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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真实的28年
———许进忆姑爹

■本报首席记者 高渊

自 1986年解密以来，“两弹元勋” 邓稼先的名字可谓家
喻户晓。但对于他投身核武器研制的那 28年，还是存在不少
误读。

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和“两弹一星”科技功臣授勋
20周年，关于邓稼先的报道又多了起来。对于那 28年，有些媒
体是这样写的：“邓稼先与妻子分开 28年， 没有和妻子通过一
次电话，也没有写过一封信。”“整整 28年，邓稼先生死未卜不
知去向， 夫人许鹿希无怨无悔痴情等待。”“许鹿希在家苦等 28

年后，才见到了缠绵病榻的邓稼先，最终等来的却是离别。”

从 1958年 8月， 钱三强推荐邓稼先加入原子弹研制团
队， 到 1986年 7月， 邓稼先在北京 301医院去世， 整整 28

年。对邓稼先来说，这是隐姓埋名、夙兴夜寐的 28年，不能公
开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出国，不能和朋友交
往，不能说自己在哪里工作，更不能说在做什么。夫人许鹿希
工作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的领导，知道他是做什么的，是在追
悼会第二天的报纸上。

但这并不意味着，邓稼先彻底断绝了亲属联系。真实情
况是，虽然他长期在西部基地工作，但只要回北京开会或者
中央领导召见，他都能和家人团聚。28 年间，他亲手料理了
父母亲的后事， 前后共花三个月辅导一双儿女参加高考，赴
内蒙古看望在生产建设兵团的女儿，星期天还经常到岳父母
家吃午饭……

今年 60岁的许进先生，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政协
委员。他的祖父母许德珩、劳君展是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
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许进的姑
姑就是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 他从小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

经常见到邓稼先，并一起聊天。

如今，许鹿希先生已年逾九旬，因患有哮喘，将近十年没
有下楼，也极少见外人。近年来，许进自告奋勇承担了接待媒
体采访的任务。关于姑爹的有些问题，他还会当面或微信跟
姑姑沟通后再答复。

在许进看来，那些以讹传讹的说法应该得到纠正，需要
向社会讲述更真实的故事，还原那 28年，才能更完整地了解
真实的邓稼先：这是一位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也是
一个热爱生活、爱好广泛的常人。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进邓稼先和那一代中国科学家的
内心世界。

邓许联姻的原委
高渊：邓稼先和你姑姑许鹿希是什么时候相识的？

许进：邓家和许家是世交。新中国成立前，我祖父和邓稼
先的父亲邓以蛰都是北京大学教授，两家关系非常好。所以他
们小时候就见过，可谓两小无猜。时隔多年后，他们再次相会
在北大，是师生关系。那是 1946年，邓稼先从西南联大物理系
毕业后，受聘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我姑姑比他小 4岁，

刚考进北大医学院，她那个班级的物理实验课是邓稼先教的。

那时候，邓稼先有两个在北大相遇的学生，跟他之后的
人生关系重大。一个是我姑姑，后来成了他妻子；另一个是于
敏，后来成为亲密的同事，也是“两弹一星”科技功臣，还先后
被授予“改革先锋”和“共和国奖章”。

高渊：对于这桩婚事，双方家庭支持吗？

许进：邓稼先的大姐夫是郑华炽，曾任北大教务长、物理
系教授，他大姐家和我祖父母是邻居，都住在北京府学胡同
的北大教授宿舍，一个大院子里住了 20多位教授。他大姐邓
仲先常夸奖许鹿希聪明好学， 还把邓稼先介绍给我祖母。其
实，我爷爷奶奶都记得，邓稼先小时候特别顽皮，有一次他们
去邓家串门，邓稼先一边在自家门框上荡秋千，一边向他父
母报告来客人了，这场景让他们印象深刻。

对这桩婚事， 两家都很积极。1952年， 我姑姑从北医毕
业，第二年就结婚了。那年邓稼先 29岁，我姑姑 25岁，主婚
人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教授。

