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建设时期（1956—1966年）是建国后我国科

学技术发展态势比较好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不但

实验成功了原子弹、氢弹，火箭和导弹，在世界上首

先完成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还在机械制造、石油开

发、电子管计算机研制、医学临床、新材料研发等方

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样一个辉煌的时期显然是引人瞩目的。因此，

学界已有多方面的研究。关于科技发展原因的研究

方面，殷萌分析了十年建设的经验教训，从政治和经

济的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独立自主和自力

更生等方面做了总结和分析[1]。李曙新从党的指导思

想的正确和错误两个发展趋向的角度阐述了党的指

导思想对社会建设的影响[2]。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

分子政策问题，郑炳凯重点分析了十年建设时期党

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左倾错误[3]；谢玉霖梳理了十年建

设期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叙述了其中正确与错误

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多次反复，指出坚持民主集中制、
发扬党内民主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

重要保证[4]。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许纪霖、王汎

森、罗志田、陈平原等人已有相当多的研究。但这些

研究多集中在古代或近代知识分子身上，基本不涉

及19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黄平的几篇文章从体制

内、体制外、非体制的角度分析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

知识分子的行为特点及其后果①。此外，学人还著有

大量有关知识分子生平的传记类著述，其中不少涉

及了十年建设时期。但是，上述文章的论述大多从政

治制度变化的角度展开论述和分析，涉及的多为文

史哲类的知识分子。黄平的文章虽然涉及了科技类

知识分子，并且将其称为非体制知识分子，但所述并

不多，而且认为他们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在保持高

度的同质性与相互间的约束力的同时，工作热情和

办事效率反而降低了。”[5]298这样的判断显然并不准

确，无法合理解释十年建设期间中国科技水平的迅

速提高，以及多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科技成果出现

的原因。另外，关于科技体制问题，关于知识分子在

遭遇不公正对待的同时如何实现其精神关怀的问题

也少有论究。所以，尽管此一问题学界已有诸多研

究，但还是有进一步探究的余地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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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年建设时期（1956—1966）是建国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比较好的时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中央正确

判断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形势，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共中央领导人确立了依靠政府组织集中全国力量发展科学

技术的组织模式，并制定了正确的发展规划。周恩来、聂荣臻、陈毅等领导人克服重重困难实施了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

的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成长的特殊时代环境，决定了他们具有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具有对知识的执着追

求，因而能够忍辱负重，推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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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现代科学进军———确立正确的发展目标

和组织模式

拥有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国防力量，是中

国人民在西方人船坚炮利打击下萌生的第一个梦

想。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都成长于20世纪初年，在

他们的脑海中，旧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带来的记忆是

异常痛苦的，“中国人民多少年来都是在一种矛盾的

状态中痛苦的挣扎着，这就是一方面地大物博，人口

众多，另一方面统治者腐败无能，科学技术又极端落

后。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列强入侵，领土

被瓜分，军阀混战，使中国成为一个百年沉疴的病

人，被称为‘东亚病夫’”[6]764。这是聂荣臻在回忆青年

时代感触时的一段话。这段话典型地代表了新中国

第一代领导人的心态，正是这种痛苦的经历和新中

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促使新中国的领导人下定决心

要尽快改变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局面。
1955年初，毛泽东提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

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

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

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①

毛泽东的这段话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世界历史的车

轮进入了一个科技水平日新月异的时代，在这个时

代，如果中国的科学技术的水平不能迅速提高，则中

国仍将有落后于时代、落后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

家的危险。
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在北

京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

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

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首先细化了毛泽东对形势

的认识。他指出：“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目前是比苏

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小的多，同时在质量上也要低的

多，这是同我们六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需要很

不相称的。”[7]180由此，周恩来流露出了深深的紧迫

感，“我们要记着，当我们向前赶的时候，别人也在继

续迅速地前进”[7]182，“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

突飞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

革命的前夕”，这个革命“就它的意义来说，远远超过

蒸汽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7]181-182。那么这

次工业革命与以往的工业革命有什么不同呢？周恩

来认为，这次工业革命是在科学技术以加速度的态

势带领下突飞猛进的，“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

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

在科学发展后面很远。”[7]181因此，“为了摆脱被动局

面，我们就得尽快地前进，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

术。”[6]765中国的任何不进展或进展稍慢，都将被时代

车轮远远地抛在后边，使得在科学技术方面本已落

后的中华民族在今后的历史岁月中处于更加艰难的

境地。
然而，新中国面临的形势如此严峻，科学技术的

基础又如此落后，怎样行动才能尽快扭转不利局面

呢？毛泽东以领袖的气魄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周恩来则将这个口号扩展为“向现代科学进军”[7]185，

