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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聂荣臻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杰出领导人，通过研究聂荣臻关于我国国防科技的地位

作用、发展道路、力量管理、发展重点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论述与实践，阐述了聂荣臻国防科技思想。回顾总结聂

荣臻国防科技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及现实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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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国防科技思想探析

聂荣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不仅为

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杰出贡献， 而且

在长期领导我国国防科技工作的实践中不断探索

前行，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和论断，形成了内涵丰

富的国防科技思想， 指导我国国防科技发展和武

器装备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

一、 在国防科技地位作用的认识上，强

调国防科技既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物质

技术基础，又能够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战胜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强大敌人， 有效维护

国家安全， 必须建立一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革命

军队， 而建立这样一支军队需要有坚实的物质技

术基础作支撑。 国防科技的发展和国防工业体系

的建立是武器装备建设的关键， 能够为维护国家

安全提供强大的物质技术支撑。 新中国成立后，美

国曾多次对我国进行核讹诈， 严重威胁我国的安

全。 对此，聂荣臻深刻指出：“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

们，就是因为我们落后。 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我们

就得尽快地前进，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1]。 他

还认为，中国人民有了核武器、火箭武器，就会发

挥更大的威力，就会成为保卫社会主义、保卫世界

和平的强大力量，敌人的核讹诈就彻底地破产了。
新中国成立后， 在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聂荣臻的

直接指挥下，我国积极发展国防科技事业，在较短

时间内突破了“两弹一星”技术，有效维护了国家

的安全，显著增强了国人的自信，极大提升了中国

的国际地位。
同时， 国防科技的发展不仅能够推动国防现

代化和国家的科技进步， 而且能够带动现代工业

技术的提高，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正如

聂荣臻指出的那样：“现代国防技术……不仅限于

国防， 而且可以带动和促进各门科学技术水平的

提高”[2]。 “国防工业的发展，对一切工业部门，特别

是冶金、化工、机械等部门，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促进国民经济中新产品、新技术的出现”[2]。 实践证

明，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国防尖端科技的发展，
有力带动了信息工程、系统工程、遥测遥控、复合

材料、能源资源等一大批相关领域学科的崛起，极

大促进了冶金、机械、能源、交通、电力、化工等传

统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

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二、在国防科技的发展道路上，强调既

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又要力争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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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充分利用国外科技成果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是国防科技工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也是我

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石和法宝。 聂荣臻多次

强调：“我们历来做任何事情， 都是以自力更生为

主，争取外援为辅，在科学技术上也应该如此”[2]。 他

曾经对一些搞国防科研的同志说：“谁也不可能把

最先进的东西交给别人， 这一点不但应该作为我

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制定国

防科研方针、政策、任务的依据”[1]。 新中国成立后

的国防科技发展，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
把立足点放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上。 正因为如

此，在苏联停止援助、撤走专家的情况下，我国的

国防科技事业仍然得到较快发展， 并逐步建立起

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 不仅成功研制了令国人扬

眉吐气的尖端武器， 许多常规武器的性能也得到

较大提高。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是闭关自守，也不是

排斥外援，而是要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尽可

能地争取外国的支援和帮助， 吸收外国的先进科

学技术成果和发展经验。 聂荣臻在写给周恩来、彭

德怀《加强我国研制导弹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我

们对导弹的研究制造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 力争

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

方针”[2]。 一方面，他紧紧抓住中苏关系融洽的有利

时机，亲自率领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谈判，积极

争取苏联的先进技术、 关键材料和设备以及专家

援助。 另一方面，要求相关部门利用各种途径，广

泛搜集外国研究资料，购买技术专利、元器件和先

进设备。 所有这些都对我国国防科技发展和武器

装备建设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在国防科技力量的管理上，强调既

要坚持集中领导、统一指挥，又要大力加强

协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国防尖端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是一个复杂

的系统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特别是对于基础相对薄弱的新中国来说， 必须坚

持集中领导、统一指挥。 在聂荣臻等人的建议下，
中央决定组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 成立

火箭、原子能、飞机、舰艇、电子设备、各种常规武器

等研究院，建设一批尖端和常规武器的试验基地，

以及情报资料、计量、标准、仪器仪表、化学试剂、
图书、计算机中心、风洞试验中心等服务机构[1]。 在

当时导弹、原子弹、现代高性能飞机和舰艇、复杂

的电子设备等完全处于空白状态的情况下， 这些

机构的成立， 不仅加强了国防尖端技术的研究力

量，提高了对国防科技力量的管理效率，而且形成

了相对完整的国防科研、试验和生产体系，为国防

尖端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 聂荣臻指出：“国防科学技术有它的特

殊性， 但它同整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是分不开

的，不去动员使用全国的技术力量，好多技术问题

都解决不了”[2]。 他还多次强调，在国家人才、物力

有限的情况下，必须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发挥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要像军事上的多兵种协同作

