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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共产党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

我也愿意为了这个事业而奋斗终身。”1956年，
陈俊武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
书里坚定地表达自己的心声。

1960年 3月，松辽石油大会战打响，铁人王
进喜带着他的 1205钻井队走进一片蛮荒的大
庆。没有吊车和拖拉机，他和队里30多个伙伴
人拉肩扛，硬是把 60吨重的钻机挪到井场，将
40多米高的钻井塔伫立在了荒原上。

“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王进喜和老一辈石油人的努力，终于使中国政
府能够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依靠“洋油”的
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有了石油，但当时国内落后的炼油技术却不
能对原油进行有效深度加工，也无法从中炼取数
量更多、质量更高的汽油、柴油等轻质油产品。

“这就像有了上好的稻谷，却依然吃不上香
喷喷的白米饭。”陈俊武打了个形象的比喻。

时不我待！1961年年底，石油工业部决定
抽调科研、设计、制造、基建和生产等方面的骨
干力量，自力更生开展流化催化裂化、延迟焦化
等5项炼油工艺新技术攻关。这5个项目，后来
被称为炼油工业“五朵金花”。

时年 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
流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

所谓流化催化裂化，是炼油工业的关键技术，
是石油精炼中最重要的转化工艺之一。当时，这
类装置在全世界不过几十套，技术被层层封锁。

怎么办？消化资料、分析计算、对比论证……
为了攻关，陈俊武他们常常一天伏案十几个小
时，脑子里全是数据和方案。不但要加班加点
工作，他们还要忍受食不果腹的煎熬。“那时大
家的伙食，几乎顿顿都是不见油的清水熬白菜，
偶尔吃个豆腐渣，就算改善生活了。”陈俊武说，
虽然大家饿得双腿浮肿、眼冒金星，但科学报国
就是要有牺牲精神，咬着牙也得熬过去。

1962年 9月，难得的机会终于来了！陈俊
武被石油工业部派到古巴考察。他终于能够近
距离接触当时世界先进的炼油厂。

从没见过的庞大塔器、繁杂的英文资料，陈
俊武想学的实在太多。他根本想不到外出游历
景点、娱乐，每天就是争分夺秒地看资料、向人
求教、整理一切有用的信息。

其间，陈俊武他们还经历了震惊世界的“古
巴导弹危机”。“战争一旦爆发，哈瓦那可能会变
成一片废墟，我们也可能成为俘虏。”回想往事，
陈俊武平静地说，“不管遇到什么危险，国家需
要我们，我们就得把这个担子挑起来。”

几个月后，结束考察回国时，陈俊武的行李
中没装一件“洋货”，而是塞满了20多本学习笔
记。“出国前，我母亲还是一头黑发。回来后，我
吃惊地看到母亲竟已白发苍苍。姐姐流着泪告
诉我，母亲是担心我的安全，一夜白头。”至今，
说起母亲，陈俊武还是很心疼。

资料可以参考，克难攻坚还得靠自己。上
百套仪表，数千个大小阀门，近两万米粗细管
线，都要在设计中做到准确无误、万无一失。争
分夺秒、艰苦攻坚，陈俊武他们终于拿出了
1000多张设计图纸。各环节工作人员按图索
骥进驻现场开始施工备产，已经是抚顺设计院
副总工程师的陈俊武经常忙得脚不沾地儿，这
个找、那个叫，这边开会、那边答疑，他没明没
夜，吃、住都在施工现场。

1964年夏，陈俊武第二次赴古巴学习。在
半年的跟班实习中，他参加了催化裂化装置开
工、正常生产和停工检查、检修的全过程。他在
现场为双方人员当翻译，在装置操作室仔细观察
操作参数变化，寻找规律，一一记录，并为国内在
建的流化催化裂化项目提出了100条修改建议。

