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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起来，我和“蛟龙号”结缘已
经有十六七个年头。我国在国

我和共和国的故事

际海域有 5 块勘探矿区，是全世界拥
有矿区最多的国家，矿区总面积达
24 万平方公里，我们对其具有专属
的勘探权和优先的开采权。人类对海
底资源的需求拉动了我们深海技术的
发展。如果没有综合国力的提升，我
们恐怕到现在也不一定能拥有“蛟龙
号”。
我国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曾提出
研发载人潜水器，但由于当时的国力
限制，我们并没有研发能力，论证时
间长达 10 年。直到 2002 年，我们的
“十二五”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
计划） 才推出这个项目。在此之前，
我 们 在 载 人 深 潜 领 域 缺 席 了 近 50
年。那时我在大洋协会已经工作了十
几年，对需求和技术都有一定的了
解，因此成为项目总体组的组长，负
责在 100 多家参与单位之间做好统筹
衔接。
当时我们国家制定的海上试验路
线是“由浅入深，边试验、边改进、
边应用”方针，而最初的 50 米海试
恰恰是最难的起步阶段。我们缺少能
参 考 的 “ 操 作 规 范 ”， 比 如 “ 蛟 龙
号”和水面指挥中心应该多久通一次
话？噪音应该如何控制？这些我们都
没有概念。在摸索规范上，我们花了
很多精力。我们也曾试图联系国外专
家来做指导，结果对方一开口，要价
就超过我们整个试验的经费。无奈之
下，我们只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探
究，摸索自己的路子。
实际上，50 米级潜水并不能体现
高技术。真正考验密封技术是否过关
的，至少都要在 3000 米级以上。我们
进行 3000 米级海试的时候，就曾遇到
很大考验。当时舱内连接通讯电缆设
备的一枚穿舱件被腐蚀，导致舱内接
口处轻微渗水，但这很难被察觉。假
如当时没有及时检测到，万一腐蚀严
重，后果可能就是舱内外打通，面对
高强度的水压，冲击力难以想象。如
果这个问题发生在 7000 米水下，水压
会高达 700 个大气压，一旦水流直接
喷射向舱内，威力恐怕要甚过一把
刀，机毁人亡。为了攻克这些难题，
我们的潜航员、指挥部都承担了难以
想象的压力。每一次成功下潜后，大

编者的话：“我爱你，中国”，不只是一句话，一首歌，更是
一段往事，一个触动内心的故事。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环
球时报》 特别专访多位各领域代表性人物，请他们讲述“我和共
和国的故事”。相关访谈视频即将上线，敬请关注。

“蛟龙号”
海试总指挥刘峰

7000 米挑战，从 50 米开始

10 年 前 我 参 加 国 内 深
海装备展览时，90%甚
至 95%的参展商都来自
国外。但我去年参加的
一次展会上，发现 50%
以上的厂商都来自中
国。虽然这些企业仍然
处在快速发展期，他们
的研发能力与国际先进
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
距，但是我相信很短时
间内会有新的突破。国
家的深海政策正鼓励深
海技术发展和数据共
享，提升我们的深海活
动能力。更值得关注的
家真的是热泪盈眶，互相拥抱。那种 是，“蛟龙号”通过一个国家项目，培
激动，不在现场的人难以体会。
养了大批的人才，这可能比研究出一
这十几年间看着“蛟龙号”一步 个设备要重要得多。
步成长，就如同看着一个孩子从出生
当初接受这个任务时，我也感到
到蹒跚学步，再到能够领跑世界，一 很大压力和挑战。假如因为我个人的
方面充满了自豪，另一方面也的确有 疏忽，深海探测试验失败了，或出现
着巨大压力。毕竟国家当时基础是很 机毁人亡的重大事故，严重点说国家
薄弱的，实现从 50 米级到 7000 米级的 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会停滞 10 年。当个
大幅跨越，我们需要弥补的东西太多 人行为不当有可能让祖国事业遭受巨
了。这种弯道超车的背后体现的是一 大损失时，你必须要掂量掂量自己的
种载人深潜精神——团结协作，严谨 肩膀是不是够硬，能不能承担这么大
求实，拼搏奉献，勇攀高峰，更是体 的压力。幸运的是，我赶上了改革开
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够集 放的好时代，赶上了中国国力
中力量办大事。
增强的新时代。如果不在这个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中国的深海 时代，每一个科学家都很难去
探测技术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 贡献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我只
过去“小米加步枪”都不如的程度， 是在这个过程里发挥了一点点
发展到如今拥有了全世界最先进的高 自己的作用。▲ （胡雨薇 张妮
新技术，而且自主化程度越来越高。 采访 胡雨薇整理）

著名军事专家、少将罗援

两场战争让我印象深刻
时，我们在使馆前献了一个花
我这一生也经历了一些风风雨雨，
与共和国的跌宕起伏是联系在一 圈，站在那里，所有的军人都掉
起的。给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两场
战争。一场是抗美援老挝作战，另一
场是科索沃战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组织了
抗美援越作战和抗美援老挝作战，我
当时作为军工作组的成员参加了援老
挝作战。临出国时，每人都可以给家
里写一封家信，可以写几句话，但不
能暴露自己的行踪。当时我就写了这
么几句：“处处青山埋忠骨，何必马革
裹尸还”，这是我父亲曾经给我念的一
首诗。我想，我把这首诗传回家里，
父母也会知道我的情况。虽然我没有
暴露去干什么，但他们知道，我是在
为国效力。人生能有几次搏，我搏了
一次，为国家上过战场！
科索沃战争结束不久，军事科学
院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到南联盟进行实
地考察和友好访问。到了南联盟贝尔
格莱德时，我心中就有一种悲愤：一
个主权国家被霸权国家打得满目疮
痍，大楼千疮百孔。这种心情在抵达
我驻南联盟大使馆时达到极致。凭吊
在战争中牺牲的许杏虎等几位烈士

