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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
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
吹……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
会 ，伟 大 的 祖 国 该 有 多 么
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首
家喻户晓的《年轻的朋友来
相会》，唱出了人们心中的豪
情满怀。

时间给予人的想象力是
无限的。

回想一下，15 年前，你
在哪里？在做什么？那个时
候，你的理想是什么？今天，
那些期待和理想给你的生活
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15年，能改变很多！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勾勒了到二〇
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远景目标：我国经济实
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
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
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
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
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
列……

字里行间，你能读到什
么？当“基本现代化”这个承
载着几代人宏愿的历史时刻
到来，我们的国家将会是一
幅什么样的图景？我们每个
人的生活又将是怎样的情
形？

今天起，本报将推出“再
过 15 年，我们来相会”系列
报道，我们将带着对未来的
好奇和期待，采访不同领域、
行业里那些第一梯队的代表
人物，听听他们对当下的判
断和分析，听听他们的畅想
和思考，听听他们说，为了那
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从今
天起，要做哪些努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
们的目光翻越山海，和未来
相接，向浩瀚宇宙要答案，向
自己要答案。因为，我们清
晰地知道，要让远景变为现
实，漫漫征途，惟有奋斗。正
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贺
词中所说，“我们还要继续奋
斗，勇往直前，创造更加灿烂
的辉煌！”

（司晋丽）

■ 1956年1月，全国知识分
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发出

“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全党努力
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
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
先进水平而奋斗！”

■ 1964 年 10 月，中国第一
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
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1970年 4月 24日 21时中国第一
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
会在北京开幕。“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
技术的现代化”，邓小平同志的讲
话极大鼓舞了科技工作者。中国
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迎
来了科学的春天。

■ 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人大第十二届第三次会
议的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说：“创新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 2016年 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纲要》，提出“三步走”战略，
计划于 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创
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
和创新高地”。

■ 2020 年 12 月，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提出“坚
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
的核心地位”。

（司晋丽 整理）

科技创新

的时代“印迹”

中国要强大起来

归根到底还要靠自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
技强则国家强。我国的科技事业与新中国共
同成长，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
奋斗历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的状态下，共和国
领导人就将发展科学技术确定为重大国策，

“向科学进军”成为最响亮的口号。在新中国
成立初期国民经济恢复和随后几个五年计划
中，曾经有一大批科学家为国家和民族振兴而
努力奋斗。钱学森、郭永怀、王淦昌等老一辈
科学家艰辛探索，顽强拼搏，克服重重困难，取
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批重大科技成
就，为国家建立了较为系统完整的科学研究体
系、工业技术体系、国防科技体系、地方科技体
系，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国防安全和社会进步
作出了许多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因此可以
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30年，科技事业
在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承担
了重要使命。

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提倡“两弹一星”精
神？因为前辈们将个人对于科学发展的追求，
完全融入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之中，书写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爱国是根植在他们
内心的良知所在，是他们以满腔热血浇筑的一
盏明灯。

对我个人来说，1978年是有特别意义的
节点。那年，正赶上我国招收“文革”后首届研
究生，我考到北京大学和中科院化学所攻读硕
士研究生。也是在那一年的春天，发生了一件
大事，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出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我国迎来了

“科学的春天”，对中国科学界来说，这是多么
欢欣鼓舞的一次解放！

“十年动乱”造成了人才断层，历史赋予我
们那一代青年人的责任更重。1987年，我已
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
如果留在美国，工作条件和待遇是一流的，但
考虑到我研究的方向国内还是一片空白，国家
有需要，尽管知道国内的科研和生活条件远不
如国外，我回国的想法没有动摇。因为我明
白，中国要强大起来，归根到底还要靠国人自
己努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这是新时代我们党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

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在《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
把科技创新作为第一项重大任务进行了专章

部署。当前，国家也正在研究制定中长期科技发
展规划，将对我国科技创新未来发展进行系统全
面的部署。面向未来，在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科技创新将承担更加光
荣艰巨的历史使命。

科技创新“做什么”？

答案就藏在“顶天立地”之中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新成
为影响和改变全球发展格局的关键变量。当前，新
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各学科领域之间深度交叉
融合，颠覆性技术层出不穷，不断创造新产品、新
需求、新业态，催生产业重大变革，终将重构人类
生产和生活方式，引发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深
刻调整。世界历史发展经验表明，科技创新是关
乎国家命运和核心竞争力的决定性力量，谁能成
功把握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就有可能实现科技创
新能力和综合国力的快速跃升，这为后发国家赶超
和跨越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战略机遇。

我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更能体会到其中
的紧迫性。

记得扫描隧道显微镜（STM）的研究工作初
起步时，尽管中科院和化学所领导给予了我们极
大支持，但条件依然非常艰苦。为了节省科研经
费，我和同事们骑着三轮车，从仓库里捡别人弃置
不用的旧实验台和破桌椅用。为了赶时间埋设高
质量的地线，我们在骄阳下挥汗如雨地挖过电缆
沟。我们不怕苦不怕累，只想争分夺秒在国内开
创一个全新的科研领域，要为中国在世界前沿的
科技领域取得一席之地。

