秋风易水寒，壮士西去不复还的味道。当
时铀的国际价格是每克 4000 美元，但就是
这么贵也买不到。于是，我们举全国之力，日
积月累，终于为原公浦凑够了鸵鸟蛋大小的
一块铀原料。这可是全党、全军、全民的心肝
宝贝。原公浦一肩担国家，万里赴戎机。为不
负重任，他和团队封闭训练了半年多，体重减
了四分之一。最终他只用三刀就切出了合格
的铀蛋。胜利那一刻，他一屁股瘫坐在地板
上。为此，周恩来特批给基地每人二斤猪肉，
原公浦只不过比别人多了 10 元奖金，还有一
个绰号“原三刀”。中国古典诗词中有不少写
闺中少妇思念丈夫戍边的句子。“打起黄莺
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这时在上海的妻子郭福妹无论怎样的设想、
思念、做梦，也梦不到丈夫在西北干着这样一
件天大的事。

生者长缄缄，逝者恒已已。最可爱的是那些
基层的战士、职工。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却知道这件事最神圣。战士刘春光牺牲在工地
上，司令员抱着他的遗体，含着泪花大声喊道：
“导弹，知道吗？小刘，咱们是搞导弹的！”多少年
后，当两弹一星已成为中国人骄傲的里程碑，某
基地在梳理这一段奋斗史时，登报寻找本单位
的无名英雄，四川的一位老妇人拿着报纸，对着
墙上自己老伴的遗照喃喃地说：“老伴啊老伴，你
干了这么大一件事，到走也没有跟我说一声呀！”
天将降大器于斯民也，必将凝其志、一其心、守
其拙，然后方成正果。春雷一声，原子弹爆炸成
功了，中华民族终于有了国之最大、最重之器。

四

现在的马兰基地大不一样了。经多年建设，
这里宛然已是一座绿色科学城。城中的树种，仍
以榆树为主。只不过因为有水源保证，又经人工

的修剪、嫁接，这“榆”家大院人丁兴旺，蔚为壮
观。有任性生长的原生榆，与白杨比肩，同向蓝
天；有修剪成圆球形，约一房高的馒头榆；有喷
泉一样冲到空中，又缓缓垂下柔枝的龙爪榆。最
奇怪的是主干道边的绿化榆，是我从来没有见
过，也绝对想象不出来的“燕尾榆”。我见过的嫁
接榆树，只是在树型、颜色方面有变，而叶片的
形状、大小是始终不变的，如近年来城市里出现
的金叶榆，灿若黄金，但也还不脱其形。而现在
路边的这种榆，在离地一人多高处植入接穗，其
枝便一发不可收地喷向天空，在行人的头上搭
起一道绿色天棚。它的叶片异常巨大，我伸手采
了一片，比一个男人的手掌还要大，是普通榆叶
的七八倍。叶形也不是一般的鱼尾状，而呈宽阔
的纺锤形，快要收尾时又探出两个尖尖的尾巴。
可见榆树这种树基因极好，它在苦水里泡大，浓
缩了生命，稍微改善条件，便爆发出无穷的活
力。

