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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项工程”中唯一的抗生素厂

“在‘156项工程’名单中，军事工业、冶金工
业、能源工业是占比最高的项目类别。但有一个
项目，在名单中堪称独一无二。它就是‘156项工
程’中唯一的抗生素厂——华北制药厂。”谈到华
药在“156项工程”中的特殊性，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剧锦文开宗明义。

剧锦文告诉记者，现在已经见惯了各种抗生
素的人们，恐怕很难想象抗生素在当时的重要意
义——在抗生素问世以前，人类一直未能拥有高
效治疗细菌性感染且副作用小的药物，如果有人
被细菌感染，几乎就意味着死亡。

直到抗生素，尤其是青霉素被发现和提取，
这一局面才得到彻底改观。因此，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美国甚至把青霉素的研制放在同研制
原子弹同等重要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实施的禁运，青霉
素价格一度十分昂贵。1949年，1瓶20万单位的

“盘尼西林”（青霉素），虽然仅重0.12克，却相当
于0.9克黄金的价格。

1951年，上海第三制药厂建立，年产青霉素
几十公斤，但仍远远不能满足全国的需要。

年轻的共和国急需建立自己的抗生素大厂！
问题随之而来——这个在“156项工程”乃至

全国范围内独一无二的抗生素厂，应该建在哪
儿呢？

“当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首都北京。”2021
年12月20日，94岁高龄的华药原经济师刘太元
在深圳的家中，向记者电话回忆起了60多年前
为抗生素厂选址而奔波的那些日日夜夜。

1953年4月21日，时任山东新华药厂生产科
科员的刘太元和该厂厂长袁荣被抽调到轻工业部
参加抗生素厂筹建，同时抽调的共8人。按要求，
他们要先去上海第三制药厂学习，再去北京报到。

当年6月1日，刘太元一到北京，就被调入刚
成立的筹备处厂址调查组，他们的任务是：为由
苏联援建的抗生素厂、淀粉厂选择厂址，并收集
汇编基础资料。

刘太元告诉记者，北京作为我国政治文化中
心，对建厂有严格限制，因而被迫放弃。同时，上
海、大连、沈阳、青岛等原有工业基础较好的城
市，也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尚在进行、要考虑防空
因素的缘故，被直接排除了。

于是，更大规模的筛选开始了。
抗生素厂和淀粉厂对厂址有一系列要求：要

有丰富优质的水源，有足够的电力、蒸汽供应，接
近原料（主要是玉米）产地，要有良好的交通运输
条件，需要一定工业配套能力。

“那时候就是到处跑资料啊，跑水利部查水
文资料，跑军委气象局抄历史气象数据，跑粮食
部调查玉米产地情况，跑交通部、铁道部搜集交
通运输条件……真是大开眼界！”刘太元感慨道。

在一系列调研的基础上，佳木斯、哈尔滨、齐
齐哈尔、太原、石家庄、邯郸、西安、成都等厂址候
选地被提出来了。

“石家庄地处华北粮仓，地下水资源丰富，又
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更为关键的是，它在候选城
市中距首都最近，科技交流和咨询都很方便。”就
这样，建城历史最短、最不起眼但综合条件最好
的石家庄，成为首选方案。

1953年6月23日，由刘太元等5人组成的调
查小组，来到石家庄选址。他们取得了石家庄建
设局等相关各局委的大力支持，做了许多调研。

一路调查下来，刘太元一行回到北京后，厚
厚几本厂址调查报告经轻工业部报送国家计委。

1953年12月31日，国家计委正式发文批准
抗生素厂、淀粉厂、玻璃厂建在石家庄，主要设备
由苏联、民主德国供应，并派专家来华帮助建设。

亚洲最大的抗生素厂，开始崛起在华北平原。
这，就是后来的华北制药厂。

举全国之力的高标准建设

直到今天，94岁高龄的华药原副总工程师刘

剑章仍对近70年前召开的那次会议记忆犹新。
那是1953年8月初的一天，北京医学院（现

已并入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的一间小会议室
内，25 位应届毕业生参加的毕业分配会正在
举行。

作为当时新中国医学最高学府的第一届毕
业生，他们中的10位，被直接分配到当时国家重
点建设项目——抗生素厂筹备处（当时还没有确
定厂址，还不叫华药）。

“我记得，这 10 人中有我们的班长、支书等
班干部，还有我。”刘剑章至今难忘被选中时的光
荣和自豪，“能被选中参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那
是无上的光荣，很多同学都羡慕我们。”

事实上，自 1953 年 6 月 1 日起，就在刘太元
等人为抗生素厂最后选址马不停蹄奔忙的同时，
国家已陆续从各地医院和轻工行业选调管理干
部、工程技术人员及班组长以上骨干429 人，制
药、淀粉和玻璃行业技术骨干562 人，加上一批
大中专优秀毕业生，组成了堪称豪华的创业人才
阵容。

