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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小组》：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探测器飞向了38万
公里外的月球，当成功的消息传回指挥中心时，所有人欢呼起来，您
却背过身子默默抹起了眼泪。您当时一定有很多感慨吧？

孙家栋：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啊，多少还赶上了点旧社会的尾
巴，那时候小，听大人们说话，抽烟叫洋烟，火柴叫洋火，上海的人

力车叫洋车，很多东西的名字都带“洋”字。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器成
功了，我当时突然就想到旧社会的洋车、洋火，感情一下就上来了。
老人们讲的这个“洋”那个“洋”的时代，终于过去了。

虽然那时候新中国成立已经 50多年了，但是从科学技术发展来
讲，这还是较短的时间，而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这么短的时
间内，成功实施了嫦娥一号探测月球任务。作为该任务的主要参与
者，其背后的艰辛我体会很深，高兴、兴奋、激动，可谓百感交集。
我深为我们国家有这么大的成就而自豪。

家国有栋梁 星辉耀东方
——专访“改革先锋”、中科院院士孙家栋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当旁白念
到“航天科技事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时，电视画面上出现了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人。

他就是孙家栋，中国“两弹一星”元勋
之一。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第

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
号……中国航天史上一个又一个第一次，孙
家栋都是其中重要参与者和“功臣”。他矢志
不渝地为中国航天事业奋斗了约一个甲子。

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
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并通过鹊桥中继星传回
了人类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开

启了人类月球探测新篇章。孙家栋正是中国
月球探测工程即“嫦娥计划”的主要倡导
者、推动者之一，在世界航天史上树起一座
丰碑。

近日，本报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对
孙家栋进行了专访。现将专访部分内容摘编
如下，以飨读者。

“世界是你们的”

《学习小组》：1957 年 11 月 17 日，
您作为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受到正
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接见。您后来
回顾这段经历时曾说，那次接见让您
“大受鼓舞”。能否讲述一下当时受接见
的情景？

孙家栋：上世纪中期，中国在苏联
援助下努力筹建自己的空军力量，特别
是培养空军科技人才。1948 年，我考取
哈尔滨工业大学，在预科班学习俄语。3
年后，预科班学生中有 30 位被抽调，送
到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
而我就是其中之一。就这样，我们开始
了在苏联长达7年的留学生涯。

1957 年 11 月，毛主席访苏，在莫斯
科大学接见了中国留学生代表。作为异
国求学的青年学子，受到毛主席的接
见，我们大家的心情自然是非常激动
的。记得接见开始不久，毛主席就发表
了那段后来被广为传颂的名言：“世界是
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
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
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
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些话让在场的每
名学生都备受鼓舞。实际上，我们这些
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都满怀勤奋学
习、报效祖国的热情。

《学习小组》：您刚参加工作时，中国航天科
研水平还很落后。在那种条件下，你们是怎么工
作的？

孙家栋：我1958年回国之前，聂荣臻元帅受
中央委托，开始组织研制导弹。当时，导弹是世
界上刚出现的东西，是新生事物。国内除了钱学
森等极少数专家，哪有研究过导弹的人？相关部
门就开始组建研究队伍，在全国各地方和单位抽
调人员。不管哪个单位，只要有专业领域与导弹
比较接近的人才都被调到一起。就这样，我就被
抽调进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那时候，中苏关系还算友好，苏联提供了很多
图纸、资料和专家帮助我们，还来了个导弹营给我
们培训。但是后来，中苏关系变冷，一夜之间，苏联
专家带着资料都撤走了。我们看着做到半截、即将
完成的导弹，想起之前没日没夜的辛苦，当时的心
情可想而知。这也教育了我们，让我们明白搞“两
弹一星”还真是要自力更生。当时根本就不用强调
政治觉悟，也根本不需要领导动员，大家坐在一起，
就是单纯地想着怎么把东西做出来。苏联人不是
把图纸资料都拿走了吗？好，我们自己想办法搞。

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说，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
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
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我当时听了真是非
常感慨，这么多成绩确实就是我们流血流汗拼命
干出来的。

《学习小组》：有人曾问邓稼先，研制“两弹”成
功后拿了多少奖金？他说：“奖金20元，原子弹10元，
氢弹10元。”您当时作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设
计师，有多少奖金？领完奖金当时是什么心情？

孙家栋：我们就是一心一意、一门心思搞航天，谁
还有工夫想奖金的事？

在上世纪60年代，有一个阶段，中国遭遇到非常
大困难。当时，聂荣臻为了照顾我们科研人员，给我
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他自己想办法到部队去，

利用自己的威望为我们筹集了一些黄豆和羊肉，这在
当时都是非常珍贵的东西。筹集过来后，聂荣臻就一
句话，给技术人员分，政工人员谁也不要动。这让我
们这些搞技术的人确实不太好意思。在这个情况下，
谁会想到奖金呢？

待遇实际上也谈不上有多好。我曾到工厂里下车
间工作，当时规定夜里10点后算加班，有夜宵。夜宵听
起来不错，实际上是什么呢？在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在
碗里倒点酱油，拿白开水冲一冲，里头再加点葱丝之类
的，夜班人员喝这么几口，然后继续加班。现在回想起
来，这确实就是航天精神，大家大力协同，为国家航天
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学习小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航天人的工作条件艰苦，报纸
上当时刊载过“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之类的说法。您当时对此
的感受如何？

孙家栋：“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个说法很形象地反映了
搞航天的人当时的确很清苦。不过，“搞导弹的”从“卖茶叶蛋的”
那里也获得了很大关心和力量，并且我本人对此就有亲身经历。我是
沈阳人，沈阳一个卖茶叶蛋的大妈，从报纸上读到这个说法后给我写
了一封信，她说：“报上讲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你们太困难
了，我愿意用卖叶蛋的钱支援你们。”我收到信后特别感动，当即给