榆树是个大树种，它所在的科、属、种三级
都以“榆”命名，它是一个集团军的司令，或者一
个舰队的旗舰。榆家军有多少兵种，实在说不
清。

我对榆树的印象是它的生命力无处不在，
自生自长，从不有求于人。少时在北方的农村里
随大人栽树，栽桃、李、枣、杏，栽杨、柳、槐等，但
从来没有听说过专门栽榆树的。每年四五月间
春风一起，满天都是翩翩起舞的榆钱，那就是它
的种子。在河边、路旁、墙根、院角，甚至房顶上
的砖缝瓦沟里，一场新雨过后都能长出一窝一
窝的榆苗。对榆树来说，春天里要做的一件事
不是“栽”而是“拔”，你若不随时拔掉它，它的
根就会穿透你的房顶，撑裂你的院墙。我看到
过从南京明城墙上取下来的一株小榆树，其根
伸进墙缝，竟清晰地拓印出当年烧砖工匠的名
字。它有穿越时空、探囊取物、铸印历史的本事。
我也亲历过与小榆苗的较量，这可不是一般的
拔草、间苗，而像是从混凝土墙里往外抽一根废
钢筋。榆苗未曾出土先有“韧”，长到一尺成钢
丝，不管你怎么使劲，哪怕捋脱它的绿皮，只剩
一根白色的筋条，它还是不肯投降。而这时你的
手指反倒被它勒出了血。世上大概再没有这么
顽强的树种了。就因它的韧性，榆条常用来当绳
子捆扎柴草；榆皮被孩子们拧成“皮鞭”，甩得震
天响；榆皮面则被农家的主妇们调和其他杂粮
去下锅；榆木一般会被派去做车轴或者油坊里
榨油用的“油梁”，总之是在干最重、最苦的活。
如要形容人之老实、坚守，则曰：榆木疙瘩。遇有
荒年，榆树首先挺身而出，舍己活人。当年在马
兰基地，部队断炊，许多人缺乏营养得了夜盲
症，就是靠吃榆树皮挺过来的。所以马兰人称它
为功勋树。

榆树性格坚韧、无私、无求的一面我是早
就知道的，这次来到大戈壁，又发现了它沉默、
忍耐和坚守的一面。这株夫妻榆在荒凉的戈壁
滩上一直坚守着等待什么？它终于等来了一群
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等来了共和国的天空升
起了蘑菇云。就像原子这个东西，自有宇宙便有
它，它一直等待着，终于等来了卢瑟夫、爱因斯
坦这些物理学家去发现它，打碎原子壳解放它，
释放出了惊人的能量。榆树长在西北，蘑菇云就
升起在西北，冥冥中有什么缘分吧。

美哉大榆，天假其威，地予其强；能屈能伸，
能收能藏；生性最韧，生命最坚。大哉戈壁，天高
地广，亘古茫荒；原子裂变，宇空吸张。春雷一
声，国运翻转。

让一株西北的老榆树来为原子弹试验的成
功写照，正是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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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学富

1942 年 7 月 10 日，朱德总司令与徐特立、谢
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四老相邀游南泥湾，看到昔
日荆棘丛生、荒无人烟、野狼成群的南泥湾变成了
青山绿水、稻田葱绿、牛羊遍地的“塞上江南”后，
非常高兴，为延安开展的大生产运动点赞，赋诗

《游南泥湾》一首，赞道：“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
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
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小憩陶宝峪，清流
在怀抱。”

诗中提到的“马兰造纸”即马兰纸，当时延安
印刷报纸、文件，出版书籍用的都是这种纸。笔者
曾经在延安革命纪念馆见到陈列的马兰纸，它的
发明者是当时延安的青年化学家华寿俊。

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延安的物资短缺，
条件艰苦，粮食等各种给养的供给十分困难。抗
战全面爆发后，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形成，边区政府和军队不断发展，各种物资的需
求也在增大，尤其是印刷纸张奇缺，影响了边区
新闻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
华报》1938 年 6 月 30 日曾发一则“启事”说：
“因值抗战期间，纸张来源困难，本报自六月份
起已将报纸出版份量减少一半。”当时，边区的
印刷纸张原料主要是废麻袋，产量少且质量低
劣，很难用于印刷。1939 年 11 月，边区政府安
排华寿俊到陕甘宁边区的振华造纸厂工作，担
任技师、工务科长，任务就是提升印刷纸张的质
量，解决边区新闻刊物、文件、教学书本等印刷用
纸的难题。

