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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春天是这样到来的
本本报报特特约约撰撰稿稿顾顾迈迈男男

1978年的春天到来了。
中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郭沫若以诗人的豪情

吟诵道：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
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科学的春天，
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当时，郭沫若重病在身，他原想坐着轮椅参加
当年 3 月 18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科
学大会，人们怕他支持不住，劝阻了，而他还是在
闭幕大会上作了准备已久的题为“科学的春天”的
书面讲话。

他在这篇恐怕是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的讲话
中，饱含深情地预言：“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
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当年，我作为新华社负责科技报道的记者，亲
历并记录了这年春天前后中国科技界发生的许多
重大事件，并采访报道了与“科学的春天”有关的
领导人和一些著名科学家。现在，时隔 40年，回想
起来，仍能感受到那年春天浓浓的、生机勃勃的气
息。

邓小平严肃地说：“知识分子的

名誉要恢复”

讲述在科学的春天里发生的故事以前，要从
一年前的秋季讲起。

在这之前，几经沉浮的邓小平被时代的大潮
推向历史的前台，“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结束了，
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变化
一直持续到今天。

我有幸近距离采访这位变革时代的伟人，是
在他复出的这年秋天。

邓小平复出后，首先请几十位中国著名科学
家和大学教授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天天面对面
地认真听取科学家和教授们对恢复和发展中国科
学和教育事业的意见、建议，这就是史上有名的
“8·8座谈会”。

这年的 8月 4日，我随 33位科学家和教授们
走进大会堂的四川厅，大家刚在沙发上坐下，邓小
平就满面春风地走来了。

从这年的 8 月 4 日起，他每天上午 8 点半准
时到会，中午稍事休息，下午又来到大会堂参加座
谈会，晚上直到掌灯时分才离去。

这是一次畅所欲言的座谈会。会上，科学家和
教授们提出：“四人帮”把科学和教育战线新中国
成立后的 17年说成是“黑线为主”，大批科学家和
教授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严重地
挫伤了科学家和教授们的积极性，阻碍了科学和
教育事业的发展。

人们争先恐后地发言，有人建议高等学校应
尽快恢复招生考试制度，有人呼吁关心和改善教
师和科技人员的生活待遇，有人主张立即恢复每
周 5/6的时间搞科研……

邓小平认真地听取人们的发言，他说：“我看，
17 年的主导方向是红线。17 年中绝大多数知识
分子无论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大都是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如果对 17年不
做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
了。”

座谈会上，邓小平还谈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问题。

他说：“‘四人帮’制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
(注：‘四人帮’把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
徒、特务、走资派之后，污蔑是‘臭老九’)。‘老九’并
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就是好人嘛，错就
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这
就对了。”

谈到这里，邓小平严肃地说：“知识分子的名
誉要恢复。”

座谈会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茶话
会，招待与会的科学家和教授们，他在会上发表了
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科学家和教授们尽快从“四
人帮”制造的阴影里走出来，积极投身到重建国家
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工作中。

冬去春来。转眼间 1978年的春天来临。
3月 18日，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

的数千位科技人员，怀着热烈期盼的心情，前来参
加全国科学大会。

“同志们，我们今天能够举行这样一个在我国
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就清楚地说明‘四人帮’肆意
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
复返了！”邓小平的话音刚落，场上立即响起了雷
鸣般的掌声。

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他说，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

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

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言外之意知识分
子不是“臭老九”。)

随后，他又谈了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研
队伍等问题。

陈景润：“特别感谢新华社记者

对我的帮助”

大会日复一日地进行着，代表们纷纷登台发

言，热烈称赞大会的召开。一天，数学家陈景润
也走上主席台，他在讲话中说：“我只不过是攀
上了科学的一个小山包(注：指研究哥德巴赫猜
想)，就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这里我要
特别感谢新华社记者对我的帮助。”(注：在这
之前，新华社记者曾通过参考报道多次谈了陈景
润的处境，以及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取得的成
就，希望有关部门关心他，给他治病(结核病)。

当时，医院多次给中科院数学所发出有关他的病
危通知。因此，参考报道以后，他的情况受到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处境也因此得到了改
善。)

全国科学大会期间，有件事情使我终生难忘，
那就是邓小平、方毅等国家领导人极为认真的工
作精神。

全国科学大会开幕那天，我来到人民大会堂
的西休息厅，请方毅同志审阅邓小平同志在开幕
式上的讲话摘要。

“你跟我来！”方毅同志明白了我的来意后，就
从西休息厅里匆匆走了出来，他快步在前头走，我
在后面紧跟，我们来到另一个休息厅，见到邓小平
同志后，方毅大声说：“邓副主席，新华社的小顾同
志请您审阅一下您的发言稿。”

