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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曾这样形容十堰：十堰真奇怪，一条马路直通
外；说它是城市，种瓜又种菜；说它是农村，工厂山沟
盖。就是在这个偏僻的山区小镇，诞生了我国第二汽车
制造厂。

为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1969 年 10 月，来自全国
30 多家工厂、设计院和建筑单位的建设者以及竹山、
竹溪、随县、大悟、枣阳、汉川、汉阳等县的 2 . 5 万多民
工，汇集在十堰周围数十公里的工地上，拉开了建设第
二汽车制造厂的序幕。

二汽的建设采取“包建”和“聚宝”的方针。所谓“包
建”，是指二汽的 20 多个专业厂分别由第一汽车制造
厂、南京汽车制造厂、北京汽车厂及上海、武汉等地的
30 多家工厂负责，从设计、安装、生产准备、人员培训、
设备调试直到投产都“包”下来。

所谓“聚宝”，是指国家组织了 558 家技术、设备先
进的机械厂，为二汽制造了 2 万多台设备，组成了 500
多条生产作业线和 117 条自动生产线。

“包建”和“聚宝”的方针，使二汽建成后就成了我
国第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厂。

1975 年，二汽形成了第一个基本车型—— 2 . 5
吨越野车的生产能力。1978 年 7 月，形成了“东风”5
吨载重汽车的生产能力。第三个基本车型—— 3 . 5
吨越野车在试验的基础上于 1980 年经国家鉴定
定型。

规模巨大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形成了华中
地区一个新的机械工业中心，成为“三线建设”的一颗
明珠，对于改善我国的经济布局，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有着积极的作用。中外参观者来到鄂西北的十堰市，几
乎无一例外地发出感叹：共产党人居然在大巴山和秦
岭之间这片荒山野岭，建成了这样一座漂亮的现代化
汽车城！

均据新华社北京电

崇山深处汽车城

新中国峥嵘岁月

中非友谊的丰碑

有这样一条铁路，它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
拉姆，西至赞比亚中央省的卡皮里姆博希，越过“地球
的伤疤”——东非大裂谷，全长 1860 . 5 公里。这条贯
通东非和中南非的大干线叫坦赞铁路，是中非友谊的
丰碑。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非洲民
族解放浪潮中新独立的国家。但是，由于一些国家的封
锁，这两国的经济发展面临很大困难。因此，坦、赞两国
领导人向世界有关国家请求援建一条连接两国的
铁路。

1965 年 2 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访华。刘少奇
和周恩来在与尼雷尔会谈时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帮助
修建一条由坦桑尼亚到赞比亚的铁路。毛泽东对尼雷
尔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
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建
这条铁路。1967 年 6 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时，与
中国商定了修建坦赞铁路的相关事宜。同年 9 月 5 日，
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
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
协定规定：中国提供无息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贷款，
并派专家对这条铁路进行修建、管理、维修，培训技术
人员。

1968 年 5 月，中国派出勘探人员在极端恶劣的自
然环境中开始进行全线勘测设计。坦赞铁路于 1975 年
10 月试办运营，1976 年 5 月完成了全线工程收尾和
设备安装配套等工作。卡翁达总统后来说：坦赞铁路是
“我们与中国友谊和团结的纪念碑。”

一位西方工程师在参观过坦赞铁路后，感叹地说：
“只有修建过万里长城的民族，才能修建出如此高质
量、高标准的铁路。”

扬子江上架钢虹

1927 年，国外某桥梁专家在南京实地勘察后，留
下一句话：在南京造桥，不可能。然而，1968 年，就是在
这个“不可能”的地方，一座用我国自己研制的特种钢
材建造的大桥，建成通车了。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经历了 10 年时间。1958 年
11 月，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委员会成立。1960 年 1 月，
大桥主体工程江心桥墩正式开工。工程技术人员潜入
水下 60 多米，进行水下电焊和水下切割。到 1966 年 4
月，江中 9 个桥墩已全部造出水面。在“文化大革命”动
乱最严重的时候，大桥的建设仍加紧进行。1968 年，大
桥建设速度明显加快，建设者们全力以赴，全市人民也
热情援助。

