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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9 年，是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

一

70 华诞之庆。回望 70 年历程，有人说，中科院产出

了一大批科技成果，创造了许多项中国第一；有人

20 世纪中叶，新中国刚刚成立一个月，中科院作

说，中科院涌现了大批科学名家，是我国许多学科的

为共和国的科学“长子”，在首都呱呱坠地了。一个

奠基者；有人说，中科院为国家增生积淀了大量科

机构的诞生，可以有明确的时日、地点，但它所扎根

学资产，上百个举足轻重的高水平研究院所遍布全

的文化土壤，则是连绵延续、划割不清的。作为一个

国……

现代的科学组织，中科院诞生成长于怎样的社会文化

毫无疑问这些说法都对，百分百符合事实。但
是，我觉得还不够，因为不仅仅这些。一个科学组

土壤之中呢？我以为，有 3 种文化要素构成了这片文
化土壤的主要组分。

织成功运作 70 年，留给世界的不应该仅仅是物化

（1）革命文化，或叫“红色文化”。在创建与后

的、有形的积淀。 70 年来，中国科学院对科学文化

来发展的年代，革命文化在中科院一直发挥着主导性

的依存及贡献，也应是一个观察的视角。如果说，

的作用。建院伊始以来，张稼夫、张劲夫、武衡、胡

走过了 70 年的中科院，她已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

耀邦、方毅及许多老红军、老八路，或脱下戎装，来

果实累累的参天大树，那么，文化就是其生根发

自火线；或转岗履新，来自知名大学或延安自然科学

芽、连根系叶的土壤与空气，她的成就离不开优秀

院，他们怀揣科学强国的使命感，以奉献爱国的赤诚

文化的营养哺育，她的发展为科学文化作出了诸多

之心，主持着院、所的领导工作，为初创的中科院播

重要贡献，她的缺憾与不足也可归因于某些文化瑕

下了革命文化的红色种子，并主导了中科院文化的方

疵的囿限。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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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科学文化，或称“蓝色文化”。自初创至

秀的科学家，离开城市的实验室，投身大西北的荒漠

今，科学文化构成了中科院文化的主体。科学文化并

之地，作为研制“两弹一星”的领头人和主力军，奉

非源于我国本土。1915 年元月，由任鸿隽等创刊于美

献牺牲，竭尽心智。 1986 年，在国际高技术竞争正

国康奈尔大学的《科学》月刊，从西方引来了第一缕

在兴起之际，王大珩等 4 位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科学的文化之光。其后，些许研究活动在我国逐步开

建议中央加强高技术研究，由此，国家制定并实施了

展，些许学术机构渐次诞生，但以科学精神为主帜的

“ 863 ”高技术计划。中科院和全国科技界一道，在

科学文化，在东方中国的这片土地上，一直处于势弱

国家安全、国民经济领域，为我国高科技发展奠定了

力微的境地。直到 1949 年，中科院成立的喜讯，与华

坚实的基础，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20 世纪 80 年

罗庚、赵忠尧、杨承宗、钱学森、郭永怀等大批海外

代末，我国粮食产量连续 3 年徘徊，减产 900 多亿

学人的报国之心发生了强烈共振。他们与原北平科学

斤，但同期人口却增加 4 800 万，形势相当严峻。

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著名高校的一

1988 年，到任不久的中科院副院长李振声主动请缨，

批科学家，如竺可桢、严济慈、钱三强等一道，作为

组织中科院 25 个研究所的 400 余名科技人员，在跨越

不同学科的奠基者、带头人，加盟中科院，给初创新

四省的黄淮海盐碱地域，打响了治理中低产田的“黄

生的中科院注入了强大的科学力量和文化，形成了中

淮海战役”，使每年增产粮食 50 亿斤……

科院文化的主体与核心。

又如， 1957 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不久，出自

（3）传统文化，它是中科院文化形成的基础与本

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把握，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张