我随即把邓小平数千字的讲话摘要递给了方
毅，这时，服务员见大家都站着，随即搬来了椅
子。

“不坐了，不坐了，坐得太久了。”邓小平同志
说。

随后，方毅便抖擞起精神大声地朗读起来，邓
小平同志始终站着认真地听方毅朗读，直到听完
了数千字的稿子。

“可以嘛，我看可以！”最后，邓小平说。
方毅同志随即把讲话稿递给了我，说：“小顾，

发吧！”如今，两位领导同志都已经过世。当年，他
们的音容笑貌、平易近人的作风，长久地铭刻在我
的记忆中，铭刻在那个难忘的春天的记忆里。

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我个
人体会，他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是“8·8 座谈会”讲
话精神的继续和发展。他再次从理论和实践上，用
马列主义的观点，澄清了“四人帮”搞乱的一些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 中关村的灯火》见证科学家迎

接春天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讯息传开之后，科学和
教育界一片欢腾。根据大会精神，会后，中国科学
院立即恢复了技术职称的评定工作。第一批被评
上高级职称的有陈景润(正研究员)，提升为副研
究员的有杨乐、张广厚等。在这同时，中青年科技
人员也立即享受科研津贴。

被“四人帮”解散了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也迅
速地重建起来，国家重新颁布了发明奖励条例，科学
院和高等院校(在这之前已恢复高考)开始招收研究
生，科学院一系列研究所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各个研
究所实行每周 5/6的科研时间后，多年来暗淡无光
的北京中关村各个研究所里又亮起了灿烂的灯光。

在那些日子里，我曾接连几个晚上同新华社
国内部的傅军同志到北京中关村的各个研究所参
观、采访。所到之处，热气腾腾。

在计算技术研究所，实验室的灯光照得如同
白昼。

“我们要用跑短跑的速度跑长跑，快速发展计
算机科学，哪怕日夜连轴转，也要把‘四人帮’耽误了
的时间抢回来！”一位正在工作的研究人员说。

在春寒料峭的夜晚，我们朝着有灯光的地方
走，访问了一个又一个研究所。

一天夜里，我们在数学研究所的图书馆里见
到了数学家陈景润。“文革”中，他研究哥德巴赫猜
想研究得入了迷，一天夜里，正望着自己的计算结
果出神时，突然闯进来一群人，质问他为什么深更
半夜还亮着灯，怀疑他是不是在搞“反革命”活动。

造反派说：“宁要社会主义的星星点点，不要
资本主义的灯火辉煌。”在那个年月，深夜谁家的
窗口亮着灯，谁就要倒霉。

“现在不怕了。党和国家带领我们向科学技术现
代化进军，夜间加班加点是常事，党和人民赞扬和鼓
励我们，因此，中关村的灯火越亮越多，越辉煌！”

那天夜里陈景润带我们参观了图书馆，他感慨
地说：“这里同粉碎‘四人帮’以前的情形大不一样了，
现在你们看，门庭若市，那时，这里常常就只有两个

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图书管理员。”他笑着说。
在科学的春天里，各个研究所都出现了许

多挑灯夜战的动人景象。有些研究人员把铺盖
搬到了实验室，每天工作到深夜，工作起来不分
上下班，把一切可以挤出来的时间都用来搞科
学研究，常常是带上两个馒头，一干就是通宵。

著名数学家关肇直当时已是快 60 岁的人
了，仍每天工作到深夜，人们劝他休息，他却说：
“余年不多了，更要加倍努力！”

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文革”中被造反派
赶出实验室，让他打扫厕所。我见到他时，他也
与灯火为伴。他说：“一分时间，一分成果。对科
学工作者来说，就不是一天 8小时，而是寸阴必
珍，寸阴必争！”

过后，我们写了通讯《中关村的灯火》，新华
社播发后，报纸广泛刊登。

李政道丁肇中感知祖国的春天

春天的气息传到海外。许多著名的华裔科
学家也坐不住了，纷纷来中国或讲学，或进行学
术交流，对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都不再做旁观
者。其中就有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和丁肇中。

1979 年暮春 5 月，来自全国 33 个科研单
位、78 个高等院校的数百名研究生、教师和科
研人员齐集北京科学会堂，听李政道讲学。在长
达 7周的时间里，天天座无虚席。

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李政道越过太平洋，
不远万里来中国讲学，共讲授了统计力学和粒
子物理两门课程。

在国外，每年他平均只讲 28-30 个小时，
这两门课程一般要讲两三年。这年，他感到中国
实现四个现代化急需科技人才，决定用两个月
的时间讲完几年的课程。

1979年 4月 15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时，
他的夫人秦惠说：“政道变了。政道过去对这类
事(指组织和联系工作)从来不感兴趣，去年为
了给中国培养高能物理人才，在 4 个月的时间
里，他亲自打了很多很多长途电话，联系培训问
题，别人都说政道变了，就连讲课政道也变了，
过去他从来没有这样集中讲过。”

