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合
影（缺李四光），后排左起：涂长望、恽子强、严济慈、靳树梁、
蔡邦华；中排左起：姚克方、贺诚、沈其益、丁瓒、乐天宇；前
排左起：曾昭抡、茅以升、刘鼎、梁希、侯德榜、李宗恩。

年，《新中
华报》刊登的研究会
成立报道。

年 月，《新
华日报》对自然科学座
谈会座谈民族工业问
题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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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 10月出版的《科学》第 1
卷第 10期刊载的《青年杂志》创刊号广
告和《青年杂志》第 1卷第 2 号刊载的
《科学》广告。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32022年 7月 1日 星期五
主编 /李芸 编辑 /温新红 校对 /何工劳 E-mail押yli＠stimes.cn文化

回望中国特色科技社团体系的百年之旅
■王国强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科技社团体系进入到以高质量发展为特
征的新时代。

2021年 5月 28日，习近平总书记出
席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
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
调，中国科协要肩负起党和政府联系科技
工作者桥梁和纽带的职责，坚持为科技工
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

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
服务，更广泛地把广大科技工作者团结在
党的周围，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
风。要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增进对国
际科技界的开放、信任、合作，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以中国科协所
属科技社团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科技社团体系，以创新助力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截至目前，中国科协全国学会
共有 211个，覆盖理科、工科、农科、医科
和交叉学科五大门类，设立分支机构
5500 余个，个人会员 604 万余人，在国
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凸显。

总之，中国科技社团在科学救国、科
技报国、科教兴国、科技强国各个时期都
书写了辉煌的奋斗篇章。
（作者系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

风
雨
兼
程

与
党
随
行

︱
︱︱
科
技
工
作
者
歌
曲
︽
风
雨
随
行
︾M

V

创
作
随
笔

■
许
向
阳

2021 年，“七一”庆祝建党百
年科技工作者歌曲《风雨随行》MV
发布，得到了科技界和社会公众的
广泛认可和积极反响。许多主流媒
体报道，歌曲《风雨随行》MV以大
历史、大格局、大情怀、大写意的科
学艺术视角回溯了中国现代科技
工作者来时的路，回顾了初心是什
么、为什么出发，以及历经沧桑欲
何求、只为追梦不回头的中国现代
科学发展历史。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原副会
长、著名词作家王晓岭将军认为，
“在纪念建党百年的歌曲中，《风
雨随行》是我见到的唯一一首科
技工作者歌颂党的歌曲，词、曲、
唱都很好。歌词既有内涵丰富的
历史史实，又有气势恢弘的写意
表达，让人耳目一新，不落俗套”。
近一年，时常有同行探讨作品创
作问题，现藉随笔与大家交流。

听党话跟党走的诗意化表达

创作科技工作者歌颂党的歌
曲，这是科技界和社会的需要，也
是科学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以我
的写作实践来看，这无疑是“宏大
题材”的创作，由于在创作上有追
求完美的执念，自我感觉难以驾
驭，因此陷入了眼高手低、长期不
敢触碰这种题材的窘境。

一天登香山，在山顶看到远
处有人展示党旗进行党组织活
动，再远眺城区，看到中关村等充
满科技感的地标建筑，不禁浮想
联翩，有关我国科技发展历程的
各种场景和画面在眼前浮现：西
方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传播、
科技工作者群体的形成、科学家
档案中的入党志愿书、党日活动
场景、重温入党誓词活动……无
论你是否听见，客观事实是科技
工作者的态度和对党的“诺言”回
荡在祖国河山。

一百年前五四运动的场景、
科学救国救亡图存的场景、新中
国成立时期的“回国潮”、“两弹一
星”、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科技成
就……无论你是否看见，客观事
实是科技工作者与党随行的“脚
步”和作出的贡献就存在于祖国
河山。

