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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共和国荣光

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
治州牟定县共和镇曹河
村，“一级战斗英雄”曹庆
功的光荣事迹被代代传
颂。同乡战友们虽已白发
苍苍，仍把那首为纪念他
而谱写的英雄赞歌向后
辈传唱。

曹庆功，1925年出生

于云南省牟定县军屯乡
（今共和镇）曹河村一个
贫苦农民家庭，是家中长
子。17岁时，被国民党抓
兵。1948年锦州解放后加
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第
四野战军二十九师三五
六团一营一连班长。参加
解放军后，在党和人民军

队的培养下，曹庆功迅速
成长为具有高度政治觉
悟的优秀战士。1950年在
解放海南岛战役中，他英
勇作战，立下战功。

1951年 3月，曹庆功
所在的人民志愿军连队
在洪川江北岸望月山北
山执行机动防御任务。

他带领一个战斗小组，
坚守在紧靠江岸前沿的
286高地。18日，敌人以4
门榴弹炮和20余门迫击
炮，对高地进行疯狂轰
击。在打退敌人多次进

攻后，战友全部牺牲，高
地 上 只 剩 下 曹 庆 功 一
人。

面对蜂拥而至的敌
人，右臂被炸断、身负重
伤的曹庆功拉响了最后的

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年仅26岁。军部将他的英
雄事迹谱写成歌曲在全军
广为传唱，激励将士英勇
杀敌，保家卫国。

（据新华社报道）

孙家栋：一辈子与卫星打交道的航天“大总师”
文/新华社记者 胡 喆

“一级战斗英雄”曹庆功：高地上的最后一名战士

他被称为中国航天的
“大总师”，从“东方红一号”
到“嫦娥一号”，从“风云气
象卫星”到“北斗导航卫
星”，背后都有他主持负责
的身影；翻开他的人生履
历，就如同阅读一部新中国
航天事业的发展史……

获得过“两弹一星”功
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改革先锋”等称号的他，在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又
荣获“共和国勋章”。他，就
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
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原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
院士。

中国航天“大总师”

孙家栋，这个名字与中
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紧紧相
依。

航天是一项非常复杂
的系统工程，每项工程由卫
星、火箭、发射场、测控通
信、应用等数个系统构成，

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总设
计师或总指挥，孙家栋则被
大家尊称为“大总师”。

回顾几十年的工作，孙
家栋认为自己“仅仅是航天
人中很平常的一个”。他经
常说，是中国航天精神铸造
了中国第一星，是中国航天
事业发展成就了自己。

一次发射中，卫星在转
运途中不慎发生了轻微碰
撞，试验队员们一下子慌了
神，谁也不敢保证这会不会
对发射造成影响。

接到紧急报告后，孙家
栋当天就从北京赶到了西
昌，一下飞机就直奔卫星试
验厂房。了解清楚现场情况
后，当时已经快80岁的他马
上钻到了卫星底下，对着卫
星的受创部位仔细研究起
来。

“卫星没事儿，能用！”
孙家栋的一句话，让大家悬
在半空的心踏实了下来。

“搞航天工程，没有好
坏，只有成败。要保成功，就
必须发扬严格、谨慎、细致、
务实的作风。”孙家栋总是

这样告诫年轻人。

90岁的“牧星人”

4月是中国航天的重要
月份。既有中国航天日，又
是孙家栋的生日。

如今已经90岁的孙家
栋，与卫星打了一辈子交道。

曾经有人问孙家栋：
“航天精神里哪一条最重
要？”

“热爱。”他不假思索，
“如果你不热爱，就谈不上奋
斗、奉献、严谨、协作、负责、
创新……”

几十年来，正是凭着这
个信念，尽管从事着充满风
险的航天事业，但孙家栋从
来没有被困难吓倒，反而愈
挫愈勇。

20世纪70年代，孙家栋
带领团队研制我国第一颗
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时出
现了意外。震惊过后，孙家
栋带着大伙儿在天寒地冻
中把大片的沙漠翻了一尺
多深，拿筛子把炸碎的火箭
卫星残骸筛出来，最终找到

了失败的原因。一年后，一
颗新的卫星腾空而起。

1984年，中国第一颗试
验通信卫星发射后，在向定
点位置漂移过程中发生了
意外。孙家栋果断地发出了
打破常规的指令———他要
求再调5度，最终正确的指
令使卫星化险为夷。

2009年，在孙家栋80岁
生日时，钱学森专门致信祝
贺。钱老在信中说：“自第一
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
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
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
天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
忘记。”

