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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精神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在“两弹一星”创业之初，数以万
计的大学毕业生、人民教师、工人和技
术人员陆续来到戈壁沙漠上安营扎寨。
他们放下笔杆子，扛起锄头和铁锹，支
起帐篷、搭起锅台，冒着炎热的高温，
顶着扑面而来的沙尘，打井开荒。经过
两年多苦战，原来空荡荡的戈壁滩上矗
立起星罗棋布的建筑，飞机场、发电
厂、铁路、公路、医院、学校以及大片
的生活区和导弹试验基地奇迹般地建立
了起来。

据统计，截至1950年8月，在国
外的中国留学生有5000多人，在这批
留学生中，专攻理工农医学科的占大多
数，他们在各个领域学有所长、学有所
成。在得知祖国发展需要后，他们陆续
踏上了回国的艰辛路程，希望为祖国发
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新中国的诞生，使客居异国他乡
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说：“我在美国
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
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
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
民做点儿事。”1955年，钱学森历经
艰辛回到祖国，着手建立起导弹研究
所。

“你如果不回来，在学术上会不会
有更大的成就？”面对这个问题，程开
甲感慨地回答：“我不回国，可能会在
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但绝不会有现

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做的一切，
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年，
程开甲响应祖国号召回国后，先后在
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率
先在国内开展系统的热力学内耗理论
研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固体物理
学》教科书，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专门
人才。

在核武器研制队伍建设方面，国家
每年从各大专院校挑选毕业生，吸收归
国留学生，并从全国各地调集各类高级
人才。1956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
出《关于抽调干部和工人参加原子能建
设工作的通知》，指出：“当前最紧迫的
是必须由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抽调一
批优秀的技术干部和行政人员，以及一
定数量的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据统
计，国家先后从37个部门和15个省份
选调管理干部、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共
4754人，分配高等院校毕业生1791人
和中学毕业生4200人，充实铀矿地质
队伍。他们来到研制基地后，通力协
作、艰苦奋战，迅速打开了“两弹一
星”研制工作局面。

周恩来总理曾指出，我们发展尖
端事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要
发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组织
全国大力协同，从科研一开始就组织
协作。他还多次强调，有关部门要做
到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共同攻克技
术难关。据统计，共有26个部委、20
多个省区市、1000多家单位的精兵强
将和优势力量大力协同。在尖端技术
和专用设备以及新型材料研制方面，
中国科学院所属20多个研究所，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都做了
大量工作，完成了近千个技术项目，
为“两弹一星”伟大事业取得成功奠
定了坚实基础。

一大批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包括许
多在国外已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为了
研制“两弹一星”，常年扎根大漠戈
壁，甘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默默奉
献，为“两弹一星”伟大事业作出卓越
贡献。

（作者单位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

【教育奉献】

练好本领报效祖国

“两弹一星”精神 拼搏创新赤子心
周向军 童成帅

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志气不能丢。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
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早日实现建设航天
强国的伟大梦想。

——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的回信

【总书记说】

【精神阐释】

“两弹一星”精神的内涵

“两弹一星”精神形成于20世纪50
至70年代，是我国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在
自主完成原子弹和氢弹爆炸、导弹飞行
和人造卫星发射的过程中，自觉培育践
行的一种崇高精神。

热爱祖国的赤子精神。广大科技
工作者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怀揣报
国之志，自觉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
个人志向与民族振兴紧密联系在一起，
为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许
多功成名就的科学家毅然放弃国外优
厚待遇和舒适生活，义无反顾回到祖国
怀抱，投身于“两弹一星”伟业。

无私奉献的献身精神。在“两弹一
星”研制过程中，广大科技工作者始终以

“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价值准
则，作出了巨大的奉献甚至牺牲。他们用
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写就了一部为祖国鞠
躬尽瘁、为人民死而后已的壮丽史诗。

自力更生的拼搏精神。自力更生
是研制“两弹一星”的重要方针。苏联
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后，有人断言，中国
核工业已经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20
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但是，中国人民顶
住压力，逐步探索出了一条自力更生发
展中国科技的振兴之路。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两弹一星”
研制是极其艰难的，但“两弹一星”研制
团队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
队伍，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和
优良传统，运用有限的科研和试验手段，
顽强拼搏，锐意创新，攻克了一个又一个
技术难关。

大力协同的合作精神。“两弹一星”
研制是一项精密的、系统的、规模宏大
的工作，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协
助与共同作用。在研制过程中，全国有
关地区、部门、科研机构、院校和广大科
学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后勤保障
人员团结一致、协同攻关，有效地解决
了我国经济科技基础薄弱与发展尖端
科技需求之间的矛盾，大大加速了“两
弹一星”研制进程。

勇于登攀的创新精神。面对种种
理论难题和技术难关，广大科技工作者
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正是依靠这种勇
于登攀、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在短
短十多年时间内，我国在核科技和空
间科技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观众参观“两弹一星”模型，重温那段砥砺奋进的辉煌岁月。 视觉中国 供图