她回了信。
可以说，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就是在老百姓的支持下取得

的。我再举个例子，在“东方红”卫星研制过程，我们需要在其中
装一个配件，但我们系统里人手和能力有限，自己做不了。那我们
就得到别的地方去找协作方。当时，我们寻到了一家工厂，找到有
这个配件手艺的一位老师傅，告诉他，我们做的事是国家重点任
务，并告知了配件的参数信息。他二话不说就满口应下：“行，你
回去吧，一个月后再来。”一个月后来，他果然做好了，还不要钱。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宇航局官员来华访问时问我一个问题：“你
们搞卫星花了多少钱？”我笑了笑告诉他：我说不清楚。他很疑惑地
问：“你怎么能不清楚呢？”我就给他讲了上面的故事。他听了感叹：

“只有你们中国才能把这个事情办成。”

我们自己想办法搞

谁还有工夫想奖金的事？

“只有你们中国才能把这个事情办成”“只有你们中国才能把这个事情办成”

那个“洋”的时代终于过去了

孙
家
栋
（
左
）
与
同
事
在
工
作
中

航
天
科
技
集
团
官
网

2011 年 1 月 18 日，孙家栋在“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中获终身成就
奖。图为孙家栋 （左） 与航天员杨利伟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发

1.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琉璃井
路108号，被征收人/签约人袁祥、李霞；
2.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琉璃井
路176号，被征收人/签约人王晓兰、王怡；
3.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永外大
街 100 号，被征收人/签约人王桂兰、胡永
茹、胡永全、胡永强；
4.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安乐林
路 87号，被征收人/签约人彭玉华（已故）、
张胜利；
5.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琉璃井
路 158 号，被征收人/签约人李金红、李金
凤、李金明、李金柱；
6.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民主东
街37号，被征收人/签约人王亚萱、王凤霞；
7.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侯庄 3
号院6号，被征收人/签约人杨秀琴（已故）、
全桂珍；
8.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侯庄 7
号，被征收人/签约人宋庆臣；
9.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侯庄21
号房号6，被征收人/签约人姚玉珍、杨朔；
10.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琉璃井

北里 33 号，被征收人/签约人柴国昌（已
故）、柴福才；
11.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琉璃井
东街 10 号，被征收人/签约人侯世荣（已
故）、董永成；
12.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琉璃井
东街 10 号，被征收人/签约人侯世荣（已
故）、董永福；
13.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琉璃井
东街 10 号，被征收人/签约人侯世荣（已
故）、董永禄；
14.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琉璃井
东街 10 号，被征收人/签约人侯世荣（已
故）、孟祥林；
15.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郭庄西巷
16号，被征收人/签约人李长生（已故）、田栋；
16.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郭庄三
条 16号，被征收人/签约人冯树珊（已故）、
冯玉兰、冯玉华、冯玉荣、冯玉珍；
17.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郭庄头
条2号，被征收人/签约人王书华（已故）、刘
永增；
18.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琉璃井

西里7号，被征收人/签约人卞淑杰；
19.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琉璃井
西里7号，被征收人/签约人田东、田红；
20.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琉璃井西
里7号，被征收人/签约人田东、关凤、田丰；
21.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琉璃井
西里 7号，被征收人/签约人田涛、田秀兰、
田秀清；
22.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琉璃井
西里 29 号，被征收人/签约人刘文治（已
故）、刘建荣；
23.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民主东
街4号，被征收人/签约人刘文东、刘文勇；
24.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民主东
街4号，被征收人/签约人刘文东、刘文玲；
25.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琉璃井
南里 14 号，被征收人/签约人李金鸾（已
故）、胡全安；
26.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琉璃井
北里2号，被征收人/签约人闫凤林、杨菲；
27.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琉璃井
北里42号，被征收人/签约人赵鸿联(已故)、
闫金梅；

28.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杨家园
6号 1、2，被征收人/签约人孙芳景（已故）、
孙桂兰；
29.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安乐林
路 15 号-8-9 号，被征收人/签约人张凤岐

（已故）、张怿；
30.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安乐林
路 25 号-10 号，被征收人/签约人王德轩

（已故）、王艳红；
31.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安乐林
路 25 号-5-6 号，被征收人/签约人王德轩

（已故）、张松兰；
32.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安乐林
路35号-9号，被征收人/签约人张淑琴（已
故）、郭林才；
33.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杨家园
14号，被征收人/签约人李少忠、徐树梅；
34.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杨家园
6号，被征收人/签约人孙农田；
35.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李村
30号，被征收人/签约人于福安、于婴英；
36.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 李村
31号，被征收人/签约人谢云生、谢铁锁。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于 2017 年 7 月
21日发布《关于望坛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
房屋征收的决定》，对项目征收范围内的房
屋及其附属物实施征收。因日前对部分已
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但尚需补充提交相关资
料的被征收人或签约人送达补正通知书的
过程中无法取得联系，现依法进行公告送
达，请下列被征收人及签约人（明细附后）及
时与我单位取得联系，逾期仍未能联系补正
的，已签订的征收协议将予以解除；依法另
行作出补偿决定后可能发生的损失由被征
收人及签约人自行承担。若原签订协议的
被征收人已故，请该被征收人的继承权人与
我单位办理上述事宜。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叶权 郑大伟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法华南里甲17号
电 话：010-67265156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
2019年1月8日

公 告 公告送达明细公告送达明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