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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6日，是西南联大1942届
校友、“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学长的百
岁生日。王希季学长与党同龄，作为中国
第一枚探空火箭的技术负责人、中国第一
枚卫星运载火箭总体方案设计者、中国第
一颗返回式卫星首任总设计师，他为我国
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99年，国家颁授的23位“两弹一

星”功勋科学家，如今仅有3人在世：92
岁的孙家栋，92岁的周光召，而年纪最大

的就是王希季，今天满100岁，与中国共

产党同龄。

历经辗转入航天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正式开启了一段叱咤

风云的百年辉煌历程。也就相隔两天，7
月26日，王希季在云南昆明的一个白族家

庭里出生。

父亲王毓崑是商人，生意场上沉浮多

与党同龄的“百岁国宝”王希季
○赵  聪 

年，不愿孩子再身陷商海，唯一的心愿是

希望他们能学一门手艺，过一种能养活自

己的平安日子。但王希季不甘平庸，从职

校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入读工学院机

械系。

在西南联大，最让他“耿耿于怀”的

是，机械学大师刘仙洲先生让他吃了第一

个零蛋。在一次测验中，刘仙洲先生给出

题目，要求计算准确到小数点以下三位

数。王希季举起计算尺刷刷算完。可后来

一看成绩：零蛋，因为计算结果的小数点

下三位是根据计算尺估算的。

“刘先生给了我零分，让我终身受

益。搞工程的人必须要坚持零缺陷。我考

试中的小数点下三位就是缺陷，如果有缺

陷，工程就会变成零。”后来成为航天专

家的王希季，与“零缺陷”工程打了大半

辈子交道。

在大学时期，王希季萌生了“工业救

国”的想法。1942年，西南联大毕业后他

王希季的西南联大学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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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兵工厂， 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到了

昆明的电厂。

1948年，王希季踏上了留学旅程，前

往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动力及燃料专业

留学。1949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取了科学

硕士学位。

就在王希季准备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

时，国内传来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

成立。次年3月，王希季登上“克利夫兰

总统号”。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继续读博，

他答：“从我出生时起，国家就一直在混

乱中，支离破碎。我出去读书时国内还没

统一，回来时已经统一了，这对我来说

很重要。”

就这样，他毅然放弃了国外良好的学

术环境，和一批中国留学生一起登上“克

利夫兰总统号” 轮船回到了祖国。

同在船上的还有华罗庚先生、朱光

亚先生等人。在香港逗留期间，华罗庚

在船上发表《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

信》：“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

兮……”

王希季回国后，先后在大连工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任教。随后，加入中

国航天。

射出探空第一箭

1958年，王希季所在的系被调整到上

海交通大学，当他准备赴德国教学两年

时，突然接到了去上海机电设计院报到的

通知，承担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的研制

任务。

这个任务有多重要？1957年，苏联发

射成功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3个多月后，美国将一颗名叫“探险者

一号”的卫星送入了太空。1958年5月17
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了高瞻远瞩的伟大号

召：“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参与研制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的这支

队伍，绝大多数都是刚出校门不久的青年

人，平均年龄只有24岁，有的年轻人甚至

还没毕业就拿着组织的调令报到了。

那年，王希季只有37岁，被任命为设

计院的技术负责人。当时设计院的研制条

件十分简陋，既没经验，又没资料，也没

专家，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勇于挑战的王

希季二话没说，带领着“娃娃队伍”，开

始了边学边干的艰苦探索。当时，控制头

2007 年 10 月，王希季学长回清华参加西

南联大建校 70 周年活动，与时任党委书记胡

和平在新落成的西南联大纪念碑前合影

1950 年王希季留学归国途中，在“克利

夫兰总统号”邮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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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分离的定时钟表机构是从市场上买来的

