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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冲破美国的

重重阻挠回国之后，先后受到毛泽东的六次接

见。钱学森说：“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

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

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钱学森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第一次接见：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哲学问题

1956年1月25日下午，毛泽东召集第六次

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参加讨论会的

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外，一些科学家也受到

邀请，其中就包括刚刚回国的钱学森。在讨论

会上，钱学森做了发言并表示要拥护纲要草案。

会议按照计划只安排一个下午，但发言的

人非常踊跃，不得不延长到晚上。因为事先未

准备晚饭，就临时决定休息，吃完点心后继续

开会。正当钱学森在休息室休息时，毛泽东走

进屋子并走到钱学森面前。在交谈中，毛泽东

嘱托钱学森要多培养一些青年科技人员，因为

现在国家非常缺乏科技人员。

随后，毛泽东还就“基本粒子是否可分”问

题询问钱学森：“你们科学家说的，基本粒子不可

再分啦！我看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你信不信？”

钱学森不敢说信，也不敢说不信。因为当时物理

学家认为基本粒子是不可分的，而后来物理学发

展证明毛泽东的“基本粒子可分说”是正确的。

钱学森说过“毛主席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

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毛

主席光辉地预见了20年后高能物理的发展”。

这是钱学森第一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虽

然谈话的时间比较简短，但对钱学森影响非常

深刻。回国之后不久就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也

让他感觉到非常温暖。而钱学森还清晰地记得

毛泽东对他说：“要懂得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

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斗争中生

长起来的。” 

第二次接见：毛泽东让钱学森坐到身边

1956 年 2 月 1 日上午，钱学森应邀参加政

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分组讨论

会。在讨论会上，钱学森从科学技术工作者的

角度，结合自己在美国的留学经验，对我国培

养科学研究人员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客观的分

析。同时，还对“十二年迎头赶上世界科学水

平”的伟大历史任务进行了阐述：“在党的领导

下，在全国社会主义的高潮中，知识分子的这

些老习惯会自然而然地被冲洗掉；同时只要我

们能学习，能把科学研究的最好工具——辩证

唯物论，运用到业务上去，能深入实践，取得

对新事物、新环境的敏感，我们会很快地变成

积极的科学技术劳动者；那时我们的科学技术

毛泽东六次接见钱学森

吕成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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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必然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大军，十二年赶

上世界科学技术的任务是一定可以完成的。”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参加

会议的全体委员。在宴会厅内，党和国家领导人

同各界人士欢聚一堂。钱学森拿着请柬走到自己

所在的第37桌。但是，第37桌并没有自己的名

字。正在纳闷之际，工作人员将钱学森领到第一

桌，只见钱学森的名字放在毛泽东的右边。

钱学森开始有点疑惑，就在此刻，毛泽东

在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中走到第一桌，热情地招

呼钱学森：“学森同志，请坐这里。”钱学森坐

在毛泽东身边，成为宴会厅里最瞩目的人物，

感到无上光荣。钱学森事后才知道，是毛泽东

在审看宴会名单时，亲笔把他的名字从第37桌

勾到第一桌。席间，毛泽东对钱学森说：“听说

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来

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正在研究你

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 

在交谈中，毛泽东说得最多的，是新中国的建

设事业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又再次嘱托钱学

森能够多多培养年轻科技人员。

第三次接见：参观科学院，指导科技工作的方向

1958 年 10 月 27 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国科

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陪同下，到中国

科学院参观自然科学成果展览。毛

泽东首先来到一个全身布满黑点的

人体模型前，副院长张劲夫介绍说，

“这是针灸穴位和皮肤电位分布的比

较。试验证明，祖国医学上的经络

学还是值得重视的”。毛泽东边听边

看说明，就祖国医学的科学性问题

对大家说，“这就有了科学了，不能

再说没有科学喽”！在参观“棘鼻

青岛龙”大恐龙骨骼时，毛泽东嘱

咐要好好地保护这个标本。

在参观过程中，毛泽东看到钱

学森并主动交谈。毛泽东说：“我们

还是1956年在政协见的面，那一年，

全国的干劲很大，第二年春天也还有劲，以后就

泄气了，接着就是匈牙利事件，又来个反冒进，

真是一股邪风，说‘马鞍形’是不错的。”随后

又说：“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

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你在那个时

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1958年，钱学森向毛主

席解释，四万斤产量的计算方法不正确），不错

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

1956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参加政协会议的

全体人员，将钱学森安排在自己的右边

1958 年 10 月 27 日，毛泽东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

学成果展览，观看人体经络穴位模型，郭沫若（右二）

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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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家。”

钱学森很谦虚地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

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

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毛泽东随后又说：“你

的看法在主要方面上是对的，现在的灌溉问题基

本上解决了，丰产的主要经验就是深耕、施肥和

密植。深耕可以更多地吸收太阳，让根部更多吸

收一些有机物，才能长得多，长得快。”

毛泽东肯定了这次展览，尤其是在技术科

学展览馆，看到重量轻、强度高、经济、便于安

装的建筑材料后高兴地说，“如果全国都是这样，

那就太好了”。参观结束后，毛泽东勉励大家走

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努力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钱学森后来回忆说，毛主席