底。 中华民族上下 5 000 年，历史传统文化博大且精

劲夫以极大的政治勇气，用个人名义上书毛泽东主席

深，渊远而流长。其闪光的精华，其裹挟的糟粕，都

“要保护国宝”，最终获准由中科院自己制订《关于

成了以创新为使命的中科院的土壤本底，或正或负地

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开展反右斗争的意见》。以这个意

在中科院的生发、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隐性的影响。中

见指导的结果，中科院京区 55 个单位，划定的“右派

国知识分子向来有心忧天下、厚德载物、积健为雄、

分子”人数，不及很多高校一所学校的几分之一，从

刚正不阿的君子之风，但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也不乏

而保护了一大批正直的学者。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国

明哲保身、枪打头鸟、圈子文化等阻碍创新的不良陋

家组织起草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根据毛泽东主席的

习。

明确指示，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被错列入

这 3 种文化要素（当然不仅这 3 种，还有不同学

了“四害”名单。对此，中科院党组坚定地支持了朱

科、不同地域的文化元素）激荡交融，互动共振，构

洗、郑作新等生物学家意见，专报毛泽东主席，使他

成了中科院精彩的文化图谱，助力科技创新的伟大实

重新做出了“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的批示，

践，演绎了我国科技创新国家队的一幕幕感人篇章。

维护了科学真理的权威与尊严。许多类似的体现科学

例如，20 世纪 50 年代初，在朝鲜战场上，我志愿
军急需大量抗生素。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科
学家，并没有因为研制抗生素不是基础研究而袖手旁

文化的案例故事不胜枚举。

二

观，而是及时放下手中的前沿课题，急前线所急，很

文化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特有的现象，随着人类

快就将氯霉素等药品送到了伤员手中。 20 世纪 50 年

的进步，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与多样。科学文化就

代中期，国家倾力研制“两弹一星”，中科院大批优

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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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先进文化。爱因斯坦早在 20 世

要地位”。这一建设性的意见立即获得中央肯定并在

纪 30 年代就曾指出，科学对于人类事务的影响有两种

全国进行部署。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

方式：一是直接或间接地产出改变人类生活的工具；

的推进，社会上的崇金拜物之风，对学术界开始有所

二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灵，尽管这种方式好

浸染，浮躁学风及不端行为时有耳闻，科学精神与人

像不大明显，但同第一种方式一样锐利。显然，爱因

文传统受到挑战。中科院党组及时确立了八字院风

斯坦所说的第二种方式，就是科学实践中伴生的科学

和传统，在全院强调“唯实”“求真”的学风以及

文化。

“科学”“民主”传统，获得了院内外的广泛认同。

中科院 70 年来艰苦卓绝的科研实践，在国家安

1998 年，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在中科院全面

全、国民经济、科技突破等方面做出了大批“硬”成

部署，中科院及时在全国科技界首提开展创新文化建

果，也为我国以科学文化为代表的先进文化增添了许

设，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其影响直至当前及今后

多丰富的内涵。然而，无论在院外还是院内，这些都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是经常被视而不见、不以为然的事情。

三

20 世纪 50—60 年代在“两弹一星”研制实践中诞

生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当前，中华民族复兴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发展的

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伟大精神，是那个难忘时期

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我国转变发展

无数科技英雄的集体精神写照，也是中科院广大科技

方式、民族复兴大业正处于历史性的交汇期，时代为

专家在“两弹一星”研制实践中，共同创造的精神产

我们提供了百年难逢的战略机遇。世界处于百年大变

品。在新中国前 30 年，一场大的运动之后，国家往往

革的环境，全球化发展的前景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

要在科技界进行恢复科学秩序的“拨乱反正”，而这

素。我国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

种“试点”工作，都是在中科院进行的。例如，“大

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科技发展目标处

跃进”之后于 1961 年制订的《科学工作十四条》，曾

于以跟跑、学习、模仿为主向并跑、领跑、创新为主

被邓小平赞誉为全国“科学工作的宪法”；“文革”