高渊：当时邓稼先已经在中科院工作了？

许进： 对， 他是 1950年秋天进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的。在这之前，1948年 10月他去美国普渡大学留学，他只有
西南联大学士学位，但直接攻读核物理博士。只用了一年零
十一个月时间， 就在 1950年 8月 20日拿到了博士学位。当
时，普渡大学物理系的德尔哈尔教授有意带他去英国继续研
究工作，这对于一个有志于科研的年轻学者来说，是很有吸
引力的。

但邓稼先归国心切，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就在
洛杉矶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那次，钱学森也想
搭乘这艘轮船回国，行李都已经搬上船了，但人被扣了下来。

高渊：他回国之初那几年，工作生活还顺利吗？

许进：那时候，他各方面都很舒心。首先是家庭生活安定
幸福。当时他们住在中关村的中科院宿舍，我姑姑在北医上
班，路挺远的。邓稼先就经常骑着自行车去接她，有时候两人
也会漫步在无人的小马路上。

1954年和 1956年， 他们先后有了女儿邓志典和儿子邓
志平。听我姑姑说，邓稼先每天一下班，进门第一件事就是逗
孩子玩，要他们反复叫“爸爸”“好爸爸”“非常好爸爸”。他们
住的楼房周围一片空旷， 他就经常和儿子在家里晒台上放
“二踢脚”，比谁甩得远，甩得高。

在工作上，他先担任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两年
后升为副研究员，所长是彭桓武教授。邓稼先原来是九三学
社社员，1956年加入了中共。他还兼任中科院数理化部的副
学术秘书，当时学术秘书是钱三强教授。可以说，工作上也是
一帆风顺。

音讯全无是讹传
高渊：但人生道路的重大转变就在这时候出现了？

许进：那是 1958年 8月，新中国成立快 9年了，邓稼先
34岁。有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了办公室。他们彼此很
熟悉，但钱三强讲话还是先绕了点弯子。他说，国家准备放个
“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

邓稼先听到“大炮仗”，马上就明白是搞原子弹，他只问
了一句：“我能行吗？” 钱三强就把工作的意义和任务详细跟
他说了，邓稼先马上表示服从组织安排。

高渊：为什么邓稼先对“大炮仗”这么敏感？

许进：因为他在中科院就是做原子核理论研究的，他所
在的近代物理所后来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而且，当时的国
际国内形势也在发生变化。建国初期，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
伤时，一场朝鲜战争让我们吃了技术装备落后的苦头，一些
美军军官甚至提议用小型原子弹或核大炮攻击中国。

1955年 1月，毛泽东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标志
着中国核工业建设起步。三年后，中央专门组建了组织领导
核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

高渊：他那天回家是怎么跟你姑姑说的？

许进：我姑姑后来回忆说，那天他回家比平时晚一些，但
因为是夏天，所以到家天还是亮的。他一反常态，晚饭时没有
喝酒，而且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姑姑就问他是不是有啥
事，他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要调动工作了。但具体到哪里、干
什么都不能说，只说以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

那年，我姑姑 30岁。她明白，以后需要她一个人带两个
孩子，要照顾有病的公公和婆婆，还有自己的事业。她没再
问，只是说：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不久后，邓稼先带全家去
照相馆拍了张全家福。

高渊：有不少报道说，从 1958年起，邓稼先夫妇一别就是
28年，等再次相见，已是 1986年邓稼先病重之时。这属实吗？

许进：这个说法不准确。应该说，那 28年他们确实聚少
离多，邓稼先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地工作。但他也会回北京，或
者开会，或者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

当然，因为原子弹研究工作是绝密的，邓稼先必须从此
隐姓埋名，跟一些好朋友也不再联系了。参加核武器的研制
工作，就必须遵守保密纪律，个人的言行等一切行为都要服
从保密规定，但他回京时和家人团聚是没有问题的。

