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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元一斤”吃上好黄瓜

国 人 不 要 忘 了 他

总第181期
14版

毕生科技报国的彭士禄院士，是革命家彭湃的儿子，是我国科技界深居简出的“扫地僧”

中国核动力事业“垦荒牛”的“澎湃人生”

本报记者谢佼

　　 11月 18日，在北京的一个医院里，一个蛋糕，满屏祝福，在
女儿彭洁的陪伴下，彭士禄幸福地度过了 95岁生日。这位须发
皆白的老人抱着一个维尼熊，笑得像孩子一样。
　　他的名字很少为外界知晓，他的事业却改变了世界格局。
　　他是我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是当之无愧的我国核动力
事业“垦荒牛”。在他长期秘密工作过的四川基地，许许多多的老
同志都是他的“科技铁粉”“迷弟迷妹”。
　　他是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11 月 8 日，第十三届光华工程
科技奖揭晓仪式在京举行，彭士禄荣获中国工程界最高奖
项———“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成为继朱光亚、钱正英、徐匡迪、
钟南山、潘家铮、师昌绪、张光斗等院士之后，第八位获得此项殊
荣的科学家。
　　他是革命家彭湃的儿子，是我国科技界最为深居简出的“扫
地僧”，一辈子不居功、不求名、不逐利，将毕生智慧都倾注于科
技报国上。他初心拳拳，时刻牵挂着我国核动力事业，为之奉献
一切。

掌握人类智慧最强的火焰

　　且让时光倒回到 1958年。
　　核潜艇是世界大国最有效的战略核打击手段之一，拥有弹
道导弹核潜艇的国家才称得上是真正具备核反击能力的国家。
当时，核潜艇已经诞生，美国、苏联等先后拥有了核潜艇。
　　新中国遭受到核威胁、核讹诈后，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
决定，上马中国原子能工业。原子弹、氢弹和核潜艇这“两弹一
艇”，成为最急迫的安全屏障。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泽东的这句名言，至今仍
铭刻在中国核动力设计研究院的陈列墙上。
　　 1958年，中国研制核潜艇工程启动，彭士禄受命主持核动
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该工程和研制原
子弹一样被列为国家最高机密。
　　中国曾寄希望苏联给予核潜艇研制技术援助，但苏联没有
答应。1959年 9月，赫鲁晓夫到中国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
典，毛泽东在同他会谈时，再次提出核潜艇援助问题，却被一口
拒绝。
　　核潜艇研制涉及 23个省市，2000多个单位，4万多台设备，
哪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全局。当时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
彭士禄顶着巨大压力，立即将情况通过聂荣臻向周总理反映。中
央大力支持，为核潜艇研制大亮绿灯，涉及哪里，一律以此为重，
恢复相关科研生产秩序。
　　“研制核潜艇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政治！”彭士禄在大会小会
上，一次次强调。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不提阶级斗争是难以想象的。台下与会
的人们都惊呆了，会后他们悄悄告诉了彭士禄的妻子：“他不怕
有人检举揭发啊！真是胆大啊！”
　　他襟怀坦荡，只认真理，只怕核潜艇事业不成功。
　　这种只认真理的风气，迅速在科研领域转化为生产力。
1970年 8月 30日，彭士禄领军建造的中国第一座潜用核动力装
置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主机达到满功率转数，相应的反应堆功
率达 99%。
　　 1970年 12月 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在粮食不够、靠野菜充饥的年代里，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
造出了第一艘核潜艇，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 5个拥有核潜
艇的国家。我国成功击破了那些超级大国的核威胁、核讹诈、核
封锁，掌握了人类智慧最强的火焰。
　　这背后，隐藏着彭士禄等科学家几代人怎样的奋斗？

奋起世代忠烈 尝遍百家辛酸

　　彭士禄的父亲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定的战士之一。
　　彭湃 1896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县一个大地主家庭，1917年
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日本接受了马列主义思
想，并经历了“五四运动”。1921年，彭湃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到
家乡，办教育、办报纸，到农村开展革命运动。1922年 7月，彭湃
成立了海丰县第一个农会，干革命烧掉自家田契，将家产分配给
农民，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妻子蔡素屏剪
掉缠脚布、识字学文化，卖掉陪嫁的金银首饰，把钱捐出来作为
农会的活动经费。
　　 1928年，海陆丰农民运动失败，3岁小士禄的母亲和父亲
先后被杀害，国民党搞白色恐怖，到处搜寻彭湃后人，要斩草
除根。
　　彭士禄现在依稀记得，在一个黑夜里，他们先是逃到了一个
牛洼里去，待了一晚上，后来又辗转到好几个村里。后被七婶带去
香港，再到澳门与祖母会合。
　　在澳门，一家人很困难，靠糊火柴盒维生。七叔彭述也是共产
党员，1931年把小士禄带到了潮汕地区。地下党组织把他送到了
山顶的阿妈家，那时他才五六岁，后来又在山下的阿爸家住过。
  再后来，他又住在韩江一带的杨姓的爸爸家，准备等待合适
的机会去瑞金苏区。结果在去瑞金的路上，两位带他去的东江纵
队负责人牺牲了，小士禄由红军游击队队长陈永俊带回了自己
家，由他的母亲潘舜贞抚养，小士禄称她为姑妈。在这里，小士禄
待了一年。姑妈家很穷，但是姑妈一家和全村的百姓们硬是一起

