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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子下潜艇
——亲历我国核潜艇水下导弹发射任务
王建蒙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国家批准我国自行研制的核潜艇
水下发射导弹任务全面展开，上级明确指示发射任
务由当时的国防科工委统一组织实施。当时我任职
于国防科工委司令部主管卫星、导弹发射试验部门。
我同导弹、核潜艇研制人员及海军核潜艇官兵一起，
在我国海军试验基地核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试验任务
现场度过了 １００ 个日日夜夜。一转眼 ２５ 年过去了，
每当脑海中掠过核潜艇发射现场的情景，我仍会激
情难抑、心潮澎湃。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消息：
“１９８８
年９月 ２７ 日，我国向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全
部结束。这次试验的运载火箭，是由我国自行研制
的核潜艇从水下发射的。火箭准确溅落在预定海域，
整个试验获得圆满成功。”同日《人民日报》刊登
了题为《中国核潜艇诞生记》的长篇通讯，记述了
这次发射和核潜艇研制情况。文章写到，“导弹核
潜艇发射运载火箭成功，标志着我国的国防尖端技
术又跃到一个新水平。我国政府早就宣告：中国永
远不做超级大国，也无意去参加世界的军备竞赛。

王建蒙

我们研制导弹核潜艇，为的是保卫和平。”
下潜——义无反顾永向前
发射任务期间，我住在海军试验任务招待所。
每天早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试验任务指挥领导
小组每日的调度例会。每次调度会，时任海军试验
基地司令员、此次发射试验任务指挥长王惠悫都会
亲自到会。刚开始，我对每日都开调度会不太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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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我尝到了每日调
度会的甜头。会上会对前
日工作完成情况、出现问
题处置结果、遗留问题解
决方案做一个简要汇报，
并对当日工作计划安排进
行部署。在每日的会议上，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在导弹测试厂房，在
核潜艇舱内，我几乎天天
都能见到“两弹一星”功
勋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黄纬禄。他是中国首枚