并且提出了赶超的策略。也就是说，中国科技的发展

必须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然后再超过世界先进水

平。这说明周恩来对中外科技发展水平的差距之大

是十分清楚的：如果中国的科技马上就要超过西方

的水平，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硬要去做，只能是揠

苗助长。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使科技发展先赶上世界

先进水平，而不是在汹涌的科技进步浪潮中进一步

拉大距离。
但是，即使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对立国不久的

新中国来说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为此，周恩来

又进一步提出了重点追赶的策略，他说：“现在还很

难确切地估计，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使我们的科学赶

上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现在就必须提出这样一

个任务，就是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

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的最新成

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地就可以达到。”[7]182周

恩来认为，这是中国科技今后赶上乃至超过世界先

进水平的基础。今天看来，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

的领导人对形势的认识十分正确又切合实际，这种

赶超策略的提出为后来的科技工作确立了正确的发

展目标，奠定了十年建设时期科技迅速发展的策略

基础。
正确的目标确立之后，最重要的跟进工作就是

建立高效率的科研组织体系，为科研的开展奠定组

织基础。因为，新中国如果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

必须要找寻一种能够创造更高效率的科学研究的组

织模式，才谈得上赶上甚至超过。如果中国科技的组

织发展路径仍然跟在别人的后面单纯效仿，则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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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很难实现。
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看，科学技术的组

织模式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个人到群体的过程。
这是科技发展和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世界进入工业

化时代后，科学研究的分科越来越细、专门性越来越

强，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也越来越重要，一项重要发明

的完成往往是众多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正是这

种凝聚了集体智慧结晶的科学研究，使得世界科学

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快，科学技术的水平也越来越高。
20世纪以后，随着国家之间竞争的加剧，推进科学发

展越来越成为一种政府行为。1945年7月，曾任美国

国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主席的万尼瓦尔·布什主持

起草了《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报告，宣称“科

学是政府应当关心的事情”[8]49。这种观念很快被美国

政府所接受，成为美国动员国家力量推进国家科技

水平提高的重要依据。随后，这种科研模式逐渐被西

方各国政府接受，成为推动西方各国促进科学发展

的共同准则。这种用国家力量推动科学发展的模式，

自二战后显示了巨大的魔力，给科学的发展带来了

纯粹的民间科学组织根本无法比拟的推动力，促进

了西方各国科技水平的迅速提高。
西方国家这种举国家力量推动科技发展的科学

组织模式，对于急需在短期内实现快速发展、实现赶

超策略的中国科学来说显然是最佳选择。从新中国

领导人的经历来看，虽然他们还没有大规模组织科

学研究的经历，但却积累了指挥千军万马协同作战

的丰富经验。因此，组织团队协同攻关，从组织管理

层面来看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

立，又从制度层面给调集人力、物力支持科学研究提

供了基本的制度保证。于是，新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依

靠政府的力量，集中国力、组织顶级科学家集体攻关

推进科技发展的战略。这种策略在周恩来的报告中

鲜明地体现出来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

题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最迅速最有效"地实现赶

超策略的道路，一共包含六条，其核心思想就是调集

国家各方面力量，政府各部与科学院“合理分工和合

作”，有计划、有组织地大力培养科技人才，发展科学

研究，“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

的各方面装备起来。”[7]184-185。
根据会议确定的上述方针，新中国领导人依靠

国家力量、调集全国科技精锐做的第一件事是国家

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知识分子会议结束不到

一个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组织成立了国家科学规

划委员会，具体负责制定远景规划。为了制定高质量

的科学远景规划，中央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各领域的

优秀科学家以及技术人员共600余人，让他们和一些

苏联专家一起研讨，共同探究。为了高效率地完成规

划，中央还为提供了每天吃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的

条件，以便全力以赴地开展工作。
参与论证的科学家们前后用时半年多，反复讨

论，反复论证，于当年10月编制出了《一九五六———
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①。
这个规划共提出“重要科学技术研究任务五十七项，

研究课题六百多个，整个规划连同它的附件，共六百

多万字”[6]773-774。这个《规划》规模如此之大，涉及领域

如此之广泛，但却仅用了9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新的科技组织模式的高效和有效显而易见，这使得

