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13日，由中宣部、国务院国资委、河南省委主办的“时代楷模”陈俊武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在报告会上，陈俊武的5位同事

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讲述了他坚守初心使命、科技报国70载的感人事迹。现将报告会内容进行摘编与读者分享，让我们一起感受陈俊武院士

科技报国、无私奉献的情怀，忠于使命、敢于担当的风骨，精细严谨、开拓创新的精神，严以律己、可亲可敬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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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武 1927年 3月出生于北京。
看到亲人年纪轻轻因病离世，中学时代
的陈俊武开始痴迷药物化学。1944年，
17岁的陈俊武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
学化工系。1946年，正读大学的陈俊武
到抚顺参观一座日本人留下的人造石油
厂。年轻的陈俊武暗下决心：挽弓当挽
强，石油工业才是英雄用武之地！1949
年 12月，陈俊武放弃了到北京、沈阳工
作的机会，辗转来到抚顺，执意到工厂一
线，成为人造石油厂的一名技术员，不懂
的问题就向工人师傅请教，向专家学习，
研究设备，推算数据，衣服上常常油渍斑
斑……他改良“蒸汽喷射器”，每天能为
厂里节约几百度电；他改造炼油设备，使
加工能力一下子提高了20%。青年陈
俊武脱颖而出，成了厂里的劳动模范。

1956年，陈俊武光荣地加入中国
共产党。1959年国庆节前夕，32岁的
陈俊武作为全国劳模，第一次走进人民
大会堂。1960年，大庆油田开发建设，
陈俊武所在的单位奉命转向石油炼
制。陈俊武再一次调整专业方向，坚定
地转向石油炼制。1961年年底，34岁
的陈俊武迎难而上，担任了我国第一套
流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

1965 年 5 月 5 日，是中国炼油工
业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日子——陈俊武
领衔设计的我国第一套流化催化裂化
装置在抚顺石油二厂投料试车成功！
这套装置完全由我国自主设计、自主
制造、自主建设，打破了西方的垄断，
带动我国炼油技术一举跨越近 20年，
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被誉为新中
国炼油工业的第一朵“金花”。

1969年年底，陈俊武随石油工业
部抚顺设计院搬迁到豫西山区，从此扎
根洛阳 50载。在这里，陈俊武和同事
们连续开发了同轴式催化裂化、渣油催
化裂化等一系列新技术，推动我国炼油
技术从一片荒芜到锦绣满园。

1978年3月，陈俊武第二次走进人
民大会堂，光荣地参加了全国科学大
会，他为之呕心沥血的流化催化裂化技
术作为重大科技成果受到隆重表彰。

1990年 3月，63岁的陈俊武从领
导岗位上退下来。但是，他却选择了一
条更具挑战性的奋斗之路。

这 30 年，为了行业需要，他著书
立说；为了石化的未来，他教书育人；
为了国家能源安全，他研究石油替代
工艺；耄耋之年，他又关注碳排放和全
球气候变暖问题，为中国的碳减排战
略研究建言献策。

这 30 年，他编撰了《催化裂化工
艺与工程》等多本业内权威著作，培养
了 400 多名石化精英人才，指导了甲
醇制烯烃技术研发及装置的建设，他
87岁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登上
了职业生涯又一座高峰……

总有人问他：您 90多岁了还坚持
上班，动力是什么？他的回答只有四
个字：国家需要。

作为新时代的石油石化人，我们
有信心从陈俊武等前辈手中传好接力
棒，为更高水平的石化振兴，为新时代
中原更加出彩贡献更大力量。③5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陈俊武院士
的三个故事。

第一个是“鱼和熊掌兼得”的故事。
1982年，上海炼油厂要新建一套催化
裂化装置。该厂总工程师朱仁义对陈
院士开玩笑说：“我这个人有些贪心，
你那‘同轴式’我想要，‘烧焦罐’我也
想要。”同行的专家说：“你这是鱼和熊
掌都想要呀！”

催化裂化是石油炼制的关键技
术，“同轴式”和“烧焦罐”又是催化裂
化的核心工艺。朱仁义的一句玩笑
话，却让陈院士找到了创新的灵感：何
不把“同轴式”和“烧焦罐”“嫁接”在一
起，二者取长补短呢？于是，一个“快
速床与湍流床气固并流串联烧焦”的
设想诞生了。