战那样进行研究、设计、材料、工艺、试制、试验、组

织生产等武器装备研发环节之间的大范围协作，
并采取适当的组织形式和措施， 保证协作的顺利

实现。 为此，他积极主张调整力量，改变“广种密

植”的协作方法，在中国科学院和五院、二机部分

别组成导弹、原子能两个核心协作网，加强尖端技

术攻关。 实践证明， 在国防科技相对落后的情况

下，适当集中力量，进行全国大协作，充分发挥制

度的优越性， 就能够实现许多国防关键技术的突

破。

四、在国防科技发展重点上，强调既要

把国防尖端技术作为军队现代化的重中之

重，又要坚持尖端与常规并举

把国防科技发展的重点放在哪里， 事关国家

科技发展的方向，对军队现代化具有战略意义。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党中央根据我国国情作出战略

部署， 坚持把发展国防尖端技术作为军队现代化

的重中之重。60 年代初国家经济极其困难之时，有

人主张只搞飞机和常规装备，不搞导弹、原子弹等

尖端武器，但聂荣臻仍然力主发展“两弹”。 他认

为，虽然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但是发展导弹和

原子弹的决心不应改变。 “我们国家人才、物力还

很困难，更需要集中力量突破一点”[2]。 针对国防尖

端技术发展过程出现的战线太长、 力量分散的问

题，他及时提出要以缩短战线、突出重点，并亲自

领导尖端技术攻关。 在物质资源缺乏、技术基础薄

弱、科研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克服重重阻碍，短短

几年内，成功试射了第一枚近程导弹，成功爆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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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 创造了我国国防尖

端技术发展的奇迹。
聂荣臻认为，在国防尖端技术尚未突破之前，

“无论应付局部战争或世界大战，我们还只能靠常

规装备”[2]，并提出“突破尖端，加强常规，建成一个

独立完整、配套齐全的国防工业体系，这是今后国

防工业建设的主要任务”[2]。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在

重点发展尖端武器的前提下， 大力加强常规武器

装备的配套建设，坚持尖端与常规并举，不仅使尖

端武器取得重大突破， 而且常规武器装备技术和

战术水平也得到显著提高， 走出了一条从仿制改

造到独立设计再到自行研制生产的发展道路，我

军武器装备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有效满足了各个

时期对武器装备的需求。

五、在国防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上，强调

既要加大科技人才培养力度，又要为科技人

才成长进步创造良好环境

人才是国防科技发展中最宝贵和最关键的资

源。 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科技素质高、 献身意识

强、结构合理并充满活力的国防科技队伍，对于推

动国防科技事业发展极为重要。 在长期领导我国

国防科技工作过程中， 聂荣臻始终高度重视国防

科技人才培养工作， 把能不能培养出大量又红又

专的优秀科技干部作为我国发展国防工业和国防

科技的一个根本问题。 为了培养更多的国防科技

骨干，他主张在当时的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

院、 清华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设立与国防科技和

武器装备发展相关的急需专业， 同时选派数千名

优秀学生分批送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深造，并

要求钱学森等老科学家尽可能为技术骨干授课，
大力加强岗位培训。 通过这些措施，国防科技战线

培养出了一批科技精英， 为攻克国防科技难关提

供了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在坚持大力培养的同时，为了吸引、保留优秀

国防科技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聂荣臻倡导要为科技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他强调， 在政治上要把广大科技人才作为推进国

防科技事业最可依赖的基本力量， 各级领导和管

理人员不能干扰和影响他们的专业研究， 要保证

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时间。 在业务上要全心全意

依靠他们，既要鼓励成功，更要宽容失败。 “凡有发

明创造和研究成果，都要登记汇集，对于做出这些

成果的集体和个人，要给予奖励”[2]。 对遇到挫折的

技术人员和工人， 要鼓舞他们的信心，“帮助他们

总结经验教训，支持他们继续进行新的尝试，一直

到技术难题解决为止”[2]。 在生活上要时刻把科技

人才的冷暖放在心上，千方百计为他们排忧解难，
让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做好业务工作。 在国防科技

事业初创时期和“两弹一星”攻关阶段，正是这些

政策措施激励着数以万计的顶尖科技人才响应党

的号召，默默投身于戈壁沙漠、边远山区、茫茫草

原，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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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ie Rongzhen is the main founder and prominent leader of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This paper studies Nie’s comments and practice on the role of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s developing path, resource management, key areas and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Reviewing Nie’s national defense sci-
ence and technology thinking does not only have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but also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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