感慨之余，灵光闪现，很快梳
理出了诗句“我们相逢在七月 /
日月星辰一百年 / 就让穹谷回荡
的诺言 / 留在河山 // 我们相逢
在七月 / 春秋冬夏一百年 / 就让
风雨随行的脚步 /留在河山”。

中国科学报社原社长兼总编
辑刘洪海赞赏：“这组诗句切入角
度新颖，意境营造巧妙，穷尽了百
年所有对党表态的‘诺言’，穷尽
了百年所有与党随行的‘脚步’，
可以说准确且诗意化地诠释了科
技工作者主动自觉听党话、跟党
走的百年历程，表达方式独特且
有力量，具有政治意义、哲学内涵
和审美价值。”

得到如此肯定，自我感觉也
比较满意，由此确定作为歌词的
副歌部分。登山结束，趁着灵光未
泯，一鼓作气，完成了《风雨随行》
整首歌词写作。

现代科研活动的第一簇星火

2021 年 4 月，中国科技新闻
学会部署制作建党百年歌曲宣传
片时，让我牵头落实这项工作。我
将方案附带《风雨随行》词曲上报
后，项目由此启动。

1913年北平胡同发生的事情，
许多科技工作者都不知道，我们感
觉这是科学文化传播的盲点。

20世纪初，许多归国留学人员
开始传播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和科
学思想。1913年，地质学家丁文江、
章鸿钊、翁文灏等在北平胡同成立
我国第一个现代科学研究机
构———地质调查所，从粉子胡同到
丰盛胡同再到兵马司胡同几经迁
址，点燃了我国有组织地进行现代
科学研究活动第一簇星火，试图引
领中国走上现代科学救国之路。

作为科技工作者，“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不是
深奥的哲学问题，而是我国现代
科技发展历史的常识问题。忘记
自己的过去，甚至不知道自己的
过去，就会迷失前行的方向。

歌曲的第一句“1913 年”，就
是强化科技史上这一标志性的历
史事件，是歌曲所要传达的重要
信息，科技工作者由此出发寻找
“救亡路线”，期待并叩问“困在迷
途的国度 / 何时回到荣耀的从
前”，让这个时间点作为歌曲的知
识点和记忆点，反复吟唱。

1921 年，南湖红船上成立了
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作为一种
信仰，救亡图存、民族复兴是其题
中应有之义，科技界与共产党合
流共进也就成为必然。在迷途中
探索的科技工作者终于找到信仰
的旗帜，与共产党生死与共，奋勇
颠覆一个旧世界，迎来“踏破红尘
的绚烂”。

科学文艺工匠
倾情打造科普精品

歌曲的作曲、编曲、音乐监制
和我都是歌颂科学家郭永怀和李
佩夫妇的歌曲《没有你的旅程》的
创作团队成员，论年龄我算长辈，
其他都是有才华、有思想、有个性
的中青年音乐人。

歌曲采用流行曲风，情绪的
推进主要围绕科技工作者与中国
共产党之间的情感从发生、发展
到升华为共同信仰并为之付诸行
动的演进过程。中国东方演艺集
团国家一级歌唱演员牛妞娓娓道
来的倾诉与高亢而富有磁性的抒
发相结合，将歌曲演绎得深情走
心、大气时尚，使这首科技工作者
的歌曲在纪念建党百年的歌曲中
特色鲜明、独具魅力。

歌曲与画面的关系处理上，
歌曲主要是表达人的灵魂、理想、
信念、情感等精神归属问题，画面
主要通过呈现历史事件、人物、气
象万千的科技成就和祖国面貌等
形象直观地传达和烘托歌词内
涵。资深电视人、MV制片人柴俪
杰对画面构图和色彩的理解敏感
独到，将歌词灵动的意向组合与
画面形象的直观呈现两种手段优
势互补、相得益彰，达到作品的和
谐统一。

