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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军人钱学森
###写在钱学森同志诞辰百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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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黑白老照片!定格了一个弥足珍贵的历史瞬间#

照片上!一位慈祥的老人!身着戎装!面带笑容地向

周围的人们致以军礼#

他!就是钱学森#

那一天是
!%'$

年
"

月
*

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科

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钱学森登上中国航天远洋测量船!

看望慰问刚刚从南太平洋执行中国首枚洲际导弹发射测量

任务凯旋的船员们#

迄今为止!这是钱学森戎马生涯中留下的唯一一张敬

军礼的照片#

这张照片!也向人们展露了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另一个

本色身份***共和国军人#

军人使命"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把国家利

益举过头顶

!!

一个军礼!一个瞬间!转眼过去
)!

年#

就在钱学森敬这个军礼的那年!美国合众国际社这样

写道"$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他研究的火箭!正在使

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



%$

!!!

一个地方的国家#%

其实!对于钱学森的价值!早在
!%*$

年!美国时任海军部副部长金贝

尔就曾说过这样一句 $名言%"无论在哪里!一个钱学森都抵得上
*

个海军

陆战师- 那个时候!在整个朝鲜战场!美军的地面兵力是
-

个师#

这名美国军人用职业眼光的换算!正应了中国那句话"三军易得!一

将难求-

在美国人眼中!钱学森是 $最优秀的火箭专家%#现代火箭!对于中国

意味着什么. 他们不难想象#因此!美国千方百计阻挠他回到祖国!将他

软禁整整
*

年//

事实证明!金贝尔是有远见的!但他还是远远低估了钱学森的价值!

他那笔账算得并不精明***

新华社对外公布的 +钱学森同志生平,中!概括总结了钱学森对我国

国防科技事业贡献卓越的
!!

项 $第一%***

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中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 $两弹结

合%试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发射!中国第一艘核动力

潜艇!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次潜艇水下发射导弹//

这些 $第一%!划时代地改变了中国!也划时代地改变了世界-

这!几乎是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

传奇的起点!可以追溯至
!%**

年钱学森回国不久与陈赓大将在哈军工

的那次深夜促膝长谈#

陈赓大将问"$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钱学森果断地回答"$有什么不能的. 外国人能造出来!我们中国人同

样能造出来#%

陈赓大将说"$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在历史的回音壁里!这段经典对话至今在我们耳畔轰鸣作响#从此!

钱学森这个名字与新中国的国防大业紧密相连#

第二炮兵原司令员李旭阁将军至今难忘!

!%*"

年元旦!他第一次听钱

学森介绍导弹武器#会场座无虚席!满堂高级将领!唯有李旭阁年纪最轻!

职务最低!佩戴少校军衔#讲台上!钱学森饶有意味地说"$中国人完全有

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的军种!

名字可以叫 (火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队#%

创新年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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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学森预言了这支部队的诞生和成长#但他没有料到的是!当年聆听

他讲课的那位年轻少校!几十年后会成长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司令员#

!%%!

年
!$

月
!"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颁奖仪式#国务院和中

央军委联合授予钱学森 $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 $一级英雄模

范奖章%#

这两种荣誉同时授予一个人!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引人瞩目的是!在此之前! $一级英雄模范奖章%授予的都是战斗

英雄#

作为一名军人!这是最高规格的荣誉#钱学森当之无愧#毫无疑问!

他是英雄!他是战斗英雄!他是战斗在为中华民族砺剑铸盾特殊战场上的

大英雄-

#$$%

年
!$

月
!

日!国庆
"$

周年大阅兵上!中国战略导弹方阵气势磅

礴地驶过天安门广场#

车辚辚!长剑行#这一刻!你是否想到!

*&

年前的中国!除了钱学森

几乎没有人见过导弹.

可是!这一刻!他已垂垂老矣!只能躺在床上看着电视上的大国长剑#

)$

天后!

%'

岁的钱学森走了#

他走得没有遗憾***作为一名共和国军人!他兑现了自己对祖国做出

的承诺!他亲手打造的大国长剑!在忠实地守护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

军人风骨"无论什么时候!他的腰杆都是挺得笔直

钱学森是何军衔. 流传过这样一个说法***

!%*-

年!钱学森作为科技顾问随聂荣臻元帅访问苏联#苏联方面以他

不是军人为由!不准他参观导弹#为此!中央军委紧急决定!授予钱学森

中将军衔#

关于这个故事!钱学森晚年曾亲口对秘书涂元季说"$这是误传#%

不过!他的履历中明确记载"

!%-$

年
"

月!中央军委任命他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当时!国防科委是统管国家和军队

尖端武器装备建设的领导机关!第一任主任由聂荣臻元帅兼任#

钱学森尽管没有军衔!却是指挥国防科技战线千军万马的将星北斗-

文章作品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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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的钱学森还没穿军装!一介布衣

的他麾下少将&大校&上校比比皆是#然而!这些在枪林弹雨中闯过的将

士!无不敬佩他的品德和学问!无不惊叹他率领那支科技大军在极其艰苦

岁月中的 $长征%#

为了那声 $东方巨响%!钱学森的脊梁和共和国军人一样!傲雪挺立#

原东风试验基地工作人员周?文至今难忘***

$无论什么场合!钱学森腰杆都是挺得笔直的!风纪扣从来都是扣得严

严的#%$那时!基地条件特别艰苦!他和普通官兵一样喝又黄又涩的水!