中共中央坚定了依靠政府力量发展科技的决心，同

时也为以后具体实施《规划》探索了有效路径。
《规划》制定后，中央政府立即按照制定《规划》

的组织模式实施《规划》。1956年首先组建了导弹研

究院，以后又先后组建了原子能、电子学、航空、舰船

等方面的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不但集中了全国

最高水平的科学家，还包括从全国各地调集的各类

技术人才以及各种先进设备，并且配备高级干部加

强领导。在生活上，研究人员则得到了政府尽可能的

最好照顾。由于集中了全国的优势力量，研究工作进

展非常迅速。从实际效果看，“这个宏伟规划在1962

年就基本上实现了，总共提前了5年时间。”[9]132这样

辉煌的成绩不但充分证明了《规划》制定的合理性、
实施《规划》的正确性，而且充分显示了依靠国家力

量推进科技发展的组织模式的优越性。

二、人民的知识分子———探寻正确的知识分子

政策

正确的发展目标和组织模式确立后，最关键的

就是如何调动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了。但解放后

相当一个时期内，党内有些人从教条主义的观念出

发，在“某种程度上颇为普遍地流行着一种说法，认

为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历史复杂，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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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对他们看缺点多，看优点少，采取了疏远、歧
视甚至鄙视怀疑的态度”[10]76。“有的工农干部对知识

分子保持一定距离，甚至在政治上歧视他们，看不到

他们的进步和重要作用，不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

政策”[11]501。这样的情绪在党内的蔓延非常不利于相

关工作的开展，不利于调动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
针对党内的这种不良情绪和错误认识，中共中

央于1955年底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研究知识分子

问题的十人小组，深入各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研究工作。随后中共中央知识分子会议召开，周恩来

在报告中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特别强调

指出：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新知识分子、劳动阶级出

身的知识分子是不断增多的，“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

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

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7]162。这段话准确定位了新中

国知识分子的性质，其中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

阶级的一部分”的判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知识

分子的认识已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个判断针

对的是党内的某些错误认识，振聋发聩，拨开了笼罩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迷雾，纠正了党内的一些错误

认识。
会议结束后不久的2月24日，中共中央以文件的

形式发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进一步确

认了周恩来的报告中关于知识分子性质的判断。文

件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知识分子基本上已经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工作人员，虽然他们中间很多人（包括一部分进步分

子）还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但他们同体力劳动

者之间的关系已经由解放前的互相对立的关系变为

相互接近和合作的关系”；解放后培养的知识分子

“已经有相当数量是劳动阶级家庭出身，或者是由劳

动者直接培养出来的”，已经不能同旧知识分子同日

而语。所以“我们必须认识，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

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

中，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12]281。这

就再次夯实了周恩来对知识分子性质的判断，确认

了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结论。这个判断显然符

合当时的社会实际，符合知识分子的基本情况，因而

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称赞和拥护。许多知识

分子感到了“极大的宽慰和激励”，“知识分子中的许

多人，包括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又在旧社会工作过的

知识分子，纷纷写文章或发表讲话，用亲身经历叙述

解放后党和政府给予他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

助，决心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11]505周恩

来的讲话和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还在海

外产生了强烈影响，吸引了一批在国外工作的高级

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但是，这个文件虽然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

的，却并不意味着党内高层在知识分子性质问题上

已经完全达成共识。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
波、匈事件”的发生，党内对国内外形势的估计出现

了偏差，终致整风反右严重扩大化。知识分子的社会

公众形象因此再次受到前所未有的贬损，社会评价

和社会地位也再次跌入低谷。不少知识分子在反右

中遭受打击，有的则目睹形势的变化而在思想上十

分苦闷。很多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受到了打击。这

场“左”倾错误给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国

民经济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对此，中国共产党必

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问题、纠正错误，特别是要

纠正在知识分子问题的错误，只有这样才能尽快摆

脱被动局面，也才能实现科技上的赶超目标。为了调

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保证《规划》的实现，党内不少

高层领导人在大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倾尽全力在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坚定的、不懈的努力。
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在领导科技工作的过程中

发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使科学家感到

十分压抑，大大影响了科学家工作的积极性。他认为

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

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

这不能理解嘛！”[6]832为此，他致力于调整党与知识分

子的关系。1961年4月，为了尽快排除科研工作中

“左”的思想和作法的影响，聂荣臻召集国防科委、中
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的部分人员组成工作班子，在