作品真实、深刻、形象地诠释
了科技工作者与中国共产党相
逢、相知、相随百年而矢志不渝地
坚守初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风雨兼程的奋斗历程。
（作者系《科学家》杂志名誉总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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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随行》
作词：许向阳 作曲：孔繁唐 编曲：王东 演唱：牛妞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 101岁诞辰，今年
还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召开。中国科技社团是联结中国科学家
最为有力的组织形式，回顾其在中国科学
技术事业和中国科学文化事业中的奋斗之
旅，对于中国科技界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坚
定创新自信、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
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为科学而科学在近代中国并不存
在，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从开始就融
入到中国反封建、反殖民主义斗争中。
作为科学共同体的最初形态，为科学
而科学是科学社团科研活动的主要目
的，最为典型的就是英国皇家学会。中
国的科学社团诞生与西方科学社团有
着很大的不同。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

是中国科学近代化的起点。空前的民族
危机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救
中国就要学习西方、学习西方科学。

先是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接着是左宗
棠、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发起的洋
务运动。

甲午战败给中国有识之士带来更大
的刺激，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
代表的维新派掀起一场浩浩荡荡以兴学
会、办报刊和建学堂为主要内容的思想
启蒙运动，其中兴学会是中心。
据统计，从 1895年至 1898年在中

国各地成立了 68个学会。戊戌变法失败
后，从 1899年至 1911年又陆续成立了
约 600个学会。这些学会中至今仍然存
在的有中国药学会、中国地理学会和中
华护理学会。

虽然绝大多数戊戌学会存续时间
短、规模小，但在当时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新事物，发挥了“开风气、联人才、伸民
权”的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北洋政

府成立，中国陷入政局动荡的时期，革
命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各种救
国方案兴起。
种种救国救民措施的不断失败，

让中国新一代的先进知识分子彻底觉
醒，认识到只有进行文化启蒙，特别是
科学文化的启蒙，才能从根本上改变
中国社会。

在民主政治上，以 1915年陈独秀等
创刊《青年杂志》为开端，至国共两党联
合发动国民革命前夕为结束；在科学文
化上，以 1915年任鸿隽兴办《科学》为起
点，以中央研究院的建立为终结；在现代
教育上，以 1916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
为肇始，至现代大学教育在中国兴起为
标志。从此，“德先生”和“赛先生”深入人
心，继而是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共产党诞
生、现代科学体制在中国扎根。
在这段时期，中国形成新一代科学

家群体，出现了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现
代科学社团，形成了中国科技社团上的
第二次浪潮。

其中，影响较大的综合性学会有中
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华自然科学社
等，影响较大至今仍然存在的专门学会
有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国农
学会、中国林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
地质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国气象学
会、中国化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植
物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数学会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自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形成至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
利这段时期，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对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民族振兴事业
产生极大认同，红色科学社团开始兴起。

在解放区，1938年高士其、董纯才
等在延安发起成立国防科学社；1940年
毛泽东、吴玉章等在延安领导发起成立
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并陆续成
立一些地方分会和专门学会；1942年成
仿吾、陈凤桐等在灵寿发起成立晋察冀
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1948 年李富春、
王首道等在哈尔滨发起成立东北自然科
学研究会。

在国统区，1939年周恩来、潘梓年
等组织领导了团结爱国科学家的读书
会———自然科学家座谈会，并在此基础
上于 1945年指示涂长望和梁希等人发
起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6年
郭沫若、马叙伦在重庆发起成立中国学
术工作者协会。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
立后，分别在成都、南京、上海、北京、香
港等国内各地和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外
建立了分会。

据统计，包括分会和前身在内红色
科技社团总量有 70多个。红色科技社团
虽然规模较小、成立时间较短，但是对新
中国成立后的科技社团的体制机制产生
了重要影响。

红色科技社团的成立，为党的统一
管理规划科技发展的思想积累了初步的
实践经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联合统一
已成为中国科技界共识。1948年 4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中国共产
党同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