核爆后千里探母
高渊：邓稼先去了哪个部门？

许进：二机部九局，后来改称九院。他是第一批报到的，

连他一共三个人。1958 年，九院还没房子，就在北京北郊划
了一大块高粱地，他们自己动手挑土、平地。不久后，九院就
搬到青海的荒漠里去了。

其实他刚去的时候，是跟苏联专家打交道。当时，中苏两
国签署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紧接着又签
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但苏联方面对此事能拖则拖，没过多
久，苏联就中断援助并撤出了全部专家。

1959年 7月，周恩来总理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
头摸起，准备用 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二机部刘杰副部长把
邓稼先找去，对他说，以后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干了。

高渊：当时，邓稼先的担子有多重？

许进：他一去九院就担任理论部主任。对于这个部门的
重要性，刘杰副部长打过一个比喻：“中国研制核武器的龙头
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在九院，九院的龙头在理论部。”简
而言之，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

同样是领军人物，奥本海默在美国受命时 38岁，已经是
著名物理学家；邓稼先受命时 34岁，但还只是中科院的副研
究员。而且，奥本海默团队集结了不少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

而邓稼先一开始只领导了 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

高渊：他那时候状态怎么样？

许进：九院搬出北京前，邓稼先还是每天回家的。他本来
很开朗，但那段时间回到家里说话明显减少，家里原来晚间
的欢乐气氛渐渐淡了下来。晚上躺在床上，看上去闭着眼睛
睡着了，但我姑姑知道他没睡着，脑子里还在思考原子弹的
理论设计。这是他特有的习惯。

他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喜欢听音乐。以前他最爱的是贝
多芬的田园交响曲，那段时间他一个人坐在晒台上，改听命
运交响曲了，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上下班喜欢骑
自行车，后来有一天院领导突然叫住他说，老邓，以后不准你
骑车了，你的眼神是直的。

高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比周总理提出的 8年搞出原
子弹，要整整提前了 3年。

许进：对，第一颗原子弹是 1964年 10月 16日下午三时
爆炸的。就在 1964年八九月份，新疆罗布泊的上空不时有外国
的侦察卫星掠过，有消息说，在中国核试验迫在眉睫之际，美国
和苏联可能联手采取行动，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定点清除。

当时只是传言。邓稼先去世后，我姑姑曾致信国防部长
张爱萍询问此事，他是第一颗原子弹基地总指挥。张爱萍回
信说，在 1962年到 1963年，就有情报说美国可能破坏我们
兰州的核燃料工厂，当时国内有两种意见，一是立刻撤到西
南山岳地带，二是加速兰州厂的建设，因为已经快建成了，中
央最终选择了后一种方案。后来因为总统肯尼迪遇刺，美方
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

张爱萍在信中还说，对于核爆炸前夕经常掠过的侦察卫
星，周总理直接打电话要求尽可能隐蔽，他也频繁致电总理，

汇报核试验场的一切情况。

高渊：邓稼先后来有没有跟你们说起，第一颗原子弹成
功爆炸后的心情？

许进：他还来不及庆祝，正在判读各种实验数据的时候，

九院党委书记刁君寿突然递给他一张回北京的机票， 轻声
说：“你母亲病危。”

这时候，组织上已经安排好一辆加足油的吉普车，并特
地配备了两名司机轮流开车， 星夜把他送到乌鲁木齐机场。

等他飞抵北京，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我姑姑等在机场，直接
带他到了医院。等他到了病房，母亲已经不能说话了，她因为
哮喘肺炎发展到“肺不张”，动了手术也没用。但她弥留不去，

终于等到了见儿子一面。

从未舍弃的亲情
高渊：邓稼先千里探母，说明不仅他自己没有因为工作

而抛弃亲情， 而且组织上也没有因为他从事的是绝密工作，

而让他断绝与亲属的往来， 甚至提前替他安排好了探亲行
程。

许进：不仅他母亲去世是这样，他父亲去世时他也在身
边。1973 年 5 月，他父亲邓以蛰教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81岁，一生平稳幸福。追悼会后，邓稼先作为长子，双手捧着
骨灰盒走在家属行列的最前面。