1965 年春节一过，抚顺石油二厂人员骤
增，气氛紧张。石油工业部的领导来了，北京、
抚顺的专家来了，论证、制定操作规程，所有的
人都在为最后的冲刺忙碌着。

1965年5月5日，是中国炼油工业史上一个
划时代的日子，抚顺石油二厂年加工能力60万
吨流化催化裂化装置投料试车运行。成功了！
清澈的高品质汽油从管道中涌出来的那一刻，在
场的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们，无不热泪盈眶：中
国不仅能采油，还能炼出高品质汽油了！

这项技术，由我国自行设计、自造设备、自
行施工安装，一举带动我国炼油工业重要技术
跨越20年，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有了自主设计的催化裂化装置，我国的炼
油工业的发展从此进入了快车道。在以陈俊武
为代表的几代人的努力下，目前我国催化裂化
工艺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 150多套不
同类型的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年加工能力
近2亿吨。催化裂化工艺为国家提供了近70%
的车用汽油、40%的丙烯和30%的柴油。

也就是说，如今我们只要出行用车，都在享
受着陈俊武等老一代科学家的炼油成果。

创新引领春色浓
“创新永远没有交卷的时候。”

上世纪 60年代，我国继发现开发大庆油田
之后，又在山东、河南等地发现了新的油田。为
了改善石油工业的布局，石油工业部决定在豫
西建设一座年加工规模250万吨的炼油厂和总
容量15万立方米的储备油库。

1969年年底，陈俊武作为首批人员，随石
油工业部抚顺设计院搬迁到位于豫西山区的洛
阳市宜阳县张坞乡竹园沟。从城市到山沟、从
楼房到窑洞和板房，陈俊武他们坦然面对，没有
牢骚和怨言。他多次往返火车站接送人、搬行
李。42岁的陈俊武扛着沉重的大箱子，在坎坷
不平的黄土路上踉跄行走，寒风刺骨，他的棉袄
却一次次被汗水湿透。

扎根洛阳这方土地，陈俊武一干就是半个
世纪。

在阴冷潮湿、昏暗无光的窑洞，在透风漏

雨、不挡寒暑的板房，陈俊武和同事继续为提升
炼油技术孜孜不倦地攻关。

当时，陈俊武看到国家钢材匮乏，资金紧
张，新建炼油装置十分困难。他就思考，能不能
设计一种投资少、上马快，对原油只需中等程度
加工的炼油装置呢？

他和同事们反复讨论，提出了蒸馏—催化
裂化联合装置的方案，即把原油蒸馏和催化裂
化两个装置合二为一，简称“一顶二”。1972
年，这套装置在辽宁锦州试运行成功。

1978年 3月，陈俊武光荣地参加了全国科
学大会，他为之付出心血的催化裂化项目作为
重大科技成果在会上受到表彰。会上，邓小平
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让陈俊武至今振奋
不已。他真切地感受到，科学的春天真的来了！

这一年，他被任命为石油工业部洛阳炼油
设计研究院（今为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副
院长兼总工程师。他指导设计的我国第一套年
加工能力120万吨的高低并列式提升管反应及
旋转床烧焦工艺的催化裂化装置也在浙江镇海
炼油厂开车成功。

这一年，由他指导设计的中国第一套快速床
流化催化裂化装置在乌鲁木齐炼油厂试运成功。

按照发展规律，世界炼油工业技术每五至
六年就有一次大的突破和发展。陈俊武就像战
斗在最前线的指挥员、战斗员，始终穿行在炼油
工业技术的前沿阵地，观察、思考。

同轴式装置的诞生和成长是陈俊武的又一
卓著贡献。

兰州炼油厂原来的移动床催化裂化装置是
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设计的，产能低、成本高，
已经成为厂里的包袱。1980年，该厂总工程师
龙显烈在洛阳炼油实验厂的同轴式技术通过鉴
定后，就联系陈俊武，想采用这项成果建设一套
年加工能力为 50万吨的大型同轴式流化催化
裂化装置。