这次的教导“拨正了我做科技工作的方向”。

第四次接见：中南海谈话决定搞反导弹

1964 年 2 月 6 日，北京正是深冬季节，但

阳光格外明媚。毛泽东邀请竺可桢、李四光、

钱学森到中南海紫云轩畅谈科学工作，想听听

科学工作者的意见。在谈话中，毛泽东和钱学

森谈到反导弹问题时提出：“搞少数人，专门

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

十五年，总要搞出来。” 

事实上，早在 1964 年 1月 2日之前，毛泽

东就指示聂荣臻，“我们要从防御上发展，要研

究反导弹武器”。聂荣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找

钱学森等人进行初步研究，决定先收集资料，但

不要忙于成立班子。1月24日，聂荣臻向毛泽东

报告，“防弹道导弹是个高度复杂的技术，当前

苏、美等国都把发展有效的反导弹手段看成是打

破核僵局的关键，建议成立一个组，由钱学森负

责，探讨发展反导弹的任务、技术途径、核技术

力量培训等问题”。于是，就有了 2月 6日毛泽

东和钱学森的谈话中谈到的反导弹问题。

3月 23 日，国防科委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

的指示精神，安排钱学森负责主持召开弹道导

弹防御技术讨论会。会议决定在国防部五院二

分院成立“防御规划小组”和“反导规划小组”，

开展反弹道导弹的研制任务。后来，整个反导

弹工程被称作“640 工程”，并于 1964 年 8月由

中央专委列为国家重点任务。

“640 工程”极其庞大，与国内技术水平和

经济力量不相适应，加之十年内乱，研制工程

步履艰难。1982 年航天部决定下马“640 工程”，

但是通过多年探索，攻破不少关键技术。尤其

在预警雷达系统和测控等航天技术方面取得较

大发展，为人造卫星、载人航天以及航天测

控网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五次接见：毛泽东用稿费宴请钱学森

1964年 10月 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

原子弹。12 月 26 日是毛泽东的生日，一向

反对过生日的毛泽东，心情特别好，让工作

人员给他列出宴请名单，用自己的稿费庆祝。

钱学森也在邀请名单之列，并且和毛泽东同

在一张桌子旁就座，在这张桌子旁就座的还

有陈永贵等人。

宴会开始后，毛泽东举杯幽默风趣地说：

“今天既不是祝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

同’。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

没有来，他们没有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科

1964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接见钱学森（右一）和

陈永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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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解放军，不光是吃饭，还要谈话嘛！”毛泽

东又指着钱学森说：“你是导弹专家，依靠你，使我

国的原子弹早日爆炸。”钱学森谦逊地说：“我不敢

称为专家，距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差得远哩！”

这次会见对钱学森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当

时“两弹一星”中的两弹已研制成功，但如何

将这两弹结合起来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重

任落在钱学森肩上。但更为重要的是，此次接

见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钱学森回忆毛主席将

他和陈永贵安排在一桌，是毛主席对他“进行无

产阶级政治教育”，并且深刻地领会毛主席的意

思。他说：“我领会毛主席的意思，是教育我一

定要向劳动人民学习，拜劳动人民为师，认真

改造世界观。”“毛主席很关心我，亲笔把一份

重要材料批给我看。我领会毛主席的深意，是

要我认清知识分子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行的，

倒退或停顿是没有出路的。”

第六次接见：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最后接见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

星发射成功。而从钱学森 1957 年拟提出发展人

造卫星已经过去 13 年，同时距毛泽东 1958 年

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也已经过去 12年。

5 月 1 日晚上 9 时，在“东方红”乐曲声

中，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

努克等登上天安门城楼，庆祝“五一”国际劳

动节。在活动中，毛泽东和钱学森进行了亲切

的交谈，并且要让钱学森“走到群众当中去，

同群众结合”。周总理还特意请出钱学森、任

新民给西哈努克介绍说，“这两位是新中国的

火箭专家钱学森、任新民”。西哈努克分别与

他们握手。

这是钱学森最后一次受到毛泽东接见，此后

在人大或党代会上都能够见到毛泽东，却没有谈

话。而毛泽东对钱学森也是分外地惦念，1975年

1月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到长沙向毛

泽东请示工作。当时周恩来递交一份四届全国人

大代表名单，毛泽东说：“不看了，但是我想起两

个人，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侯宝林，请你查查

人大代表里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把他们补上。”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与世长辞。钱学

森内心万分悲痛，9月13日、15日、17日三天

都参加了毛主席守灵， 9 月 16 日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了《终身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沉痛

地回忆了受到毛泽东六次接见的情形。9月18日，

钱学森又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泽东追

悼大会，并向主席遗体三鞠躬。

钱学森的一生对中国科学、国防事业作出

了巨大贡献，但他在总结时说，自己只是恰逢

其时，真正的成就要归于党、归于集体。而这

背后就有来自毛泽东的支持和关心，尤其是在

六次接见过程中的交谈，使钱学森受到极大的

鼓舞和激励，正如钱学森所指出的那样：“每一

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

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编辑 王 雪）

（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员、

钱学森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钱学森回忆影响一生的 17 位老师，毛泽东名列

回国后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