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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睦 文/图

刚刚过去的 2018年被称作中国航天的 “超级
2018”， 中国年度发射次数首次独居世界第一， 中国航
天人在高密度发射考验面前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回顾
中国航天60余年的发展历程， 戚发轫这个名字是无法
绕开的， 从中国第一发导弹、 第一枚运载火箭、 第一
颗卫星、 第一艘试验飞船、 第一艘载人飞船……正所
谓云程发轫， 万里可期， 戚发轫参加了中国航天的一
个个崭新的领域、 见证了中国航天一次次跨越历史性
巅峰。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 戚发轫大学学的却是飞机制
造专业， 毕业后被分配去研制导弹； 1967年被 “点将”
参与研制 “东方红一号卫星”； 59岁时， 戚发轫再次披
挂上阵领衔 “神舟飞船” 的研制和唐家岭航天城的建
设， 并圆满完成任务。 面对职业生涯的多次转折， 戚
发轫表示： “我这一辈子工作方面几次大的变动， 都
是根据国家需要， 每次转行我都是坚决服从。 为了国
防建设、 为强国做奉献是我一辈子的目标！”

报国是最朴实的精神信仰

1933年， 戚发轫出生在辽宁省复县 （今瓦房店市）
一个农民的家庭， 5岁时跟随家人迁往大连。 小时候
他和同龄的孩子们只知道自己是 “关东州人”， 成了
“皇民”。 受到的也是奴化教育， 戚发轫经常看到日本
孩子打中国孩子， “二等公民” 的记忆带给了他童年
最大的阴影。

1945年， 东北解放。 不久， 戚发轫上中学， 第一
次知道了长江、黄河、长城、泰山……“中国！ 中国！” 戚
发轫满含热泪喃喃着， 十几年的切肤之痛让他深刻地
理解了国与家的紧密联系 。 “我是中国人 ！” 从此 ，
报效祖国的信念成为了他人生最朴实的精神信仰。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 戚发轫上高中了。
志愿军的伤员从朝鲜通过海运被送到大连 ， 他积
极参加抬运伤员的工作。 这些伤员大都是被美国飞机
扫射、 轰炸的， 身上鲜血淋漓， 场面让人惨不忍睹。

帝国主义是吃柿子专找软的捏， 祖国不强大就要
受人欺负啊！ 他愤愤地想， 如果我们国家拥有强大的
空军， 还会这样任人欺侮吗？ 那个时候， 戚发轫就下
决心一定要为强国做出贡献 ， 尤其是要为祖国造飞

机。 1952年， 戚发轫高考填报志愿时， 3个志愿填写都
是航空系， 他也顺利考入了北京航空学院 （今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前身） 飞机系工艺专业。

就在戚发轫努力学习飞机制造知识的时候， 面临
百废待兴局面的党中央， 却始终高度重视和支持航天
事业。 正如钱学森后来所总结的： “周总理、 聂老总
就是把他们过去在解放战争中， 组织大规模作战的那
套办法， 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 把成千上万的科
技大军组织起来了。 所以尽管我们在经济、 技术上有
许多困难， 但由于组织领导有方， 还是很快搞成了。”
1956年10月， 中国研制导弹工作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成立。 1957年戚发轫大学毕业， 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
研究院一分院， 成为了一名军人。

当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里有近百名技术骨干，
但真正研究过导弹只有一个人 ， 就是院长———钱学
森。 为了给科研人员 “扫盲”， 钱学森自编教材 《导
弹概论》， 从 “为什么要导弹” 开始， 深入浅出地为
科研人员上课， 钱老在课堂上的一句 “外国人能搞导
弹， 我们为什么不能干？” 深深震撼了所有人的内心。

尊严要靠实力赢得

1958年， 按照钱学森起草的 《建立我国国防航空
工业意见书》提出的留学计划，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努
力， 戚发轫等年轻科研人员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可以到莫斯科茹可夫斯基航空军事工程学院学习。

为了能够学到过硬的技术本领， 戚发轫用几个月
的时间补习俄文。 不料却收到苏联不接受现役军人到
军事学院学习的通知。 他们只好脱下军装， 通过高教
部到莫斯科航空学院去学导弹技术。 然而等到赴苏学
习名单下来了， 十几个人都在名单上， 却唯独没有他
的名字。 “总体技术是导弹研究的最核心技术。 通俗
的说， 就是要做总设计师的工作。 其他搞强度的、 搞
工艺的、 搞材料的、 搞气动的都可以去， 只有搞总体
技术的人不能去———怕我们中国人制造自己的导弹。”
这让年轻的戚发轫颇受打击。 “当时感觉很委屈、 很
窝囊”， 可他没想到的是，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1959
年末， 中苏关系恶化， 苏联撤走在华专家， 还带走了
所有的资料。

而当时中国的首枚导弹———“东风一号” 导弹已
经在研制中， 苏联的釜底抽薪， 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的研究人员都措手不及。 “‘自力更生’的航天精神就从
那时候开始———别人靠不了啊 ， 一切只能靠自己 。”
在巨大的压力面前， 航天人没有退缩。 1960年， 我国
东风一号导弹在酒泉首飞成功， 戚发轫荣立三等功。

