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华社记者 吕雪莉 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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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姓埋名
共赴神秘禁区

具有象征意义的“596”之路旁，
一位短发的年轻妻子正要将信投入
邮箱，她神情专注，饱含深情。

离她不远处，一个男人倚墙专
心读着一封信……

在原子城纪念园里的这座雕
塑，生动再现了那个火热年代中，一
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

一对新婚燕尔的夫妻，分别接
受任务各自奔赴“那遥远的地方”。
从此鸿雁传书、互诉衷肠。

原以为各自天涯。在原子弹爆
炸成功的庆功会上，他们惊喜地发
现了对方：原来两人工作的地方，只
不过隔了一堵墙。

原来，他们寄出的信件会发到
北京，再寄回来……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究竟是谁，
难以说清，因为类似的事情当时很
多。”面对记者的疑问，青海原子城
纪念馆接待中心主任王致玲这样回
答。

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
金银滩草原，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
研制基地——国营221厂旧址。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
弹均诞生于此，故这里被誉为中国
原子城。

1958年，面对西方核垄断、核讹
诈的威胁，党中央决定在这里建立
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对外
称“国营221厂”“青海矿区”。

广大科技工作者闻令而动，告
别亲人，奔赴高原，开始了艰苦卓绝
的草原大会战。

世界知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
1961年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毅然归
国。为参加核武器研究，他改名王
京。

从此，他隐姓埋名17年。
“王淦昌到哪去了？”每当有人

这样问时，他的妻子总是说“到邮箱
里去了”，因为她也只知道王淦昌的
通信地址和信箱代号。

……
为了国家之荣光！这是参加核

试验科学家的共同心声，他们不畏
强权、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团结拼
搏，守护了共和国的和平与安宁。

以身许国
共圆强国梦

空旷的原野上，两排钢筋混凝
土立柱，矗立在长满锈迹的铁轨旁，
斑驳而沧桑，无声地诉说着过去的
辉煌。

这里，被称为“上星站”，是221
厂最核心的厂区之一。

“可以说，这里是我国强国之梦
开始的地方。”“两弹一星”理想信念
教育学院专职教师马晓燕说。

当年，这个草原深处的小小站
台，先后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
颗氢弹以及多种型号的核产品，运
往核试验场和它所装配的部队。

1964年 10月 16日 15时，罗布
泊上空一声巨响，中国的第一颗原

子弹爆炸成功。它向世界庄严宣
告：站起来的中华民族拥有了自己
的原子弹！

1967 年 6月，由 221 厂承担研
制的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221厂的建设者们“三顶帐篷”
起家，先生产后生活，合力攻坚，艰
苦创业，用智慧和生命圆了中国人
民的核武器之梦，换来了共和国的
尊严和强大，也换来了人民的幸福
和安宁。

耸立在西海镇的“中国第一个
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铭记着他
们的丰功伟绩。

郭永怀，是“两弹一星”元勋中
唯一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1968年12月，他从导弹试验基
地返京途中遭遇空难。危急时刻，
他与警卫员牟方东紧紧拥抱，保护
着夹在胸前装有绝密数据资料的公
文包，遇难时年仅59岁。

86岁的刘兆民老人，是原 221
厂的退休职工。

他早年大学毕业后就从事原子
弹研究。1963年初他来到金银滩，
在二分厂研制炸药，直到退役。

“那时条件非常艰苦，住过帐
篷、干打垒。但是能参与国家的尖
端科研工作，我非常自豪。”

没有当年原子弹、氢弹的成功，
就没有今天强大的中国。回首那些
火热的岁月，86岁的老人无怨无悔，
激情满怀，“如果现在需要，我还能
干。”

以身许国！无数科技工作者抱
着振兴中华的理想，发扬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创
业精神，在这片神秘禁区，奉献与坚
守了一生。

化剑为犁
为了和平与安宁

遵循和平时期“化剑为犁”的思
想，1987年，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
下文撤销221厂。

1995年5月16日，新华社向全
世界播发了“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
制基地已完成历史使命全面退役”
的消息。

这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退役的
核工业研制基地。曾经的神秘禁

区，成为海北州州府新址——西海
镇，逐渐向世人开放。

在地图上一度消失的金银滩，
伴随着西部歌王王洛宾那首脍炙人
口的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迎来
了四海宾客。

