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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肩负起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以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

领未来的方针，把推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重要任务，紧紧围绕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紧迫需求，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

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共性、核心、关键技术突破能力，促进科技

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大力推动科技惠及民生，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尽快走上创新驱动的轨道。

———胡锦涛

两院院士大会正在举行，对很多
参会院士而言，创新人才培养是他们
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

人才的重要性无须多言。对高层
次创新型人才的呼唤，已经上升到国
家层面，用求贤若渴来形容一点儿也
不过分。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
会议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就再一
次强调“要加强高水平领军人才和青
年科技人才培养”。

不可否认，中国科技事业正在迎
头赶超，但在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
上依然差距很大。比如，各级各地实行
的种种高层次人才计划中，入选者多
为海外归国人员，真正本土培养的少
而又少。尖子型本科生、硕士生，只要
有可能，大多会选择海外留学；因为仰
慕中国人才培养质量而来中国留学的
外国学生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作为中国最精英的一群导师，两
院院士在人才培养上已经付出了很多
心血，取得了很大成效，留下了很多佳
话。就整体质量而言，两院院士们培养
的学生在国内毫无疑问位居一流，但
我们的视野更应从国内扩大到全球，
放眼天下，争取培养出国际一流的创
新型人才。

很多导师要忙于科研或者其他重
要工作，但只要带学生，就不能不将人
才培养当成一等一的大事。中科院院
士姜伯驹曾说，“学生是我们的衣食父
母”，“唯有学生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种态度也许值得所有导师参考。一
方面要有对学生的慈爱，另一方面要
严格要求。院士是大树，大树底下好乘
凉，但大树底下也容易让人得过且过。这就需要院士“逼”
着学生去外面闯一闯，而不是贪图一点点的安逸。

不仅要将单个的学生培养到国际一流，还应让自己
的团队冲击世界前沿。世界上的一流团队或者一流实验
室屡见不鲜，比如卡文迪许实验室，比如贝尔实验室，很
多院士都是实验室或者团队的负责人，更有基础冲击世
界一流。由于历史积累不足、整体科技水平不高等原因，
也许国内短时间内难以出现类似实验室，但只要胸怀目
标，不断冲击，目标终会越来越近。

以天下后生为学生，实乃人生一大乐事。作为一个领
域或者一门学科的代表性人物，院士们在培养人才时，除
了自己的学生和团队，还应有兼济天下的胸怀，破除门户
之见，团结其他科学家，积极发现人才、举荐人才，提携后
进，甘做人梯。

更重要的是，两院院士在科技政策制定方面较一般
科学工作者更有话语权，更应该收集、比较国外先进经
验，为中国建设更有成效的人才培养制度。

当院士们培养出了国际一流的学生，当院士们领导
出了世界一流的科研团队，当我们的人才培养制度在院
士们的建议和带动之下生机勃发，我们的科技事业走到
世界前列还仅仅是一种梦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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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11日讯 中国科学院第十
六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一次院士大
会 11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出
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两院院士和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肩负起自己的使命和责
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
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
方针，把推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重要任
务，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紧迫需求，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
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推动科技惠及
民生，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尽快走上创新
驱动的轨道。

胡锦涛指出，2010年 6月，我们召开了中
国科学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
十次院士大会，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自主创新道路，切实把科学技术摆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地位，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
略基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抢占未来发展
先机。两年来，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紧
紧围绕我国发展重大战略需求，瞄准世界科
技前沿，开拓进取，锐意创新，奋勇拼搏，我国

科技工作取得一系列新成就新进展。两院作
为科学技术思想库，积极推进决策科学化，为
国家相关决策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胡锦涛强调，当今世界，科技竞争在综合
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更加突出，科学技术日益
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国家制定
了“十二五”规划纲要，强调要以科学发展为
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
调整需求结构和扩大内需为导向，推动我国
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形势和任
务对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新
的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
台。

