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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书山

50年前的10月16日， 中国西部戈壁中一
声巨响， 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这一声巨
响向全世界宣布： 中国有了第一颗原子弹，
中国拥有了自己的核技术！ 作为每一位中国
人， 我们为这声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的声响而
骄傲。 然而， 湖南人却很少知道， 三湘儿女
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第一颗氢弹升空、
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所作出的巨大的贡献和牺
牲。 回顾50年前新中国核工业先驱者在三湘
四水间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 我们会深深震
撼于这段不能被历史湮没的荣光。

秘密队伍在长沙组建

1955年3月， 一支秘密队伍进驻了长沙市
窑岭的一座楼房。 这是一座新建的楼房， 原
来是准备开办一所“合作干部管理学校”， 因
为这支队伍的来到， 它的使用性质发生了变
化， 成为了他们驻地。 这支不到200人的队伍
显得参差混杂， 有朴素粗犷的汉子， 有白净
文弱的书生， 也有威猛孔武的军人。 他们每
天主要在院子里面活动， 走出来也是行色匆
匆， 少有言辞。 外界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干什
么， 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单位。 但是从他们
的神色和森然的警卫加上新中国刚刚成立时
的社会氛围， 足以让人们感觉神秘。

今年已经84岁的王学曾老人就是当年在
这个神秘大院里活动的人。 刚刚大学毕业的
他被分配到了这里。 “当时我们叫309队， 全
称是中央地质部309队”。 全国有两支这样的
秘密队伍， 另外一支在新疆。 湖南的这支秘
密队伍的性质、 任务据说只有当时的湖南省
委书记周小舟一个人知道。

王学曾毕业于东北地质学院， 由组织上
安排来长沙工作后， 他自己也不清楚具体要
干什么， 主要任务是接受苏联专家的培训，
学习地质普查方法和各种仪器的使用。 当时
有四位苏联专家， 队员们要在他们的教导下
学会使用一种叫“计数管” 的仪器的操作。
这种计数管在接近具有放射性物质时， 会在
1、 2秒钟内产生脉冲信号， 引起读数的变化。
这种“秘密武器” 是从苏联引进的， 非常贵
重。 当时的说法是要一列火车的鸡蛋才能买
得到。 “计数管” 平时保存在重重保卫的库
房中， 一旦出动， 就有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
跟随。

秘密挺进宜章大山深处

在长沙没有待多长时间， 队员们便接到
了任务。 1955年8月30日晚上， 309队分成两
个分队分赴广西贺县和湖南的宜章进行普查。
现年77岁的陈金陵被安排在宜章的2分队。 分
队成员分散在宜章县城的几个旅社和一个废
弃的汽车站， 汽车站主要提供给苏联专家作
为队员培训讲课的场所。 第一项工作是进行
保密宣誓。 “只知道是找矿， 但是找什么矿
不知道。”

陈金陵每天和队员们拿着仪器在山中穿
行， 以250平方米为单位进行网格化搜寻。 不
管山坳还是山坡， 不管是荆棘还是草地， 必
须把每一寸地仔细地“篦” 一遍。 有时碰上
地势陡峭、 无法落脚的位置也必须想办法上
去。 勘测完了晚上回来报告数据， 绘图后报
告苏联专家。 在山里进行勘测时， 队员如果
带着“计数管” 是不容许从老乡家门口经过
的， 也不容许旁观。 找矿员工作时旁边有全
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护卫， 战士不仅配备枪
支， 而且身上还挂了4个手榴弹———随时防范
敌人破坏和窃取信息。 找矿员每天带着“标

配” ———一台仪器， 一个笔记本， 一个饭盒、
一张日本人留下的5万分之一的地图在大山中
寻找。 衣服被挂破， 脚底磨起泡是常事。 那
个时候的大山基本上是原生状态， 植被很好，
有一次陈金陵在树丛中还发现了瞪着眼睛的
老虎！

找到了制造原子弹的原料矿石

一切在紧张、 神秘、 神圣的氛围中进行。
直到1955年9月5日， 陈金陵所在分队接到指
令： 迅速转移到郴县 （今郴州市苏仙区） 马
坡岭。 在天上航测的安2飞机发现了异常！ 等
到陈金陵他们赶到马坡岭时， 进山的马路边
搭起了好多个帐篷， 不时有嘎斯车送来外地
人员， 还有苏联人和武装战士， 一派战时气
氛！ 二分队队长指着前面的大山告诉他们：
这就是金银寨， 是我们要工作的地方。

