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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
创新精神贯穿一生

钱学森（1911 年 12 月—2009 年 10 月），空气动力学、火箭专

家，系统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应用力学、

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及系统科学，以及中国

“两弹一星”研制等大规模科研系统工程等领域取得许多创新成就，

晚年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致力于构建体现中国科技自信的现

代科学技术体系。1989 年 6 月获得“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

科技与工程名人”称号，1991 年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

称号，1999 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入选 100 位新中国成立

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

就展”1970—1979 年英雄模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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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勇攀科技高峰

1935—1955 年，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和工作 20 年，他的科技创新实践

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技术科学层次。这是他一生科技创新实践的

第一阶段。

在这一时期，“科学和工程进一步走向紧密结合，形成了技术科学这

样一个介于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中间层次的学科。以空气动力学和工程

控制论等技术科学为指导的航空工业和火箭技术是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

胜利进程的最前沿科学技术”。钱学森师从国际应用力学领域权威冯·卡

门，始终如一地以推动航空和航天新技术的发展为目标，在空气动力学、

薄壳稳定性、火箭技术和工程控制论等方面取得了世界级的原创成果，

对提升航空技术水平及航空兵的战斗力，为世界正义力量最终赢得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留美期间，钱学森在空气动力学研究方面成果迭出，影响最大的是“卡

门 - 钱学森公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航空界已开始由低速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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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速飞行发展，制空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飞机的速度提出了越来越

高的要求。当飞行速度接近音速的时候，空气的可压缩性开始产生作用，

致使飞行阻力急剧增加，机翼抖振，甚至会使飞机突然丧失升力而急速

下坠，这就是著名的“声障”。如何改进飞机机身和机翼的外形以消除

空气的压缩效应对高速飞行的制约，成为航空学界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

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钱学森在冯·卡门的指导下，经过艰苦细致的研究，

于 1939 年提出亚音速气流中空气的压缩性对翼型压强分布的修正公式，

即著名的“卡门 - 钱学森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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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个公式可以计算出当飞行速度接近每秒 340 米的声速时，空气的

压缩性对机翼和机身的升力影响有多大，同时还可估算出该翼型的临界

马赫数。该公式发表以后，立即受到国际航空界，特别是空气动力学研

究人员和飞机设计师的青睐。在现代计算手段——电子计算机出现以前，

它一直是飞机设计师们公认的最好用、最准确的计算公式。“独到的见

解和原创性的贡献使钱学森在 28 岁时就成了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现代世界科技史册也因此留下了为数不多的中国人的名字”。

勇担中国导弹航天技术领导重任，开创系统工程
理论

从 1955 年回国到 1982 年退出一线领导岗位，这 17 年钱学森的科技

创新实践主要集中在“两弹一星”大规模科研系统工程上，属于系统科

学领域的工程技术层次。这是他一生科技创新实践的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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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就不能搞？

钱学森是中国系统科学的奠基人，在世界科学舞台上开创了独具特

色的中国系统学派，系统工程与总体设计部思想是钱学森毕生的追求。

1954 年，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一书英文版在美国问世，被公认为是

奠基性的权威著作，确立了钱学森在工程控制论这一学科的地位，书中

特别提出了“用不太可靠的元件可以组成可靠系统的理论”，这是钱学

森敢于向党和国家建议优先发展导弹航天技术的信心所在。钱学森回国

后在哈军工调研时，陈赓问钱学森：“我们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刚

从美国受尽屈辱地回来，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他很干脆地回答说：“中

国人怎么不行啊？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

他们矮一截？”陈赓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20

世纪 50 年代，钱学森高瞻远瞩，主持起草《建立我国航空工业的意见书》，

制定《我国地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提出我国卫星发展的“三步曲”，

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决策创建中国航天事业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钱学森作为中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在“两弹一星”工程上对中华民

族做出的历史功绩彪炳史册。邓小平同志曾说：“如果 60 年代以来中国

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

这样的国际地位……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

些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新中国由弱变强的标志，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振

奋人心、最为世界瞩目的事业。但钱学森本人却把自己的贡献看得很淡。

钱学森多次表明：“称我为‘导弹之父’是不科学的。因为导弹卫星工作

是‘大科学’，是千百人大力协同才搞得出来的，只算科技负责人就有几百，

哪有什么‘之父’？我做的只不过是党所领导的、有千万科技工作者参加

的伟大科研系统工程中的一粒小芝麻，真算不上什么。一切成就归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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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于集体！” 