当年的施工队长宋培起说：“许多人也许不知道大
桥工人的辛苦。冬天，在空旷的江面上，寒风凛冽，手摸
钢铁能粘掉一层皮，一天下来，常常手指都无法伸展。
夏天，混凝工人仍必须每天闷在严密的模型板和钢盘
中间，连续工作七八个小时，模板里面不通风，温度要
比外面高出 10 摄氏度。一天下来，他们的衣服上就结
了厚厚的一层盐霜……”大桥建设者们大兴勤俭节约
之风，划线工“量体裁衣”，节约钢材；钢筋工精打细算，
不浪费一根钢筋；电焊工连用剩下的一寸长的焊头也
舍不得丢掉。

经过建设者和南京人民的共同努力，1968 年 9 月
30 日，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建成通车，同年 12 月 29
日，公路桥建成通车。

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长 4588 米，铁路桥长 6772
米，是当时中国最大、桥梁技术最复杂的铁路、公路两
用桥。建桥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所创造的大量新工
艺、新技术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这是一种不解之缘—— 2019 年 9 月 26
日，是大庆油田发现 60 周年，也是他 83 岁的
生日。

他为石油而生。是他，挑战油田开发极限，
推动大庆油田连续 27 年年产原油 5000 万吨以
上，创造了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奇迹，为祖国建
设、发展源源不断地“加油”。

他叫王启民，大庆“新铁人”，“人民楷模”国
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闯将在此”——毛头小伙儿

“敢笑天下”

记者眼前的王启民，像个邻家老人。由于长
期野外作业，他早年患上类风湿强直性脊椎炎，
有些驼背。但一谈起攻克的那些石油开采难题，
便神采飞扬。

1960 年，还在北京石油学院读书的王启
民，来到刚开发的大庆油田实习。“当时，几万会
战职工住地窨子、啃窝窝头，人拉肩扛、爬冰卧
雪也要为国家找油。”他被这种场景震撼，毕业
后毅然重返大庆。

当时，外国专家的一席话深深刺痛了他的
心。“他们说，中国人根本开发不了这样复杂的
大油田。”王启民回忆。

“可这个油田是国家之宝啊！”王启民说，铁人
王进喜说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把国家
的需求作为奋斗的方向，干劲就来了。”

王启民等几个年轻人写了一副对联——
“莫看毛头小伙子，敢笑天下第一流”。横批“闯
将在此”。“闯中有马，我们把‘马’字写得大大
的，突破了‘门’框。”王启民说，我们一定要闯出
天下一流的开发路子来。

挑战迎面而来。早期，由于缺少经验，大庆油
田只能套用外国“温和注水，均衡开采”方法开发，

结果造成油井含水上升快，原油采收率一度不
到 5%。长此以往，将对油田带来极大破坏。

“大庆油田地下构造千差万别，有富油层，
也有薄差油层，怎么能以同一个水平开发呢？”
王启民质疑。通过不断试验，他提出“非均匀”
注采理论，使日产百吨以上的高产井成批涌
现，为大庆油田原油上产提供了重要保证。

“宁肯把心血熬干，也要让油

田稳产再高产”

上世纪 70 年代，一面是国家急需更多的
原油，一面是随着开采程度加大，油井平均含
水明显上升，油田开发又一次面临严峻考验。

1970 年，王启民和试验组一行在油田中
区西部开辟试验区。“有的井含水量上升，得
赶快想办法。当父亲的干啥，就是给孩子治病
啊。”他把油井当作自己的孩子。

吃、住、办公几乎都在现场，王启民和团
队坚持了 10 年。3000 多个日夜，他们白天跑
井，晚上做分析，和无言的地层“沟通”，终于
绘制出了大庆油田第一张高含水期地下油水
饱和度图，揭示了油田各个含水期的基本规
律，发展形成了“六分四清”分层开采调整控
制技术。1976 年，大庆油田年产原油攀上
5000 万吨。

为接续高产稳产，王启民又把目光瞄向
了表外储层，这是被国内外学界认定为“废弃
物”的油层。“这些油层虽然薄、差，但层数很
多，储量丰富。”王启民认为，既然禁区是人设
定的，就能打破它。