北京、上海等地的科研机构进行典型调查，同时征求

了不少科学家和干部的意见。根据调查发现的问题

和科学家们的意见，工作班子最终形成了《关于自然

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①。6

月，聂荣臻向中央上报了《十四条意见》，并以个人名

义给中央写了《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

问题的请示报告》，汇报了制定《十四条意见》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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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过，就《十四条意见》涉及的主要问题阐述了自

己的观点和看法。聂荣臻认为，影响自然科学研究的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对知识分子的作用估计不足”，
“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工作政策不够全面，

有些界限划得不够清楚，影响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
主动性。”[13]234。对此，聂荣臻全面申明了自己的看法，

提出“在目前条件下，许多知识分子经过了十年八年

的考验，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能够在社会主义的土

壤上，在研究工作中扎下根来，开花结果，就应当认

为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一定表现，是红的一定表

现。”[13]231聂荣臻还通过在《十四条意见》中说，意见的

精神已经“在京沪两地的几个研究所中开始进行试

点。党内外的科学工作者反映相当强烈，普遍欢迎，

其中绝大多数人是具有诚意的。”[13]254以此来表明《十

四条意见》的精神很好，试点效果不错，是受知识分

子普遍欢迎的。对于聂荣臻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给

予了高度重视，于当年7月19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

式下发，要求各科研机构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坚决贯

彻执行《十四条意见》，并要求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

的部门和单位，“认真地讨论，结合自己的情况，参照

执行。”[14]228显然，聂荣臻影响中央决策的努力收到了

一定成效。
在聂荣臻探寻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陶

铸率先在自己领导的中南区进行了不断探究和努

力。早在1955年召开的广东省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

陶铸就指出：“不很好地解决知识分子的工作问题，

没有高度的科学、文化、技术水平，就不能建设社会

主义。”[15]261在19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他亲自拟

定了一份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在内的生活特供名单，

要求广州市委负责，保证供应，以保证知识分子的基

本生活需要。1961年10月11日，陶铸在中南区高级知

识分子座谈会上又率先提出要给知识分子摘帽子，

他说：“对高级知识分子要做重新估价，高级知识分

子是不是经过了考验，能不能同我们一起搞社会主

义建设，应该有一个肯定的总的估计。”“我们不能老

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
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

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

般地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

名词伤感情。谁有什么毛病，实事求是，是什么，讲什

么，不要戴这个帽子。”①自此，在陶铸领导的中南地

区不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实行知识分子政

策的“地方粮票”。
上述党的高级干部的努力，和摆脱国家面临的

困难局面的需要，推动了最高层领导态度的转变。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

议，检讨和纠正1958年以来各项工作中的“左倾”错
误。对于知识分子，毛泽东说：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一

个阶级，他们或者依附于资产阶级或者依附于无产

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知识分

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的爱国民主人士，这些人占

了全国人口的95%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

政下面，都是属于人民的范围。”[16]27这次毛泽东没有

再提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

将其归属了人民范围，表明了毛泽东的态度在一定

程度上的改变，以及中共中央反思错误的态度，这对

于推动中国共产党探寻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十分有

利。
1962年2月，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广州召

开，周恩来应聂荣臻等人的邀请到会讲话。会前，他

专门听取了聂荣臻、郭沫若等人关于知识分子情况

的汇报，得知不少知识分子存在顾虑，他说：“知识分

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②。在大会讲话

中，周恩来再次肯定了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者”[17]360

性质，指出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一样，属于占人口

90%的反帝爱国的人民[17]355。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坚持

了1956年讲话的基本精神，再次肯定了知识分子属

性的人民性和劳动性，给了知识分子以最大的宽慰。
会后他又委托陈毅对知识分子说“你们是人民的科

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

命的知识分子，应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③

讲话时，陈毅还发挥了周恩来讲话的精神，明确提出

了“脱帽加冕”的口号，他说，“给你们脱掉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④，

“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

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有些

李志英： 十年建设时期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原因探析

51· ·



晋阳学刊 2015 年第5 期

———————————————————————
①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第251页。
②据《广东宣教动态》，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

248-249页。
③指“摘帽子，解疙瘩”。
④现航空材料研究所已改名航空材料研究院。

人是两三年不知肉味，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

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

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看出一个人的心，共产党

也太没眼光了！”①陈毅的话掷地有声，定性更加明

确，态度也更加鲜明，因而更加震撼人心。
上述高级干部的努力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