由于该项技术涉及工艺、机械和仪表多个
专业，上级主管部门的一些同志对陈俊武方案
的安全性提出了质疑。陈俊武用精准的数据据
理力争，并立下“军令状”：“出了问题我陈俊武
负责！”

1982年秋，按照陈俊武提出的技术方案建设
的兰州炼油厂50万吨/年同轴催化裂化装置顺利
投产，再生效果在当时居全国之首。这套装置使
兰州炼油厂效益大增，成了厂里的“金罐子”。

1982 年石油工业部决策成立炼油新技术
攻关组，陈俊武担任了新的催化裂化技术攻关
组组长。部里交给他两项任务，一是完成国家

“六五”攻关课题——“大庆常压渣油催化裂化”
技术开发并实现产业化，二是采用自主开发的
技术，在上海高桥炼油厂建设一套全新的催化
裂化装置。

在陈俊武带领下，一批科研设计院所、高等
院校和企业共同参与公关，他们先后取得了反
应动力学、再生动力学、高效设备、内外取热等
方面的一大批成果。

1985年，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渣油催化裂
化技术顺利在石家庄炼油厂实现了产业化应
用，这项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一
项任务，陈俊武交上了圆满的答卷。

而第二项任务，则耗费了陈俊武更多的心
血。上海炼油厂的总工程师朱人义“贪心”地提
出：“陈老总，新装置能否融合你的同轴式装置
和高效再生工艺的烧焦罐两项先进技术呢？”既
要同轴又要高效再生，这是当时多个国家都在
研究的难题。朱人义的建议，竟真的成为陈俊
武的设计方向。

这个方案通俗地说，就是把同轴式和炼焦
罐“嫁接”，扬二者之长，弃二者之短。设想很美
好，过程很痛苦。

当时，陈俊武查阅了许多国外催化裂化技
术资料，包括专利，研究发展方向，创造性地提
出了快速床—高速床串联操作的再生方式，并
在公司设备研究所进行了大量的流态化试验，
最终取得了圆满成功。

1989 年，既有同轴结构又有高效再生的
100万吨/年新型催化裂化装置在上海炼油厂建
成投产，标志着中国炼油工业跃上了新的台阶。

1990 年，这一新型装置模型送往北京参
展，一亮相就引起各国科学家们的注意，他们毫

不掩饰惊讶和热情，连夸这是“现代科技与美学
意识的融合、智慧和意志的结晶”。

1994年，该项技术获得国家专利局发明专
利授权，成为我国催化裂化工程技术领域的第
一个发明专利。

陈俊武和几代科技人员，踏石留印，抓铁有
痕，紧紧盯住国际先进水平，引领我国催化裂化
技术从一片荒芜到锦绣满园。到 20世纪 90年
代，我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催化裂化大国。

其间，陈俊武和他的团队每一次创新都值
得大书特书，都为中国石化工业起到了巨大的

“催化裂化”作用。
陈俊武是个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我们

在石油行业不能只关心石油，还要关心整体的能
源。将来石油少了，我们要怎么解决补充替代问
题？”未雨绸缪，陈俊武在年近70岁时又与中国
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合作，开始煤基甲醇
制烯烃技术的工程放大及工业化推广应用。

“我国石油资源不足，煤炭相对丰富，甲醇
制烯烃是实施石油替代的重要战略方向。”陈俊
武说。2004年 8月，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大连化物所、陕西新兴煤化工公司共同签署了

“甲醇制烯烃工业化实验项目合作协议书”（简
称“DMTO”）。从此，陈俊武的办公室就成了该
项目的指挥所。

每周，设计人员会把相关数据和每一个试
验细节都报告给陈俊武。他会认真细致地对待
每一个数据，并与大家一起寻求解决方案。

实验室取得的DMTO技术，如果建设成放
大一万倍的大型工业装置，还存在很大风险。
因为，这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要具备超群的胆略和
智慧。

