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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追忆了与两院院士师昌绪交往的经历，介绍了师昌绪院士接受《科技导报》约稿、采访并发表卷首语、采访稿的情况，简述

了师昌绪院士在《中国机械工程技术路线图》新书首发式上的发言，从中可管窥师昌绪院士对中国基础研究、机械工程技术发展
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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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minisces the association with academicians Shi Changxu, recalls the incidents that Shi Changxu accepted the

request for manuscripts and the interview with publishing of foreword or interview paper by " Science & Technology Review ". It also

describes briefly the speech at the launch of the book“Technology Roadmaps of Chines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 which, one can
learn Shi Changxu's insights deeply in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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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 10 日 7∶07，中国高温合金研究的奠基人、材

叫金昌绪，
《全唐诗》仅存他《春怨》一首五言绝句：
“打起黄莺

料腐蚀领域的开拓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特邀顾问、

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这首诗运用层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师昌绪院士因病在北京逝世，享

层倒叙的手法，描写了一位青年女子对远征辽西丈夫的思

年 96 岁。

11 月 10 日下午 4∶00 左右从同事吴晓丽博士发来的短信

得知师老去世消息时，我正在北京远郊的爨底下景区度假。
秋风瑟瑟，落叶纷纷，流水呜咽，日落草黄，伤感之情不禁涌

念，构思奇巧，别具一格。据此，我给师老制作的谜面是“效
法唐诗《春怨》作者”。谜底被揭开后，师老高兴得眼睛眯成
一条缝，不停地用手抚摸光亮亮的脑壳呵呵直笑。
那一年的上半年，师老经常来找王越校长商谈工作。从

上心来。

他们的交谈中得知，师昌绪、张光斗、王大珩、张维、侯祥麟、

京理工大学校长王越院士邀请了 40 多位院士夫妇来校联谊，

院批准，作为中国工程院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师老需要与

我是 1994 年认识师昌绪先生的。那年春节前夕，时任北

罗沛霖 6 位院士联名上书创建中国工程院的建议已得到国务

师昌绪先生携夫人郭蕴宜一同光临。作为联谊会的组织实

筹备领导小组成员王越院士商谈组建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

施者，为了活跃现场气氛，我特意在节目演出期间安排了猜

等事宜。76 岁的师老神旺体键，满面红光，精神矍铄，每次都

灯谜活动。所有灯谜都由我用到会院士及其配偶的姓名做

是从中关村家里徒步往返北京理工大学，从来都不让我们校

谜面，如“给小苗浇水——叶培大”，
“ 红外线夺冠——朱光

长办公室安排车辆接送。

亚”“
，勾践（秋千格）——王越”等。
给师昌绪院士出灯谜费了我很多心思。唐代有位诗人

时光冉冉，光阴似箭。2004 年 9 月，我在海南博鳌参加第

6 届中国科协学术年会时，又见到了应邀参会的师昌绪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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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此时我已调任科技导报社副社长、副主编，抽空拜见了
师老，请他为《科技导报》
“卷首语”栏目赐稿。已是耄耋高龄
的师老告诉我，他一直很关注《科技导报》，答应就加强基础
研究工作问题专门为本刊写篇文章，并表示一旦思考成熟即
成文交稿[1]。2005 年 5 月，在我快把约稿之事忘记的时候，师

液学专家王振义院士在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一同获颁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本刊记者李娜专门采访了他（图 2），
《科技

导报》2011 年第 2 期“本刊专稿”栏目发表了“睿朴儒家师先

生”采访稿[3]。重读这篇专稿，师老的音容笑貌再次浮现在我
眼前。

老寄来了他撰写的题为“是到了该重视基础研究的时候了”
稿件。这是一份钢笔书写的手稿，师老工工整整写满了 1 页
A4 纸。

师先生在论述基础研究重要性时写道：
“ 基础研究不仅

是高新技术的源头，而且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最佳途径，……
基础研究又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和培育先进文化
的重要基础，……重视基础研究有利于克服我国当前科技界
的急躁情绪，扭转我国当前科技界的急功近利倾向。”[2] 他认
为：
“ 目前，我国有些政策是不利于基础研究工作的，如科研
评价体系、奖励制度、经费分配、项目申请等，具体表现在自
然科学奖高档奖获奖数量的减少，真正从事纯数学和物理的
院士候选人数下降。因为大的环境不允许这些领域的科学
家们静心坐下来，长期地、系统地从事不能很快产生经济效
益的工作。从长远来看，这种状况将使我国科学技术的持续
发展存在不小的危机。”[2]师老的文章在《科技导报》2005 年第
8 期发表（图 1）后，在科技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许多报刊纷
纷转载，著名水利学家张光斗院士还两次致函《科技导报》表
示支持，并专门就师老的观点发表自己的补充意见。10 年过
去了，师老的这篇文章现在读来仍然振聋发聩，令人警醒。

图2

师昌绪院士接受《科技导报》采访（摄影/严佳君）

我最后一次见到师昌绪院士是 2011 年 8 月 30 日。这天

下午，我供职的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中国机械工程技术路线图》新书首发式。会上，93 岁高龄的
师老即兴发言，大声呼吁：
“ 中国需要真正的制造，要从制造
大国变为制造强国。”

由包括路甬祥院士在内的 100 多位机械工程专家编著的

《中国机械工程技术路线图》，系统阐述了面向 2030 年中国机
械工程技术发展的五大趋势和八大技术问题，对未来 20 年机
械工程技术发展进行了预测和展望。作为战略科学家，师昌

绪老先生对我国机械工程技术现状保持着极为清醒的认识，
并发表了颇为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尽管我国制造业的规模
和总量已跻身世界前列，但发展模式仍然比较粗放，技术创
新能力薄弱，产品附加值低，总体上大而不强。他特别指出，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可称为制造强国有 4 个标志：第一，
“极大”
和“极小”的产品都要在机械制造上能够实现；第二，制造出

来的产品应该是高精密、长寿命、高效益和智能化的；第三，
相关领域的科技人才在国际上应有重要的显示度；第四，拥
有大量的发明创造和真正的科技创新 [4]。会上，师昌绪院士
直言相告：
“如果这 4 个标志达不到，我认为中国是不能称为
制造强国的。”

如今，师老已驾鹤西行，但学者风范犹存，智者警言犹
鸣，吾辈当奋发作为、努力拼搏，
以不负先人厚望、长者寄托。
谨以此文纪念并哀悼德高望重的师昌绪院士。
图1

师昌绪院士在《科技导报》发表
“是到了该重
视基础研究的时候了”卷首语

师昌绪在国际材料科学领域享有很高声誉，领导开发了
中国第一代空心气冷铸造镍基高温合金涡轮叶片，倡导并参
与创建中国工程院，对中国科技政策的制订及科技机构的设
置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2011 年 1 月 14 日,师老与内科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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