1963年， 美英苏签署 《禁止在大气层、 外层空间
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意在遏制中国掌握核
力量。

然而， 1964年6月29日， 中国自主研发的 “东风二
号” 导弹发射成功， 此后的7次发射， 次次成功。 同年
10月16日， 中国首枚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6年10月27
日， “东风二号甲” 导弹载着核弹头成功发射， 且核
弹头成功爆炸。 由此继美、 苏、 英、 法之后， 中国成
为世界第五个能够用自己的导弹发射核武器的国家，
这一过程美国用了13年， 苏联用了6年。 中国战略武器
的出现， 破灭了西方对中国实施核讹诈的幻想， 有力
地捍卫了民族尊严， 并为我国的大国地位打下最可靠
的保障。

担当是接受并负起责任

此后， 戚发轫又参与了中国 “长征一号” 运载火
箭的结构和总体设计， 他提出的火箭三级与二级分离
方案， 经飞行试验证明既简单又可靠。 1968年， 正当
他准备在运载火箭领域大干一场的时候， 聂荣臻元帅
将他和另外17名骨干调往新组建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 他们接到任务， 二话没说， 离开了自己从事多年
的专业， 投入到了新的岗位， 他们也被称为中国 “航
天十八勇士”。

彼时， “文革” 的到来， 打乱了刚刚起步的中国
卫星事业。 承担卫星研制主要任务的中国科学院早就
乱套了， 负责研制卫星的 “651” 设计院院长赵九章、
副院长钱骥被打倒。 为保证研制人造卫星的工作不受
干扰， 中央专委决定卫星研制任务由国防科委全面接
管负责。 1968年2月20日， 国防科委空间技术研究院正
式成立， 中科院从事人造卫星研制的部门划归空间技
术研究院 ， 钱学森任院长 ， 全面领导卫星的研制工
作。 戚发轫担当重任， 成为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卫

星 “东方红一号” 的骨干成员、 技术负责人之一， 发
射试验队队长， 那年他只有37岁。

当时的试验条件简陋至极，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四
根3米长的天线， 是收缩式的， 上天后要靠自旋甩开，
轻了甩不开， 重了又会甩出去， 地面试验很危险。 戚
发轫他们找到一个破库房进行试验。 身手矫健的爬上
房梁， 骑在上面观察， 戚发轫和别的同事则拿块包装
箱盖子挡住身体， 一面防止天线甩飞出来扎到自己，
一面从木头的缝里往外观察、 记录。

正当他高强度实验的时候 ， 戚发轫又不断地被
“请” 去抓 “革命”， 参加 “大批斗”、 学文件， 常常
搞得他和同事们焦头烂额。 戚发轫急得火烧火燎， 不
得不把资料、 书本带回家去， 夜深人静， 在侍候完老
小后又开始自己的工作。 因为长期奋战、 劳累过度，
他曾在食堂排队打饭时昏厥， 醒来后休息一下又开始
了攻关； 阑尾炎穿孔， 他做完手术也不愿下 “火线”。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 长征一号火箭载着东方
红一号卫星直上云霄，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用自制
火箭发射国产卫星的国家， 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宇宙
空间。 东方红一号卫星， 在跟踪手段、 信号传输形式
和星上温控系统等技术方面， 均超过了苏美等国首颗
卫星的水平。 此后， 戚发轫专注在卫星领域20余年，
先后担任 “东方红二号” 卫星， “东方红三号” 卫星
等多型卫星研发项目的总设计师。

梦想要用双手放飞

1992年9月21日， 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
正式批准了载人航天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 中央决定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作为总体单位， 戚发轫担任总
设计师， 负责飞船的研制工作。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也
被命名为 “921工程”。 此后， 我国航天史上规模最大、
系统最复杂、 技术难度最高的工程拉开了帷幕。

而此前为卫星操劳了一辈子的戚发轫， 本以为自
己的职业生涯就要谢幕， 但当时国内航天业出现人才
断层， 戚发轫受命出征， 也开启了自己和中国航天的
新一个开端。

其实在戚发轫心里， 载人航天何尝不是他内心最
大的期盼。 在苏联时期， 戚发轫随中国航天代表团访

问过世界著名的拜科努尔发射场， 他亲眼目睹了联盟
号飞船发射的全过程 ， 发射前总设计师要跟航天员
讲 ， “我一切都准备好了 ， 你上去了一定能回来 。”
然后庄严签字， 他早就盼望着中国首次载人飞船飞向
太空的那一刻……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从零起步， 唐家岭航天城建设
和神舟飞船初样设计齐头并行。 戚发轫面前的是困难
重重 。 有时他上午在唐家岭航天城基建工地解决问
题， 下午又和工程技术人员研究设计方案。 为了 “神
舟” 早一天腾飞， 他有使不完的力， 用不完的劲。