小台钟改装的；点火装置是将普通小电珠

的玻璃敲碎，取出其中的灯丝再裹以硝化

棉制成的……

仅用了短短9个月的时间，由王希季

主持研制的我国第一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

“T-7M”就奇迹般地诞生了。1960年2月
19日，在上海郊区一个用稻田改建成的简

易发射场上，“T-7M”已经昂然屹立在发

射架上，它的飞行高度预计为8～10公里。

发射场上没有电，隔着一条蜿蜒的小

河，在用芦席围起来的“发电站”里，一

台借来的50千瓦的发电机已经开始工作。

由于没有任何通信设备，王希季站在用麻

袋堆积起来的半人高的“指挥所”里，

用挥舞的手势和大声的喊叫，指挥着“T-
7M”的发射。

发射成功了！王希季冲出“指挥

所”，扯开已经嘶哑的嗓子和大家一起忘

情地欢呼起来。这次试验成功，是中国自

行研制的液体燃料火箭技术取得的一个

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成

果。此后，中国的探空

火箭数十次飞上天空。

很长一段时间里，

人们并不熟悉探空火箭

的历史。毛泽东唯一视

察中国航天的足迹留给

了“T-7M”。探空火

箭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

的多个第一，为我国后

续气象事业和航天事业

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工

程经验及大量的第一手

资料，开创了我国生物

试验火箭成功回收的先

河，也为我国以后开展载人航天工程积累

了重要经验。王希季功不可没。

攻关“长征一号”

完成研制探空火箭的任务后，又一项

充满挑战的工作找到了王希季。

1965年，在“两弹”建设基本完成之

后，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任务被提

上议事日程。上海机电设计院承担卫星运

载火箭总体任务，由上海迁至北京，正式

改名为七机部第八设计院。王希季被任命

为该院总工程师。

新任务中，他负责主持中国第一个发

射卫星的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总体方案

的论证和设计。卫星上天，得靠火箭，又

是一项如此重要的任务。

王希季感到庆幸。他曾经动情地说：

“作为一个专家，我不否认个人的天赋和

勤奋，但是，如果党、国家和人民不交给

我这些任务，我怎么可能去研制？如果不

给我这些环境和条件，又怎么会出现我这

“T-7M”探空火箭发射和回收成功后，王希季、钱学森等在火

箭发射架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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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个人呢？”

王希季是一个头脑清醒、求真务实的

人。他苦苦思索，怎么设计一个方案，既

能够达到足够的运载能力，又可以节省许

多研制经费，时间上也能够满足发射卫星

进度要求？

他做了大量调查，在全面考虑空间、

地面、材料、技术等基础上，创造性地提

出了一个将导弹技术与探空火箭技术相结

合，液体的推进剂火箭和固体的推进剂火

箭相结合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以中程

液体推进剂导弹为第一级和第二级，研制

一个固体推进剂火箭作为第三级的运载火

箭方案。这就是后来的“长征一号”。

对王希季来说，用尚未研制的固体火

箭发动机作为长征一号火箭第三级的动力

装置是一项全新的课题，它要可靠地在

300千米左右高空点火，并在180转/分的

条件下工作，难度非常大。

时任七机部四院副院长的杨南生说：

“至今我都非常钦佩和感激王希季！在发

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上，敢于采

用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固体火箭

为第三级，需要有相当的魄力与勇气！”