高渊：他对自己的子女关心吗？

许进：他虽然长年不在北京，但把子女时刻放在心上。一
开始，我姑姑承担起了全部家务，但“文革”开始后，她被打成
“走资派”，下放到天津茶淀农场劳动。她一走，这个家就散
了。女儿邓志典还不到 15岁时，就去了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
生产建设兵团。有一次，邓稼先从西北基地回到北京，妻子和
女儿都已不在家了， 他把住在爷爷家的儿子邓志平接回来，

父子俩在家里的晒台上站了好久。

那时候，邓稼先特别想念女儿。邓志典小时候生病，邓稼
先为她输过血，感情特别深。据说他在基地看到牛羊走过，就
会想起在内蒙牧区的女儿。 他终于利用一次出差的机会，顺
路去了乌拉特前旗。女儿比以前更懂事了，但那里条件非常
艰苦，连队的粮食吃完了，女儿曾连吃一个星期的野菜糠窝
头，还要干挖水渠之类的重活。看着女儿原先乌黑浓密的头
发变得细黄，狼吞虎咽地吃着他带去的肉罐头，邓稼先很心
酸。

我的大姐当时和邓志典在一个团的两个连，走路要一小
时。我和我母亲也去看望过她们，印象最深的是县城只有一
个饭馆，在泥堆上放块木板就算桌子，热菜只有一个肉末豆
腐，而且不知道是什么肉，根本咬不动。我母亲给她们每人带
了一些猪油，让她们吃窝头的时候，可以偷偷蘸一下猪油。

高渊：后来邓志典是怎么回北京的？

许进：邓志典是因为患青光眼病退回北京的。她先到北
京一家皮箱厂当工人， 一干就是 4年。 到了 1977年恢复高
考，机会终于来了。但问题是，她这么小就去了兵团，其实只
有小学文化程度，连牛顿定律都不知道，请的补课老师觉得
起点太低没法补。

这时候，邓稼先正好有工作要在北京待 3个月，他就亲
自上阵了。但他发现，买不到教科书。我奶奶劳君展知道了，

就送来一本她翻译的法国微积分教材。邓稼先一边教，一边
连说这本教材好。那时候，他们每天晚上学习到凌晨三四点。

邓志平也一起复习迎考，他是高中毕业，起点比姐姐高了不
少。但姐弟俩遇到问题，更喜欢去请教邻居于敏，他们觉得于
敏叔叔讲得更加深入浅出，比爸爸好多了。

就这样苦战几个月，1978年姐弟俩同时收到大学录取通
知书，姐姐学医，弟弟学工。

高渊：邓稼先跟他岳父母许德珩、劳君展来往多吗？

许进：他们常来常往的。邓稼先只要在北京，基本上每个
星期天都要来我们家吃午饭。吃完饭，我祖父母回房间午睡，

我们会在客厅聊会儿天，他们再回去。

高渊：你们一般聊什么？

许进：什么都聊，但邓稼先绝对不谈工作。只有一次，他
忽然跟我们说，他工作的地方条件太艰苦了，他还可以吃小
灶，能买到好烟好酒，但那些同事们更艰苦，而且他们的孩子
很难考上好的大学。那时候已经恢复高考了，所以他有这种
感慨。他说，他们的父母已经跟着我为国家奉献了一生，不能
让他们的孩子接着奉献啊。

等座吃饭的乐趣
高渊：你的印象中，邓稼先有什么生活爱好？

许进：他爱好很多，非常热爱生活，但从不要求特殊照
顾，更不摆谱。有了好东西，也喜欢和同事们一起分享。

高渊：他每次来吃午饭，都会喝点酒吗？

许进：因为我祖父不喝酒，每次午饭都是我父亲陪他喝
点，但我从没见他喝多。邓稼先喜欢喝酒可能是受他父亲的
影响。据说他每次回他父母家，都要陪着邓以蛰教授喝一杯。

他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在北大工作的第一个月，用全部工资
买了两坛茅台酒和两条好烟孝敬了父亲。

