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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原子弹”梦想：虎头蛇尾 最终流产

商丘风情
■刘秀森长篇连载六 还愿（2）

七奶奶还愿心切，陆忠义觉得别管咋
说，老伴都是为了一家老小，一定要满足她
的心愿；况且，大儿子这几年在外边枪林弹
雨的没有闪失，部队全军覆没了也没伤着
他，而且又遇上了解放军这样的好部队，年
前还回来了一趟，别讲是不是火神爷保佑
的结果，去一趟都不算多。就对老伴说：

“既然这样，咱就好好还一下愿，备一桌荤
供，截几尺红布给火神爷挂袍，再备一些好
香火。天明我赶集割肉去。”又说，“备好供
再去天就晚了，恐怕一天回不来。我看，明
儿把啥都准备好，过明儿去吧？”七奶奶想了
想，老伴说的也是实情，就说：“那也中。”

第二天，陆忠义就和陆传经一道把还愿
应该准备的一切都准备好了。

夜里，七奶奶激动得一夜没睡好觉。听
外边打鸣的公鸡叫了三遍，就把陆忠义叫
醒，让陆忠义给她打火点灯。

陆传经起来的时候，七奶奶已经起了
床，而且把过年穿的新衣服穿上了。陆传经
到院里朝天上望了一下，见天上没有星星。
到堂屋里就对七奶奶说：“娘，今儿天不好，
还有风，外边怪凉嘞。你不去罢，别着了凉，
我替你去也一样。心到神知。”

七奶奶立即固执地说：“那可不中！愿
是我在心里许的，我不去不算数。你不去
我也得去！没听人家说吗？‘心不诚，神不

灵’。”停了一下又说，“我还得向火神爷再许
个愿嘞。”

陆传经见实在劝不住母亲，就收拾好还
愿用的一切，用小车推着母亲上了路。

路上，陆传经觉得旷野的风虽不大，但
怪溜的，关心地问七奶奶：“娘，你冷不？”七
奶奶勇气十足地说：“冷啥！我还热嘞。”陆
传经心里一阵乐，想起母亲从做了那个梦后
就一直坚信哥哥没阵亡，一定会活着回来，
哥哥回来后母亲好像变得年轻了许多；想起
人们常说“人活的就是精神”，觉得人也真有
一股邪气儿，只要心里有个好想头儿，一股
劲儿地朝好想头奔，就会添精神和力量。于
是，他身上也添了劲。

陆传经推着母亲一路没停，来到火神台
前，天才半晌午，见对着火神台的戏楼上大
戏唱得正热闹，戏楼前站满了看戏的人。陆
传经一问，是一家富户给火神爷还愿请的
戏。戏台旁边还有人在放鞭炮。

七奶奶一心想着还愿，无心看戏，下了

车子就目无旁视地往台上走。
陆传经说：“娘，别慌，等我把车子寄起

来，搀你上台去。”
七奶奶停下脚步，说：“不用搀，我能

上。你该寄车寄车去吧，我坐下等你。”陆传
经就把供篮从车子上提下来，放在母亲面
前。

把车子寄好，陆传经就提起供篮，扶母
亲向台上走。七奶奶觉得浑身是劲，说：“你
把篮子提好就中了，不用扶我，我能上。”就
一步一个台阶地走了上去。陆传经见了，心
里乐开了花，暗想，不说别的，就母亲这样有
精神，来还愿也值得！

来到台上的火神庙里，一位花白胡子老
人就从旁边的耳房里迎了过来，问：“乡亲，
是烧香的，还是还愿的？”七奶奶和陆传经都
说：“还愿的。”老人说：“这几天还愿的真多；
今儿是还愿的好日子，刚走了几家。”七奶奶
听了，觉得今天来还愿真是来对了！

陆传经提着供篮，扶着母亲一起进了大

殿，见火神塑像前的香炉里果然还有燃着的
香，香案上摆着各种各样的供品；大殿的梁
柱上、墙壁上……到处挂满了红布帐，上面
有的写的是“有求必应”，有的写的是“心诚
则灵”，有的写的是颂扬火神的吉祥话……
那便是还愿的人家给火神爷挂的“袍”。

在白须老人的帮助下，陆传经把供在案
子上摆好。白须老人问：“是谁还愿？”七奶
奶答：“我。”白须老人向陆传经说：“老太太
这么大年纪，你替她上香吧。”

