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面貌”变迁
年

� � � � 70年，两万多天，人类历史长河的
短暂一瞬，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方位开
放的中国， 却实现伟大历史性转折，创
造了令世界惊讶的中国奇迹。

一组数字，见证70年光阴故事的
无比精彩———

70年，中国经济总量从新中国成立
之初的600多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超
90万亿元，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
率超过30%，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70年，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工
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
汇储备国，第二大外资流入国、第二
大商品消费国；

7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
超4000倍， 吸引外资累计超过2.1万
亿美元，对外投资实现从零到千亿美
元的飞跃， 中国已成为13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开放，创造了发展的机遇，也释

放出民生的温度。
百姓不再“望药兴叹”———曾几

何时，价格高昂的“救命药”，让患者
感叹“等不起”“用不起”。而今，抗癌药
零关税新政实施、进口药审批步伐加
快，让百姓看病变得更加从容。

足不出户就能“购”遍全球———
挪威三文鱼、西班牙火腿、新西兰牛
奶、智利大樱桃……这些曾经“可望
不可及”的全球网红食品，已“飞”入
越来越多寻常百姓家。如今，中国跨
境电商规模已稳居世界第一，覆盖绝
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一场“说走就走” 的旅行不再是
梦———曾经， 出国旅游是老百姓做梦
也不敢想的事，今天，出境旅游已成中

国人生活中的“必需品”。 数据显示，
1995年至2017年， 中国出境旅游人数
由0.05亿人次增至1.43亿人次，年均增
长17%，成为全球最大出境游市场。

开放， 让中国因世界而跃升，也
让世界因中国而精彩。

136个国家，30个国际组织，195
份合作文件，覆盖全球三分之一以上
的贸易……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 诞生于2013年的“一带一路”倡
议， 正在世界更多角落落地生根，为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带来沉甸甸
的获得感。

打开开放大门，走过70年光辉岁
月的中国，将以更加从容的节奏阔步
向前， 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续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篇章。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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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中国
———70年中国面貌变迁述评之九

———共和国荣光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他28载隐姓埋名， 填补了中国
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为氢弹突破作
出卓越贡献。

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崇高荣誉，
盛名之下保持一颗初心：“一个人的
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
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 便足以
自慰了。”

他是于敏，“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在氢弹原理 突 破 中
起了关键作用

“国产专家一号”———人们这样
亲切地称呼于敏。

没有留过洋， 却也成为世界一
流的理论物理学家； 在原子核理论
研究的巅峰时期， 他毅然服从国家
需要， 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
究工作。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 一切从
头开始，装备实在简陋，除了一些桌
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

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 需要解决各
方涌来的问题， 仅有5%的时长可以
留给氢弹设计。

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
明，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
宵达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
稼先等人的报告相互穿插， 听讲的
人常常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百日会战”令人难忘。100多个
日日夜夜， 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
山的计算机纸带， 然后做密集的报
告， 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
燃烧的关键， 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
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
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 罗布泊沙漠
深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
震惊世界。 新华社对外庄严宣告：
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
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
氢弹试验成功， 美国用了7年多，苏
联用了4年，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
器分册》记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
中起了关键作用。

用热血书写历史丰碑
有人尊称他为“氢弹之父”，于

敏婉拒。他说，这是成千上万人的
事业。

1926年， 于敏生于天津一个小
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
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后， 他的成绩名
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
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 于敏在著
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
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 他与合作者
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 填补
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
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
强找他谈话， 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
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
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
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
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
作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 于敏率领
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
键技术， 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
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
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 分析我
国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
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
战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 美国进
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
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
小型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
用热血书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
的历史丰碑！

如一滴水，融入大海
名字解密后， 于敏收获了应得

的荣誉。
20年前， 在国庆50周年群众游

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
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
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他坐在
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
言表。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
重要推动者、 改革先锋……极高的
荣誉纷至沓来， 于敏一如既往地低
调。 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
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
不会干涸。

2019年1月16日， 于敏溘然长
逝，享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
了对祖国的诺言， 以精诚书写了中
国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于敏

一个曾经绝密28年的名字

� � � � 1984年9月8日晚上，值班室的电
话铃声突然响起， 电话那头声音急促
紧张，“舵落口检查站， 两名持枪歹徒
正向舵落口方向逃窜， 请你们马上设
卡堵截！”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
年轻的民警吴用智正好也在值班室。
“站长，我去上岗！”吴用智主动请缨。

这是一次十分特殊的任务，来不
及任何准备，就在接到紧急通报的同
时，载着两名持枪歹徒的卡车就已经
开到了舵落口检查站。

连续作案已经丧心病狂的歹徒海
光伟端着枪，两眼冒凶光，吴用智本能
地拔枪出套保护自己和战友。一言不发
的海光伟突然朝吴用智胸部、腹部连开
4枪。鲜血染红了警服，倒地的吴用智似

乎完全忘记了疼痛， 艰难地翻身侧卧，
用左手托起右手腕对准已逃出数米外
的海光伟连续射击，暴徒当场被击毙。

就在此时，歹徒吴寿云持枪下车
了，直接威胁民警和群众安全。已倒
在血泊中的吴用智，又急转枪口击伤
吴寿云，闻讯赶来的战友及群众当场
将受伤的吴寿云生擒。

激烈的枪战在短短几分钟内结
束。 站长宋文琪急忙组织民警将身受
重伤的吴用智送往医院紧急抢救，但
因伤势过重， 吴用智经抢救无效光荣
牺牲了。1984年9月，他被追认为中国
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烈士。 同年9月20
日，他被公安部追授为一级英雄模范。

（据新华社武汉9月17日电）

为了民族复兴 英雄烈士谱
吴用智：

为民平安拼尽全力

� � � �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17日说，中方对所罗
门群岛政府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并
同中国建交的决定表示高度赞赏。至
于中国何时与所罗门群岛正式建交，
中国有句古语，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有记者问： 据报道，9月16日，所
罗门群岛执政党团会议以27票支持、
0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表决通过与
台湾“断交”、 与中国建交的最终决
定。同日，所罗门群岛政府召开内阁

会议通过上述决定。
“我们支持所罗门群岛作为主权

独立国家自主作出的这一重要决
定。”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她说，所罗门群岛作出承认一个
中国原则并同中国建交的决定，再次
充分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势不可挡。我们欢迎所罗
门群岛政府抓住历史机遇，作出站在
历史正确一边的选择，在一个中国基
础上早日融入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合
作大家庭。

回应中国何时与所罗门群岛正式建交

外交部：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 � � �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中国共
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
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家，我
国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 八届、九
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叶选平同志，因
病于2019年9月17日12时50分在广
东逝世，享年95岁。

叶选平同志逝世� � � �治国重勋劳。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党中
央决定， 首次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
隆重表彰一批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模范人
物。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给予功勋模范人物国家最高荣
誉，彰显其政治声誉和崇高地位，向全社会发出了关心英雄、
珍爱英雄、尊重英雄的强烈信号。

即日起，新华社推出系列报道，重温英模们投身国家建

设的丰功伟绩和可歌可泣的人生故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
记英模为党和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 在全社会形成学习典
型、崇尚英雄的浓厚氛围，更好地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今天推出第一篇《于敏，一个曾
经绝密28年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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