成功了，功劳是大家的；失败了，我来担责

以导弹、卫星等航天科技为代表的大规模科学技术工程，既有科学层

次上的理论问题要研究，又有技术层次上的高新技术要开发，同时还要把

这些理论和技术应用到工程实践中，生产出产品来。如何把成千上万人组

织起来，以较少的投入，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高质量、高可靠的型号产品，

这不仅需要科学和技术上的创新，还需要一套科学的组织管理方法和超

凡的领导艺术。钱学森曾说，中国“两弹一星”工程成功实践的最重要

一条经验，就是把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解放战争时期大规模兵团作战

的成功经验运用到大规模科研系统工程的组织管理工作中。

钱学森手下最重要的 4 个副手是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

每到周日下午，钱学森都把“四大金刚”请到家里，讨论布置下周的工作。

钱学森总是让 4 位副手先发言，自己最后总结。钱学森说，如果大家达成

一致的意见，就由 4 位副手下去分别组织落实。没达成一致的，如果时间

允许，那大家回去继续研究，下周接着讨论；如果必须马上办，那就由

他根据大家的意见拍板决策。钱学森说：“最重要的就是一条，我决策

的由我负责。成功了，功劳是大家的；失败了，我来担责。”科学上的

民主集中是我们国家大规模科研系统工程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

钱学森在开创我国航天事业的同时，也开创了一套既有普遍科学意

义，又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与技术。在研制体制上是规划、研

究、设计、实验、试制和生产一体化；在组织管理上是总体设计部和两条

指挥线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实践已经证明了这套组织管理方法的科学性

和有效性。从今天来看，就是在当时条件下，把科学技术创新、组织管理

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综合集成创新，从而走出了一

条发展我国航天事业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的道路。如果说钱学森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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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技创新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技术科学层次，第二阶段大规模科研系统

工程的组织管理实践已经使钱学森的科技创新范围远远超出第一阶段的

自然科学领域，理论上的代表作是 1978 年与许国志、王寿云联名发表在《文

汇报》上的《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航天系统工程的成功实践，

不仅开创了大规模科学技术工程实践的系统工程管理范例，而且也为钱

学森后来创立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提供了雄厚坚

实的实践基础。

创立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

从 1982 年退出一线领导岗位到 2009 年离开我们，这 28 年钱学森的

科技创新实践主要集中在创立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提出了从定性到

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论，推动建立体现中国智慧中国科技自信的现代科

学技术体系。这是他一生科技创新实践的第三阶段。

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和综合集成方法论

退出一线领导岗位以后，钱学森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他最喜欢也最擅

长的科技创新工作中去，研究对象转向更为复杂的生命系统、社会系统，

以至客观世界整体。钱学森本人是集东西方文明精华得智慧的大成者。在

美国学习工作 20 年，使他深悉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艺复兴和工业

革命的资本主义文明，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优势，这是我们仍然要继

续努力学习和追赶的。但是，今天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复杂问题，从生

命起源、意识本质、大物质构造到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都不是以还原

论为基础的西方科学技术所能完全解决的。西方科学界认为“21 世纪是

复杂性问题的世纪”，现代科学技术亟须科学范式和方法论层次的突破。

钱学森在前两个阶段科技创新的基础上，依据系统学原理，将这种单纯用

还原论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定义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并创立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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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代表作是 1991 年与戴汝为、于景元联名发表在《自

然》杂志上的《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

自幼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回国后又在党的领导下创立了举世瞩目的

“两弹一星”事业，使钱学森清楚中华文明的整体论思维可以弥补还原论

的不足。在对社会系统、人体系统和地理系统 3 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

实践的基础上，钱学森和他的合作者提炼出了把还原论和整体论辩证统一

起来的系统论，即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这是科学范式和方法论

层次的原始创新，是目前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唯一可行的方法论。

综合集成方法是一套实践系统，其实践对象是复杂巨系统，实践方法是

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实践主体是总体设计部。综合集成方法

的理论基础是思维科学，方法基础是系统科学与数学科学，技术基础是

以计算机为主的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实践论和认识论。综合集成方法的实质是把专家体系、知识体系及机器

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个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与融合体系，是

人—机结合的信息处理系统，也是人—机结合的知识创新系统，还是人—

机结合的智慧集成系统。

建立体现中国智慧中国科技自信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钱学森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信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客观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因而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各项科学

技术也是普遍联系的，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普朗

克所言：“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整体不是取决于事物

的本身，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到化

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

被打断的链条。”

在 1991 年 10 月 16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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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后的答谢词中，钱学森袒露了自己余生的心愿：

“我有个打算，我的打算就是：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

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整个的知识体系，而这个

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

并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

图 1　钱学森 1994 年手绘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架构图，1996 年又增加了建筑科学