胡锦涛就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对两院院士
提出 6点希望。第一，坚持勇于创新，积极引
领科技加快发展。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最根本
的是要依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不断取得基础性、战略性、原创性的重大
成果，加快推进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深入实施
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工程，增强原始创新、集
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第二，坚
持服务发展，积极推动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最关键的是要促进科技
与经济紧密结合，既要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中找准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又要把科技成果
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牢固树立服务发
展意识，更加积极地投身经济社会发展主战
场。第三，坚持创新为民，积极促进科技成果
造福人民。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必须坚持把以
人为本贯穿科技工作始终，让广大人民群众
共享科技创新成果，让广大人民生活得更健
康、更舒适、更安全、更幸福。要面向民生重大
需求，加强关系人民衣食住行的科技创新，弘
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第四，坚持锐意
改革，积极推动科技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实现
创新驱动发展，必须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富有
活力、更有效率的国家创新体系。要以促进科
技与经济社会紧密结合、支撑引领可持续发
展为核心，着力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突出问
题，积极探索符合规律的新机制新模式。第
五，坚持甘为人梯，积极培养和提携优秀青年
才俊。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人才为本。要善于
发现青年人才，积极培养青年人才，大力提携
青年人才，真诚尊重人、细致关心人、充分信
任人，营造多出成果、多出人才的学术环境。

第六，坚持建言献策，积极发挥决策咨询重要
作用。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需要科学决策，科学
决策需要科学咨询。两院要发挥国家科学技
术思想库作用，紧紧围绕应对全球性重大挑
战、突破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瓶颈、破解
科学技术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前瞻新科技革
命方向，善于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
求中提炼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引导我国科技
工作提升创新起点、优化学科布局、凝炼前沿
方向。

胡锦涛最后强调，院士称号是我国科技
界的最高学术荣誉，院士的一言一行都会对
社会风尚和学术风气产生很大影响。希望两
院院士牢固树立追求真理、造福人类、服务国
家的理念，以身作则，严格自律，模范遵循学
术规范和科学伦理，自觉抵制学术不端行为
和不正之风，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团结带领全
国科技界为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
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讲话全文见 3版）

大会由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主持。中国
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致开幕词。

1200多位两院院士，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大会。

两院院士大会在京隆重开幕
胡锦涛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周永康出席

6月 11日上午，胡锦涛总书记来到人民大会
堂，出席中国科学院第十六次、中国工程院第十一
次院士大会。总书记充分肯定了两院院士和广大科
技工作者的贡献，并对他们寄予殷切期望。

63年的孜孜以求，中国书写了波澜壮阔的
科技史诗……共和国科技发展之路，是院士、科
学家的功劳，也倾注着中央四代领导集体的无尽
心血和殷殷关怀。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
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
就。科技成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环，“两弹一星”等
科技成就让中国挺起腰杆，屹立于世界东方。
当共和国版图还没有完全褪去战争的硝烟，

当一穷二白的帽子仍被扣在头上时，毛泽东即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签署
命令，并向郭沫若颁发“中国科学院”印信，勾画
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起点，开启了滞留海外的科
技人才归航之门。

1956年 2月 1日，毛泽东宴请全国政协委
员，亲自将钱学森的席位从第 37桌调到第 1桌，
紧靠自己的右手边。“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
呢！”毛泽东对钱学森说，“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
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得多。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
程控制论，用来指挥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
钱学森是一个缩影。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

常重视科技人才。在党中央 1956年召开的知识
分子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搞技术革命，没有
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光靠我们这些大老粗。周恩
来则表示，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
适当的待遇，包括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
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衔、发明创
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
正是该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向科学进军”

的伟大号召。随后，发展科学技术的“12年规划”
和“10 年规划”相继制定，为中国科学技术确定
了发展蓝图。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科技人员

克服物资紧缺、研究基础薄弱的重重困难，凝心
聚力，协同攻关。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取得了

“两弹一星”、陆相成油理论、合成人工胰岛素等
一大批科技成果，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和
产业的诞生，奠定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基础，使
科学之树开始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二

关于 1977年冬天的记忆，热情如火。邓小平
运筹帷幄之间，高考恢复，中华大地压抑已久的
活力得到释放，瞬间迸发。12月 10日，570万考
生走进考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
高考———这个寒冬因为人们热情的爆发而成为

千万考生的“春天”。
关于 1978年春天的记忆，历久弥新。3月 18

日，全国科学大会隆重召开。邓小平旗帜鲜明地
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
一部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等著
名论断，打破了长期束缚科学发展的思想禁锢，
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开辟了解放思想、解放
人才、解放科技生产力的新天地。

邓小平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生产力理论及科技思想，而且在实践中甘当
科技人员的“后勤部长”。正是在邓小平的亲自领
导和支持下，我国科技事业迅速恢复和重建。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体制等方面原
因，当时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长期未能得以解
决。邓小平在启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着手解决
科技体制问题。1985年 3月，国务院颁布《关于科
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经济建设要依靠
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
开始了“放活科研机构、放活科研人员”的改革。

