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

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
本报记者 廖文根

“这
!"

年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可以说
是人类社会上一段壮丽的篇章。”谈起改革开放
!"

年的感受，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说，“占人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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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摆脱贫困、解决温饱、走向小康，
能实现这一伟大成就，我认为最关键一点不是
墨守教条，不是墨守成规，不是按照‘本本’上的
要求来办，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既学习国外又
不照搬国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科学技术发展上也一样，既要学习国外

先进的东西，又不能完全照搬国外，要创造出具
有中国特色、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科学和
技术成果，这样才能够为我们的持续发展提供
动力。”徐匡迪说，创新是我们民族和国家发展
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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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从老百姓日常的消费品
到杂交水稻、青藏铁路和三峡工程，无一不是中

国科技人员不断创新完成的。其中有的是原始
创新，比如青藏铁路，在这样高的海拔建造铁
路，外国人没有干过，全是我们自己设计、施工
的；有的是集成创新，比如说三峡水利枢纽大坝
的土木工程部分，全部是中国自己完成的，电机
有一部分从国外引进，一部分自己制造；有的是
消化吸收再创新，比如中国家用电器，不但在中
国，还在全世界占领了市场，固定电话交换机，
我们有自主知识产权，而且有国际竞争力。

徐匡迪说：“中国现在是世界上造桥最多的
国家。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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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光在长江上就建了
&'

多座桥，设计新颖、桥面高、跨度大，苏通大桥是
世界第一斜拉桥。最近在杭州湾建成了

!(

公里
长的跨海大桥，在上海东海造了东海大桥，通到
深水港

!!

公里，这些都是世界级的工程。前不

久世界桥梁会议上，外国人惊呆了，不理解中国
怎么能造出这么多桥，一个比一个更宏伟。中国
现在能做、敢做，既有物质力量的支撑，更有思
想解放的活力，工程技术人员敢于向世界级的
工程技术难题挑战。”

徐匡迪认为：“中国只有世界上
)*

的农业
用地，养活了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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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这是很难的事
情。首先是靠党的方针政策，改革开放以后，调
整农村经济政策，把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同样
重要的是依靠科学技术，使同样的土地增加成
倍的产量。像袁隆平院士搞的三系杂交水稻，亩
产量增加一两倍，小麦、玉米的新品种也不断培
育出来。”
“在

!,

年前，中国的工程技术大致落后国
际先进水平

!,

年左右，人家已经提着四喇叭收

录机的时候，中国才开始生产小型单卡机。现
在，国外的消费型工业产品流行不到

-

年，中国
也能制造出来，差距正在缩短”。不过，徐匡迪认
为，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现在虽是世界上第三
大制造业国家，但在产品的定位上，基本上还是
属于中低档和追赶式发展，没能引领发展。要建
设成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没有自主的知
识产权和技术是不行的。
“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要逐步从跟随、学

习型发展转向自主知识创新，建立自己的制造
业体系和知识产权体系”，徐匡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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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朋友从天津来北京出差，见

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真没有想到

我们自己研制的城际高铁这么棒！”

是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

最大的水利工程、超级杂交水稻、转

基因抗虫棉、“鸟巢”、“水立方”、“嫦

娥”绕月、航天员出舱等等，自主创新

开出的绚丽花朵，不仅增强了
#!

亿

国人的自信心、自豪感，也赢得了全

世界的尊重。这些举世瞩目的创新成

果，不正是改革开放
!,

年来日益重

视科学技术、大力推进创新型国家建

设的结晶吗？

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科教兴国”到

“建设创新型国家”，从“知识分子是工

人阶级的一部分”到“人才强国”，近代

发展进程中落伍的东方文明古国，在

汹涌澎湃的当代世界科技潮流中奋力

追赶，后来居上：
+,,.