时任总理李鹏在核潜艇前与部分参试人员合影（后排左 4 为作者）

潜地导弹总设计师、中国
第一艘核潜艇副总设计师。年已 ７１ 岁的黄老总，

国家航天局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２００４ 年，

与所有参加试验人员住在同一个招待所，在同

他又挑起了中国探月工程总指挥的重任。最近

一个饭堂吃同一种饭菜，进入导弹测试厂房，

我又看到了他以教科书的方式新出版的大作《航

穿同样的洁净白大褂，进入核潜艇换上同样的

天系统工程运行》，认真拜读大有收获。他每

深蓝色紧身夹克工作服。他思维敏捷，话语不多，

次见到我仍是大蒙、大蒙叫个不停，总是问长

慈祥可亲，但当分析导弹测试中发生的问题时，

问短亲热不够，这便是我们共同度过的 １００ 个

他会很准确地指向问题的要害，非常尖锐地批

日日夜夜中结下的情谊。

评那些对技术状态模棱两可的解释。

核潜艇发射导弹在技术论证和方案设计中

在试验任务中我结识了栾恩杰。他当时是

遇到的难题出乎预想。导弹水下发射必须掌握

导弹试验队队长，时任航天工业部二院副院长。

和突破导弹在水下的状态和运行规律；必须满

与他聊天才知道他本科毕业于哈工大后考入清

足潜艇运动、海浪、海流等变幻万千的水下环

华大学读研究生，是我的老学长。不论是在导

境对导弹点火姿态稳定的技术条件要求；掌握

弹测试现场还是在技术分析会、计划调度会上，

导弹在水下受力引起的载荷、强度设计计算；

每当遇到技术上出现重大问题，栾恩杰都敢为

要在潜艇狭小的空间内满足导弹武备系统的紧

敢当敢拍板。他经常拿一双筷子扎着几个花卷，

凑和协调；确保导弹在水下的气密性、水密性

经过我面前时，会把一个花卷沿着我的饭盆边

要求；导弹对油雾、盐雾、潮湿等恶劣环境的

褪下说：“大蒙，年轻人应当多吃一个，吃饱

防护和适应性……都必须精准明确。这一切对

肚子不想家，吃饱肚子好干活儿。快吃，吃完

于固体导弹研制生产和核潜艇制造都是异常严

排球场见。”饭后在排球场上，栾恩杰起身扣

峻的挑战。

球勇猛无比。当时他为了救球，竟然双手抻直

那天，我又一次随核潜艇出海演练。当核

擦地来个前滚翻，顿时掌声不断。这就是核潜

潜艇抵达预定海域，随着艇长下达的一系列口

艇导弹发射任务业余时间的真实写照，这里只

令，核潜艇神秘地缓缓潜入水下，５ 米、１５ 米、

有亲密无间的战友。此后我还曾经与栾恩杰有

２０ 米……我坐在核潜艇内，看着各个操作手紧

过多次接触。他那时已经是中国航天工业总公

张而有序地完成每一个动作，仪表盘上电子信

司副总经理，后来升任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

号闪烁，调度扬声器各操作手口令交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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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回过头，紧盯核潜艇发
出声响的部位，随即把研
制单位和核潜艇的主管人
员召集在一起，责令立即
查找发出金属声响的准确
源头，即便连夜作战也必
须彻底查清。第二天清晨
调度会上，会议桌上放着
一个断成两截的大弹簧，
这个大弹簧长约一尺、有
水桶那么粗，这就是昨天
金属声响的源头。问题点
找到了，至于是设计不合
理？理论计算不准确？材
料选用不合格？材料在使
用中疲劳过度？还是机械
2012 年 11 月 28 日核潜艇精神研讨会上作者（右）与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在一起

组合不匹配……这些假设
的原因都将一一排查，从

成出海演练后，核潜艇神奇地上升浮出海面。

理论到实际，从设计图纸到模拟试验，直到水

航行中的艇身在海面时隐时现，只有舰桥高高

落石出、准确无误。黄老总赞扬了连夜排查同

地突出在潜艇上面。我站在舰桥上狭小的平台

志的认真态度、准确结果。“弹簧断裂”事件

上，天是蓝的，海是蓝的，无边无际……１００ 多

也引发了对核潜艇各个环节以致每个零件进行

米长庞大的核潜艇破浪向前，真是一幅海阔凭

彻底检查的工作。因为核潜艇如果进入备战状

鱼跃的美丽画卷。海鸥“呀、呀、呀”围绕着

态，将会长达几十天、几百天潜入海底，一直

核潜艇欢叫，犹如在庆祝任务的胜利完成……

到完成打赢战争的严峻使命。不要说一个弹簧、

我情不自禁地致以军礼，久久不愿放下……

就是一个螺栓也可能导致无法弥补的毁灭性灾

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时年 ６２ 岁，是我国
工程院首批院士，他的后半生与我国核潜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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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我又一次见到了黄老总。

制紧密联在了一起。协作攻关会议他要主持；

时隔 ２５ 年，当我见到这位 ８６ 岁的耄耋老人时，

设计方案的论证他要最后拍板；尖端课题遇到

只觉得一股亲近感袭入我心。我赶快紧走几步

困难他要去“解围”，就是每次深潜实验，他

来到他身边。我发现他梳理整齐的银白头发竟

都要亲自参加。这位为我国核潜艇事业发展拼

无一根黑丝，就连浓浓的长寿眉也全部是白的，

搏了半个多世纪的核潜艇总设计师，受到人们

但长寿眉下的双目炯炯有神，精神矍铄，身板

的拥戴，尽管他本人很反对，但还是被大家尊

依然硬朗，说起话来，思路仍然十分清晰，老

称为中国的“核潜艇之父”。

人慈祥的脸上充满笑容，他双手紧紧握住我的

那天下午，当完成任务胜利返航的核潜艇

手。２０１４ 年 ２ 月，黄旭华获得“２０１３ 年度感动

在码头停靠后，我跟随在黄老总身后刚踏上地

中国十大人物”，送给他的颁奖词是：时代到

面，就听到身后的艇上发出“当啷”一声清脆

处是惊涛骇浪，你埋下头，甘心做沉默的砥柱：

的金属声响。黄老总即刻停下脚步，异常敏感

一穷二白的年代，你挺起胸，成为国家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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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你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