擅长攻关复杂难题：
“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2019年1月，嫦娥四号
探测器成功实现人类首次
月球背面软着陆，开启了全
新的月球背面探索之旅，举
国沸腾、世界瞩目。

时针拨回15年前，当国

家启动嫦娥一号探月工程
时，已经75岁的孙家栋毅然
接下了首任探月工程总设
计师的重担。

大多数人在这样的高
龄都功成身退，他却冒着风
险出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对于别人的不理解，孙家栋
只有一句话：“国家需要，我
就去做。”

在嫦娥一号顺利完成
环绕月球的那一刻，航天飞
行指挥控制中心里，大家全
部从座位上站起来，欢呼雀
跃、拥抱握手。而孙家栋却
走到了一个僻静的角落，悄
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在
偷偷擦眼泪。

“孙家栋无疑是一位战
略科学家，总能确定合理的
战略目标。”嫦娥一号卫星
总设计师、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五院深空探测和空间科
学首席科学家叶培建院士
说，在困难面前，他绝不低
头；在责任面前，他又“俯首

甘为孺子牛”。
孙家栋的一大长处，就

是善于协调各种复杂的技
术问题，找到最经济、最合
理的解决办法。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航天
尖端产品也是买不来的。我
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发
展航天技术。”孙家栋说。

近年来，孙家栋特别强
调要坚持自主创新：“在一穷
二白的时候，我们没有专家
可以依靠，没有技术可以借
鉴，我们只能自力更生、自主
创新。今天搞航天的年轻人
更要有自主创新的理念，要
掌握核心技术的话语权。”

“中国的发展依然任重
道远，我们一定要跟着党中
央，和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尽个人微薄之力，把我们
国家的事业搞好，真正实
现中国梦，富起来、强起
来，完成好我们这一代人
的历史使命。”孙家栋说。

1.锡林郭勒盟牧区基层

干部和牧民群众反映，部分

嘎查尚未接通广电网络，广

播电视公共服务作用在贫

困地区还没有充分发挥出

来。

为充分发挥广电网络
在贫困地区的公共服务作
用，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深入
实施“广电网络基本公共服
务入户工程”“户户通运行维
护工程”和贫困旗县“应急广
播体系建设工程”，打造贯通
到嘎查村的智慧化广电网
络。目前，“广电网络基本公
共服务入户工程”已签约旗
县25个、立项工程15项，建成

内容服务平台7个，盟市上线
分平台52个，全区70%嘎查
村和30%的自然村实现广电
光纤入户；投入资金700万元
建立“户户通”运行维护长效
机制；在深度贫困旗县建设
应急广播体系，兴安盟4个深
度贫困旗县已完成设备安
装，乌兰察布市8个深度贫困
旗县正在组织施工。

（自治区广播电视局）

2.呼和浩特市群众反

映，延期交房、烂尾、征收后

未及时回迁安置以及入住

多年不能办理房屋产权证

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

7月份，自治区住建厅

与自治区发改委等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加强房地产遗
留问题处理整治房地产市
场乱象的通知》，对房地产历
史遗留问题、房地产市场乱
象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集
中整治，规范和加强房屋网
签备案工作。截至目前，全区
已解决存在房地产历史遗
留问题的项目559个，面积为
2306万平方米，19.5万套，占
未解决总数的18.5%，其中解
决“办证难”问题444个，面积
为1774.7万平方米，16.6万
套。 （自治区住建厅）

3.呼和浩特市幼儿家长

反映，目前市区幼儿园办园

质量参差不齐，希望有关部

门对幼儿园办园行为加强

督导，推动提高办园水平和

保教质量。

8月下旬，自治区教育
厅制定印发《内蒙古自治
区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
导实施办法》，要求盟市、
旗县（市、区）人民政府教
育督导部门对行政区域内
隶属管理的每一所经审批
注册的幼儿园（含民办）配

备责任督学，实施经常性
督导。教育督导部门按统
一规格制作标牌，标明责
任督学的姓名、照片、联系
方式和职责，在幼儿园大
门显著位置予以公布。各
盟市将于今年底实现本行
政区域内幼儿园责任督学
挂牌督导全覆盖。

（自治区教育厅）

4.呼和浩特市部分高校

毕业生提出，相关部门应加

大对高校毕业生创业支持力

度。

近期，呼和浩特市人社
局发布了《关于办理一次性
创业补贴有关事宜的通知》，
明确首府将为首次创办小微
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所
创办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登记
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1年以
上的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
给予5000元的一次性创业
补贴。（呼和浩特市人社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