反响。1961年陶铸讲话后，“许多知识分子为此欢欣

鼓舞，对一般不再叫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为

高兴。”②周恩来的讲话和陈毅“脱帽加冕”的提法更

是给广大知识分子带来了“意外的惊喜”。聂荣臻后

来回忆说，“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的讲话，使科学家

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大启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他

们说：‘帽子脱掉了，责任加重了。’‘是脑力劳动者，

自己人了，不能再做客人了’。”[6]834曾经被打成“右

派”的航空材料和铸造专家荣科不但作为航空工业

系统的唯一代表参加了广州会议，还负责传达会议

精神。一些老专家听了传达后，一开始都不敢相信，

以为是听错了。锻压专家马培亨兴奋地对荣科说：“我

们没有顾虑了，现在不干，更待何时？”[18]129晚年的聂

荣臻回忆说，广州会议后“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空前高

涨，为科学事业更加尽心尽力。当时普遍生活困难，

但大家还是干劲实足，中国科学院、国防部五院、二
机部九院等许多科研单位，晚上灯火通明，图书馆通

宵开放，一片热气腾腾，我国真正出现了科学的春

天。”[6]834时任航空材料研究所政治部主任的吕鸿也

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摘解’③后，全院④精神面貌

焕然一新……，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得以调动，学术

气氛空气活跃，尤其广大科技人员再次感到党的温

暖，心情十分激动，纷纷表示一定要为祖国的航空科

研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18]130

综上可知，周恩来、陈毅、聂荣臻、陶铸等人的努

力在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上确实收到了成效。但

是，1962年的广州会议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内对

知识分子性质的认识从此走上了正确道路，良好的

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广州会议召开仅仅半年之后，

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错误地分析了

当时的国内形势，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

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资产阶级在整个社

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甚至将成为

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这种背景下，党内围绕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重新展开争论，广州会议对

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估计再次被否定[9]253-254。知

识分子的性质再次不断处于负面评价中，其作用也

不断被否定，知识分子的处境仍然不妙。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新中国的科学技术

依然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56年的科学规划竟

然提前实现了。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为什么知

识分子在并不妙的境遇中仍然能专注于科研，并取

得成绩？这必须进一步从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和精

神关怀出发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究。

三、对崇高目标的追求———科学家的贡献

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是在悠深的中华传统文化

的熔铸下形成的，在长期的文化熏染中，他们的精神

关怀打上了深深的中华文化的烙印，而中华文化的

终极指向，主要是指向成就道德而非成就知识。换言

之，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其读书的终极目的主要不是

为了获取知识，知识水平的高低也不是衡量中国知

识分子成就的尺度。在这种文化氛围下，读书人从来

都认为自己背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即进庙堂则治

国平天下，退乡里则修善其身榜样乡邻，“所言所行，

使诸编氓有所矜式”[19]69。即是说，中国传统的读书人

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关怀，这种精神关怀一方

面要落实在“世道”上，一方面要落实在“人心”上。
20世纪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学校制度

的建立，新型知识分子出现了。社会转型带来的知识

结构的改变，使得新型知识分子的精神关怀中逐渐

生长出了与其专业志向相联系的知识关怀。然而，他

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的“澄清天下”的社会政治

关怀并未因此泯灭，而是随着近代中国国势的日渐

衰败而日益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得到强化。面对国

家的悲惨际遇，知识分子常常扼腕长叹，强烈地希望

国势扭转，国家强大。
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心路历程极其典型地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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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内心的社会政治关怀。金岳霖生

于1896年，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国势日渐颓败、
国运不断走下坡路的年代。巨大的民族耻辱给他年