凑钱，把小士禄送去了学堂，让他读书受教育。
　　 1933年阴历七月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了陈家，姑
妈一家和小士禄一起被逮捕，押送到潮安监狱。由于年纪小，
小士禄和姑妈一起住在女牢房，在这里他还见到了山顶阿
妈——— 为了小士禄这个烈士后代，两个妈妈都被抓进了监狱。
  几个月后，小士禄又被单独押送到汕头石炮台监狱，在这
里他被国民党反动派列为小政治犯。在监狱门口，国民党还给
他照了一张照片，登在当时广州的民国日报上，标注着“‘共
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师捕获”，目的是为了邀功。
  那时，小士禄吃的饭里都是沙子、虫子，他周身长满虱子，
没有被子盖，盖一个破麻袋。一年后，他又被押送到广州感化
院，在这里小士禄差点病死，他发高烧，浑身打摆子，全身瘫
痪，上厕所也要爬着去爬着回来。
　　他在感化院待了一年后被遣散，回到潮安当了小乞丐，跟
着隔壁婶娘乞讨为生。不久后，他再一次被抓，关押到潮安监
狱。后来，在地下党组织和爱国人士的帮助下，他被祖母认领
出狱，几经辗转，直到1940年底才到了延安。
　　“那位记不住名字的阿爸对我很好，我看见旁边人家种着潮
州柑，嘴馋，阿爸便拿着打来的鱼去跟人家换柑给我吃。”彭士禄
曾深情地回忆，“从4岁成为孤儿直到延安，我在几十位老百姓家
里住过。他们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我一点也没有缺失家人的那
种亲情和爱。我深深地感到老百姓那种深情厚爱，我就是工作一
辈子、几辈子都还不完这个恩情。”

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

　　在延安，这批历经磨难的红色孤儿，终于有了安静的书
桌。彭士禄常常对同学们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斗争，有
的还流血牺牲了，要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
怎么对得起党？”
　　1951年，品学兼优的彭士禄通过考试赴苏联留学。每一
名留学生都知道，当时我国培养一名留学生所花的费用相当
于培养国内25名大学生。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必须抓紧时间
努力学习，学好本领，奉献祖国。
  彭士禄学的专业是化工机械，他所有的功课全部是优秀
成绩。毕业时，获得了苏联颁发的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
　　1956年，彭士禄即将本科毕业时，正逢陈赓大将访问苏
联。陈赓把他叫到大使馆，跟他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优秀
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毫不犹豫地回答。
从那一刻起，彭士禄就与共和国的核事业紧紧连在了一起。
　　学成回国，他在原子能所工作，主攻核动力。苏联撤回援
华专家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彭士禄和同事们的必然
选择。
　　 1965年，数千名工程技术人员从全国集中到了四川一个
地图上找不到的荒僻山谷。我国第一个核动力研发综合基地
就此诞生。
　　住“干打垒”的半地下室，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
没有资料、没有图纸、没有设备、没有经验、没见过实物……这
些困难阻挡不了人们报国的脚步。在完成第一代核动力陆上
模式堆初步设计的同时，物理热工、结构、应力、焊接、水力、化

学、控制等 15个实验室的设计也相继开展。
　　各研究所相继搬入，科研人员和家属登上闷罐车，许多人
不知道去哪里，闷罐车停停走走，一个星期才到目的地。这里，
生活区离工作区数十里地，没有燃料，没有蔬菜，子女入学、入
托无门，只能被锁在家中与小人书做伴……
　　当时，设备安装十分困难。重达 60吨的反应堆压力容器，
需十多辆汽车牵引，小心翼翼地翻越十几公里山路；没有大型
装卸设备，只能发动群众推、拉、顶、吊，将其“挪”进厂房。
　　那时，设计队以农村小学校作为立足点，男同志全部住在
小学校礼堂，竹片床，打通铺，与鼠蛇共住；女同志住在公社木
楼角上。借两间教室，作为设计室。点煤油灯，照明设计。伙食，
自己办。冬天陋室四面透风，不蔽风寒。
　　每天朦胧将晓之际，在万籁俱寂中，用纸制的土广播筒向
山谷、盆地周围农村喊播着时事要闻，女高音悠悠传遍山谷。
　　地质队带来柴油发电机，晚上放电影，引来了满山火龙，
老乡们都打着火把下山来看电影。这在山谷中是千年盛事。
　　有一次，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来四川基地考察。他进
了山沟里，想给远在日内瓦的夫人打电话报个“平安”，却被告
知没有能通到国外的长途电话——— 这里打电话得经过地方邮
局转接，通话质量差，与北京通话都得扯着嗓子喊。