神舟号飞船构形复杂、 系统复杂， 一艘飞船所用
元器件达10万多只、 电缆网节点8万个左右、 计算机软
件语句几十万条。 戚发轫深知： 为保证航天员的生命
安全， 必须要保证一个焊点、 一根导线、 一行语句都
不能出错。 因此， 他要求设计人员， 必须以严谨科学
的态度来对待疑点、 消灭疑点， 凡是能被人预想出来
的万一会出现的问题， 甚至是万一的万一问题， 都要
千方百计地去发现、 去寻找， 虽然这种发现和寻找有
时就像大海捞针， 但绝不能放弃。

在一次返回舱综合空投试验后， 现场工作人员在
返回舱里闻到一股异味， 这一现象立即引起了大家的
警觉。 经检查后发现， 舱内有害气体超标！ 这对未来
升空的航天员将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甚至危及航天
员生命。 两师系统即刻组织飞船总体与有关系统人员
严查有害气体来源。 经过多次分析试验， 最终查出是
舱内多种火工品工作后产生的气体泄露到返回舱内。
如何解决舱内有害气体问题？ 两年时间里， 戚发轫和
大家一起作了无数次的试验， 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最后还是用大禹治水的办法， 先 “疏” 后 “堵”， 靠
一个个 “神秘” 的小孔把有害气体排出舱外， 消除了
隐患。 同时， 他们还新研制了一个有害气体过滤器，
做到了双保险。 戚发轫这种严谨、 细致、 科学、 务实
的作风， 影响并带动着飞船的研制队伍。

1999年下半年， 戚发轫率队远赴酒泉发射场， 进
行试验船合练准备。 在热浪滚滚的沙漠地带， 用4个
月的时间， 完成了飞船全部技术流程的演练， 并与火
箭系统、 发射场系统和测试系统进行了对接。 11月20
日凌晨6时30分， 新型长征二号F托举着 “神舟一号试
验飞船” 直上九霄。 在太空飞行了21小时后， 飞船返

回舱平安降落在内蒙古中部草原。 多年来一直秘而不
宣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通过此次飞天壮举， 震惊了
国内外。

爱国从自己工作岗位开始

2003年10月15日， 中国首次载人飞行的神舟五号
飞船遨游太空的辉煌时刻即将到来。 为此在指挥部会
议后， 戚发轫作为指挥部成员， 在发射任务书上郑重
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并和航天员进行了面对面的交
流， 让他们放心。

这承诺字字千钧！ 不仅仅是对航天员个人的承诺，
而是代表全体航天人对祖国的承诺 、 对民族的承
诺 、 对航天事业现实和未来的承诺， 也是戚发轫一辈
子最重 、最骄傲的承诺 。 带着这承诺 ，在戚发轫胸
中飞旋了无数圈的“神舟”，满载着中华民族的希望 ，
呼啸着飞向太空……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实现了！

回顾几十年的奋斗历程， 戚发轫表示， 航天工程
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 我国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不
断取得历史性突破， 离不开航天人的三个精神。 第一
个精神， 是五六十年代形成的航天精神。 核心是自力
更生、 艰苦奋斗、 大力协同、 无私奉献、 严谨务实、
勇于攀登。 1999年中央提出了 “两弹一星” 精神， 强
调热爱祖国、 无私奉献、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大力
协同、 勇于登攀。 第三个精神就是特别能吃苦， 特别
能战斗， 特别能攻关， 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中国航天人正是在这三个精神的指引下， 几十年来在
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献出了青春年华、 献出了聪明
才智、 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 他们用顽强的意志
和杰出的智慧， 将 “一切为了祖国， 一切为了成功”
写在了浩瀚无垠的太空中。

2018年12月1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
喊得来的， 而是拼出来、 干出来的。” 为中国航天奋斗
了一辈子的戚发轫对此深表认同 。 “今天 ， 在祖国
‘强起来’ 新的伟大征程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
项事业不断取得伟大成就新的历史方位里， 更要大力
弘扬航天精神、 ‘两弹一星’ 精神、 载人航天精神，
每一个中国人把自己岗位的工作做好， 这就是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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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受过列强侵略的切肤之痛， 决心航空报国；
■他亲历了中国航天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的全过程；
■花甲之年， 他满腔豪情放飞 “神舟”， 实现国人千年飞天梦；
■他常说， 每一个中国人把自己岗位的工作做好就是爱国；
■他就是中国航天界元老、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轫。

戚戚发发轫轫：：把把自自己己岗岗位位的的工工作作做做好好就就是是爱爱国国

戚发轫在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研修班上讲课 戚发轫为首都职工签名 戚发轫手书

戚发轫院士是享誉国国际的著名航天工程专家， 2018年11月22日， 在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举办
的高技能领军人才研修班上， 戚老作为首位主讲人， 为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几十名劳模先进， 讲述了
自身命运与时代变革、 与祖国航天发展的紧密联系， 深深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 演讲后， 戚老接受了
记者的采访， 一句 “每一个中国人把自己工作岗位的工作做好就是爱国” 的论述， 再次让在场的人感
受到这位资深的 “大国工匠” 的报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