没有停顿、 没有质疑， 陈金陵和他的队
友一头往山里面钻。

进入金银寨只有一条当地人放牛的小路，
走着走着就没有路了。 队员们找一处相对平
缓的地方， 把荆棘砍倒， 把杂草刨开， 扎起
了帐篷， 搬来几块石头垒成灶， 一个宿营地

就成了。
10月14日， 陈金陵带着警卫李九斤往自

己的工作路线走。 趟过一条小河时， 仪器突
然叫了起来， 陈金陵拿仪器仔细测试， 靠近
石头时仪器反应明显， “伽马值” 到了1000
以上， 举起仪器仪器反应就弱了。 陈金陵反
复举起放落仪器的动作， 把护卫的战士搞懵
了。 陈金陵按捺住心中的激动， 对李九斤说：
你帮我记住这块石头， 说不定我们回去的时
候要带走它。 我们先上山找找， 石头应该是
山上滚下来的。 再往前走， 就是一处近乎垂
直的陡坡。 两个人一个顶一个拉， 终于进到
更深处的那片林子里。

走不远， 手中的仪器又剧烈地叫起来了。
在一片连续五六十米长的地带， 仪器一直保
持着稳定的反应。 没错， 河中的那块石头应
该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

经过反复的测试判断， 陈金陵没有继续
后面的工作面， 而是迅速返回驻地， 径直赶
往队长伍锡祥的帐篷， 向他报告了这一重要
发现。 第二天， 伍队长一行包括两名警卫直
往山上跑。 找到地方后， 队长亲自拿着仪器
测试， 得到了与陈金陵一样的结果。 看样子，
找对地方了。 陈金陵还记得， 采样的石头非
常坚硬， 几个人拿锤子敲都敲不下来。 自认
力气大的警卫战士李九斤拿过锤子使劲一砸，
石头没开， 锤柄却断了。 肖队长拿过带来的
石灰桶， 在反应集中的区域划上一个圆圈。
第二天， 苏联专家来了。 他们最终确定， 这
里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晚上， 在警卫战士的“包围圈” 中， 全
体队员聚集在肖队长的帐篷， 倾听伍锡祥队
长一个激动人心的宣布： 我们找到了制造原
子弹的原料———铀矿！ 哗———帐篷内一片欢
呼。 包括陈金陵在内的队员直到这时候才知
道， 原来他们这么久的工作是为了找这个！
伍队长马上强调：“这是国家重要机密， 我说
的这句话不能再传了， 包括父母都不能透
露。”

为了500吨铀矿拼命

经过专家们的鉴定， 在第一批对象中，
郴州宜章的金银寨是铀矿品质最好、 矿藏最
丰富的铀矿。 苏联专家提出来， 必须在1959
年以前尽快开采500吨铀矿石， 只有达到500
吨以上的矿石才够有规模建立矿山， 建造一
个水冶厂， 进而进一步提炼。

为了尽快采到500吨铀矿石， 尽快制造出
我国自己的原子弹， 拼了命也值！

309队开展了全方位的攻关。 技术上的智
慧和劳动强度都得以前所未有的迸发。 为了
提高勘测矿床的进度， 当时担任技术工作的
王学曾把打通矿山的巷道内石门的间距从苏
联专家设计的20米扩大到40米， 效率和人工
提高了一倍。 王学增说， 间距加宽不是盲目
的， 而是在对矿体的准确研究分析的基础上
作出的决定。 此外， 有的技术人员把钻探用
的钢砂钻头改成合金探头， 把物探法改为取
样法， 都充分发挥了中国人自己的才智， 大
大提高了勘探速度。

最可贵的是在采矿坑道里的一线工人。
他们要下到距地面100米以下的坑道。 地下水
温度有40多摄氏度， 最高达到50多摄氏度，
人在里面就像进入蒸笼， 工人一般都是光着
身子在里面作业， 尽管旁边还有自来水管对
着后背冲凉降温， 但是还是难以消除高温的
炙烤。 最厉害的还是污浊的空气， 凿槽取样
和采矿形成的灰尘弥漫坑道， 而这些粉尘又
是放射性物质。 在当时条件下， 因为缺乏适
当的防护措施， 不少人患上了严重的矽肺病。
有的人在工作的过程中就倒下了。 在今天的
郴州市苏仙区有一座核工业系统的烈士陵园，
这里， 长眠着74位第一批为采矿捐躯的勇士
。 周都理、 陈长和、 唐恩武、 彭发朝……他
们牺牲时大都在20至30岁。 在苏仙区下湄桥，
留下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寡妇村”。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 在后期的原子
弹制造中， 苏联撤走了所有的技术专家。 中
国在朝鲜战争中遭到了美国的核讹诈， 中国
的军事科技人员顶住压力， 独立自主地完成
了科技攻关， 最后在西部罗布泊地区成功爆
炸了原子弹。 而最初的探矿、 选矿主要在湖
南完成。 湖南人开采的矿原料不仅为第一颗
原子弹爆炸， 还为第一颗氢弹升空、 第一艘
核潜艇下水提供了第一批主要的核原料。 这
是湖南人为祖国的核工业事业做出的不可磨
灭的贡献， 这也是一段浸泡着苦难和奋斗，
饱含着理想与信念的历史。 半个多世纪以来，
湘核人用热血和汗水， 创造了令人难忘的辉
煌历史， 用青春和生命谱写了荡气回肠的英
雄赞歌。 湘核人肩负着祖国的重托， 满怀着
人民的期盼， 在崇山峻岭中挥洒汗水， 在悬
崖峭壁上镌刻足迹， 铸就了中国核军工史上
一座座丰碑。