1989年，融合这两项技术，年生产
能力 100 万吨的新型催化裂化装置，
在上海炼油厂建成投产。这项技术成
为我国催化裂化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
个发明专利。

目前，我国采用这项技术每年加
工的原料达 4000 万吨，生产的汽油，
可让1500万辆家用汽车跑一年。

我讲的第二个故事是“十年战略
布局和世界第一”。烯烃是很多化工

产品的原料，而烯烃原来只能从石油
中获取。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经过努力，攻克了这个技术难关。

1997年，他们慕名找到陈院士，想
把这个成果工业化。陈院士认为：这
项技术全世界都处于实验室阶段，谁
先工业化，谁就掌握市场主动权。

2006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煤制
烯烃呈现出巨大经济性。国内一家企
业决定引进国外技术，仅技术转让费就
高达上亿美元。而这时，我们的甲醇制
烯烃工业试验即将完成。陈院士派我
和同事到北京，找到有关领导转达他的
意见：“再等半年，一定会有结果。”随
后，国家发改委采纳了陈院士的建议，
批准我们的技术在国内工业化应用。

2010年，中国的百万吨级工业装
置建成投产，奠定了我国在世界煤制
烯烃产业中的国际领先地位，取得了
世界第一。2014年，这项技术获得国
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我讲的第三个故事是“陈院士的
大九九”。2011 年 8月 20日，一场新
一代甲醇制烯烃工程技术方案讨论会
在陕西西安召开。休会期间，陈院士
召集我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陈院士说：“现有方案参数关系太复
杂，我们作为设计人员理顺起来都难，操
作人员就更难了。这个问题现在我有了
新思路。”陈院士当场就给我们做了分
工，我们对新旧两个方案进行了对比讨
论，新方案得到了用户的高度认同。

陈院士让我们敬佩的事还有很多。
比如，他出神入化的心算。通常我们用
计算器还没算出结果，陈院士心算已经
有了结论。他反复告诫我们，一定要熟
记公式、反应式，熟记现场数据和单位
换算，这是工程技术人员的基本功。

在科技报国、科技强国的征程中，
陈院士立足行业发展制高点，与科研
团队努力推动中国炼油工业技术从跟
跑到并跑，从并跑到领跑，一路走到了
世界前列。③9

每年 3月 17日前后，我都会去看
望陈俊武先生，为他送上生日祝福。
常有朋友问我，是什么，让你一直追随
陈老？我想，更多的是他以“国家需
要”为己任，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时
代楷模精神，深深影响了我。

1999年，我接到通知，到中国石化
管理干部学院参加催化裂化高级研修
班的培训。入学刚报到，就接到通知说
第二天要考试。走进考场，一人一桌，
题目看似不太难，但题量非常大，根本
没有时间去思考，全靠平时的积累。

这次考试很多人得到了求学经历
中的最低分，我也是刚及格。这一考，
考出了我们的“原形”，一部分人就此
与高研班失之交臂，剩下的人则看到
了差距，得到了警醒。先生用冰冷的
事实，去除了我们内心的自满与浮躁。

一个多月的封闭培训，每天，吃完
早饭就要往教室赶，晚饭后还得集体
学习。陈院士精彩的课程，给我打开
了一个新的世界。封闭培训很快就有
了成效，在一场与美国催化剂公司的
技术交流中，我们班的学员，利用陈院
士教的物料平衡知识，当场指出外方
的错误，让外方专家为之叹服。

30天的封闭培训后，陈院士给每

个人都留下了一个题量超大、周期超
过一年的“大作业”。我意识到，这次
封闭培训，仅仅只是高研班的“开始”，
而不是“结束”。陈院士要求我们汇集
整理装置的数据，按高研班教授的方
法做计算，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问
题，最后还要提出解决方案。这相当
于对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炼油装置在
不停工的情况下，完成一次全面的体
检，做一次CT，还要从CT片中发现疑
难杂症，再去开出治病的药方。