1967年，按照国防科委要求，“长征

一号”总体任务移交给运载火箭技术研究

院（一院）负责，王希季再次无条件服从

组织安排。

两年后，“长征一号”成功把“东方

红一号”送入太空，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

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国家。王希季再

次为国家、为航天立功。

返回式卫星的大总师

“长征一号”移交后，王希季马不停

蹄，全身心投入新任务，研制我国首个返

回式卫星。

当时，返回卫星研制难度之大，令很

多人望而却步。王希季带领研究团队制订

了几个设计方案，经过一次又一次地争

论、讨论，他们最后确定了充分利用“长

征二号”运载火箭能力，采用弹道式返回

方式，由返回舱和仪器舱组成大返回舱的

方案。这个方案几十年来一直是我国返回

式卫星的基本方案。

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

卫星穿云破雾飞上了太空。当人们沉浸在

发射成功的喜悦中时，王希季却提着简单

的行李，匆匆地赶往卫星测控中心。他的

任务还没有完成，他还要等待着送走的那

颗卫星再听话地返回地面。有人说，那几

天，他连睡觉都“睁”着眼。

三天后，天空中终于出现了那顶红白

相间的降落伞。在王希季看来，那是盛开

在天空中的一朵最美的奇葩。伞下拽着

的，就是那个让他望眼欲穿的、被大气层

烧得黑糊糊的回收舱。它飘过崇山峻岭，

准确地落到了预定的回收地点。

这颗卫星的回收成功，使中国成为继

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

返回技术的国家。叶剑英副主席在卫星试

验结果报告上挥毫批下7个大字：返回式

20 世纪 90 年代，王希季在卫星总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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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有功！

对返回式卫星，王希季长久牵挂。

1994年，王希季73岁，老话说，73、
84是老年人的“坎儿”。当时，我国的航

天事业形势严峻，不到半年时间里，连

续两次卫星发射受挫。这年7月，我国第

16颗返回式卫星发射，王希季简单收拾行

装，奔赴大西北。发射第二天，他又赶赴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与另外几位老专家一

起参与卫星测控和回收任务。

1996年10月20日，我国第17颗返回式

卫星发射，王希季再次出现在酒泉。这是

一颗最新型号的返回式卫星，由他主持制

定型号技术方案。这颗卫星上的搭载物多

达17类，有用于心肌观察和病理反应实验

的小乌龟，有从刚出生的幼鼠脑细胞中提

取的神经元，有不同品种的植物和菌种，

还有一面五星红旗和一面紫荆花旗——航

天人为香港回归特别准备的厚礼。

这一年，王希季已经75岁了，和大多

数航天人一样，他用最质朴也是最浪漫的

方式，热爱着他的祖国。

“祖国没有忘记我”

王希季目光远大，从造火箭到发卫

星，又将目光投向了应用卫星和太空资源

的利用和开发。

王希季一直呼吁研制发射地震电磁监

测试验卫星。“汶川地震，如果我们事先

有地区连续的空间监测的热和电磁效应的

图像，可能会有预报。”王希季建议将空

间手段与地基监测相结合，建立天地一体

化的立体地震电磁监测系统。

王希季是白族，耄耋之年，依然没有

忘记建发电厂解决民族地区能源的初心。

2009年，88岁的王希季与三位院士联名写

信，建议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研发百万千瓦

级的空间电站，以解决能源和环境问题。

王希季晚年一直倡导把太空作为国家

疆域的一部分来看待。他常说：“天，中

国人是有份的。在太空这个世界各国争夺

的新领域，中国不仅要有一席之地，更要

扩大到一片之地。”

王希季很有个性。作为卫星总设计

师，王希季经常扮演少数派的角色。在

他的一份干部考察表上，写着这样一个缺

点：有时比较固执，不好商量工作。

王希季没有虚心接受，在“对组织评

价的意见”一栏里郑重其事地写道：“总

评价高于本人评价，谢谢。但在技术问题

上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少数服从多数，

而是要尊重客观规律。有时候少数人坚持

的往往是正确的，可能我总是当这种少数

派吧。”

在涉及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利益等大

是大非面前，王希季只有一个判断标准，

那就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

王希季一次又一次为国家需要“转

行”，深藏功与名。1999年，“两弹一

星”功勋科学家表彰大会，当已经78岁的

他站在人民大会堂，人们才知道，这个不

起眼的白发老人，为中国航天作出了如此

大的贡献！

“祖国没有忘记我！”78岁的王希季

突然红了眼圈。

202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

星成功发射五十周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参

与这项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抬头写的是

“孙家栋、王希季等老同志们：”。

是的，祖国没有忘记您，人民更不会忘

记您。现在，全国人民一起祝您：生日快乐！

（转自《中国航天报》，2021年7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