蘸着咸盐!吃掺着沙枣叶的窝窝头#% $有一次导弹发射试验时间推迟!他

在临时指挥所将两个木板凳拼在一起当床睡在上面!那天还特别冷//%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当今天的孩子们吟诵这首描写

古代将军行军打仗的诗歌!他们不会想到!在那个朔风呼啸的寒夜!一名

世界级的大科学家睡在军帐里!别说狐裘和锦衾!连张行军床也没有-

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祖国!为了迎接那声 $东方巨响%!钱学森与官兵

风餐露宿!转战大漠#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回忆说"

$当时!我只知道他是在搞火箭方面的事!具体干什么根本不知道#他从来

不跟家里人谈自己的工作#那些日子!他经常去外地出差!十天半个月见

不着面!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只知道在中国-%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人民军队缔造者毛泽东对于这支军队的评

价#人们钦佩地看到!钱学森身上有这种风骨-

我国首次导弹和原子弹 $两弹结合%试验中!核弹头与导弹对接&通

电高度危险#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

年!苏联曾发生过这样的悲剧***一枚洲际导弹发射时不慎爆

炸!在现场指挥的苏联战略火箭军总司令涅杰林元帅等
!$$

多人全部身亡#

最危险的燃料加注开始了!核弹头高悬在导弹顶部#不顾众人劝阻!

钱学森陪着聂荣臻元帅坚持在现场坐镇指挥#

时任导弹加注分队长的莫佩德回忆当时情景说!刚开始有些紧张!但

转头看到聂帅和钱老就在十几米外的地方看着我们!心里就不怕了#

$儒雅的钱学森!和身经百战的共和国元帅一样!有一颗英雄虎胆-%

谈到钱学森的胆量!人们依然难忘***

美国当年进行两弹结合飞行爆炸试验!是在海外#苏联!则是在荒无

创新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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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烟的西伯利亚!中国条件不允许"一旦原子弹被意外引爆"就相当于我

们在自己的头顶上扔下一颗原子弹#

钱学森"面临着空前的难题$空前的压力%%

今天"一切都已成追忆!人们记住了他举重若轻的一句话&'困难像老

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

人们相信这样的话&没有钱学森的胆量和气魄"中国的国防现代化恐

怕要推迟很多年#

军人目光&无论什么时候"他的眼睛总是凝望未来

有关钱学森一个 '道歉(的故事耐人寻味)))

!"#$

年
%

月"'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升空"举国欢庆!钱学森却

在总结会上对大家说&'我愧对大家了"中国的人造卫星应该是世界上第三

个国家"现在排在了第五"落在了日本之后%%(

人们没有想到&把中国第一颗卫星送上太空的大功臣"竟然在万众欢

腾的时候 '作检讨(!掂量这番话"人们发现了钱学森的又一个特质)))他

的眼睛总在看着世界"看着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看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忧

患%%

今天"钱学森离开我们两年多了!翻开他的著作 *创建系统学+"人们

惊讶地发现"钱学森晚年所做的研究工作"目标竟然瞄准
&$%"

年!

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周年!

智者图强于未来"钱学森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战

略家!

早在
!"%"

年
!&

月"钱学森就提出将来可以设计出一种 '火箭客机(!

这一设想后来变成了现实)))美国据此制造了航天飞机!

漫漫半个世纪"钱学森组织中国导弹发展规划"提出系统控制论"发

展航天飞船%%钱学森那双深邃的眼睛"似乎总能比常人看得更远$更深!

'中国军队信息化建设的方向是由钱学森同志提出的!(总装备部科技

委副主任卢锡城对记者说"

!""!

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钱学森就指出&

要充分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

!""'

年"钱学森进一步提出
&!

世纪战争形式"要发展打信息化战争的

文章作品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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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并且建议 '无论如何要把信息化军队建设这个问题研究清楚"这是

目前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国防建设的方向就不明

朗(!

这一年"钱学森已
(%

岁高龄"已经退居二线整整
!)

个年头!他那双

眼睛"依然是清澈的"并没有被时光的研磨变得浑浊!

)))他在深情地看着"他在看什么,

他关注着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聂荣臻元帅的女儿$曾担任国防科工

委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聂力回忆说"退下来的钱学森仍然不断通

过书信与她保持着联系"有一次半个月就写来了两封信!

一次"钱学森看到一份关于军民结合的报告后"立即写信给聂力!他

认为"在军民结合问题上"除了平时对国民经济发展尽可能地作出贡献外"

还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战争与生产的问题"二是战争动员问题!他明确

提出"这是 '联系到仗怎么打和用什么武器的根本问题(!