198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的著名论断，极大地提高了科技人员的积极
性，我国科技工作者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经济建
设主战场。
如果问“科学的春天”给中国科学带来了什

么，科技人员一定会说，从那时起，春天才真正属
于了我们。
沐浴在科学的春风里，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

工作者鼓足干劲儿，奋力拼搏，汉字激光照排系
统、“银河 -Ⅰ”巨型计算机等高新技术成果应运
而生，带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从小到大，迅猛发
展，一大批充满活力的高新技术企业迅速成长。

三
1995年 5月 6日，党中央在科学分析经济、

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颁布《关
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向全世界传递了
这样一个信息：中国人将重点依靠科技和教育来
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科教兴国”已经成为
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

1992年 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
首次提到了“创新”问题。1995年 5月，他在全国
科技大会上提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
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
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在江泽民等领导同志的关切下，1994 年 1

月起，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
士。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等六位院士关于成立
工程院的建议于 1994年 6月成为现实。
李鹏多次出席两院院士大会，与院士亲切交

流，表达对院士的殷切期望。朱镕基多次出席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科技
工作者的突出贡献。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
两院院士群体的鼓励与关心，释放出“坚持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的强烈信号，鼓舞着全国科技人
员的高昂斗志。

在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下，科技人员的奋力
拼搏，书写了世纪之交的科技传奇———高温超
导、纳米材料、古生物考古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
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创新成果；超级杂交水
稻、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等一批前沿技术领域取得
重要突破。科技创新与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

献率越来越高，科技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
作用日益显现。

四

2004年 12月 24日，胡锦涛总书记分别看
望了朱光亚、杨乐两位院士，听取他们对科技事
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并强调指出，要把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把推
动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突出位置，提高我
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
新体系。
从 2004年起，胡锦涛连续出席 4届院士大

会，亲切接见两院院士并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
强调，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关键，要坚持以人为本，
充分发挥广大科技人员的创造性。

胡锦涛多次强调：“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
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竞争力的
核心”，“杰出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才群体，是国

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吴邦国委员长曾相继视察中国科学院、中国

工程院，与院士交流。他说，我们每一项重大建设
成就，都离不开科技突破和技术创新，都凝聚着
院士、专家们的心血与汗水。
温家宝总理先后看望吴文俊、刘东生、李国

杰等多位院士。在袁隆平 75岁生日当天，他还派
专人送去了生日蛋糕。
贾庆林主席在纪念钱学森同志诞辰 100周

年座谈会上强调，要大力弘扬钱学森等老一辈科
学家的崇高思想和革命风范。
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副主席分别看望徐光

宪院士、闵恩泽院士，听取他们对深入实施人才
强国战略的意见和建议。
李克强副总理在中国地质科学院考察工作

时，看望科技人员，并认真听取了李廷栋、陈毓川
等院士的意见和建议。
对两院院士的殷切期望，折射出党的第四代

领导集体对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2003年“人才
强国”战略实施；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
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发布。
在这一系列的战略决策和部署下，两院院士、

科技人员倍感振奋，珍惜机遇，共同推动我国科技
事业进入创新发展新阶段———我国科技取得令世
人瞩目的成就，量子通讯、生命科学等领域勇争鳌
头，“神舟”、“天宫”实现“太空之吻”，“蛟龙”号成
功探海 5000米，LAMOST、上海光源等大科学装
置陆续建成……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关头，科
技彰显巨大的力量：新能源汽车、光伏电站———科
技奥运的 1200多个科技项目让我们收获了“科技
奥运”的金牌；遥感测绘、卫星通信———抗震救灾
的危急时刻科技提供了有力支撑。
当前，党中央又在关系国民经济、社会发展

和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部署实施 16个科技重大
专项。科技事业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科技人
员拥有了更宽广的舞台。
正是在中央四代领导集体的关怀和鼓励下，

两院院士和科学家群体与科学共进，与祖国同
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深深关切情，殷殷期许意。中央四代领导集

体对科技事业的关心和重视，是科技人员不竭的
动力之源。而今，再次回望这些深情的关怀，越发
感到真挚厚重……

深深关切情 殷殷期许意
———中央四代领导集体关怀院士及科学家群体纪事

姻本报记者 徐雁龙

月 日，中国科学院第十六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一次院士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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