建立新中国由此开始。中国科技社团作为
团结联系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最为普遍和
最为有力的组织形式，开始担负起推动科
技界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使命。

1949年 5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香港分会率先提出召开全国性科学会议
并建立全国科学工作者的组织的建议，
得到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会和北平
科技界、中国化学会北平分会的赞同。

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鼓励
下，科技界团结统一并共同参与建设新
中国的工作便拉开了序幕。

1949 年 5 月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中
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
第一次促进会，会议决定由中国科学社、
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东北自然科学社四团体发起，邀请国内
理、工、农、医各界及各地区的有关机关
和团体的代表共同组成科代会的筹备委
员会。

1949年 7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
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议在北京召开，推
选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式
代表梁希、李四光、侯德榜、贺诚、茅以
升、曾昭抡、刘鼎、严济慈、姚克方、恽子
强、涂长望、乐天宇、丁瓒、蔡邦华、李宗
恩等 15人，候补代表靳树梁、沈其益等
2人。由此，中国科协的前身成为人民政
协的发起和组成单位。

1950 年 8 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
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清华大学礼堂
开幕。吴玉章在开幕词中说：“中国革
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科学开辟了一
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科学工作
者义不容辞地要努力参加巩固和建设
新国家的工作。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

的国家里，科学工作不再依靠私人的
提倡或所谓‘慈善’性的援助，而是明
确地成为国家的事务。”

大会形成的主要成果有：一是广大
科技工作者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
围；二是广大科技工作者明确了方向、提
高了认识；三是科技工作者与政府、企业
部门密切联系有了良好的开端；四是决
定成立“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两个组
织（前者是各种科学专门学会的以团体
为单位的联合组织，偏于“提高”，后者是
以个人为会员的科学技术与知识的普及
工作的总枢纽）；五是通过了两个组织的
组织方案要点，及由 50名委员组成的全
国委员会名单，推举出吴玉章为两个组
织的名誉主席。

大会闭幕次日，全国科联委员会会
议推举李四光为主席，侯德榜、曾昭抡、
陈康白为副主席，严济慈为秘书长，涂长
望、丁瓒为副秘书长；全国科普委员会推
举梁希为主席，竺可桢、丁西林、茅以升、
陈凤桐为副主席，夏康农为秘书长，袁翰
青、沈其益为副秘书长。

1950年至 1958年，全国科联的主
要工作是组织建设和团结广大科技工作
者积极参加社会改造和抗美援朝斗争，
并开展学术活动。全国科普主要是组建
地方科普网络和开展各式各样的科普宣
传活动。

1958年 9月 18日至 25日，全国科
联和全国科普在全国政协礼堂联合召开
全国代表大会，合并成立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

从此，中国科协与工会、共青团、妇
联等人民团体一样，正式成为党领导下
的人民团体之一。

以科学谋救国
创设科学社团

以创新助强国，同心共筑中国梦

以团结求报国，引领科技界统一

1978年 3月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
中国科协和中国科学院部分代表合影。

改革开放后，随着新中国科学技术
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新一代留学生的回
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创、建设
和发展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
学会成立的浪潮。学会再次成为中国改
革开放这个时代思想文化潮流的引领
者、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者。

从 1977 年到 1989 年，中国科协
所属全国学会体系中新成立的学会
共有 104 个，仅 1978 年至 1979 年两
年就成立了 35 个；从 1989 年到 2008
年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增加了 17

个；截止到 2011 年，中国科协所属全
国学会数量达到了 198 个，两级学会
达 3800 多个。

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不仅数量大
增，而且学术活动丰富多样，社会职能得
到大大拓展，形成了多元社会角色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社团体系。

在这个时期，中国科协树立了“三主
一家”的社会形象（即“学术交流主渠道、
科普工作主力军、国际民间科技交流主
要代表、科技工作者之家”），形成了“三
服务一加强”的工作定位（即“为科技工

作者服务、为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加强自
身建设”）。

以奉献图兴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