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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常州市红十字会在栖
凤山国际人文陵园举行遗体（器
官）捐献者的缅怀仪式。

作为8位捐献者家属之一，宜
兴人巢征在人体器官（遗体）捐献
者纪念碑上描下了父亲巢鉴瀛的
名字。

“我家祖籍孟河，因为战乱波
及，祖上迁至丁山。”巢征说，在家
谱里，栖凤山还叫作乌龟山，这里
埋葬了很多巢氏先祖。

“父亲最终能魂归故土，我们
心里都很安慰，觉得冥冥中自有
天意。”

巢鉴瀛，字尔煌，1928 年 4 月
出生于宜兴市丁山镇西山沿一个
书香之家。他是酒泉导弹卫星基
地参与创建者之一，先后参与了
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地
对地导弹发射工作、第一颗原子
弹的爆炸、第一颗东方红人造地
球卫星成功发射，以及 1980 年洲
际导弹的成功发射等工作。他传
奇的一生中还有许多不为人知或
至今都无法解密的故事。

看淡生死
临终坚持遗体捐献

2018 年 10 月 24 日 0 时 50
分，巢鉴瀛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
医院常州院区逝世，享年 90 岁。
尊其生前遗愿，全部遗体捐献给
常州市红十字会，后事从简。

当天，江苏省军区常州第一
干休所（原国防科工委常州干休
所）的领导和家属一起举行了简
单的遗体交接仪式。

早在 2015 年，巢鉴瀛就被确
诊为肺癌晚期，一直进行保守治
疗。除了关心时政国事，就是专
心做他的研究，依旧每天工作到
深夜，不把自己的健康放在心上。

2018 年 10 月 9 日，他并发上
消化道大出血，因手中的文稿还
未完成，不愿意去医院，最后在干
休所领导及医务人员的再三劝说
下，才由救护车送到904医院。

在医院最后的 15 天，巢鉴瀛
仍在不断工作，和死神赛跑。“曾
经一手秀丽的楷书和洒脱的草
书，如今却颤颤巍巍写得很慢，很
吃力。”巢征说。

临终前，巢鉴瀛留下的遗嘱
中第二条就是遗体捐献。“父亲
说，遗体捐献可以供教学使用，也
是他为社会做出的最后贡献。”巢
征感叹，父亲生前受尽苦难，家人
不忍心他走后如此安排，一直拖
着不办，最后惹得老人很生气，

“你们不给办，我是死不瞑目。”
在父亲的坚持下，巢征专门

跑了趟市红十字会咨询捐献事
项。10 月 15 日，市红十字会的工
作人员赶到 904 医院，在病房里
为巢鉴瀛办理了捐献手续。“在捐
献书上签上名字的那一瞬间，父
亲终于得到了属于他的安宁。”

904医院的护工陈师傅说，从
来没见过这样的高龄老人，在如
此病重的情况下，从没有表现出
痛苦的模样。除了医生，所有人
都看不出老人即将离开人世，平
静得好像只是要出个远门。

“他把生死看得很透了，内心
已经没什么遗憾。”巢征说。

深入戈壁沙漠
参与发射基地创建

巢鉴瀛的一生可以用“光明
磊落、问心无愧、七彩人生、两袖
清风”来形容。

1947 年，他考上国立浙江大
学数学系后，为投身革命，放弃了
求学之路，回乡以教师身份积极
宣传革命思想，后由戏剧家阿甲

（符律衡）介绍去了中共华北局，
当时新中国即将诞生。

抵京后，巢鉴瀛被选送到中
共华北局人民革命大学，成为二
期二部十七班学员，期间还参加
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1950
年9月，他进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
编译局学习，因成绩优异，1952
年又被调入中央军委办公厅外文
秘书处工作。1953 年，奉命调入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译员。

1958 年 2 月，巢鉴瀛由“哈军
工”调回北京，到西郊炮兵营房工
程建筑部报到。新任务是去大西
北为创建中国第一个导弹发射实
验靶场作选址定位工作。任务的
保密级别属特级（绝密），对外封
锁一切消息，还要做好吃苦甚至
为国牺牲的准备。

不久，巢鉴瀛便和苏联军事
专家及中国技术人员第一批进入
了甘肃和内蒙古交界的戈壁沙
漠，度过了那段实地勘察选址的
艰苦岁月。

中苏外交关系蜜月期短暂，
1960 年 8 月，基地的苏联军事专
家全部撤离，剩下的工作只能由
中方技术人员自己钻研，巢鉴瀛
协同他们圆满完成射表编制的工
作。1960 年 11 月 5 日，中国第一
枚导弹东风1号发射成功。