年全社会研究

开发经费总支出超过
!.,,

亿元，占

/0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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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居世界第五位；

科技人力资源已接近
%"""

万，位居全

球第一，
%-

岁以下中青年科研人员占

研究队伍总人数的近
("*

。以参加人

类基因组计划、欧洲伽利略卫星定位

与导航计划、国际热核聚变试验堆计

划等世界大科学工程为标志，中国迈

入了国际科技合作平等双赢的新时期。

科技进步必须依靠长时间的积累和一代一代人的努

力。中国还不能算科技强国，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支撑也远远不够。由于科技贡献率不高，在实现经济持续

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备尝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苦果，深感

资源紧缺、节能减排的压力；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不得不将

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
+"*

、计算机售价的
!"*

、数控机床售

价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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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给国外的专利持有者；自主创新意识

不强，过分依赖国外技术，一些产业陷入引进—落后—再

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在全球竞争中受制于人；自主

创新水平不高，虽然是制造大国，却不是制造强国，只能在

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徘徊……

教训和现实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市场换不来高端技

术，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核心技

术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来获得，这是掌握民族发展命运的关

键之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正成为全

民共识和时代强音。科技创新不可能一枝独秀，它与理论

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各层次的

创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依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

高和敢于领先、勇于竞争、诚信合作、宽容失败的社会环

境，自主创新不是无源之水。

星河欲转千帆舞，九万里风鹏正举。一个在建设创新型国

家征程中不断迈出新步伐的民族，一个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创新

实践的国家，必将为人类文

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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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管猴 中国智慧世界瞩目
本报记者 赵婀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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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立春时分，食蟹猴
“乐乐”和

&

个小伙伴在华东
师范大学脑功能基因组学研
究所诞生。作为我国首批试管
猴，小家伙们的顺利诞生和健
康成长，不仅打破了人类试管
婴儿技术用在猴子身上不灵
验的怪咒，而且将我国构建试
管猴的成功率最高提高至近
&%*

，大大超过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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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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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吸引了全世界的目
光，一举奠定领先地位。

小小试管猴，讲出大故
事。试管猴的培育成功让华东
师范大学在生命科学等新兴
学科领域传出捷报，标志着着
力创新的科研制度结出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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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后，华东师大和
我国不少高校一样，遇到师资
队伍青黄不接、科研方向传统
导致滞后于科学前沿等问题。
学校决定大胆创新，采用优秀
学科带头人

!

创新团队
!

重点
基地的捆绑式建设新型科研
管理模式。先做减法，在众多
科研项目中挑选“国际学术发

展的前沿
!

符合国家和地方发
展需要

!

充分发挥学校已有优
势”的学科或项目重点扶持；再
做加法，集中学校资源扶持重
点学科和项目。

华东师大将创新科技体制
确定以首席研究员领衔的研究
团队为基本单位，再由若干研
究团队构成平台。学校与平台
负责人签约，平台负责人聘任
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以双
向选择方式组织团队。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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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为一个建设周期，创新团队按
自己的思路进行相对独立的运
作，并实行与院系教学科研人
员不同的薪酬激励制度。试管
猴的培育者华东师大生物医学
团队就是这些创新团队当中的
一支。创新举措让科研人员在
先进、自由的环境中潜心研究，
试管猴的诞生正得益于此。

教育制度创新中涵盖管理
机制、人才培养机制、投资机
制、资源配置效益等问题和侧
面，华东师大的积极尝试印证
了创新的活力和无限可能。

技术驱动联想成长之路
本报记者 施 芳

从
22

个人、
+"

万元人民币启动资金
发展为近

2."

亿美元营业额的高科技产
业集团，联想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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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时间。
联想为什么取得成功？“秉承自主创

新与追求卓越的传统，联想站住了，打响
了”，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
陈绍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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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柳传志带领
2"

名已届中年
的科技工作者，抱着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
品的信念，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

平方米的传达室里办起新技术发展公
司，即联想集团的前身。

联想于
2))"

年推出第一台自有品牌
+(&

电脑，
2))+

年在全球率先提出“家用
电脑”概念，坚定地走上了自有品牌产品
的发展道路。

搞技术出身的柳传志非常明白自主
创新的重要性，但走自主创新之路，并不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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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计算机产品进口许可批文
被取消，同时大幅度降低关税，国外品牌
大举进入中国市场。联想开了两个多月的
会，研究对策。“我们资金不如人家，技术