今天"聂力如此感慨&'钱老的这番理论思考"不就是我军目前正在深

入推进的军民融合战略吗,(

)))他在深情地看着"他在看什么,

他关注着中国军人的素质!上世纪
($

年代"他曾提出我军人才方阵的

学历架构&军长为博士"师长为硕士"团长为学士!当时"这一设想近乎

神话! '如今"中国军营人才济济"博士将军$硕士旅团长已经不罕见!(

我军著名计算机工程和人工智能专家李德毅这样说"'再看看我们航天控制

中心那些朝气蓬勃的
($

后"他们都是在钱老的目光中成长起来的#(

)))他在深情地看着"他在看什么,

他关注着新装备的进展!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一次参观飞机制造厂!

回来后"他将所见所闻告诉父亲!钱学森马上问儿子&飞机发动机是放在

翅膀底下"还是机身里头, 有几个, '这都是行话!(钱永刚感慨地说&'每

当说起这种事"父亲都很关注!(

)))他在深情地看着"他在看什么,

他关注着共和国千千万万的士兵!看到海军驻南沙群岛官兵生活艰苦"

他建议有关部门研制海水淡化装置-看到我军高山哨所$雷达站执勤困难"

他写信提出研制 '自动化无人的岗站来解决(%%

如今"*钱学森书信+出版了"共
!$

卷"收录的是
!"''

!

&$$$

年期间

创新年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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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写的
))$$

多封书信!记者翻阅这本沉甸甸的书信集"每一封信中最常

见的字眼是 '将来(!

陪伴了他
&*

年的秘书涂元季说&'钱老晚年不提过去的事情"不写回

忆录"他常说我没有工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军人品格&无论什么时候"他心里事业最重"名利最轻

这是关于钱学森的一个猜想)))

前不久"美国苹果电脑公司
+,-

史蒂夫.乔布斯去世"互联网上关于

'乔布斯有多少钱(的 '求证(连篇累牍!有人也在猜想&钱学森"一生对

祖国$对人民功高盖世"那么他该有多少钱,

毫无疑问"不谈在物质待遇丰厚的美国"钱学森即使回到中国也应该

'很有钱(!鲜有人知"早在
!"'(

年"他就是中国的 '万元户(了!

那年"钱学森所著 *工程控制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并获国家自

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上奖金"共计
!.!'

万元!

然而"钱学森是怎么用这笔钱的呢, 一次"他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

授课时发现"许多听课学生家庭贫困"连必备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于是"

这
!.!'

万元被他悉数捐出"用于给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

也鲜有人知"在中国很多人为实现 '万元户(打拼的时候"钱学森已

捐款上百万元!

!""%

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
!$$

万港元-

&$$!

年"他又获得霍英东 '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
!$$

万港元!秘书涂元

季回忆说"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代他写委托书"将钱

捐给祖国西部的治沙事业!

奖金捐出时"钱学森调侃了一句&'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钱学森 '不爱钱("也 '不爱名()))

当年"他毅然挥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喷气推进

中心主任等职务回到祖国-名扬四海后"他坚持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

参加鉴定会$不兼任任何顾问或名誉顾问-报刊上颂扬他的文章被打招呼

'到此为止("他反复强调自己只是 '沧海一粟("始终反对人家称他为 '导

弹之父(%%

!"('

年"美国政府准备授予他美国国家科学奖!钱学森拒绝了& '如

文章作品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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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是最高的奖赏"我不

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钱学森 '不爱钱('不爱名("也 '不爱官()))

在今年
!!

月举行的 '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事迹展里"有一份钱学森国

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的任命书!为了集中精力思考和解决重大技术问题"

钱学森在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
)

年之后提交辞呈"自此他的主要职

务一直为副职!

&$$"

年
!$

月
)!

日"钱学森平静逝世!人们这才发现&他这样的 '大

人物(居然蜗居在这座不起眼的红砖公寓楼里)))北京阜成路
(

号院!从

上世纪
*$

年代初搬进这幢楼"他一住就是整整
%"

年!

涂元季回忆说&'上世纪
"$

年代"我动员他搬家"您看和您同船回国

的人大部分都当上了院士"现在都搬进了新居!您若住进别墅"可以在院

内晒晒太阳"对身体有好处!(钱老却摇摇头说&'你别再讲这件事!我在

这里住惯了"你让我住进小楼"我浑身不自在"能对身体有好处吗,(

钱学森逝世的那天"漫天飞雪"人们从四面八方自发赶来祭奠!公寓

楼门口的保安一边指挥着前来吊唁的车流"一边喃喃道&'怎能想到"钱学

森这么伟大的人物居然就住在这里!(

功名利禄都不爱"钱学森爱什么,

这里"记者照录钱学森亲口所说的一生
)

次 '激动()))

'一次是在
!"''

年"我被允许回国了!我拿着一本我刚出版的 *工程

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他翻了翻感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

经超过了我!我钱学森超过了这样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我激动极了#(

'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我激动得睡不好觉!(

'第三次心情激动"是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 *史来贺传+写的序"他说

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
'

位作为解放

'$

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

心情怎能不激动,#(

写到这里"我们又想起了那幅照片"想起了钱学森的那个军礼)))

钱学森"你用军礼告诉祖国"你是一名无愧的共和国军人#

创新年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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