实干永远出真理

　　生活的困难尚在其次，科研的困难才是百爪挠心。
　　“困难时期，我们都是吃着窝窝头搞核潜艇，有时甚至连
窝窝头都吃不饱。粮食不够，挖野菜、白菜根吃……那时没有
电脑，就拉计算尺、敲算盘。那么多的数据，就是这样没日没夜
算出来的。”彭士禄回忆说。
　　当时，许多人对“核动力”的知识都几乎为零，他们“有学
电的、有学化工的、有学仪表的”，无论在设计还是在建造过程
中，对某个技术上的问题意见不一致，甚至发生激烈的争论，
就成了“家常便饭”。
  各种争论太多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出现这种情
况，彭士禄就对研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
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
　　为了验证物理人员几个月来手摇计算的结果，彭士禄与
韩铎、周明生、焦增庚、毛玉姣等人多次往返原子能所零功率
堆上做试验。为了在大气压等具体参数上取得准确数据，彭士
禄和同事们通过国家工业技术大调查后，长期对参数和主方
案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论证。
　　“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工程下马，彭士禄还利用
在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教学的条件，带领韩一洽、潘系人、裘
怿春、刘聚奎等技术人员，忍饥挨饿坚持在北太平庄搞科
研。大家硬是凭着坚信核潜艇上马的信念，“钻进去，迷上
它”，克服重重困难，在理论设计上突破了堆芯控制布置方
案的设计。
  他们着迷到什么程度？据回忆，有一次，为改善几位单身
汉的生活，彭士禄特意安排几位攻关者到家吃饺子。吃饭前，
夫人马淑英手抓一把筷子摆上桌，几位技术人员竟从马淑英
手握筷子的一瞬间获得灵感，联想到反应堆控制机构的突破。
　　因为被封锁，一切靠摸索，争论时刻不停。围绕采用什么

堆型形成的争论，尤其尖锐。彭士禄综合团队意见，对国外资
料和国内重水堆实地考察，经过认真计算、比较，提出一套在
陆地上建造模式堆的设想。然而，这种设想被一些人全盘否
定，力主把反应堆建在艇上，一步到位。
　　彭士禄据理力争：“中国亘古至今没建过核潜艇，核潜艇
是何物？只有在国外发表的照片和公开出售的玩具上见到。如
果没有一个模式堆做实验摸索，进行科学论证，心里没底，是
纸上谈兵。陆上模式堆不是仿真机，不是计算机模拟，而是真
枪实弹，是完完全全的原子反应堆！”
　　两种意见方案立即层层上报，经过激烈争论和反复论证
后，周总理表态：为核动力潜艇一次建成试验成功，必须要建
立陆上模式堆。
　　在核潜艇采用什么堆型、艇舱内一体化布置和分散布置
的问题上，又一次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彭士禄根据中国的国情
和技术，主张采用压水堆，而一些人偏主张搞增殖堆和一体化
布置，并说彭士禄的这一套是“爬行主义”，不能赶超世界先进
水平。
　　彭士禄认为：增殖堆理论上有，但不好控制，见水和空气
容易爆炸；一体化坏了一个小零件，都得把密封盖打开修理，
太复杂贻误战机。
　　最后，在钱三强的支持下，上级批准彭士禄方案。事实证
明了彭士禄所提方案的合理性，美国、法国等制造的第一艘核
潜艇都不是一体化布置，也不是增殖堆。美国第二艘核潜艇虽
然采用钠冷堆，但老是出问题，最后拆掉改成压水堆。
　　 1970年 8月 30日，中国第一座潜用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
堆首次达到设计满功率。彭士禄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
证、设计、装备、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并参加指挥了第一代
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