（作者系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局长）

本报记者 邹靖方

早上7时， 登上搭载“智慧交通” 的平安
校车； 7时半， 在校门口“平安点到” 后， 进
入“智慧校园”；8时在“智慧课堂”上课……孩
子们的这些行程， 家长也可通过“翼校通”
实时查看， 准确掌握孩子当天的课程、 课堂
表现、 家庭作业……

作为信息化建设的主力军， 中国电信湖
南公司 （简称“湖南电信”） 针对我省教育改
革与创新的实际需求， 积极推动“智慧校园”
建设， 助力教育信息化， 目前已为全省1300
多所中小 （幼） 学校提供翼校通、 平安点到、
校园公话、 绿色上网等产品， 服务覆盖全省
14个市州的30多万用户。

“平安校车”，撑起孩子们安全
“保护伞”

10月11日早晨， 明黄色的新校车行驶在

常宁市的马路上， 刚刚度过长假的孩子们，
乘坐这些搭载着中国电信“智慧交通” 车载
信息服务系统的校车， 平安回到了幼儿园与
学校。

“平安校车” 是针对校园安全树立起的
一道保护墙。 “从上车的那一刻开始， 最先
进的信息技术就对孩子们进行着全方位的保
护。” 湖南电信系统集成分公司产品研发部业
务人员黄三忠介绍。

在常宁市的这些新校车上， 每车安装了4
个摄像头， 一个装在车头， 一个装在车尾，
分别对着前方和后方道路， 显示行车道路状
况； 第三个摄像头对着车门， 监控上下车区
域， 以免发生卡门、 摔落等意外； 还有一个
摄像头显示车内全景， 能够对学生乘车过程
中嬉戏打闹、 身体探出窗外等安全隐患进行
及时防范。

通过装置在车辆中的各种传感器、 高清
摄像头、 3G模块， “平安校车” 系统不仅能
实时采集和上传详细视频信息， 还实现了限

载、 限速报警等功能。 而通过移动网络， 家
长、 老师、 校车管理部门可随时登录平台，
查看车辆实时运行情况。 同时， 专职客服人
员提供24小时在线人工服务， 一旦发生意外，
驾驶员只需要一键即可与服务中心取得联系，
获得车辆救援、 报警、 实时信息查询等服务。

孩子有没有按时上下校车也是家长操心
的事儿。 “平安校车” 消除了这样的困扰。
孩子登上校车时， 只要像乘坐普通公交一样，
在校车上刷卡， 身份信息就输入了校车接收
设备， 家长的手机与此同时会收到一条相应
的短信。 而当孩子到达学校离开校车时， 再
刷一次卡， 下车的短信也会发到家长的手机
上。

目前， 湖南电信在岳阳与衡阳的幼儿园、
小学试点“平安校车”， 未来将在全省铺开，
总计超过2万台校车， 届时乘车幼儿与学生将
超过100万。

家校沟通， 营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国庆放假通知， 以前都是在学生的书
包里塞小纸条， 现在只需要在‘翼校通’ 平
台上发布就可以了。” 长沙市开福区浏阳河
小学二 （1） 班班主任黄贞元说。

家长们也省心多了， 通过手机客户端，
每天第一时间掌握孩子进校、 出校的时间，
了解孩子在校表现； 一字不漏记录上课课
件、 家庭作业， 与老师、 其他家长互动交
流； 及时查看各种通知公告、 课表， 做好