陆传经整了整衣服，先向火神像深深作
了个揖，然后跪在供案前，恭恭敬敬地把带
来的香点燃了，双手插在香炉里，接着向火
神像叩头。起身后。把写有“有求必应”的

“袍”挂上，把捐的功德钱放入钱柜里，把带
来的一盘鞭炮拿到院里放了，就陪母亲一同
在火神塑像前跪下磕头。

陆传经磕了头就起来照护母亲。七奶
奶想起她在朝台时磕罢头没有起来，趴跪在
地上默默地在心里与火神爷对话显了灵，觉
得照那样火神爷还会显灵，就又像朝台时一
样，磕罢头趴跪在地上不起来，在心里向火
神说：“火神爷，是您老人家恩典，俺大儿在
年前祭灶那天回家看俺了！又让人给带回
了平安信。感谢您老人家的大恩大德，今儿
我跟俺二儿向您老人家还愿来了。在您老
人家保佑下，俺大儿在了解放军。求您老人
家保佑解放军多打胜仗，俺大儿平平安
安。” （52）

10天后，一封有关德国人研究原
子弹的报告再次摆上了蒋介石的案
头。但这些并没有让蒋介石下定决
心。真正让他把原子弹和国民党联系
起来的，是李宗仁。

事情起源于 1946年 1月李宗仁无
意中获得的一份情报。情报称，侵华
战争期间，日本陆军省曾秘密派遣了
一支技术队伍到河北张家口采掘原子
放射性原料。日本投降后，这个研发
原子弹的小组中，有 30余人被中共逮
捕，其余未遭逮捕者全都隐姓埋名藏
匿在北平。李宗仁把此情况电告蒋介
石，同时建议国民政府也开始对原子
弹的研究工作。

蒋介石不放心李宗仁，私下里派戴
笠查这件事。很快，戴笠接连几份密

电，证实了李宗仁的话。戴笠还建议蒋
介石争取日本专家的帮助研制原子弹，
并仿照美国的成例成立“顾问委员会”。

这次蒋介石批准了报告。但是经
过军政部部长陈诚的核实，认为自抗
战胜利以后，各种有关日本科研人员
在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讯息，经过一一
查证过滤，其结果似乎都是“确有此
事，但是查无实据”。

好像没什么戏了，忽然柳暗花明
又一村。曾国藩的曾外孙俞大维时任
兵工署副署长，他与当时的中国战区
美军司令魏德迈私交很好，有一次魏
德迈就直接问俞大维：“你们要不要派
人到美国学造原子弹?”俞大维觉得良
机不可失，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蒋
介石。

蒋介石一生都没有放弃过对核武器的研究，到台湾以后，蒋氏父子先后两
次研制核武器，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随 着 不 可 一
世的日本迅速屈
服，原子弹的威力
第一次展现在世
人眼前。美国人
一开始准备和自
己的盟国分享这
项技术，让很多国
家，包括当时的国
民党政府，都做起
了拥有原子弹的
美梦，但最终美国
人认定，拥有核武
器的国家越少，美
国的力量就越强
大，国民党的原子
弹美梦很快就破
碎 了 。 1945 年 7
月 26 日 ，美 英 中
三 国 发 表“ 波 茨
坦公告”，敦促日
本 投 降 ，但 日 本
置之不理。一个
月 以 后 ，两 朵 原
子弹爆炸引起的
蘑菇云久久悬停
在日本广岛和长
崎 上 空 ，它 们 显
示出来的破坏力
震惊了整个世界。

日 本 投 降 一
个多月后，一封来
自国民政府驻瑞
典大使何凤山的
电文，静静地躺在
了蒋介石的书桌
上：“据瑞典新闻社
称：莫斯科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自一
九三四年在卡普甲
教授督导之下，已
完成分离原子之试
验。据 苏 联 发 言
人称，用苏联制造
爆炸性原子之方
法，制造原子弹，
其成本较美国所
制者为廉。”蒋介
石在这份电报上
用红铅笔轻轻点
上标点句读，但没
有作任何批示。

然而，随着国内局势的日
益紧张，以及辽沈战役的开
打，国民党当局的军费渐呈捉
襟见肘之势。为研制原子弹
而派遣的年轻学者，仍在美国
继续深造，当局仍然持续供给
经费，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但是，为了节约经费预算，“原
子能研究委员会”维持着徒有
虚表的空壳子，研制原子弹的
组织单位不仅不再扩大，还有
逐步缩减的打算。