几乎有一年的时间，我天天沉浸在
“大作业”中，常常忘了今天是星期几。

在计算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完
成这样的“大作业”主要靠手算，我们都
用了一年多时间才全部完成。作业完

成后，先生还要组织面试，逐一提问。
当时我的“大作业”一共涉及数据

１万多个，全篇打印件达 200 多页，6
万余字。同样的作业，先生要审阅 26
份。答辩前的一天，我接到陈院士的
电话：“在第 6页第 10行，你引用的公
式不对，原因是……还有第 89页第 7
行，你的分析结论是对的，但支持这个
结论的数据有问题，原因是什么……”

当时我震惊了，我的作业就有上
万个数据啊，加上其他同学的作业，足
足有几十万的数据，年过七旬的陈院
士居然逐一检查我们的作业，到了这
么细致的程度。后来得知，2000年那
一年，不要说平时的节假日，就连春节，
先生也在批改我们的作业。陈院士是
在燃烧自己，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在催化裂化反应过程中，无数微
小的催化剂成群结队地“冲”向原料，
在不到3秒的时间里完成化学反应，把
原料转化成优良的产品；然后回到再
生器中，在高温下长时间煅烧，恢复活
性，然后再“冲”向下一次反应。

细细品味，催化裂化的反应过程和
陈院士的人生历程何其相似！那就是，
都饱含着信念坚定、甘于奉献、奋斗不
止的情怀去完成使命、报效祖国。③4

陈俊武院士晚年为国家做了两件
大事，一是为煤制油战略储备项目建
设立项把关，二是为中长期碳减排战
略目标制定建言献策。

2009年 11月，中国国际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邀请陈院士为评审组组长，
评审引进外国公司煤制油技术的可行
性报告。

陈院士说：“做现代煤化工项目的
评审，不仅仅是为企业把关，更是为国
家把关。”评审会前半个月，陈院士收到
了一份有 16个分册的评审资料，那段
时间推开他的办公室门，桌上、茶几上
铺满了这些资料，他整天都在埋头计
算，做足了评审会前的准备。

几个回合的评审后，陈院士代表专
家组向外方郑重提出了三个“为什么”：
既然铁和钴金属催化剂的转化效率相
当，为什么非要用中国资源稀缺的钴
作为催化剂？为什么方案只单一生产
柴油，没有中国紧缺的其他高档油
品？为什么关键的气化炉数据是以天
然气为原料的？

我问外方专家：“如果你是中国的专
家，你认为陈院士提的问题对不对？”他
回答：“对。”我又问：“那你们为什么只
生产单一柴油呢?”他说：“如果你们生产
了那些油品，那我们生产的卖给谁呀？”

最终，国外公司的技术方案没有被采纳。
在陈院士眼里，国家利益永远高于一切！

这件事，也让陈院士意识到加速推
进国产化煤制油技术的紧迫性。他大
力支持国内科研院所加紧开发国产化
的煤制油技术。2013年9月，世界规模
最大、完全国产化的400万吨煤制油一
期工程开工奠基，86岁的陈院士参加
了开工仪式。2016年 12月工程投产
时，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发来贺信。

碳减排课题，似乎与陈院士的炼油
专业毫不相干。当时已经80多岁的陈
院士说：“我可以学习过去不熟悉的知
识，争取提出一些对国家有益的建议。”

国际气候会议强调“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的所谓原
则，只强调他们的碳排放量已经开始

下降，要求中国的碳排放峰值年定在
2025年，年排放量为80亿吨。

陈院士也有他的原则：大气中累积
的二氧化碳绝大部分是发达国家排放
的。陈院士说，他们用空调时，我们老百
姓还在扇扇子；他们用冰箱时，我们还在
用纱罩盖剩饭剩菜。中国正处于工业
化的进程中，应该尊重中国的发展权利。

2009年年底，陈院士把我叫到他
的办公室，表明他要连续发表中国碳
排放峰值论文的想法。从 2010 年开
始，陈院士只要在办公室，总是趴在电
脑前，广泛搜集和研究国内外的碳排
放资料。2010年至2012年，陈院士连
续3年发表了十余篇重量级论文。