而在抗生素厂确定选址石家庄后不久，河北省
也立即派出当时的石家庄市委常委、副市长沈万山
领衔担任建厂筹备处主任，并从省内五个地区调集
数十位县级干部任中层干部参加筹备工作。

同时，国家还派出 84 人赴苏联和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学习生产管理和工艺操作。在国内组织
了多期俄语、德语训练班，对新工人进行文化和
专业培训。

此外，还有1300多人到沈阳、大连、北京、上
海等地的科研单位进行实习。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如此大规模、高层次的
人才选拔和培训，可见国家当时对抗生素厂的
重视程度。多渠道的培训，也让华药迅速汇聚了
一支较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职工队伍。

除人才选拔和培养外，华药的建设规模和施
工标准在当时也堪称一流。

“156工程统共只有三个医药项目，华药就占
了两个——淀粉厂和抗生素厂。在那个年代，国
家为华药投资了 7000 余万元，在建厂的方方面
面都可以说是无条件支持，用举全国之力形容华
药的建厂，一点也不为过。”谈起当年建厂的气
魄，后来担任过华药副总工程师的刘剑章难掩激
动之情。

“当年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都十分关心华药
项目的建设，曾表示‘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把厂子
建好’。毛泽东主席也专门指出，‘你们需要搞得
再快一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专门做过厂
史调查的华药报社原社长戴泉力告诉记者。

对全程参与华药选址的刘剑章来说，让他印
象最为深刻的是华药淀粉厂那座 72 米高的工
作塔。

这座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工作塔，在后来
很长时间里，都是河北最高的构筑物。诞生于20
世纪60年代的华药商标，中间高高耸立的，就是
这座工作塔。

“工作塔的建设过程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刘
剑章回忆，在苏联专家指导下，采用了当时先进
的升模建造工艺，用巨型钢制模板卡在工作塔
上，建设一层，升高一层，“建设过程中，就有很多
人好奇，这建成了得是个什么样。”

虽然这座工作塔只相当于今天24层民居的
高度，但在当年城市建筑普遍只有一两层高的情
况下，已是堪称“高耸入云”的城市地标。

在那个年代，年轻的工人们曾以在这座高塔
里工作为荣。

诸多新技术的应用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援，
让华药建设的进度十分迅速。

1954年，3栋工人宿舍主体拔地而起。
1955年，淀粉厂、抗生素厂、玻璃厂陆续破土

动工。
1956年冬，淀粉厂建成。
1957年7月15日，淀粉厂投产。
1958年3月13日，玻璃厂制造出第一批玻璃

小瓶。
1958年6月3日，第一批青霉素正式下线。
……

从此，中国告别了青霉素严重依赖进口的
局面。

菌种的国产化之路

淀粉厂、抗生素厂相继建成投产以及第一批
青霉素正式下线，无疑让人欢欣鼓舞。

但对华药人来说，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摆在他们面前——国产菌种的培育。

“如果把抗生素生产比喻成农民种庄稼的
话，那菌种培育就相当于农业里的育种，种子的
好坏直接决定了庄稼的产量和质量。”如今已90
岁高龄的华药原高级工程师陶静之介绍。

作为华药抗生素菌种从依赖进口到国产化
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陶静之深知菌种培育的重
要性。

她告诉记者，1958年华药刚投产时，使用的
是从苏联空运过来的菌种。“当时生产青霉素的
菌种需要从苏联空运，这不但带来了产量不稳定
的问题，还使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其实，早在抗生素厂正式投产前的1954年，
刚从复旦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毕业的上海姑
娘陶静之，就被分配到华北制药厂。

由于当时华药正在建设，她首先被派到上海
制药三厂实习。实习期间，陶静之奔走于上海第三
制药厂和第一医学院，一边为菌种选育积累知识、
寻找资料，一边向师傅一步步学习菌种培育工艺。

1956年，陶静之正式回到华药，投入到紧张
的工艺试验中。

当时，华药除了生产菌种要从苏联进口，还
有青霉素小罐接种的小米孢子也要用飞机从苏
联运来。当时使用的“苏联菌种”平均只有 2500
个单位，而且极不稳定，有时候会“颗粒无收”。

“这对我们这些年轻技术人员来说刺激很
大，特别是后来我们花了3万美元从美国进口了
一种自称1万单位的菌种，结果经过验证却没有
成功，对我们的刺激就更大了。”陶静之回忆。

“我们搞自己的菌种行不行？”在技术和成本的
双重压力下，陶静之和同事们萌生出这样的想法。

“当时，国际上抗生素工业化生产也刚刚起
步，国家之间都互相保密。帮助我们建厂的苏联
专家也反对我们自己选育菌种。他们认为，选育
菌种是科研单位的事情，工厂只负责用科研单位
提供的菌种进行生产，根本没有能力进行菌种的
选育。”陶静之说。

“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菌种。”抱着这样的决
心，陶静之和同事们开始了对菌种培育的摸索。

育种就像大海捞针，没有量根本选不出来。
陶静之一开始筛选出的高单位菌落有150多种，
可实验室里的摇床是苏联笨重的铸铁老设备，一
台只能放36个瓶子，150多种菌全部筛选完恐怕
得好几年。