接线员们正在读喜报，庆祝中国第
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视觉中国 供图

高等院校培养了一大批航天领域的
“国之栋梁”“大国工匠”。

1992年9月，党中央决策实施载人
航天工程。对于载人航天工程来说，人
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财富。1993年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
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

“高等学校培养的专门人才适应经
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集
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
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基
本上立足于国内，教育质量、科
学技术水平和办学效益有明显提
高”。两年后，我国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在高等教育领域相继启动

“211工程”“985工程”，一大批
高校优秀毕业生奋战在载人航天
工程第一线。神舟八号与天宫一
号交会对接任务团队组建时，2/3
的人刚刚走出校门，平均年龄只
有32岁，就是这个年轻的团队攻
克了交会对接这个世界级难题。

自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以来，包
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在内的一批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载人航天事业
输送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

在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副总
指挥、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等高
级技术和管理人员中，超过1/3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培养的。在航天
领域从总指挥到科研人员，40%以
上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近10年
来，西北工业大学为航天科技事业
输送了近4000名优秀毕业
生。

高等院校为载人航天工
程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高
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自觉肩负起航

天强国的时代使命。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高校承担

了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和重大科研
任务，在载人航天、量子通信、超级计
算机等领域产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标志性成果，这些成果有
力地支撑了载人航天工程
的顺利实施。有的高校在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
与“神舟”系列飞船交会
对接任务中提供了20多
项技术支撑。有的高校
承担了工程总体系列飞
行任务联合仿真、空间
交会对接飞行任务规
划、逃逸救生与回收着
陆仿真、先进关键参数
测量等系统研制与关键
技术攻关任务。这些高
校先后被授予“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集
体”荣誉称号。有的高
校直接参与“神舟”系
列飞船研制任务，被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授予“为中国首次载人
航天飞行做出贡献单
位”。

（作者李鹏系西北工
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
教授，陈建有系西北工业
大学党委副书记）

【教育奉献】

为载人航天贡献高校智慧

载人航天精神 自立自强勇超越
李鹏 陈建有

我们注重传承优良传统，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
精神，彰显了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了强大精神力量。

——2016年1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及参研
参试人员代表时指出

【总书记说】

【精神阐释】

载人航天精神的内涵

载人航天精神是“两弹一星”精
神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是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

特别能吃苦的精神。成败系于毫
发、质量重于泰山。载人航天是当今
世界最具风险的高科技实践活动。如
何确保万无一失？航天人始终把确保
成功作为最高原则，始终坚持“组织
指挥零失误、技术操作零差错、产品
质量零隐患、设备设施零故障”的高
标准和飞行产品“不带问题出厂，不
带隐患上天”的严格要求。历次神舟
飞船发射任务，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都
要做到“不下错一个口令，不做错一
个动作，不减少一个项目，不漏掉一
个数据，不放过一个异常现象”。自
神舟一号发射成功20多年来，中国载
人航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千人一枚
箭、万人一杆枪。载人航天工程是我
国规模最大、系统组成最复杂、技术
难度最高、协调面最广的工程，直接
承担工程任务的科研单位有 100 多
家，如果算上协作单位，共有十几万
人参与到工程之中。依靠社会主义制
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全国
数千家单位、十几万科技大军自觉服
从大局，坚持统一指挥和调度，做到
举国一盘棋，凝聚成气势磅礴的强大
合力。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二号，每
一次巨大成功、每一次历史性突破，
靠的就是全国大协作所产生的伟大力
量和新型举国体制的巨大优势。

特别能攻关的精神。世上无难
事、只要肯登攀。我国载人航天比世
界航天大国晚40年起步，如何能一问

世，就将40年的差距消除，局部还要
超过？航天人知难而进、锲而不舍，
攻克了飞船研制、运载火箭的高可靠
性、轨道控制、飞船返回等国际宇航
界公认的尖端课题。在一些重要技术
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形成了一
套符合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要求的科学
管理理论和方法，创造了对大型工程
建设进行现代化管理的宝贵经验。航
天人用11年时间，跨越了发达国家几
十年走过的历程，把只有极少数大国
才有能力研究建造的载人航天系统变
成现实。

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干惊天动地
事，做隐姓埋名人。我国载人航天事
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凝聚着几代航天
人的艰辛和奉献。从王永志“听党的
话，跟党走，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无论干什么都要干好它”，再到戚发
轫“国家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
事情再大也是小事”，航天人始终把
人民利益当作最高利益，始终以发展
航天事业为崇高使命。无数航天人为
航天事业奉献了青春年华，奉献了聪
明才智，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
在西北戈壁深处，有一座东风革命烈
士陵园，从元帅、将军到普通的官
兵、科技工作者，760多名为祖国航
天事业献出生命的烈士在这里长眠，
平均年龄不足27岁。

2021年6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
飞船与天和核心舱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
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