将核能服务于社会

　　将核能服务于社会、实现和平运用核能的理想，是包括彭
士禄在内的核动力专家的毕生心愿。
　　 1982年，国家决定在广东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建造内地
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项目，并成立广东核电建设指挥部，任
命彭士禄担任总指挥。彭士禄再次披挂上阵，扑到我国首个商
业核电站事业中去，为大亚湾核电站以及秦山核电站二期工
程做出了突出贡献。
　　参与其建设的老专家郭天觉曾撰文回忆，改革开放初期，
广东能源紧缺，电力经常“停三开四”。彭士禄讲得最多的是
“抓紧时间”“尽快保证广东核电站建成，每一天就是 100万美
元的利息”。他经常深夜与大家一起聊工作，问进展。
　　彭士禄说，他一生只干了两件事：潜艇核动力、核电站。他
到哪里就把敢“拍板”的精神带到那里。秦山二期核电站建设
时期，彭士禄决定将“招投标制”引入工程建设。当时，正是改
革开放初期，很多人头脑中都有“计划经济”的框框，争论很厉
害。最后还是彭士禄拍板，坚持招投标制，大胆迈出了第一步。
　　他的每一次拍板，都拍出了速度，拍出了性格。但是，“大
胆”并非有勇无谋，“拍板”并非胸中无数。有人问他：为什么敢
于拍板？他说：“有个秘诀，一定要用数据说话。”牢牢掌握实验
数据，是他大胆决策的科学依据。
  还有人问他，那么多次拍板，有没有拍错的时候？彭士禄
毫不掩饰地说：“有啊，怎么可能没有？错了，我就改过来，再继
续前进。干事业就要有点冒险精神。只要三七开，有百分之七
十的把握就可以干，不然，都准备好了，要我们干什么？”
　　他主持建立的核动力装置主参数计算方法，在主参数选
定、系统组成及关键设备的选型等方面有很强的使用价值，并
可应用于压水堆核电站。他对秦山一期核电站由熔盐堆改为
压水堆的堆型选择方案确定，起了关键作用；他提出了大亚湾
核电站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撰写了《关于广东核电站
经济效益的汇报提纲》，为大亚湾核电站的上马打下了基础。

恬淡自守的幸福

　　在彭士禄看来，恬淡自守就是最大的幸福。他从来不认为
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也从来不爱抛头露面。
　　 1991年，在撰写中国导弹核潜艇的诞生历程时，彭士禄
的事迹才开始为人们所知晓。国内外很多人称赞他是“中国核
潜艇之父”“中国核电站创建人”，对此，彭士禄坚决反对。
　　“我声明，核潜艇工程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我个人
的创造，是千万科技工作者和工人、干部集体努力的结晶。虽
然前几年大家把我抬到了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位置，基
层传说很多，说我‘是中国的核潜艇之父，可与美国核潜艇之
父比肩’，对此绝不敢当，对我来说这是贪天之功，我不接受！”
彭士禄曾无数次地对同事们说。
　　“我虽然在其中作了一些技术组织工作，参与了一些领导
管理，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只能说，这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职
责，党对我有恩，是党把我从一个孤儿培养成一个能为国防事
业做点贡献的技术专家，我知足了！请不要忘了，当时主要负
责任的，除了我之外，还有许多基层的党政领导，不能忘记他
们，李毅、周圣洋所长、苏萍政委、赵仁恺、孟戈非、李乐福、韩
铎、昝云龙、蒋滨森、沈抗……”
　　彭士禄永远都忘不了李宜传。李宜传在陆上模式堆之前
就割了一个肾，但仍然坚持在模式堆上，带病工作，干脆把被
子搬到控制值班室，最后牺牲在试航的核潜艇上……这些可
敬的战友，让彭士禄止不住热泪盈眶。
　　四川基地孤独寒冷，却被彭士禄称为“四川老家”。原来身
体好的时候，每见到四川老家来人，他都喜欢拉到家里喝上一
杯小酒。他想念着四川老家的奋斗岁月。
　　“四川老家地方潮湿，喝点酒能驱寒。人们不了解核电，常
担心反应堆会爆炸。我还用高度酒和低度酒的比喻，说破了这
个谜团！”彭士禄笑眯眯的，“核电站像啤酒，铀含量约为 39%；
原子弹像酒精，铀含量高达 90%以上，酒精用火一点就着，而
啤酒是点不着的……”
　　从 1970年 8月 30日四川大山深处的我国首次核能发电，
到如今“华龙一号”成为“国家名片”，我国掌握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首堆示范工程进展顺利。核动力人用沉
甸甸的奉献，托起核动力，铸起核电站，挺起共和国和平利用
核能的脊梁。
　　这样一位可敬又可爱的老人，能够拥有他和他的同事们，
是国之大幸，是我们的福气。
　　祝彭老生日快乐！

 　他的名字很少为外界知晓，他的事

业却改变了世界格局

　　他是我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是

当之无愧的我国核动力事业“垦荒牛”。

在他长期秘密工作过的四川基地，许许

多多的老同志都是他的“科技铁粉”“迷

弟迷妹”。一辈子不居功、不求名、不逐

利，将毕生智慧都倾注于科技报国上

▲彭士禄在家中接受采访（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彭院士生日和女儿彭洁合影。受访者供图   ▲彭士禄（前右二）在科研一线（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