的战略转变之中。创新的文化是与创新活动密切关联

后期，1975 年胡耀邦在中科院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

的文化形态。世界 5 次科技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文

作汇报提纲》提出的“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

化创新是科技创新的先导。科学技术创新，尤其是原

要走在前面”“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著名

始性的科学发现和创新、破坏性的技术创新，是最具

论断，作为指导全国科技工作的重要方针，极大地推

创造性的实践，也是最依赖创新激情的活动。因此，

动了我国科学技术工作走上正确健康的发展道路。

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及活跃的创新文化氛围，往往成

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中科院对国家

为创新的关键因素。创新文化是创新者的乐土和精神

先进文化建设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1979 年，时

家园。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创新事业激励创新文

任党组书记、副院长的李昌首次提出要加强“社会主

化。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观点，并于 1980 年 12 月在中央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科院科研

工作会议期间，专门致信邓小平，建议中央“在以经

的经费投入较之过去大有改善，科技实验的装备设施

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中，必须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要

条件与国外较先进的水准难分伯仲，科技人才的数量

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把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放在同等重

与质量处于历史最好水平。虽然，近年来中科院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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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果不断，包括一些带有原创性的重大创新成果，

新成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所内含的 3 种文化元素

令国人瞩目。但是，同时代及国家对我们的期待、要

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如果说，中科院当前的

求，同投入应该产生的创造效益相比，还是不能完全

创新能力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也是因为在文化上还

匹配。深层原因在哪里？时值中科院 70 周年诞庆，

存在创新的障碍。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应该追问的课题。如果这个问题

当前，在创新动力方面，价值导向失当，个人价

没有真正解决，要实现整体上的以跟跑、学习、模仿

值与国家利益发展失衡的情形时有发生，老一辈科学

为主向并跑、领跑、创新为主的战略转变，是很困难

家、革命者那样的家国情怀少了，精致的利己者多

的。反之，这个问题如果得到了有效解决，那将使新

了，有人甚至为了一己之名利，不惜践踏科学共同体

时代科技创新活动重获一笔新的巨大资源和动力。因

的法则，干出一些科研不端行为。在创新生态方面，

为，对科技创新而言，当经费、人才、设备的投入达

不利于创新要素的互动聚合，评价体系错位或不到

到相对满足的程度以后，由于边际效应的影响，必须

位，部门分割或壁垒加厚。在创新氛围方面，民主的

寻求新的资源和动力来源。良好的创新文化如果成了

空气有所稀薄，“官本位”有所加强，宽松包容性减

创新者的精神家园和栖息地，那么，就为新时代的科

小。科学与民主是一对孪生兄弟，彼此相得益彰。科

技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源支持及动力源泉。

学昌隆的地方，民主气氛一定浓郁；民主氛围浓厚

创新文化的核心理念是激励探索求新的科学精

了，科学和创新之苗才能健康顺利成长。如果一个科

神，必然要理性质疑，必然要科学批判，必须包容个

研组织缺乏民主氛围，拒绝不同声音，就难有真正的

性，容许失败；然而，这些元素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

科学繁荣与进步。

原本是稀缺的。创新生态是指各种创新要素（人才、

流走的是岁月，沉淀的是文化。值此中科院建

资源、信息等）在创新体系中开放互动的流畅状态。

院 70 周年之际，在盛庆中科院伟大成就的同时，从科

创新文化是维系创新生态环境的精神魂魄，创新生态

学文化的视角和深度，认真总结并反思中科院文化的

是创新文化得以存在的外部条件。以这样的规范和要

成就、经验，检视中科院文化的不足和问题，对中科

求来检视我们目前的科研环境，问题还是比较明显

院为国家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对中科院科技创新

的。事实证明，70 年来，中科院之所以能取得巨大创

的持续发展，都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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