不如人家，管理不如人家，人才不如人家，
仗怎么打？要不然干脆退回去，还是做代
理，卖人家的东西算了！”大家议论纷纷。
最后的结论是“拼死一搏”，公司决定集中
力量，成立电脑事业部，由

+)

岁的杨元庆
任总经理。
“没有领先产品和创新技术的公司在

同质化竞争的残酷环境中必然处于弱势，
联想要调集一切资源向‘技术驱动型’企
业蜕变”，杨元庆说。

联想不断在用户关键应用领域进行
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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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满足中国普通用户
上网需求，联想发明了一键上网功能的计
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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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预防计算机在互联网环
境下被病毒侵害，联想发明了基于安全芯
片的可信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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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联想推出双模
式电脑，实现了个人电脑数码功能的家电
化操作……逐步树立了高端品牌形象。

随着研究院和工业设计中心的成立，
联想逐渐构建起两级研发体系：中央研发
体系关注核心技术的创新突破和长期研
发战略，为产品线提供平台技术；事业部
关注短期研发，在发现新的市场需求时，
与当前技术创新结合，进行产品研发，形
成产品，推向消费者。两级研发体系实现
了市场和技术的无缝链接，大大提高了创
新效率。

创新助力联想迅猛发展。如今，联想
拥有基于美国、日本和中国的三角创新体
系，在北京、上海、成都、深圳以及美国罗
利、日本东京建有研发中心，在全球建立
了

%&

个实验室，研发团队达
+"""

多人，
创新能力和品质保证能力不断提升。

观 澜

创新
中国

嫦娥奔月

三峡大坝新农合

杂交水稻

!

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已接近
%"""

万，位居全球第一，
%-

岁

以下中青年科研人员占研究队伍总人数的近
("*

，人才“断

层”的现象已基本消除，海外留学人员回国人数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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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总量达
+2

万

件，居世界第四位。国际科学论文数提升到世

界第二位，被引用次数也居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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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社会科技研究开发

经费总支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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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占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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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居世界第五位。

科技创新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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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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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从杂交水稻到转基因抗虫棉

杂交水稻是中国创造，更是中国骄傲。
突破经典遗传理论的禁区，“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提出水稻杂交新理论，实现了水
稻育种的历史性突破，产生了巨大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如今，超级杂交稻正成为我国
水稻选育新的主攻方向，并已取得突破性
进展。

上世纪
('

年代中期，我国开始转基因
作物研究。

)'

年代中期，随着转基因抗虫
棉的研制成功，我国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
断，成为第二个自主研发并拥有抗虫转基
因技术专利的国家。如今，国产抗虫棉已经
占抗虫棉种植面积的

)'*

以上。

从“载人航天”到“嫦娥探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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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
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两年后，
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从“一人一天”到“多
人多天”的重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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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中国成
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太空出舱技术的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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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嫦娥一号”探月卫星
发射升空，

##

月，中国第一幅月球图像正
式发布。我国首次月球探测工程的成功，标
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世界具有深空探测能力
的国家行列。

从三峡工程到青藏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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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
纽工程

!!

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经过
十几年建设，实现了高峡出平湖的夙愿，建

成的三峡工程已开始发挥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
+''&

年
.

月，经过
-

年的建设，攻克了多年冻土、高寒
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世界上海拔最高、线
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建成通车，不仅是中国铁路建
设史上的伟大壮举，也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

此外，随着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速铁路等大工程建
设的推进，中国发展日益提速。

从激光照排到超级计算机

“当代毕昇”王选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技术，改变
了科技的进程，推动了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带领中
国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迎来光和电，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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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中国首台超百万亿次超级计算机曙光
-'''6

下线，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后世界上第二个自主
设计并制造百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的国家。

22

月，曙光
-"""6

跻身世界超级计算机前十。

从电子对撞机到人类基因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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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和对撞成
功，使我国在

!7

粲物理实验研究方面居于国际领先水平。
目前，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已经完工，使亮度
这一对撞机的重要参数在目前水平上提高约

#''

倍。
#)))

年，我国开始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承担的工作
区域位于人类

!

号染色体短臂上，该区域约占人类整个基
因组的

#"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科学家共同努力
下，人类基因组序列图于

+''!

年顺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