轻的心灵深深的刺激，国家被瓜分的恐惧时时啃攫

着他的心。所以他极其热切地期盼国家的强大，极其

强烈地期望摆脱瓜分的阴影。抗日战争时期，金岳霖

的弟子冯契秘密参加地下党的工作去前方抗日，金

岳霖非常赞赏，连声说好。1939年，冯契回到昆明，金

岳霖一见到他，就迫不急待地邀请他到自己的寓所

去聊聊天。当冯契说起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如何

勇敢，如何英勇杀敌时，金岳霖非常高兴，称赞八路

军和游击队能征善战，对他们很有好感，并且说出了

一句很能代表这一辈知识分子心态的话：“我们这一

代人，一直担心中国要被瓜分，要亡国；能把日本鬼

子打败，中国就有希望了。”[20]409由于有了对国家、民
族命运的深深关切，金岳霖实际上是在自己的学术

追求之上建构了一个超越自身追求的更崇高的目

标，其它的一切追求皆在此目标之下。当为了这一崇

高目标而需要牺牲自我，或者舍弃、改变其它追求

时，那都是理所当然、毫无疑义的。从这一崇高目标

的内涵看，其爱国主义的诉求，又正好与中国知识分

子传统的以澄清天下、拯救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契合，

于是乎这一目标的崇高性、合理性更勿庸置疑，为其

奉献便成更加合情合理之事。1949年以后，金岳霖的

心结终于冰消雪融。据许涤新回忆，在开国大典上，

当金岳霖听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以他熟悉的家

乡话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兴奋得几乎

跳了起来[21]33！“瓜分恐惧”从此真的解开了，没有了。
参加完开国大典回到他任教的清华大学时，金岳霖

逢人便感叹：“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好

呵！解放了，中国人民再也不受列强欺负了。”[22]196这

种对于民族命运的关怀，可以说几乎在金岳霖的心

中纠缠了一生，以至于在1982年当他感到自己的生

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还特意给党组织写信，为“瓜分

问题的完全解决”，再次感谢党，感谢毛主席[23]427。
上述事实表明，对于金岳霖来说，所谓“解放”并

不是指个人地位的上升，而是所属国家、民族地位的

翻身，也就是说，只有民族命运的改变才是金岳霖内

心最高关怀的实现。既然最高关怀得以实现，那么其

余在此目标下的一切需求均可退而求其次。因此，金

岳霖晚年曾经私下对人说起，只要民族有了自由，个

人即使少一点自由，受一些委屈，也就认了①。有了这

样的心态，我们或许就可以解释，在对知识分子的评

价反反复复、甚至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年代，何以知识

分子仍能勤勉工作、不懈研究。
以此眼光观察此一时代的科技知识分子，其心

路历程与金岳霖非常相似。以著名生物学家秉志②为

例，他在青少年时代曾接受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

教育③，青年时代见到国家处于危难地位，他心中不

免恐惧与愤激，“留美期间，对祖国的萎靡不振，受列

强逼凌，国家岌岌不保，忧惕愤激，最为痛苦”[24]303，并

因此树立了科学救国的理想。1949年以后，“国运日

隆”，秉志少年时代的忧惧一旦灰飞而去，这令他“有

极大愉快”[24]305，觉得惟有“以学问道德增进国人之文

化与幸福”[25]434，即以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来促进国家、
民族的发展。而他的这段话正出于1958年，恰在整风

反右之后，可见秉志并未因此影响了他努力进行科

学研究的报效国家之念。同年，秉志还说了一段十分

具有典型意味的话，“惜此有用之身，为人民服务，所

谓修己治人，乃吾儒分内之事，吾人宜时时策励者

也”[25]433。在这段话里，秉志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理

想与传统的道治政治、与新中国的时代话语完美地

结合在了一起，典型地显示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特

点和情怀。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时代的高度认同，没

有内心崇高目标的支撑，这样完美结合的话语是不

可能说出来的。
与秉志一样，这一时代的许多科技知识分子都

是从幼年起就经历着祖国命运涂炭的岁月，对国家、
民族命运都怀有深深的关怀，因而都萌生了以己之

力为改变国家、民族命运尽绵薄之力的理想。著名石

油化工专家、中国石化技术和炼油技术的开拓者侯

祥麟在自传中说：辛亥革命后，“革命果实迅速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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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侯祥麟：《我与石油有缘》自序，石油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侯祥麟（1912-2008），著名石油化工专家，中国石化技术的开拓者之一，两院

院士，为实现航空炼油技术的国产化、为两弹一星用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到91岁高龄仍然主持国家重大课题《中国可持续发展油

气资源战略研究》，致力于新技术的研制和年轻人的培养。

②潘家铮：《春梦秋云录———浮生散记（第3版）》，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2年版，自序第2页。潘家铮（1927-2012），著名水利水电专家、大坝专

家，两院院士，毕生从事中国的水电建设和科研工作，参与设计和指导过新安江、三峡等许多重大水利工程的建设。

③郎小兵、陈其宾、朱之琹：《航空冶金、特种铸造一代宗师———荣科》，航空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页。荣科（1913-1995），著名航空冶金、特