为了提高效率，负责摇瓶机检修的工人巧妙
地扩大了承载量，一下子提高了选育菌种的进
度。选择、培养、接种、扩大，这样枯燥的过程不知
道重复了多少遍，有的菌株淘汰，有的菌株晋级。

经过一年辛勤研究，1958年12月，华药自己
选育的一株青霉素新菌种诞生了，用于生产后，
发酵单位提高了34.6%，立刻震动了全厂、全国。

在没有专家指导的情况下，陶静之凭着自己
的知识、经验和信心为中国选育出了第一株青霉
素菌株，并将其命名为“XP-58-01”。这枚菌种，
结束了我国菌种依赖进口的历史。

此后，陶静之与菌种组又相继选育出了 10
个青霉素高产低耗新菌种，使青霉素的产量大幅
度提升。

“华药国产青霉素菌种的培育成功，迅速带
动了青霉素的普及和降价。没多久，曾售价数倍
于黄金的青霉素，就降为几毛钱一支。苏联专家
对我们的发酵单位之高感到惊讶，‘老师’转过
头来认真地抄我们的生产批报了。”陶静之
回忆。

陶静之的经验促进了链霉素、土霉素、去甲
万古霉素等新菌种的选育，更支援了全国20多
个省市的抗生素生产，开创了中国抗生素工业化
生产的新纪元。

到1978年，华药产品由最初的5种，累计增
加到75种；抗生素总产量从1958年的91吨增加
到1978年的1655吨，企业初步具备了自身生产
规模大、成本低的基本优势，为建成我国第一个
大型抗生素生产基地奠定了基础。

投产后的华北制药厂，还积极承担了全国46
个抗生素厂、药用玻璃厂、淀粉和葡萄糖厂的援
建工作，分别调出配套职工1389人，无偿提供技
术、菌种、人员等各方面的资源。

此外，华药还先后支援了朝鲜、越南、蒙古、
罗马尼亚等国家的药厂建设，为推动新中国制药
工业发展和优化我国国际环境作出了巨大贡献，
被誉为“新中国制药工业的摇篮”。

“‘156 项工程’是指在 20
世纪50年代，当时的苏联政府
答应帮助中国建设的一批工业
项目。它起于新中国成立后的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贯穿于‘一
五’计划和‘二五’计划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
究员剧锦文介绍。

“156项工程”中最早确定
的 一 批 项 目 可 以 追 溯 到
1950年。

当年1月，周恩来率中国
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通过
会谈，苏方答应帮助中国建设
第一批大型工程项目50个，帮
助中国进行国民经济最重要部
门的恢复和改造。

这50个项目，就是“156项
工程”中的第一批项目，主要包
括煤炭、电力等能源工业，钢
铁、有色、化工等基础工业和国
防工业。

1955年7月31日，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一五”计划草案，并
予以公布。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
任务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
面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
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 156 个
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
694 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
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
业化的初步基础”。

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
在实践中经过反复论证，156
项项目中，有的项目取消，有的
项目因地质勘探落后或因矿石
成分复杂而推迟设计，有的由
于扩大生产规模而修改设计。
经过项目增减拆并，最后施工
的为150项。但由于“156项工
程”已写进了“一五”计划并先
行公布了，为了方便，后来还是
习惯地称为“156项工程”。

这实际施工的150个项目
的构成是：军事工业企业 44
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其中
包括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
工业13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
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
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
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
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

到 1957 年底，“156 项工
程”已开工的达135个，其中建
成或部分建成投产的 68 个。
经过5年的建设，我国的工业
生产能力获得了极大提高。按
照当时的需要量，钢材的自给
率已达86%，机械设备的自给
率达60%以上。我国的工程技
术力量、工业技术水平和劳动
生产率也都得到很大提升。

到 1959 年新中国成立十
周年时，我国钢产量由世界第
26位升至第7位；煤、油从第9
位升至第3位；发电量由第25
位升至第11位。

“‘一五’计划的实施，特别
是“156 项工程”的竣工投产，
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国民经济的
技术面貌和部门结构，过去所
没有的一些重要工业部门，包
括飞机、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
密机械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
业以及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
冶炼等，都从无到有地建立起
来了。”剧锦文认为，我国工业
化的物质技术基础由此得以初
步建立。

文/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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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20世纪50年代，华药建厂期间，
苏联援建专家和有关工作人员在淀
粉厂工地留影。 河北日报资料片

如今的华药淀粉厂原址远眺如今的华药淀粉厂原址远眺。。7272米高的华药淀粉厂工作塔曾米高的华药淀粉厂工作塔曾
是石家庄市地标性建筑是石家庄市地标性建筑，，是华药人的骄傲是华药人的骄傲。。 河北日报资料河北日报资料片片

19561956年冬年冬，，建成后的淀建成后的淀
粉厂粉厂。。 河北日报资料河北日报资料片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