金银滩草原重归宁静，牛羊遍
地，牧歌悠扬。金银滩草原的牧民
们迎来了富裕祥和的新生活。

如今，行走在西海镇，不时会邂
逅当年221厂的遗迹，随处可见的
雕塑、纪念碑、纪念馆、纪念园，当年
的图书馆、电影院、将军楼。

遍布草原的厂房、车间静静矗
立，当年的标语仍清晰可见。

丰碑无言。代表“圆梦”的纪念
碑圆球下方，棕红色的盾牌上，镌刻
着9颗圆钉和展翅飞翔的和平鸽。

它让世人铭记：中国人研制原
子弹，并非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
平。

逐梦新征程
“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芒

从事水利工作的楚殿珺师傅站
在“上星站”铁轨旁，望着苍茫的草
原，久久伫立。

8年来，只要有空，他都会来这
里看看。这次，他带着两个年轻同
事来，让他们也感受老一辈创业的
艰辛。

“这是中国人民挺起脊梁的地
方，虽然那段时光已成为历史，但是
不能忘了老一辈的艰辛付出，要继
承和发扬他们艰苦创业、为国争光
的精神。”

总有一种精神，激励我们前行。
“这里铸就了伟大的‘两弹一

星’精神。挖掘好、传承好这些精神
财富，是我们的使命。”“两弹一星”
理想信念教育学院副院长周广静
说。

此前，周广静在原子城纪念馆
工作了17年。纪念馆建馆18年来，
已经有300万听众聆听了“两弹一

星”精神的宣讲。
目前，以传承弘扬“两弹一星”

精神为主线，以原221厂旧址为载
体，学院已开发出原子城纪念碑、一
分厂、二分厂、上星站等十多处现场
教学点。

“政治上得锤炼，思想上受洗
礼，精神上得激励，使命上得强化。”

“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院常务
副院长张海旺说，2020年，学院培训
各类参训人员3000余人次。

“之前并不太了解原子城的历
史，深入学习才体会到辉煌背后的
付出与艰辛。每次看资料，都心潮
澎湃。”

来自云南的“95 后”女孩孙晓
晓，去年通过考试来到“两弹一星”
理想信念教育学院，成为一名专职
教师。

她说，每个分厂，都有牺牲，都
有奉献。“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因
为他们始终冲在危险的最前沿，是
因为他们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热
爱。”

二分厂发生过爆炸事故，4位年
轻的技术工人当场牺牲。由于事故
太惨烈，只能把他们的骨灰平均分
成四份寄回家中。后来，一个年轻
逝者的父亲又将儿子的那份骨灰送
回了基地。

“他说，儿子是为国捐躯，他要
让儿子的英魂陪伴自己未竟的事
业……”

讲着讲着，孙晓晓热泪盈眶。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是

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
族，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
我们的天下。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向英雄
学习，景仰英雄，让他们的精神照亮
我们逐梦的征程，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孙晓晓激动的声音里，满是坚
定。 （新华社西宁3月16日电）

在那遥远的地方中华民族挺起脊梁
——原子城传奇

青海金银滩，国营221厂，中国原子城。
这里是强国之梦开始的地方，这里是中华民族挺起脊

梁的地方。
半个多世纪前，无数顶尖科研专家、技术人员、干部职

工、部队指战员，在这里头顶蓝天，脚踏荒原，开启了我国核
武器研制的传奇之路。

昔日守卫森严的军事禁地，早已揭开神秘的面纱，成为
青海的旅游胜地。但使命与光荣从未远去，“热爱祖国、无
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攀高峰”的“两弹
一星”精神永放光芒。

3月 16日，中建二
局江苏分公司在南京孟
北保障房项目工地举行
“关爱农民工 服务进工
地”活动，为150余名农
民工提供免费体检、理
发和法律咨询等服务。
图为在南京孟北保障房
项目工地，医护人员为
农民工测量血压。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纠缠是量子的重要特性，也是实现量子通信、
量子计算的基础。但近期却有商家搞起了“理论创
新”，歪曲原理、生搬硬套，把量子理论与传统商品