在质疑声中，一次次失败、一次次纠错、
一次次再来……王启民带队对 1500 多口井
逐一分析，对 4个试验区 45 口井进行试油试
采，终于找到了开发表外储层的“金钥匙”。这
项技术使得大庆油田新增地质储量 7 亿多
吨、可采储量 2 亿吨。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吃苦就是最基本的
准备。宁肯把心血熬干，也要让油田稳产再高

产。”这是“新铁人”的宣言。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大庆油田主力油层

含水超过 90%。王启民坐不住了，带队开展
“稳油控水”技术攻关，使 3 年含水上升不超
过 1%。到 2002 年，大庆油田实现了连续 27
年年 5000 万吨以上的高产稳产。

一生只做一件事——为祖国

献石油

如今，83 岁的王启民还坚持每天来到办
公室。“退而不休”的他又开展起新能源技术
研究。“我虽然岗位退了，但有责任为年轻科
研人员成长当好人梯。”王启民说。

对于经手的技术报告，他关注到小小的
标点符号，总是习惯用铅笔在报告上标注。
“这是平等探讨。”王启民表示，如果有不同看
法，可以随时改过来。

“要有铁人的‘拼’，‘十年磨一剑’的
‘傻’，向各种人物、事物学习的‘智’。”这是王
启民自创、秉持的新“三字经”。

从 23 岁北上来到大庆油田，王启民奋战
在这片热土，整整 60 年。

“我只是个普通代表，荣誉属于大家。”王
启民说，回首走过的岁月，感慨万千，仿佛又
看到了“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震撼场面，
又回到了探索先进勘探开发技术的火热一
线。（记者闫睿）新华社哈尔滨 9 月 30 日电

“新铁人”王启民：一生为祖国“加油”

作为年近 90 的院士，袁隆平还有哪些梦
想？默默无闻在核潜艇上工作数十年，是什么让
黄旭华“金子般的初心”始终不变？29 日，中国
工程院在京召开座谈会。荣获“共和国勋章”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黄旭华来到中国工程
院院士专家及工作人员中间，分享多年来潜心
科研的心得体会，鼓励大家继续前进。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袁隆平说，杂交水稻事业能取
得今天这样的巨大成就，归功于全国广大科技
人员的团结协作。科学研究无止境，作为一名老
院士，将以荣誉作为新起点，发挥老骥伏枥之
志，继续攀登新的科学高峰，为“藏粮于技”提供
科技支撑。

袁隆平动情地表示，自己有两个梦：第一个
是禾下乘凉梦；第二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是我追求的梦想，衷
心希望杂交水稻这一成果不但能解决中国人
吃饭的问题，同时也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发挥
更大的作用。”袁隆平说。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
困难“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攻克一个
又一个顶尖的技术难关……黄旭华数十年如一
日的“深潜人生”，令无数科研工作者动容。

黄旭华说，关键核心技术买不来，要不来也
求不来，都得靠自己。特别是在今天这种不断求
新、求变的情况下，往往会障碍重重，必须要有
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信心。

“我们搞科研的人，如果不把科研装到心里
面去，你很难出成果，需要把自己的一生放到科
研工作当中去。”黄旭华说。

“两位院士始终把国家的需要作为一生的
追求，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繁盛紧密联系在
一起。他们身上所体现的老一辈科学家矢志不
渝的爱国情怀、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甘于奉献
的高尚情操、心系人民的优秀品格，永远值得我

们学习和敬仰。”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院
士说。

座谈会上，中国工程院还向全体院士及
广大科技工作者发出倡议，号召大家向袁隆

平、黄旭华院士学习，学习他们科学报国、勇
攀高峰的爱国情怀，学习他们严谨治学、求实
奉献的科学精神，学习他们诚实守信、淡泊名
利的崇高品质，在重大科技领域不断取得新

突破，带头抵制浮夸浮躁、急功近利、投机取
巧等不良风气，坚守院士称号的学术性和荣
誉性。 （记者陈芳、胡喆）

新华社北京 9 月 30 日电

袁隆平、黄旭华院士在京分享科研心得

“始终把国家需要作为一生追求”