下了眼泪。我们强烈感受到了一
种使命，国家的尊严应该由我们
军人来捍卫，落后就要挨打，那
真是一种切肤之痛。从那以后，
我回到军事科学院更加自觉地从
事军事理论研究，特别是现代战
争的研究。
从南联盟回来不久，我有机
会去美国当访问学者。我曾经到
大西洋理事会参加一个学术报告
会，恰恰遇到美国驻北约总司令克拉 的制衡作用。我们提出要在本世纪中
克在理事会议上述职。在述职报告 叶达到世界一流军队水平，也就是
中，他讲到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整 说，我们现在还不是世界一流，现在
体组织协调多么完美，他们的武器打 是正在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
得多么精确。最后记者提问时，我站
强国必须强军，军不强，国家最
起来说：“我今天想提个问题，你们作 多是一个“富国”，永远成不了“强
战这么完美，武器这么精准，怎么把 国”。我们总说，大国之间的比拼不是
我们的驻南联盟大使馆给炸了？”全场 在比“重量”，而是在比“力量”，不
一片哗然，克拉克也很尴尬。
是在比“肥肉”，而是在比“肌肉”。
现在，中国的国防实力已经进入 这个“肌肉”，这个力量就是我们的国
世界第一方队。有些人把这称为“中 防实力。有强大的国防，我们才有民
国军事威胁论”，而我认为，这是和平 族尊严，只有让军人有尊严地站着，
力量的增长。世界上之所以打不起来 才 能 让 中 华 民 族 有 尊 严 地 崛 起 。 ▲
大的战争，是因为中国国防起到重大 （张妮采访 李司坤整理 王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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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者》9 月 30 日上映，我对攀山
电影这项运动本身就很感兴趣，但参与创

作这部作品更重要的灵感来源是围绕珠峰攀
登的一系列令人荡气回肠的爱国故事。
因为国土争端，周恩来总理批示，中国
人无论如何都要登顶珠穆朗玛峰。1960 年，
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从北坡第一次成功登
顶 。 1975 年 ，中 国 登 山 队 9 名 队 员 登 上 珠
峰，包括第一位登顶的女性潘多。那次中国
自己测量了珠峰高度——8848.13 米，这个数
据影响了世界 30 年。
《攀登者》 的成功拍摄，我尤其要感谢
一位老英雄——1975 年从北坡成功登顶珠
峰的桑珠老人。我拜访他时，老人家一直很
平静，但一回忆起那次载入中国史册的攀
登，他的眼睛一直红红的。当时中国攀登队
一名队员在雪崩中失踪，桑珠和其他队员看
到远处有乌鸦盘旋，赶过去时乌鸦已伏在那
名队员身上吃尸体了。限于当时的条件，攀
登队无力背回遗体，只能把他身上有纪念意
义的遗物取下，送还给他的亲人们。他永远
留在了那里，留在了他热爱的攀登事业中。
《攀登者》 中很多故事都来自于两次攀

著名导演、
演员吴京

《攀登者》的故事
只能发生在中国

登珠峰的真实情况，比如电影剧情中
在地势最险峻的地方，中国队员用自
己的身体搭成人梯，演员张译饰演的
队员曲松林担心冰鞋打滑，把鞋脱掉
光着脚，最后严重受伤被迫切掉半只
脚。1960 年，中国队员刘连满距离顶
峰 400 米时支持不住了，但他坚持不
去吸氧，而是把剩下半瓶氧气留给队友。这
些都是只有中国才会发生的故事，也是只有
攀登才会有的故事。
个人来说，我也是在与国家深深的情感
共振中成长的。1984 年中国女排夺得世界
冠军，郎平成了民族英雄。当时我正成为专
业武术运动员，那一刻真的非常骄傲。我
15 岁时随中国武术代表团出访，那时的信
念就是出国不许丢中国人的脸。1992 年中
国与韩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冲在两国
文化交流前线赴韩表演。还有一次去美国交
流演出，包括我共 5 个队员要表演一个半个
小时的节目，有些动作要求从 5 米高的地方
落下，落地时地板咣咣震动，疼痛一阵阵袭
来。但那么多老华侨兴高采烈地为我们自
豪，我觉得所有付出都值了。其实表演结束
后，我们在后台都吐了，真的很疼啊。
我进入影视圈时，中国以及亚洲电影都
在走下坡路。但所有的改变这十几年都在潜
移默化地积蓄着，慢慢地中国电影产业越来
越多样化，直到 《战狼 2》 大爆发。我是上
世纪 70 年代生人，我们这一代人是随着改
革开放的历程一路成长的，中国电影是沿着
国家轨迹发展起来的。我们运气好，享受了
国家赋予电影人最大的财富。
拍“战狼”时，当我看到中国战机群掠
过天空那一幕，鸡皮疙瘩从后腰直冲脑顶，
感觉真的很自豪。参与《攀登者》，更让我感
受到前辈们的伟大。70 年来，中国越来越
强大，无论你是平凡还是伟大，每个人都是
时代的见证者和攀登者。正是人们的共同努
力，成就了国家的伟大。我要向每一位攀登
者致敬。▲ （张妮采访 倪浩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