“纠缠”起来，蹭热点、造卖点，欺诈消费者以谋取不
正当利益。这种“伪创新”危害很大！

量子水、量子袜、量子项链、量子眼镜、量子手
机膜……电商网站上所谓“量子商品”林林总总。
更让人大开眼界的是各种理论欺骗新花样，“量子
能量波能深层滋养肌肤”“量子纠缠让害虫不能产
卵”“量子的波粒二象性能科学解释阴阳风水”……
种种曲解滥用动不动就称“量子商品”，无下限虚夸
所谓“量子商品”性能，让消费者防不胜防。

量子科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
沿领域，量子科技产业快速发展，一些假量子真骗
子也借势跟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有人说，新事物的出现本身就具备两面性，“产
业泡沫”可以扩大量子产业的知名度，不必太在
意。这种观点实则模糊营销与欺诈的界线，低估造
假危害，大错特错。滥用量子概念将给市场和产业
的长远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当一个行业虚假横行，
消费者会把“李逵”也当成“李鬼”；假量子产业炒概
念、挣快钱，还会挤占市场和资源，逆向淘汰正潜心
攻关、艰难爬坡的真量子产业。

新产业发展迅速，监管需要同步跟上。杜绝骗
子纠缠量子，相关部门首先要超前谋划、正本清源，
根据量子科技的发展现状，明确量子商品的冠名标
准和宣传界线，对明显夸大、虚造、有违科学常识的
设置红线、及时制止。对欺诈行为要严肃查处，涉
嫌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依法保护消费者权益。

同时，要加大对量子科技的科普力度，提高公
众辨别力，大家知道什么是真的，假的自然就没有
生存空间。 （新华社合肥3月16日电）

骗子不要纠缠量子
■ 新华社记者 徐海涛 陈诺

●“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交付活动16
日在三亚举行，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二研
究所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签署《全
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交付备忘录》，中科院
深海所正式负责“奋斗者”号的后续运维与管理。

● 记者从北京市文旅局获悉，北京有序恢复
文化旅游活动，继续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按
75%限流开放公园、景区、名胜古迹和图书馆、博物
馆、影剧院、KTV、网吧等网络场所。宾馆酒店取
消春节期间75%的限流措施。

● 北京时间3月15日夜，第93届奥斯卡奖公
布提名名单，代表中国香港“申奥”的电影《少年的
你》入围第93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上一部入
围这一奖项提名的中国电影，要追溯到18年前张
艺谋执导的武侠电影《英雄》。

● 天津市16日宣布建成“生态宜居”“产城集
约”两种典型的智慧能源小镇，瞄准解决清洁能源
供给及综合能源利用难题，助力城市低碳减排。

● 对10亩以上集中连片撂荒地实行乡镇长
包片责任制，引导复耕复种；对长期撂荒土地停止
发放补贴；丘陵地区撂荒地恢复粮食生产的要给予
补助……为了保障粮食安全，重庆拿出实招，推动
撂荒地复耕。

● 记者16日从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获悉，2020年，浙江共处理各类劳动保障违法案
件19345件，向社会公布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
190件，向司法机关移送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
151件。

● 由中国成都首发至俄罗斯圣彼得堡市的中
欧班列15日抵达圣彼得堡舒沙雷火车站。

● 记者从云南省人民政府16日召开的发布
会上获悉，“十三五”期间，云南多措并举着力解决
农村群众吃水问题，巩固提升了1963.1万农村人
口的饮水安全保障水平，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80.5万人。

● 贵州省市场监管局、贵州省消费者协会在
2021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新闻通气会上通
报了12起反不正当竞争案例，涉及虚假宣传、不正
当有奖销售、商业贿赂等重点类型。

（以上均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光荣在党50年”纪念
章颁发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
指出，党中央决定，2021年首次颁发“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这项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增强党员的
荣誉感、归属感、使命感，汇聚全党为实现“十四
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持续奋斗的磅礴力
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知》明确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首次
颁发对象，即颁发给健在的截至2021年7月1日
党龄达到50周年、一贯表现良好的党员。要求各
级党组织高度重视，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
际，认真做好统计、组织颁发等工作，确保每名符
合条件的党员在7月1日前获颁纪念章，深切感受
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首次颁发以后，将
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一般每年“七一”集中颁发
一次。

中办印发关于做好“光荣在党50年”
纪念章颁发工作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