当STM研制成功后，我们又立即向新的目
标攀登——研制原子力显微镜。后来美国的公司
主动联系我们，希望合作开发。

1993年，我牵头主办的第7届国际扫描隧道
显微学会议在北京举行。当我面对世界各地的科
学家时，心中涌动着作为中国科学家的自豪。只
有脚踏实地去努力和拼搏，才会使自己的青春在
为祖国科技事业的奋斗进程中闪光，也更会感受
到真正的人生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
导下，在科技界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科技
创新加快从跟踪追赶向并跑领跑甚至原创引领的
战略性转变，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
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成功迈进创
新型国家行列，为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科技整体实力显著增强，重大创新成果竞相
涌现。我国的专利授权量、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和
高被引论文数量均位居世界前列，化学、材料、物
理、工程等学科整体水平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成为
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贡献者。量子信息、铁基超
导、中微子、干细胞、脑科学等前沿领域取得一批
标志性、引领性重大原创成果。载人航天与探月、

全球卫星导航、大型客机、深地、深海、核能等战略
性领域攻克一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有力保
障了国家相关重大工程的组织实施。5G移动通
信、超级计算、特高压输变电等产业技术创新取得
重大突破，有力促进了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
产业发展。

但客观来讲，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与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尤其是
在战略高技术方面，我们还面临很多关键核心技
术的制约。我国芯片进口额已经连续多年超过石
油，2019年超过3000亿美元；操作系统、高端光
刻机仍被国外公司垄断，90%以上传感器来自国
外。高档数控机床、高档仪器装备等关键件精加
工生产线的制造及检测设备，95%以上依赖进
口。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32%在我国仍为空
白、52%依赖进口。高端医疗仪器设备、高端医用
试剂、重大疾病的原研药、特效药基本依赖进口。
这些方面的问题一旦被“卡脖子”，就会威胁到整
个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

我认为，未来要解决好科技创新“做什么”的
问题，答案就藏在“顶天立地”之中。“顶天”就是要
仰望星空，做好奇心驱动的探索性研究，为技术创
新提供源源不断的理论基础；“立地”就是要坚持
需求导向，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国
家安全等面临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
技创新要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多次强调基
础研究的重要性，深刻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
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
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同时要求广大科技工
作者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选择研究
方向、确定科研选题，真正做到把论文写在祖国的
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
业中。

技术为人类生活打开新空间

这么多年来，一个记忆中的场景经常在我脑
子里闪回：一个冬天，我独自跑到几十公里外的北
京郊区买实验室用的机箱。返程时，由于人太多，
我又扛着大箱子，几辆公共汽车都没挤上去，急于
下班回家而拥向车门的人们又不时向我抛来白眼
和冷言冷语。在当时的中国，对于月薪不足百元
的工薪阶层来说，坐出租车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
奢望。

我1987年回国时，从未奢想普通国人还能拥
有私家车。而现在，普通的家庭都过上了小康生
活，出门开私家车、坐出租车是很平常的事了。在
改革开放之初，谁又能想到，当今的中国，技术的
突破为人们生活打开了这么多的新空间：从无人
驾驶到智慧交通，从直播带货到智慧物流，从5G
通讯到数字货币，从网络扶贫到数字乡村……

相信到了2035年，很多梦想不再是梦——
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能源、新材料等众多

领域都孕育着革命性的重大突破。例如，人工智
能的快速进步和广泛渗透，极大加速了相关学科
领域的发展，谷歌AlphaFold在第13届全球蛋
白质结构预测竞赛中击败了所有人类参赛者，成
功根据基因序列预测出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并将
预测时间从数年大幅缩短到几小时。基因测序
成本以超过信息领域摩尔定律的速度下降，2003
年全球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花了13年、耗资30
亿美元，目前只要几百美元、几小时就可完成。
那么15年后的生命科学研究、新药研发等，会不
会速度更快？

我相信，在未来，全球携手共同应对全球性
挑战将成为必然选择。当前，网络信息安全、生
物安全和伦理问题、核安全等科技安全问题日益
凸显，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粮食安全、
能源安全等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愈发严峻，众
多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形成复杂棘手的系
统性问题。这些全球性、系统性的风险挑战，深
刻影响着全球每一个国家，远远超过了某个国家
的应对能力，深化国际合作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
出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就让我们清楚看到了科
技界加强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全球科学
家共同努力，大大提升了我们应对病毒挑战的能
力和效率。比如，在疫苗研制方面，全球已有172
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世卫组织主导的新冠疫苗实
施计划（COVAX），并在快速检测、药物和疫苗
研发、临床试验、病毒溯源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富
有成效的合作。有理由相信，以后的世界，将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
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
出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创新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口述：白春礼 整理：本报记者 司晋丽

本期主人公

白春礼：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化学家和纳米科技专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首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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