种铸造专家，负责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现代化铸造车间，在歼8新型飞机涡轮材料的研制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④黄祖洽：《自述》，《黄祖洽文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黄祖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践踏，代之以连年的内战和军阀混战，中华民族陷入

了更深重的苦难。我从孩提时代起，就亲眼目睹了这

一切。这种经历帮助我形成了最初的世界观和人生

观”，“一心执着于工业救国和科学救国的理想”①。水

电和大坝专家潘家铮在自传中也说“我自有知以来

就生活在亡国灭种的阴影中，11岁时爆发了救亡战

争，我也饱尝逃难、挨炸、流亡、要饭，最后沦为亡国

奴的滋味。”②航空冶金专家荣科本名荣贵勤，自幼目

睹国家的衰败和倍受外敌欺凌，异常愤懑，立志报

国，在上高中时自作主张改名为荣科，期望以自己掌

握的科学技术改变祖国贫弱的状况③。
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华民族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欺

凌，国势日强，这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亲眼所睹，亲身

所历，新旧中国面貌之不同，对比之强烈，让这些人

看到了实现青年时代精神关怀的曙光，就如著名核

物理专家黄祖洽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

我们那一代青年带来了新的希望”④。在青年时代崇

高理想的照耀下，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于个人之得失

并不斤斤计较，而能忍辱负重、不断前行。
这一代知识分子又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读

书人，他们生活在一个历史大转折的时代，生活在中

国由中古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时期。他们在接受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还学习了现代科技知识，

成为新一代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由是，

他们的身上印染了多重色彩。他们是中国最后一代

传统知识分子，熟识儒家经典，深谙中国传统文化，

兴致所致，吟诗对和。遍翻他们的文集，大都附有诗

存一栏。钱正英院士就曾经十分诧异于潘家铮院士

的古典文学造诣：“他岂止能写文章，而且诗词歌赋，

都有很深功底。”[26]这样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修养是

今天的中青年科学家不能望其项背的。同时，他们又

是中国最早完整接受现代教育的一代知识分子，其

顶层科学家大都有负岌海外的经历，即使是中层知

识分子也大都在现代教育体制下接受了完整的现代

理念的教育。由此，他们的精神关怀中又产生了不同

于他们前辈的精神关怀———与专业知识相联系的知

识关怀。
所谓知识关怀，指知识分子对知识的索求纯粹

出自“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

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27]5。亚里士多德

认为，这种对自然万物的惊异来自人类的“好奇心”，
而好奇心是“人类最深刻的品性之一，的确远比人类

本身还古老”，是人类从他们的动物祖先继承来的品

性之一。好奇心的存在，“在过去如同在今天一样也

许是科学知识的主要动力。”[28]151而在中国的学术传

统中，似乎并没有这种“为求知而从事学术”的传统，

古代社会的读书人———士———的最高理想是“入

仕”，是实现天下治平、教化昌明。所以，中国知识分

子的知识关怀是近代以来逐渐生长起来的，是向西

方学习的结果。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在学习西学，或者

在留洋的过程中，不但学到了声光化电等现代科技

知识，还学到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知识关怀，并深深体

会到了求知的乐趣。他们读书（或曰求知）的目的仅

仅在于破解疑问的陶醉，在于探求真理的向往。著名

科学家钱伟长在多年后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时说：

“在苏州高中老师的引导下，使我走出了为解决个人

生活而学习的小径，启迪了我对追求真理，追求学术

探索的无尽向往。”[29]579著名核物理学家卢鹤绂在谈

到研究受控热核反应的感受时也不无陶醉地说：“我

总觉得，没有比在几乎是未经勘探的原子核世界里

探索更令人神往了。”[30]10

正是在这种求知精神的熏陶下，近代中国新一

代知识分子确立了“为科学而科学”的知识关怀。为

了求知，物质享受是无所谓的，功名利禄也是没有吸

引力的。为了探求科学真理，可以舍弃身边的荣华富

贵以及人生享乐而甘于清贫寂寞。1933年，著名地质

学家翁文灏在谈到科学精神时专门以秉志为例讲了

一段话，“秉志先生，不但是著作等身的，而且二十年

来忠于事业，从不外骛。学校散了，没有薪水，他一样

努力的工作；经费多了，他也是这样努力的工作。标

·历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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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国海：《缅怀潘家铮院士》，见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编：《永远的潘家铮》，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页。
②秉志：《自传》，《秉志文存》第三卷，第305页。我觉得，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的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的一段话更典型，“别