高渊：邓稼先对吃饭讲究吗？

许进：他很喜欢吃对虾，我祖母一般都会为他准备一份。

吃完后，他还会把剩下的虾油送到厨房，请大师傅用虾油蒸
一碗鸡蛋羹。

他喜欢下馆子的习惯也是受他父亲影响。有一次，我们
全家等他们来吃午饭，结果他们姗姗来迟，说已经在外面吃
过了。邓志典跟我祖母说，姥姥，刚才我爸带着我们在饭馆里
排队吃饭，我们是等在吃饭的人身后，等人家吃完我们就坐
上去。我祖母笑着说，家里做好了饭你们不吃，干嘛非要在外
面排队吃？

其实我们也明白，是邓稼先想带着家人享受一下小家庭
的生活。那时候顾客多、饭店少，吃饭往往需要等座，邓稼先
还跟我们交流等座经验：“要先判断哪桌菜快上齐了，还要注
意他们是不是拼桌，然后就等在这桌人的后面。”

高渊：他外出有人随行吗？

许进：他当了九院副院长、院长后，出来会带个警卫员，

包括来我们家吃饭也是这样。但他很少用公车，有时候会带
着警卫员坐公交车。

“福将”如何炼成
高渊：在你的印象中，邓稼先是怎样的性格？

许进：他的性格非常随和，而我姑姑脾气比较急，这点像
我祖父。每次在家里聊天，他都很喜欢听我们讲讲社会上的
新闻，他觉得挺新鲜，很感兴趣，他自己说得很少。但有一次，

他跟我说，他曾经一个人喝了一瓶五粮液，喝醉了。

高渊：是因为工作上的压力吗？

许进：在 1986年前我国进行的 32次核试验中，邓稼先
亲自在现场主持了 15次，凡是他作出的重大决策无一失误。

他有一次说：“别人都管我叫福将， 因为我是生在甲子年，甲
是天干之首，子是地支之首，所以叫我福将。”但在“福将”背
后，有谁知道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受到了多大剂量的辐射？

核试验起爆时刻，干这行的人把它称作零时。核爆零时
前，需要技术负责人签字确认，这是一副千钧重担。邓稼先每
次签字后，都会出现一小段时间浑身冰凉，这是一种煎熬。他
曾开玩笑说，签字以后，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

高渊：听说干这行的人，把受辐射称为“吃剂量”。邓稼先
吃过最大的剂量是哪一次？

许进：邓稼先和放射性物质打了几十年交道，他经常出
入车间，有一次开密封罐查看测试结果，原有防护措施挡不
住新材料的放射，邓稼先他们一下子受到超出常量几百倍的
辐射，但他自己没太在意。

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上世纪 70年代末。 当时军工事业
受“文革”的严重破坏，降落伞质量不过关，高空投弹后伞没
打开，导致核弹直接摔在地上，没有出现蘑菇云。指挥部派出
100多名防化兵，也没能找回核弹，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邓
稼先不顾劝阻决定自己去。

在进入事故核心区前，他要求所有人退后，一个人冲进
去，弯着腰在戈壁滩上寻找，终于找到了核弹碎片。这次遭受
了极为严重的放射性钚 239辐射，对身体的伤害是现代医学
无法补救的。

高渊：那次事故后，邓稼先身体状况变化明显吗？

许进：那之后没几天，他回到北京检查，医生说他几乎所

有化验指标都不正常。1980年后，他衰老得很明显，头发白了，

工作疲劳也不易消除。有时候开着会，他会突然心跳加快，还会
非常怕冷。

高渊：他主持的最后一次核试验是什么时候？

许进：是 1984年底，他 60岁，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那次是
试验第二代核武器，跟老一代核武器相比，第二代核武器在高
空爆炸后，在保持生物杀伤力的同时，对物质环境的破坏较小，