2004年 6月，陈俊武三次主持讨论DMTO
工业试验装置的设计方案，将陕西华县化肥厂
作为试验场。从 2005年 11月下旬开始，陈俊
武先后 8次来到位于华山脚下的试验场，现场
指导，完善方案。

年近八旬的陈俊武八上两器平台的故事
至今令参与试验的人们难忘、感动。两器平台
高达 30 多米，爬上去对年轻人来说都是考
验。然而，陈俊武八次爬上爬下，查找问题的
原因。

“为了不让陈院士登高爬梯，大家都说塔顶
上没有什么新设备，不用上去看了，可陈院士对
设备知道得一清二楚，想瞒都瞒不住他。”跟随陈
俊武工作20多年的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首
席专家刘昱告诉记者，“陈院士常说，工程设计人
员在现场必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钻两器，二是爬
高塔，只有在现场的时间足够多，才能干好工程
设计工作。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 8月 24日，甲醇
制取低碳烯烃工业试验项目技术成果新闻发布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DMTO 工业
试验项目的建成投产，对发展石油替代能源和
推进煤化工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也加速形成了我国独有的甲醇制烯烃战略
新产业。

2008年 12月 31日，陈俊武担任技术顾问，
帮助神华集团鄂尔多斯煤直接液化示范工程第
一条百万吨级生产线打通了全部生产流程，顺利
产出合格的柴油和石脑油，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
一个掌握百万吨级煤直接液化关键技术的国家。

“我还要思路更开阔一些，从宏观角度和世
界范围了解能源问题。”进入耄耋之年，出于科
学家的责任，出于“争取提出一些对国家、对大
局有益的论据和建议”的目的，陈俊武又投入极
大的精力，主动开始了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碳排
放问题的研究。从2011年起，陈俊武与同事合
作，连续发表了 9篇关于中国碳减排战略研究
的相关论文，受到有关部门和专家的重视。这，
再一次展示了作为战略科学家的陈俊武的长远
目光和宏大气魄。

著书立说育桃李
“未来市场的竞争实质是科技实

力的竞争，必须首先提高科技人员的
整体基础理论水平和科技素养。”

陈俊武 1990年卸任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

公司经理，1991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科院院士）。虽然已年过花甲，但他考虑的
不是该如何享受退休生活，而是自己还能为推
动中国石油炼制工业发展做些什么。“著书育
人”，这是他给自己定的任务。

中国的炼油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但缺乏系
统、完整的著作，难以满足从事催化裂化专业的
技术人员的需要，中石化一些领导提议陈俊武
来做这件事。

从经理的位置上退下来，他将自己多年积
累的各类技术资料分类整理成册，精心选取工
业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和数据，一一核对分析，潜
心梳理写作。历时两年，这本凝聚着陈俊武和
一批专家智慧与心血的《催化裂化工艺与工程》
完成。开始，只是以简易分册的形式油印了一
部分，就有很多人前来索求。1995年，该书由
中国石化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更是受到了业
内的追捧。

“这本书既可以当教材，又可以当参考书。
每10年改一版，就是为了在实践中解决更多问
题。”此后两次再版，陈俊武也都是认真推敲、精
心修订。

2018年年初，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要筹办中国催化史料馆，计划将《催化裂
化工艺与工程》这本书的三个版本作为史料入
馆展出，但市面上已经买不到前两版了。他
们联系了在陈俊武身边工作 35年的另一位专
家陈香生。在征得陈俊武同意后，陈香生从
单位档案馆调出了这三个版本的书。当他准
备寄出时，陈俊武突然说：“先别寄走，第 2 版
和第 3版里有个方程式和表格数据有误，要改
正一下。”

次日，当他再去找陈俊武时，见陈俊武已
经打印好了半页 A4 纸，把书内引用有误的
方程式和表格里的错误数据，都标注得清清
楚楚。

与著书相比，在陈俊武心里，育人的事更为
迫切、更具有战略意义。他希望为中国未来石
化事业的发展，培养、储备更多的人才。

陈俊武常常引用孟子的话说：“‘得天下英
才而教育之’，是人生一大乐事。”他把自己看作
人类攀登科学高峰阶梯中的一级，必须把继续
探索的接力棒传给后来者。

1992年，在陈俊武的直接推动下，中国石
化总公司举办的第一期催化裂化高级研修班正
式开班。他把自己数十年积累探索的理论和实
践经验提炼整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如饥似渴
的学员们。