此后，他又参与了中国自行
研制的历次导弹发射工作。1964
年，巢鉴瀛调入东风基地司令部
任参谋，1976 年 8 月，又调入东风
基地测量通信总体设计所任情报
资料室助理。

聚少离多
家人天各一方

“我们兄弟姊妹三个都出生
在基地，但是一家人聚少离多，一
别就是数月。”巢征说，1967 年，
他被“寄回”老家，隔年，弟弟巢进
也被送回宜兴，母亲和妹妹去了
西安，父亲在陕西渭南等地，一家
人天各一方。

“我回老家的过程现在看来很
不可思议。”巢征说，当年母亲在他
衣服前胸后背缝上了宜兴舅舅家
的地址，送他到酒泉清水火车站
后，拜托列车乘务员一路上帮忙关
照安全、生活等。抵达无锡站后，
舅舅接站带他回到了宜兴。

文化大革命期间，巢鉴瀛受
到冲击。基地司令员亲自出面保
护，巢鉴瀛才免于去“五七干校”
接受劳动改造。1976 年，组织上
对他给予平反。

1980 年 2 月，巢鉴瀛升任国

防科工委高级工程师，1984 年 10
月经组织批准离职休养。

器官、遗体捐献者
永留纪念碑

“来进行遗体捐献的人，95%
以上是退休老人，大部分人都蛮
积极乐观的。”市红十字会捐献部
工作人员罗杰介绍，像巢鉴瀛这
样的老人对身后事都看得很淡，
捐献遗体一方面是觉得自己还能
对社会做最后的贡献，另一方面
就是不想给子女增加麻烦。

罗杰介绍，市红会和二院阳
湖院区进行合作，所有捐献者的
遗体都送到常州大学护理学院进
行医学教学使用。“2-4 年周期
后，家属可以考虑火化，骨灰保存
在殡仪馆。家属可以把骨灰拿
走，也可以选择在栖凤山国际人
文陵园进行生态落葬。”罗杰说。

据了解，我市首例器官捐献
者的捐献日期是 2012 年 7 月 18
日，捐献者 28 岁。至今，全市已
有 350 多人办理了器官捐献登记
手续，520 人报名捐献遗体，120
人报名捐献角膜。去年有 12 位
志愿者捐献遗体，22 例人体器官
捐献，12位眼角膜捐献者。

为缅怀这些捐献者，以示对
捐献者家属的尊重与肯定，2014
年，市红十字会在栖凤山国际人
文陵园树立人体器官（遗体）捐献
者纪念碑，镌刻上每位捐献者的
名字。至今，纪念碑上已有近150
个闪光的名字。

赵霅煜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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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导弹卫星基地的创建者之一巢鉴瀛

昨天，他以遗体捐献者的身份魂归故土

本报讯 3 月 28 日上午，
常州市栖凤山国际人文陵园
举行第六届集体生态葬礼，
13 位逝者的家属选择用绿
色安葬的方式将亲人的骨灰
集中安葬于“荷塘月色”主题
生态葬区，回归自然。

本 次 集 体 生 态 葬 礼 以
“诗意告别”为主题，整个礼
仪场景以江南水墨元素为基
调，布置得清新淡雅。仪式现
场，13 名礼仪师统一着装，
步调一致，撑伞接灵，伴随着
家属缓步进入安葬区⋯⋯伴
随着舒缓的音乐，家属们将
骨灰盒缓缓放入草坪地穴
中。落葬仪式最后，逝者家
属们还送上了一个花环，将
祝福带给亲人。

据了解，有一位逝者的
家属在仪式之前和工作人员
沟通想要带一小部分的骨灰
回家，但是在感受到现场气

氛以后打消了主意。“这里的
环境很好，而且整个仪式也
非常庄重，我对自己的亲人
在这里长眠，很放心。”

福寿园国际集团常州栖
凤山副总经理朱伟平说，福
寿园的生态葬从最早的树
葬、花坛葬到现在的景观葬，
是不断叠加文化、艺术和情
感的过程，“我们希望生态葬
的践行者们能够得到最大的
尊重与敬意。”

据悉，此次生态葬全部
是使用最新型的环保骨灰
盒，安葬后很快就会自动降
解与大地融为一体。
（陈国栋 吴燕翎 图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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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征在人体器官（遗体）捐献者纪念碑上描下了父亲巢鉴瀛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