没有明显的放射性沉降，所以比较干净。

那次试验成功，让邓稼先非常兴奋，因为这是他一生事业
的第三个里程碑。1986年 8月， 他去世几天后，《人民日报》发
文称：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
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他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9年 7月，在邓稼先去世三年后，我国政府为这次核试
验成功颁给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奖项为：核武器的
重大突破，奖金 1000元，我姑姑捐给了九院的“邓稼先青年科
技奖励基金”。

杨振宁的热泪
高渊：你祖父母喜欢这个女婿吗？

许进：他们当面管他叫“稼先”，但两人自己聊天的时候，他
们管我姑姑叫“希希”，管我爸爸叫“罗罗”，这都是他们的小名，

而管邓稼先叫“邓孩子”。在他们心目中，邓稼先跟自己的子女
是一样亲的。

1986年 7月，邓稼先逝世时，我祖父已经 96岁高龄，正住
在医院。他得知这个消息涕泪交流，写下了 8个字：稼先逝世，

我极悲痛。

高渊：你怎么看待邓稼先和你姑姑的感情？

许进：他们的感情非常好。1958 年，邓稼先在钱三强的办
公室就答应去研制核武器， 他心里很清楚以后很难再管这个
家，但他没说要回家跟我姑姑商量一下。如果不是他对我姑姑
充分信任的话，他不会就这么贸然答应。

我姑姑现在还住在他们当年的老房子里，北太平庄的一套
老三居室，家里陈设和我姑父在的时候完全一样。

高渊：邓志典和邓志平姐弟近况怎样？

许进：邓志典在 1985年去美国学习，后来就生活在美国。

出国前，邓稼先专门跟她聊了一下《走向深渊》这部电影，电影
讲的是一个在非洲做机密工作的工程师的爱人去欧洲学习，被
情报机关引诱窃密的故事。邓志典一听就明白了。

高渊：邓稼先还有一位老朋友杨振宁，1971 年，他获诺贝
尔奖后首次回国，曾无意中帮助邓稼先脱离困境？

许进： 杨振宁和邓稼先在北京崇德中学上学时就是好朋
友，后来在西南联大再度相逢，杨振宁高两级，邓稼先称他是自
己的课外老师。邓稼先在普渡大学留学时，一度生活拮据，每顿
饭只能吃几片面包加一点香肠，杨振宁曾多次接济他。

1971年夏天，杨振宁回国后，开列了一张朋友名单，第一
个想见的就是邓稼先。这无意中帮助了邓稼先，因为当时他和
一批高级专家被集中在青海一个基地办学习班。名单上报中央
后，邓稼先立即被周总理召回北京见客。

高渊：那次见面后，杨振宁还被邓稼先感动哭了？

许进：他们在北京见面时，杨振宁没问他在哪里工作，具体
做什么。但还是没忍住，他问起一个中文名叫寒春的美国人，是
否参与了中国的原子弹工程。

周恩来总理得知后立即通知邓稼先：“可以告诉杨先生，中
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邓稼先马上给杨振宁写了一封信， 派人乘飞机送到上海。

杨振宁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当看到邓稼先写的“中国的原子
弹、氢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段话时，杨振宁忍不住
泪水夺眶而出，不得不起身离席到洗手间去宣泄一下感情。

高渊：邓稼先病重后，杨振宁也曾多次去探望？

许进：1985年夏天， 邓稼先查出直肠癌晚期，363 天后去
世。他在北京 301医院住院期间，杨振宁曾两次前去探望，相谈
甚欢。他去世后，杨振宁还去了八宝山祭奠。我姑姑拿出一个蓝
色的盒子交给他，说这是邓稼先嘱咐留给他的，里面是安徽出
产的文房四宝，是邓杨两位共同的家乡特产。