1947年 4月 21日，白崇禧
呈送了一份《要件演示文稿》
给蒋介石，开宗明义建议蒋介
石“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

一个多月后，蒋在这份公
文上批示：“目前国库支应浩
繁，外汇亦须节用，所请设立

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似应缓
办。”

本来计划大张旗鼓的“原
子物理研究所”，最后终因内
战军费支出过于庞大，蒋介石
被迫忍痛割爱，国民党当局在
大陆时期的原子弹研制工作，
即如昙花一现。计划搁置后
没有多久，蒋已败退台湾。他
二度准备研制原子弹，已是四
五年后的事。

国民政府准备建立研究
机构、试图制造原子弹的计
划，最终是流产了。然而，在
派任出国学习的人员中，朱光
亚成为新中国原子弹研制工
程的主要参与者，为中国原子
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 据人民网

1946年 8月，肩负重任赴
美的华罗庚、唐敖庆、王瑞駪、
孙本旺、朱光亚和李政道一
行，此外还有吴大猷夫人阮冠
世，曾昭抡和吴大猷则没有和
他们一起走。留学美国的杨振
宁早就为他们在国际学舍预订
了房间，做好了接应准备。

他们的远赴重洋，标志着
中国的原子弹研究计划正式激
活。两个月以前，国民政府成
立了以研制原子弹为核心任务
的“原子能研究委员会”，按照
计划，这个委员会和早先成立
的“国防科学委员会”密切配
合，展开原子弹研发作业。这
个特殊的单位始终只在台面
下秘密运作，核心人物包括俞
大维、曾昭抡等十一人。

满怀希望来到美国的一
行人，没有想到碰到了完全没
有预料到的结果：美国人变卦
了，不再愿意把原子弹的技术
与其他国家分享。

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的爆
炸，更让美国人看到了其在战
后世界新格局中举足轻重的
作用。为了垄断这一高新技
术领域，美国连自己最亲密的
盟友英国都实行技术封锁，它
更不会在这方面给中国什么
实质性的帮助了。

一腔热血赶到美国的科
学家们不得不另做打算。由于
美国已经把原子弹研制列为核
心机密，几位学者经过军政部
允许之后，不得不分散到了美
国各大学从事研究和学习。

自此，国民政府开始了原子弹研
制的暗中筹划。这一行动是在蒋介石
特许下，由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陈诚
和兵工署长俞大维负责筹划的。自
1945年秋始，这个筹划过程主要围绕
派人赴美国学习研制原子弹而展开。

在俞大维的保荐下，蒋介石在重
庆召见了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吴
大猷。蒋介石告诉吴大猷，他已下令
拨给经费 10万元法币激活这项秘密
计划，并且指示兵工署挪出一间大礼
堂，供作原子弹研究室之用。吴大猷

则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发展原子弹，钱
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人才，有了专
门人才才能克服研制原子弹的困难。

蒋介石当即向吴大猷承诺，美国
退还的庚子赔款，可以拨用作为奖助
人才赴美国深造的经费，人才名单由
吴大猷选拔开具。

1945年秋，吴大猷和同为西南联
大教授的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
庚共同赶往重庆，和军政部部长陈诚
和次长俞大维会面，咨询筹划中国原
子弹的发展计划。曾昭抡是曾国藩的

李宗仁成为原子弹推手

嫡曾孙，于 1926 年在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获得化学博士学
位。1927年回国后，历任南京
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
学教授，还是中国化学会的主
要发起人之一。俞大维为原
子弹计划，找到曾昭抡是顺理
成章的事。华罗庚则是由曾
昭抡向军政部推荐的。

这次会面的结果，无论是
学界还是政界，都还是认为

“有人才有弹”，决定选派一些

学物理、化学、数学人员出国，
研习观察近年来各部门科学
进展的情形。出国考察与学
习的人选由曾昭抡、华罗庚、
吴大猷从西南联合大学的助
教和学生中物色。曾昭抡负
责化学的人选，他推荐了唐敖
庆和王瑞駪；华罗庚负责数学
的人选，他推荐了孙本旺；吴
大猷负责物理学的人选，他推
荐了朱光亚和李政道。还有
一个是已经在美国的徐贤修。

美国人的变卦

流产的结局

激活秘密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