“后勤” 工作。
“‘翼校通’ 的专业化和开放化功能让

家校沟通更顺畅。” 浏阳河小学校长陈炼表
示，虽然现在QQ群、微信群等通讯工具很流
行，但都不是专业的学习沟通平台，发布各种
信息显得杂乱无章。通过“翼校通”平台，教师
可以在手机上通过该平台对学生进行考勤、
德育考评、 作业布置、 在线课程辅导等教学
管理。 来自家长方面的及时反馈、 交流， 也
反过来为学校教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翼校通” 还为学校搭建了办公平台。
在浏阳河小学， 借助于“翼校通” 的学籍管

理、 教务管理、 公文流转等功
能， 教学管理更加信息化、 透明
化。 学校把涉及学生及家长利益
的收费、 招生、 财务支配、 评
优、 贫困生救助、 大宗物品采购
等热点问题， 及时通过“翼校
通” 告知学校老师和学生家长，
避免了不必要的误解。

由于进驻学校的运营商不
同， 之前有的家长为此还必须更
换手机卡。 为解决这一困扰， 我
省中小学校以“翼校通” 为代表的“家校沟
通” 业务已经全面升级， 从今年5月起， 三大
电信运营商不再设防， 全部向异网开放。 现
在无论家长使用的是哪家运营商的手机号码，
都可以接收学校发送的短信， 执行的是相同
的收费标准与一致的服务内容。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 “翼校通” 更为他
们串联起千里之外的亲情。 华容县马鞍山实
验学校一 （1） 班程晨的父亲在湖北咸宁打
工， 对于程晨的学习生活情况， 以前基本要
靠每周打长途电话来了解。 去年学校建设翼
校通系统后， 程晨的爸爸就能通过手机上的
翼校通客户端直接与老师进行交流了， 程晨
每天的行程、 课程、 表现， 他都能清楚地了
解。 为此， 程晨的爸爸还特意给校长周艳写
了感谢信。

智慧课堂 ， 共享 “教育云” 资源

长沙市周南中学的网络实验班， 今年已
开设第三年， 实验班里， 没有黑板粉笔， 老
师在电子白板上的演示课件， 学生每人一台
电脑， 可看到教师的板书演示和操作， 所有
测验当场检测， 哪些知识点掌握得好， 哪些
还需加强， 现场就可得出结论。

“这是一场学习的革命， 颠覆了传统的
学习方式， 新技术的运用大大促进了素质教
育的发展。” 周南中学校长王胜楚说。

由翼校通提供的教育云资源的运用大大
拓展了教学内容。 湖南电信积极参与建设

“湘教云”， 以优质的教育资源云平台， 服务

200多所学校智慧课堂教学应用。
教师可通过云资源观看名校名师讲课视

频， 方便备课。 学生可以通过电信“人人通”
平台的绿色上网服务， 利用云资源更主动地
学习， 在线观看学习视频， 使用电子课件及
习题精选等。 对于家长而言， 则可进行过滤
不良网站、 规定上网时间、 断网锁屏等管理。

“我喜欢老师用多媒体给我们上课， 轻
松有趣， 还可以面对面地听名师讲课了。” 浏
阳河小学学生谢金鑫说。 教育云资源里还有
大量“翻转课堂”， 可供学生自学， 轻松有趣
的微视频， 让学习成为一种乐趣。

教育信息化的本质在于打破壁垒， 实现
教育资源共享和均衡发展。 借助“云教育”
平台和现代通信设备， 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
孩子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已经成为现实。

通过网络互动， 地处偏远的华容县中岭
小学的同学们与相隔27公里的马鞍山实验小
学同步上音乐课。 在马鞍山实验小学肖丽老
师的引导下， 中岭小学的同学们盯着大屏幕，
与马鞍山实验小学的同学一起进行表演、 学
唱儿歌。 在互动中， 孩子们享受到和城区学
生一样的音乐教学资源。

湖南电信还开发了“开放式课堂”、 “电
子书包” 等前沿产品。 家长通过“翼校通”
客户端， 点击“开放课堂”， 即可清晰地看到
孩子上课和自习的视频图像。 电信“电子书
包” 正在省内试点， 学生们有望告别沉重的
书包， 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到时， 上课铃
响， 学生们只需打开平板电脑， 登录账号，
便可开始与老师的电子互动教学。

作为信息化建设的主力军，湖南电信积极打造“智慧校园”，目前已为全省1300多所中小（幼）学校
提供翼校通、平安点到、校园公话、绿色上网等产品，服务覆盖全省14个市州的30多万用户———

信息化开启校园智慧生活

309队地质队队员野外勘探。 （资料照片）

周南中学学生在多媒体教室学习。 通讯员 摄

翼校通3.0加入了英语在线口语测评等
学习功能。 通讯员 摄

不能湮没的荣光 ———湖南建功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