前后三期高研班，历经 10年之久，为中国
石油化工事业培养了一批高层次精英人才。
这些人，大多成为催化裂化领域卓有成就的
专家。

“30多岁是最想干成点事，又往往没方向
的时候。这时有人把你扶上马、送一程，引导到
正确方向，难能可贵。”回忆起跟随陈俊武学习
的日子，第二期高研班学员、中国海洋石油集团
公司科技发展部副总经理吴青说，“遇到陈院士
这样的大师是我一生的幸运。凡是不懂的问
题，哪怕不是自己专业领域的问题，他都要刨根
问底弄清楚，这种钻研精神几十年来一直深深
影响着我。”

高研班的开办也像陈俊武的风格，不走寻
常路。学员先集中听课，然后回到岗位实践，其
间学员要完成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大作业”。一
期下来时间长达两三年。

第三期高研班学员、安庆石化副总经理宫
超给记者讲述了他最难忘的一件事：“有一天先
生突然打电话，说我作业里第几页第几项某个
数值错了。经过查对，果然是自己错了。”当时
他特别震惊。一份大作业通常包含学员对自己
所在装置原始数据的汇集整理，工艺和工程计
算等，厚度常常在100多页，甚至 200多页。“那
么多学生，数千页的作业，我以为先生只会简单
翻翻，没想到，先生真的会认真‘批改’。”在佩服
的同时，他更为陈俊武付出了超出常人的精力
与心血而感动。

学员们至今都记得，陈俊武每次上课，都是
身着正装，仪容端肃，准点开课。他渊博的知
识、严谨的治学态度、求真务实的精神影响着一
批又一批的学员。

无怨无悔写人生
“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

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雪
泥鸿爪，人生如斯，一生未得休闲固
然是有所遗憾，但无怨无悔。”

从 1949 年参加工作，陈俊武整整工作了
70 年，直至 2018 年才退休。在这 70 年里，他
带领团队为我国流化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
由弱到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32岁被评为
全国劳动模范，64岁被评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
大师，65岁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71岁获
评河南省科技功臣，87岁斩获国家技术发明一
等奖……与石油炼化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硕
果累累，可谓是国宝级的科学家。

70 年，25500 多个日日夜夜，沿着科技报
国这条道路辛勤跋涉，其中的艰辛与付出，常
人是无法想象的。然而，与卓越的贡献和业界
巨大的声望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陈俊武对自己
严苛的要求和他清贫淡泊的生活。

不用设闹钟，每天 6点半准时起床，绝不赖
在床上……几十年来，他总像一个学生似的背一
个小包，里面除了资料、图纸，还有一沓纸片。勤
做笔记、随时计算，是他至今仍在坚持的习惯。

在家人看来，陈俊武永远把工作排在第一
位，踏踏实实工作几十年，从不懈怠，始终如
一。

1959年春，石油工业部决定进一步发展煤
炼油技术，在山西大同市附近确定了炼油厂厂
址，陈俊武被任命为工厂的设计师。时间紧、
任务重，需要尽快从抚顺赶往大同。可这时，
陈俊武刚出生不久的大女儿陈玲已连续几天
高烧不退。

“你走吧，孩子有我呢。”妻子吴凝芳清楚
陈俊武内心的煎熬，坚强地对他说。

一个多月忙忙碌碌，音信不通，陈俊武回
抚顺时，一路上忐忑不安，女儿不会有什么事
吧？还好，女儿用笑脸迎接了自己“狠心”的爸
爸。

科研任务重、出差频繁是陈俊武工作的常
态。在小女儿陈欣的印象里，父亲每年至少有
一半时间是在外地。每天放学走到楼下，她都
要先看看自家阳台有没有挂着爸爸的衣服，因
为那是爸爸出差回来的“信号”。