新华社香港 9 月 30 日电国庆之际，香港社
会喜庆氛围渐浓，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彩
旗、宣传画及标语在主要街道随处可见。与此同
时，社会各界举办多样活动喜迎国庆，祝福祖国。

9月 30 日上午，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
标中学 500 名师生，在学校礼堂举行“为祖国明
天奋斗 贺国庆 70 周年”主题早会。

早会由庄重的升旗仪式拉开帷幕。由 11 名
穿戴整齐、英姿挺拔的同学组成的国旗维护队，
迈着矫健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全场师生肃
立，跟着奏乐，一起合唱雄壮的国歌，深情注视
五星红旗徐徐升起。

黄楚标中学校长许振隆表示，每一个人都
需要为自己、为国家去奋斗。“同学们要好好把
握今天的学习机会，增长知识，让自己成为有成
就、贡献国家的人。”

“纵观近代历史，从曾经的丧权辱国到今天
的繁荣强大，这是一代代中国人用他们的血与
泪换来的，感谢这些为我们付出的人们。”参加

早会的高二学生何孝慈说。
“有国才有家，中国是我们的国，香港是

我们的家。”高一学生李泽铭说。高二学生蔡
东仪告诉记者，上一次阅兵直播的震撼画面
让她记忆犹新，她和姐姐约好明天一早一起
看国庆阅兵直播。

初二学生林钰潼说，自己特别关注国家
5G 技术和 C919 大型客机等创新科技。“中
国科技发展越来越好，长大后我也想为国家
的科技发展出一份力。”

早会上，师生们还演唱了《歌唱祖国》《我
和我的祖国》等歌曲，齐声祝愿“新中国 70 岁
生日快乐”。

30日晚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文艺晚会”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隆重举
行，约千名观众观看。晚会由香港同胞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筹备委员会、九龙
西区各界协会合办，通过大合唱、粤剧表演、舞
蹈表演、魔术、传统乐器演奏等多姿多彩的节

目，祝愿国家和香港的未来更加繁荣。一个个
精彩的表演引来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九龙西区各界协会会长樊敏华在致辞时
表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来，跨过无数困难
与挑战。现在，国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社会民生、经济科技等领域均取得巨大成
就，我们身为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他指出，香港今天的成就，是几代香港人努力
建设的成果，必须珍惜。他呼吁市民要守护香
港法治，停止一切暴力，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从深水埗专程赶来观看演出的吴女士对
记者表示，在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这
个重要日子的时刻，参加此次晚会特别有意
义。国家今日的富强是所有中国人共同努力
的结果，也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我们应该支
持国家，为国家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此外，有逾百名市民 29 日上午在维多利
亚公园举行国庆快闪活动，其中有不少人在
脸颊贴上国旗贴纸，大家喜气洋洋、神情愉

悦。市民们在维园体育场中央，每人手拉国旗
一角，拉起一面巨幅国旗，其间不断高呼“中
国加油”“祖国万岁”等口号。其后大家围绕国
旗，一起合唱歌曲《歌唱祖国》，期间不断有路
人加入合唱，并拍照留念。

活动参与者田小姐说，她一直热衷于参
与爱国爱港活动，也积极发动身边的朋友一
起参加，这次快闪活动的形式很新颖。不少参
与活动的市民表示，新中国即将迎来 70 岁生
日，而香港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参与国
庆活动，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

29 日上午，数百位身穿红色上衣、脸上
贴着国旗贴纸的香港市民，在太平山顶广场
举着大大小小的国旗，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唱响《歌唱祖国》《生日快乐》等歌曲。当
天，还有数十位市民齐聚沙田，手执红气球，
拼出大型“ 70”字样，其后将手上的红色气
球放飞天空，寓意祖国腾飞，庆贺新中国 70
华诞。

香港社会举办多样活动喜迎国庆祝福祖国

▲大庆“新铁人”王启民手拿含油岩石样本介绍情况（6 月 28 日摄）。 新华社发

共 和 国 荣 光

▲这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新华社记者李贺摄▲这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 新华社记者李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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