无旋乾坤之力，则以有从事实业，以求国家富强之方。此所以未敢言治国平天下之道，而惟农林山泽之学是讲也。”（见胡宗刚著《不该遗忘

的胡先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9页）只是这话是讲在了1949年前。

本多了，他便尽力研究，研究有所获，他从速发表。他

的工作只求一点一滴的进益，并不追求铺张扬厉的

虚声。这都是真正科学家的态度。”[31]

在真正科学家态度的主导下，不但功名利禄不

能令他们心动，困难也不能使他们放弃对真理的追

求。困境中，他们自能在科学攀登的道路上发现乐

趣，丰富人生。1957年，钱伟长因为对大学教育的方

式、培养学生的目的存在不同看法而被打成“右派”，
“环境十分困难，开展业务工作更加不易，几乎没有

发表任何论文，也没有出版什么专著”，可以说钱伟

长已经被剥夺了进行科学研究的权利。但是钱伟长

仍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进行他后来称之为

“地下活动”或“地下科学工作”[29]579的科学研究或科

学推广工作。著名药学专家薛愚在1957年被划为右

派，他在描述此时的处境时说：“按照领导的意见，我

不管药学系的事。当然，也是不能让我上讲台讲课

的，但我仍然想作点工作”。在极端压抑的境遇下，薛

愚以对科学的无比热爱，先后进行了芳香性中药研

究、心血管防治药物研究、气管炎防治药物研究等领

域的研究，出版了《中国炼丹（炼药）化学史》等著作，

“自1957年至1977年，二十多年的坎坷生涯中，我在

药学著作、译文和审阅方面共完成了约一百五十万

字的工作”[32]77。从求知这一方面观察，中国传统读书

人的登堂入室、封爵拜相、澄清天下的社会政治关怀

的实现路径，在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又已经变得极

其浅淡而难以辨认了。
但是，如前所述，他们又是有着强烈社会政治关

怀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对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

有热烈的渴望和追求。知识关怀和社会政治关怀这

两种品格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他们普遍觉得爱国

理想的实现要依靠发展科学技术来实现。在他们的

人生追求的道路上，他们将自己的知识关怀置于了

爱国情怀的大目标之下。著名物理学家张文裕、著名

射电天文学家王绶琯的话典型地反映了这一代知识

分子的这种知识关怀与社会政治关怀的关系：“作为

一个中国人，我尝尽了由于自己国家科学不发达，而

到处受人歧视的苦头。我们要有穷而志坚、学而不媚

的精神。”“个人的理想，只有融入到民族的理想中，

才是现实的。”[33]1956年，潘家铮受命修复海南广坝

水电站，这是一座日本人在侵华期间为掠夺中国的

铁矿石而修建的3000千瓦的小型电站，已经废弃。潘

家铮立志修复并提出“要胜过小日本，扩容为5000千

瓦！”①这句荡气回肠的话，彰显了他青年时代的理

想，并赋以了技术提升的实现路径。如果翻翻这一代

知识分子的自传或者传记，这样的话和事比比皆是，

可以信手拈来。虽然他们每个人的表达方式、话语组

合不尽相同，但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对于社

会主义效力，及赶上国际科学水平”②。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金岳霖，在《对于政治，我是

一个“辩证的矛盾”》一文中，金岳霖自述自己一方面

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则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

大。看起来这似乎十分矛盾，但这正是这些知识分子

心态的最好反映。他们心无旁骛，一心专注于自己心

爱的专业，似不喜介入政治。但心中装着天下，钻研

专业的目的并非为个人，也非纯粹的学术，而是为了

民族和国家的繁荣强盛，为了他们从青年时代就确

立于心中的理想。
至此，我们大体可以清楚，在上世纪50、60年代，

为何在知识分子的处境并不太好的情况下，国家的

科学技术仍然有了那么大的发展。除了组织模式的

优势，毛泽东的确立高远目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政

策明智外，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特品格是其中重要的

推动力之一。
[责任编辑 李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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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ing of New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ao Zedong,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correctly judged the

situation of the worl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issued the call to march into the scie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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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The leaders like Zhou Enlai, Nie Rongzhen and Chen Yi overcame the difficulties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to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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