由于痴迷工作，陈俊武错过了和孩子们玩
耍的时光，错过了给孩子们辅导功课，不知不
觉间，孩子们已经长大。2001年冬天，陈欣骑
自行车上班途中，被出租车撞倒，膝盖粉碎性
骨折，需要住院治疗。不巧，陈俊武急着出差，
为了工作，他又“狠心”让女儿独自去住院。

出差回来后，这位 70 多岁的老科学家每
天都会提着捂得严严实实的饭盒，步行十几分
钟到车站，再坐半个小时的公交车到医院，给
女儿端上一碗热汤，以此来弥补对女儿的亏
欠。

两个女儿说，父母感情很好，相濡以沫。
母亲生前瘫痪多年，父亲只要下班回家，总会
先走到母亲床前跟她聊聊，或是拿上一份报纸
给母亲念一念。

2018 年，陪伴陈俊武走过 60年风雨的妻
子离世。按照妻子的遗愿，陈俊武和两个女儿
来到洛阳吉利黄河大桥，将妻子的骨灰撒向了
黄河。他久久伫立岸边，内心充满愧疚：“可惜
和你待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

在同事们看来，陈俊武的律己近乎严苛。
正直清廉、淡泊名利的他，一辈子没享受过名
望给他带来的“好处”。

陈俊武一早便谢绝了配秘书、配专车的专
家待遇，曾坚持步行上班 20余年。一天，他在
路上不小心扭伤了脚踝，疼得冷汗直流。其
实，附近就有电话亭，只要他在电话里说一声，
单位马上就会派车来接他。但他仍努力站起
来，一瘸一拐走到公交车站。

2014年，公司主营业务南迁广州，按级别
待遇，公司领导在规划住房时给陈俊武安排了
一套 180平方米的安置房，可他谢绝了。

每每到外地出差，他也特别抠门，常常会
为省点坐出租车和住宾馆的钱而计较，吃饭也
是能将就就将就。

他对自己小气，对别人却特别大方。他曾
把自己应得的奖金捐给公司幼儿园、捐给郊县
优秀民办教师、奖励优秀青年科技人员，还默
默资助新安县一名贫困生上大学直到毕业。
2016年 3月，陈俊武又将在郑州大学 6年兼职
所得的 20 万元全部捐出，用于奖励优秀青年
学子……

长期采访陈俊武的洛阳作家张文欣，曾饱
蘸情感地写过他的报告文学和传记。他说，陈
俊武的光辉业绩和高尚的人生境界，就像一座
精神高地和一片道德绿洲，无论谁走近他，都
会被深深地吸引，深深地感动。

今年 4月 12日，学习陈俊武同志先进事迹
座谈会在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召开。会
上，陈俊武感慨地说了三个词：

——感谢。“感谢这个伟大时代、感谢我的
科研团队、感谢我的亲人朋友。”

——无悔。“我比别人多工作 30 年，虽说
没有享受潇洒生活，少了很多天伦之乐，但我
在科学攀登中得到了快乐，得大于失。在耄耋
之年还能为国家作一些贡献，无怨无悔。”

——祝愿。“期待大家都能把握好新时代，
努力为国家、为行业、为家庭作出应有贡献，使
自己奉献大于索取，做一个有用的人。”

陈俊武的话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热烈的掌
声。是的。感谢、无悔、祝愿——简简单单三
个词是陈俊武对人生的深刻感悟，是他满腔的
报国热忱，也折射了他的灿烂人生。

以身许国。今年迎来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科技报国 70年、已 92岁高龄的陈俊武仍在
为他终身奋斗的事业，奉献着光与热。③5

以身许国七十载

陈俊武与研究和设计人员在现场讨论数据（摄于2010年8月）。⑨3 陈香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