华寿俊经过调查发现，用农作物秸秆做原料，
其纤维的强度太低，可是陕北的树木又较少，造纸
原材料匮乏，他认为要想制造出高质量的纸张，首
先要解决原料问题。他在一次边区组织的大生产
运动的开荒劳动中，被一种草缠住了锄头，当他清
理时，发现其纤维的韧性很强，旁边的人向他介绍
说，这叫马兰草，老百姓的毛驴如果被它缠住了腿
脚，都很难脱身，所以当地群众称为“扯倒驴”。在
陕北的漫山遍野生长的都是这种草，因其纤维精
密且坚韧，不好消化，连牲口都不吃，当地农民拿
来搓绳用。华寿俊喜出望外，真是“踏破铁鞋无觅
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罗夫的通讯《马兰草——— 一位青年化学家发
明的故事》(刊登于《新中华报》1940 年 12 月 8
日)写道：“他放下锄头，两条浓黑的眉毛一皱，
棕红色的面颊，掠上一道严肃的光辉，站在开满
兰花的马兰草坡上默默地思索。”华寿俊端详着
马兰草，心里想如果把这种草作为造纸的原料，
不但成本低廉，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
他立即开始试验、试制，终于成功地用马兰草造
出纸来，不仅边区缺纸的状况得以改善，而且制
造出的纸张质量好。《新中华报》报道说：“青年
化学家的尝试成功了，边区漫山遍野的马兰草，
变成丰富的造纸原料，现在已用了 10 万斤马兰
草造成 20 万张纸，印成各种书报刊物，边区的
新闻事业，获得极大的帮助。因为他的制法简
便，节省了很多人力与时间，纸的产量大增，过
去造蔴纸，每月只产四五百刀，现在草纸每月产
二千刀，最近要扩大纸厂，实现每月产二十五万
张纸的计划。”

罗夫在通讯中详细介绍了造纸过程：一选
料，去掉杂草与尘土；二切断，将草切成寸许长；
三煮浆，用土碱与石灰作用，产生苛性钠；四压
碾，打成纸浆；五洗浆，即过滤；六挠纸，放上竹
帘；七晒纸，整理压光。由于马兰草造纸法的成
功，边区政府在延安紫坊沟兴建了造纸厂，又在
南泥湾等多处兴建了几家造纸厂，规模最大的造
纸厂是边区政府的振华造纸工业合作社。《新中
华报》1940 年 8 月 13 日刊登江湘采写的报道

《振华造纸厂参观记》说：“现在该厂产量已比前
增加，每日产大廉纸六千六百廉，每月约十五万
张(以前每月约产十万张)。纸呈米黄色，质地亦
比以前好，厚薄适度，洞眼不大，附着的渣滓较
少，纸的拉力也很好。”

为表彰华寿俊的突出贡献，1940 年，陕甘宁
边区政府授予他“劳动英雄”称号，朱德为他颁
奖，并在家中接见了他，称他为“我们的发明家”。

马兰草造纸虽然成功了，但是在蒸煮纸浆过
程中还存在一些缺陷。《解放日报》1941 年 5 月
20 日刊登的新华社报道《大锅——— 边区工人的
发明创造之一》记载了华寿俊蒸煮和碾浆的过
程：“买十个汽油桶，把两个桶子煮碱，八个桶子
煮草，事先把草拌上石灰，然后盛入碱水，装入段
草，盖上石板，经过八小时的蒸煮，一桶能出四十
多斤，每天日夜蒸煮两次，八桶能出六百多斤，这
是唯一的蒸煮办法。”由于纸厂规模扩大了，生产
能力增加了，原先的 10 个汽油桶已不能满足生
产需要，而且原先蒸煮法用碱量多，造成成本过
大。为解决这一现状，造纸厂在边区政府开展的
五一竞赛中，号召“技术民主”，还鼓励工人们搞
一些小发明。

由于马兰草造纸工艺不断改进，生产厂家和
产量迅速增加，边区政府公营造纸厂由 1940 年底
的 3 家发展到 1941 年底的 10 家，年产量由 833
令提高到 2147 令。到 1942 年底，公营造纸厂发展
到 14 家，私营造纸厂 48 家，年产总量 6849 令，基
本上满足了边区出版、办公、学习和生活用纸。

延安马兰纸

拾拾遗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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