我姑姑曾跟杨教授说，中国在核武器研制上花的钱比别的
国家少得多。杨振宁默默地摇摇头，轻声说，如果从搭上科学家
的性命来看，就不能这样计算了。

高渊：杨振宁怎么评价邓稼先？

许进： 他跟美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奥本海默曾共事多
年，在他看来，奥本海默是个锋芒毕露的人，而邓稼先恰恰相
反，非常忠厚平实，一个“纯”字就能代表他的性格。杨振宁说，

如果邓稼先是美国人， 他不可能成功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如
果奥本海默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领导中国的原子弹工程。

所以他特别佩服钱三强和葛若夫斯，因为他们两位有识人
之才，分别选择了邓稼先和奥本海默作为各自国家的核武器研
究领导者。

最后一次核试
高渊：还有一位必须再次提起的人，是今年年初刚去世的

于敏。邓稼先的人生最后时刻，他在 301医院的病床上，写下了
一份影响深远的建议书，联合署名者就是于敏。

许进：对，这是这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重要合作。上世纪
60年代，在基本完成原子弹理论研究后，九院理论部的重心转
向了氢弹。当时，黄祖洽、周光召和于敏三人领导的团队，分别
拿出了三个研制氢弹可能途径。于敏还率人前往上海，用那里
的高性能计算机进行演算。紧接着，邓稼先也率团队赶到上海，

他们晚上就睡在机房的地板上。

最终，在三个方案中，选择了于敏的方案，国外把中国的氢
弹研究方案称为“邓-于方案”。后来新一代核武器的理论研究，

也是由他们两位牵头的。

高渊：所以很多人说，邓稼先和于敏是黄金组合。

许进：当时他们基地的氛围很好，有些人喜欢给领导起外
号。邓稼先中年时体型比较壮实，而且脸方显大，就管他叫“胖
子”。于敏很早就谢顶了，他的外号是“秃子”。基地的人说，如果
看到“胖子”和“秃子”紧着在一起忙活，那就是核弹又要响了。

高渊：那份最后的建议书具体说什么？

许进：查出癌症后，邓稼先是在 1985年 8月 10日动的手
术。手术后没几天，他就要来一大堆书籍材料，还把病房变成会
议室，约同事们来商量。他心里放不下的，就是要赶紧向中央提
交一份建议书。

当时全球核武器发展的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苏英三
个核大国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他们无需再在空中或
地下进行核爆炸，只要在计算机上就能取得核试验数据。这时
候，他们就想禁止别国进行核试验，以此保持自己核强国地位。

而当时，中国的核事业处于十分敏感的阶段，一旦受干扰
而停滞，可能就会功亏一篑。那份建议书的主旨，就是要争取时
机加快发展，为中国核武器试验订出了十年目标计划，同时在
实现途径和措施上作了非常详细的安排。

到了 1986年 3月，建议书终于完成。邓稼先在病床上把它
交给我姑姑，让她赶紧送走，只嘱咐了一句：“这比你的生命还
重要。”

高渊：后来事态的发展，跟这份建议书的内容吻合吗？

许进：邓稼先去世后的十年，中国又进行了 13次核试验。

于敏等人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每当我们在既定的目标下，

越过核大国布下的障碍，夺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时，无不从心
底钦佩稼先的卓越远见。”

在1996年 7月 2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当天中国成功
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宣布从第二天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一个
多月后，联合国成员国共同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很多
人不知道，中国进行最后一次核试验的日子，是很有意味的。

高渊：这个日子的深意在哪里？

许进：1996年 7月 29日， 正是邓稼先去世十周年的纪念
日。这是当时高层特意选定的日子，就是要让人们永远铭记邓
稼先对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邓稼先不
仅是伟大的科学家，也是卓越的战略家。

■邓稼先千里探母，说明不仅他自己
没有因为工作而抛弃亲情，而且组织上也
没有因为他从事的是绝密工作，而让他断
绝与亲属的往来，甚至提前替他安排好了
探亲行程。

许进：1959 年 11 月生于北京。1982 年 7

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 曾任北京第二
十二中学教师，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
央委员，清大筑境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荩1966年国庆节， 邓稼先与钱学森在天
安门城楼上观礼。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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