答。徐作仁和时任艇长杜永国，对我提出的每

但有无穷的力量。他是我们科技领域的楷模，

个问题都给以精炼而准确的解答，使我能够完

他那种一丝不苟、坚忍不拔搞科研的作风是我

成每天的汇报工作。北京指挥部的领导赞扬我

们永远的榜样。

在现场学习认真、技能掌握得快，这些都离不
开这些战友们对我的帮助。

发射——导弹出水壮国威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时，备航备潜完毕

发射任务首、末区全体参试人员经过 １００

的核潜艇起航离港，乘风破浪驶向预定发射海

多天的精心准备，各项发射试验准备工作按照

域。以核潜艇为核心，同时航行编队的还有 ４

试验大纲和任务要求全部就绪。发射试验首区

艘试验艇。担负防险救生、气象水文观测、摄

召开了隆重的誓师大会。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实

影录像、护航、拖带打捞任务的 ３０ 艘舰艇同时

施阶段。

向试验海域开进。试验海域的 １１ 艘猎潜艇、护

大家每天在核潜艇内工作，结下了深厚的

卫艇和三艘渔政船，负责在海域劝阻国内外船

情谊。我结识了首任艇长徐作仁。说起徐作仁，

只远离发射试验警戒线。发射现场指挥所、导

那也是位传奇式的人物。当时只有初中文化程

弹落区指挥所、北京指挥所各级指挥人员全部

度的徐作仁，入伍后从一名潜艇士兵升任到航

就位。

海长，之后凭着对祖国海军、潜艇事业的执著

１２ 时 ３０ 分，弹道导弹核潜艇到达发射预定

和热爱，以惊人的毅力，硬是把高等数学、天

海域，接到地面指挥所下达的“试验开始”命

文地理、高能物理等专业理论掌握在手，又经

令后，携带着潜地导弹的核潜艇稳稳潜入水下。

过专业培训升任为常规潜艇艇长。当我国弹道

下潜！下潜！弹道导弹核潜艇终于等到了

导弹核潜艇建造成功装备下水时，他出任了首

这一刻。

任艇长。据说，１９８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我国第一艘

当进入“五分钟准备”后，所有试验任务

弹道导弹核潜艇经过 １６ 年的研究建造交付海军

指挥所的指挥员终于等到了来自水下核潜艇那

使用，１０ 月 １９ 日，核潜艇部队举行隆重的命名、

“一分钟准备”的号令。

授旗仪式，徐作仁作为首任
艇长在两名卫兵的护卫下，
接过八一军旗，随着豪迈的
军乐，迈着威武的正步，来
到核潜艇升旗处，亲手将军
旗在我国第一艘弹道导弹核
潜艇上升起。那种场面绝对
无法用语言形容。
当时，我内心给自己定
的任务主要是学习，否则我
这从卫星发射场来到海军的
“门外汉”无法胜任上级领
导交给我的基本工作任务。
说实在的，我这“旱鸭子”
进入艇内，看什么都觉得神
秘，每天有 Ｎ 个问题等待解

1988 年 9 月作者（左）与我国核潜艇首任艇长徐作仁在核潜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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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潜艇完成任务返航途中登上舰桥眺望无边无际的大海

接着，各指挥所传来水下核潜艇导弹部门
长清晰而洪亮的“１０……５、４、３、２、１，发射！”

国弹道导弹核潜艇成功进行了两次水下发射潜

的号令。

地导弹试验。至此，中国首制导弹核潜艇潜地

１４ 时整，核潜艇在导弹发射强烈反作用下

导弹定型试验全部结束，第一代导弹核潜艇试

猛地向下沉了一下，随即导弹从核潜艇的导弹

验完成了全过程。这标志着中国完全掌握了导

筒内穿过海水腾空而起，导弹刺破海面发出震

弹核潜艇水下发射技术，成为继美国、苏联、

耳欲聋的轰鸣声，导弹尾部发动机喷射着橘红

英国、法国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水下发射导

色的火焰，向蔚蓝色天海连成一片的空中疾驰

弹能力的国家。中国人民海军由此成为一支真

腾飞！加速！向太平洋预定导弹落区海域飞驰。

正的战略性军种。

指挥所调度中心不断传来：

清华大学送我从事航天生涯的三十多年中，

“导弹飞行正常！”

发射卫星上九天、潜入水下壮国威，经历过的

“跟踪正常！”

大多是发射成功的喜悦，但每当遇到困难和挫

“头体分离！”

折，参加卫星、火箭发射以及核潜艇水下发射

“落区发现目标！”……

导弹任务的历练都会使我重拾坚强的意志，每

在海上等待已久的“远望一号”、
“远望二号”

当想起潜入海下发射导弹的经历，都会为我带

远洋航天测量船的跟踪设备，准确测出导弹弹
头的精确落点。当发射成功的消息传入各指挥
所，传入核潜艇时，人们终于沸腾了！

66

９ 月 ２７ 日，第二次发射试验再获成功。中

来美好的遐想。
（作者为航天系统工程高级工程师，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