钱学森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对认识“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性”作

出了开创性贡献，他以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和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

方法论为指导，提出了体现中国智慧中国科技自信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系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居于顶端，既对科学技术

起指导作用，又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个体系在横向上包

括从各自不同角度研究整个客观世界的 11 个科学部门，纵向上打通了每

个科学部门从实践经验（钱学森称之为“前科学”）到工程技术、技术科

学、基础科学、哲学桥梁，直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道。钱学森说自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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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做到触类旁通是在懂得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以后”“我用了 70 年的学

习才悟到以上道理，太长了。能不能用不到 20 年就学到？可以的。用人—

机结合，用信息技术，用信息网络”。

人类社会系统是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在历史长河中遵循客观规律滚

滚向前，也受到科学、技术、战争、病菌等各种大事件的触发。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总体国

家安全观、国家治理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新基建”

等的提出；特别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是对国家制度和治理体

系的一次“大考”。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触发点，面向新时代、

针对新问题，我们需要从系统的观点和革命的精神来阐述钱学森思想对

当代的现实意义。

集大成得智慧。钱学森曾说：“社会主义中国要把全世界全人类的智

慧和精华统统综合集成起来。今天我们干的这个事情，是关系到中国的

命运，不但是中国的命运，而且是世界人类发展的大事情。我们将开创

一次新的文艺复兴，如果说第一次文艺复兴创建了资本主义文明，这次

新的文艺复兴将创建社会主义文明。同时，我国五千年辉煌的文学艺术

传统也将结合最新科技成果，发扬光大！”

创新思维 = 时代之问 × 大成智慧 × 坚定信仰

钱学森用自己一生的创新实践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钱学森

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著名的“钱

学森之问”，这也是创新之问！钱学森提出了此“世纪之问”，又用自己

一生的创新实践回答了“钱学森之问”。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面

对“钱学森之问”提出“创造力 = 知识 × 心智模式”的观点。结合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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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一生的创新实践和创新成就，我们勾勒出钱学森创新公式：创新思维 =

时代之问 × 大成智慧 × 坚定信仰。

钱学森的创新解决的是“时代之问”。创新离不开好奇心和想象力，

爱因斯坦说：“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是极度的好奇。”钱学森的好

奇心总是直面时代的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他总是紧跟时代的步伐，

解决现实的“大问题”。“卡门 - 钱学森公式”解决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

系统工程解决组织管理的技术问题；总体设计部直面当时“干部不懂技术、

科研人员不懂管理、大家焦头烂额”的大规模科学技术组织管理的体制

问题；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解决研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方法论

问题；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解决人类知识集大成得智慧的框架问题，为人

类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储备知识基础。

钱学森的创新使用的是“大成智慧”。创新离不开知识，爱因斯坦说：

“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记住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钱学

森用系统科学思想对人类的知识进行宏观研究，提出了关于现代科学技

术的体系框架。钱学森在各领域都有独到见解的创新都得益于打破框架，

融会贯通，娴熟使用此框架，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已经“活”了，真正成为“大

成智慧”，创新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智慧泉水。

钱学森的创新依赖的是“坚定信仰”。创新离不开价值取向，爱因斯

坦说：“在科学的殿堂里有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探索科学的动机各不相

同。有的是为了智力上的快感，有的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他们对建设

科学殿堂有过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贡献。但是科学殿堂的根基是靠另一

种人而存在的。他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

世界图像，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

来自激情。”钱学森是内在价值的驱动者，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没有一切为了祖国强大的坚定信念，创新便没有立足之本，在创新的路途

中就会被各种“新想法、新概念、新方法、新途径”所迷惑，走向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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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钱学森高度重视哲学的意义：“一个科学家，他首先必须有

一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掌握一个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这样，

他才能在任何时候都不致迷失道路；这样，他在科学研究上的一切辛勤

劳动，才不会白费，才能真正对人类、对自己的祖国作出有益的贡献。”

钱学森的一生是科学的一生、奉献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也是创新的

一生。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向党和国家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是“大学

一定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钱学森经常讲：“科学是不完善的。如果

科学真正是完善的，那就没有科学研究可做了……科学在于创新，在老

圈子里兜是没有出路的。”“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 !”

创新精神贯穿于钱学森的一生。

（撰稿：李明　贺兴华　汪涛　姚轶崭）

（致谢：本文第一部分参考引用了上海交通大学史贵全老师《人民

科学家对人类正义事业的贡献——钱学森在二战时期的科学成就》一文，

上海交通大学姜玉平老师为本文第一部分提供了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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