2011年，陈院士确认中国的碳排
放峰值年应该定在 2030年，常规方案
排放量为每年110亿吨。

2014年，在北京 APEC会议后的
发布会上，我国政府正式发布了中国
碳排放峰值年和排放量数据，与陈院
士的研究结果非常吻合。陈院士的研
究成果，为国家制定碳减排战略目标
提供了积极、具体的建议。

70年，陈院士从少年变成了老人。
但他的科技报国之心没有变，爱国、奋
斗、奉献的时代楷模精神没有变，这种精
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终生。③8

陈俊武院士的人生中有着各种
“等式”与“不等式”。今天，我就给大
家讲一讲院士的“奉献与索取”“事业
与家庭”以及他的“诗与远方”。

对于奉献与索取，陈院士有自己
的一套“不等式”。他说：“奉献小于索
取，人生就暗淡；奉献等于索取，人生
就平淡；奉献大于索取，人生就灿烂。”

陈院士对自己很“小气”。到外地
出差，常常为省点差旅费而计较。他
谢绝了单位给他配秘书、配专车的待
遇，坚持步行上班20余年。

2018 年 7月，陈院士坐高铁到北
京参加活动，由于舍不得在列车上买
饭吃，他硬是饿到北京，出站后找到一
家牛肉面馆，要了一份十几块钱的面
条，吃得津津有味。

陈院士对他人又很“大气”。在抚
顺工作时，他把自己技术革新获得的
奖品交给集体或送给同事。到洛阳工
作后，他还把自己的奖金捐给公司幼
儿园和优秀民办教师，并默默资助新
安县一名贫困大学生直到毕业。

作为郑州大学的客座教授，他从来
不让学校负担任何吃住行费用，反而经
常为学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2016

年3月，陈院士将在郑州大学6年授课所
得的20万元全部捐出，用于奖励优秀青
年学子，而他只接受了学校送给他的一
束鲜花，献给了久病卧床的老伴儿。

事业与家庭顾此失彼，是他人生
中的另一个“不等式”。

科研任务重、出差频繁是陈院士工
作的常态。陈院士的小女儿陈欣说，在
她小时候，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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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穿的
那件白衬衣，因为那是爸爸出差回来的

“信号”，更是她心底深深的期盼。
十多年前，陈欣受伤住院。当陈院

士赶到医院，第一句话却是：“这下麻烦

了，我还急着出差呢！”回忆起这段往事，
陈欣打趣说：“听到我爸第一句话不是关
心我的伤情，而是惦记着工作，我当时心
里挺不是滋味的。不过这就是他，一个
真实的他。”出差回来后，陈院士坚持每
天给陈欣送饭。一位年近八旬的科学
家，提着捂得严严实实的饭盒，在人流中
挤上公交车，经过半小时到达医院，只为
亲手为女儿端上一碗热饭。

1996年，陈院士的老伴儿因车祸造
成脊椎粉碎性骨折，导致下肢瘫痪。陈
院士下班回家，都要先到老伴儿床前跟
她聊聊天，或者念念报纸。陈欣说：“妈
妈去世两年了，爸爸时常还会去她的床
边坐一坐，虽然房间的摆设一如从前，但
是那最美的画面却再也看不见了。”

科学是严肃严谨的，诗与远方是
飘逸洒脱的。陈院士从寻常的科研生
活中，找到了别样的诗与远方。

陈院士爱诗。“耄耋老翁忆平生，
有志年华事竟成。亦老苍天情未了，
扁舟浩海又启程。”这是他的一首小
诗，寥寥几句饱含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的豪情与气度。③6

（文字整理 本报记者 冯芸 本版
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邓放 摄）

国家需要 就是他的选择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成平

让生命充分燃烧
□中国石化安庆公司副总经理 宫超

陈院士的人生“不等式”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青年员工 刘倩

一位科学家的光荣与梦想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首席专家 刘昱

拳拳赤子心 悠悠报国情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资深专家 陈香生

科技报国 初心不改
——“时代楷模”陈俊武先进事迹报告会摘编

1月13日，由中宣部、国务院国资委、河南省委主办的“时代楷模”陈俊武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举行。⑨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