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在北京科学会堂
访问了李政道。那天，他刚从讲台上走下来，在
休息室里，他一面往嘴里含润喉片，一面用嘶哑
的声音回答我的提问，当我问他为什么会发生
上述变化时，他兴奋地说：“我感到，大家都被中
国的四个现代化推动起来了，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不应该袖手旁观。”

这年秋天，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也来中国
讲学。他因发现 J粒子获得 1976年的诺贝尔物
理学奖，他是继李、杨之后，第三位获得诺贝尔
奖的华裔学者。

一个晴朗的秋日，我在北京饭店访问了丁
肇中，当时，他看起来很年轻，不像 43岁的人。

见面后，丁教授热情地和我握手。当我对他
和他的小组找到胶子存在的证据表示祝贺时，
他笑着说：“最值得祝贺的事情，是中国人民决
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访问快结束时，我请丁教授谈谈自 1975年
以来 4 次访华的印象。他说：“1975 年来时，在
北京和科学家们谈了谈。那时，没有人谈科学。
科学家们都处于恐怖状态。1977 年来访，科学
家们兴奋地告诉我，他们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这
次回来，见到高能加速器(即北京正负电子对撞
机)的预制研究已经开始，慢慢地也有个计划，
大批留学生、研究生、访问学者也都派出去了。
情况和几年前相比，大不一样了。”

邓小平：“任何时候，中国都必

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

也是在 1978年春季的一天，中国科学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的几位年轻人，忽然出现在我工
作的北京三里河河边的抗震棚里。(注：唐山地
震后，我在国家地震局采写震情参考报道，供党
和国家领导人指导抗震救灾参考。)说明来意
后，他们交给我一封由著名物理学家张文裕等
十几位科学家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件。在信中，科
学家们叙述了世界各国高能物理以及高能加速
器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殷切希望党中央能够关
注这门尖端科学，积极筹措资金，调集人力物
力，尽快建造出中国的高能加速器。

随后，我把科学家们的来信交给了当时新
华社的负责人。他们很快便报送给了邓小平等
国家领导人。在这之后，我又通过参考报道帮助
高能物理研究所要回了他们现在北京玉泉路的
所址(“文革”中被部队占用)。

BEPC(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英文缩写)
从此启航。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上马以后，科学
家们用“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来形容兴奋的心情。

中国的大科学———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历时 10 余年，于 1988 年 10 月 16 日凌晨 5 点
56 分，首次实现了低亮度下的正负电子对撞。
消息传开，立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国内外的著名科学家纷纷发表谈话，认为
这是中国科学发展的伟大进步，是中国高能物
理发展的里程碑。

1988 年 10 月 24 日 9时 40 分左右，邓小
平等来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向
参加工程建设的人们表示祝贺。

“任何时候，中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
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 60
年代中国没有研制出原子弹、氢弹，卫星上天，
我们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高科技的
发展和成就，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能力，也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在场的科学家们听了邓小平的讲话，抚今
追昔，感慨万千。当年冒着风险从美国归来，全
身心投入建造高能加速器的著名物理学家张文
裕，这天也坐着轮椅来了，听着听着，这位已经
失去语言表达能力的科学家，泣不成声。

时光飞逝。进入 21世纪后，北京正负电
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不断传出好消息。实验室
负责人兴奋地对我说，经过努力，国家又投入了
20亿人民币，对撞机的性能提高了 100倍。北
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获得 2016年度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眼下，位于北京西郊八宝山附近地层深处
的中国第一台，也是唯一的一台高能加速
器———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正年复一年昼夜
不停地运转着。它吸引了全世界的科学家不远
万里前来做实验，或是进行学术交流。

它的故事，也是从那个日出江花红胜火的
春天开始的。

1978 年，中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郭沫若以诗人的

豪情预言：“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

来了。”

当年，新华社负责科技报道的记者，亲历并记录

了这年春天前后中国科技界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并

采访报道了其中有关的领导人和一些著名科学家。时

隔 40 年，我们随着本文一同追忆过往。

■作者小传：
顾迈男：1931 年 11 月出生于山东章

丘。上世纪 50 年代进入新华社，自 1962

年起担任专职科技记者，先后任编辑、记

者、主任记者和高级记者。已经出版的著

作有：《华罗庚传》《丁肇中》《非凡的智慧

人生》《回忆我采访的科学大家》《炎黄之

光——— 顾迈男科技新闻通讯选》等。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

①① 1978 年全国科学
大会期间请小平同志审
稿。

②② 1984 年在高能物
理研究所请著名物理学家
李政道审稿。

③③ 1992 年在欧洲核
子研究中心(CERN)地下隧
道里采访著名物理学家丁
肇中(左)。

照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①①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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