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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科学技术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刘 国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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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技术是强国富民的重要途径,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高

度重视科技的政治、经济、军事功能,其科技思想主要包括经世致用的工具主义价值观和纯粹探索的科学主

义价值观。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经世致用的科技思想,极为重视其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创

造性地提出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科学论断,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的

理论,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全面启动和实施,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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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科技的活动规模不

断扩大,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日益增强,绝大多数国

家领袖都异常关心并努力促进本国科技的进步及其

应用。作为东方大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毛泽东及其继承者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 不仅是

20世纪人类科学技术宝库中的宝贵遗产,而且是影

响当代中国科学技术进步与应用的现实力量。深入

研究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 不仅是科学

社会学的历史性课题, 而且是探索当代中国科技发

展方略的重要途径。

一 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的主要思想

毛泽东是一位革命家而不是科学家,但毋容置

疑的是,他终身尊重、热爱科学技术,对现代科学技

术及其发展进程非常关注, 并独具慧眼地对科学技

术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意义隽永的深刻见解,毛泽

东关于科学技术的思想, 构成了毛泽东思想中一个

不可分割的部分,他的科学技术思想主要包括两个

方面。

(一)经世致用的工具主义科学价值观。

毛泽东继承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科学价值观

经世致用的科学价值观, 或者称之为工具主义的

科学价值观。毛泽东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革命和建

设中的效益和作用,其经世致用的科学技术思想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重视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

毛泽东经世致用的科技价值观包含了丰富多彩

的内容, 并且随着革命的深入与建设的需要而不断

发展。1940年 2月 5日,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

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阐述了

自然科学的功能, 他说: 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

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 改造社会,进行

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得到自由,就要用

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 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

界得到自由。
[1]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不仅要懂

得社会科学,同样要懂得自然科学, 因为 马克思主

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

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

命者。
[ 2]
阶段斗争, 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社会主

义的三大革命, 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科学实验,主要

是指自然科学。
[ 3]

在毛泽东革命和建设生涯中, 他始终与农民是

密不可分的,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

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农业,他通过对农业科学及

与农业相关的学科进行长期的综合研究, 亲自制定

了 水、肥、土、种、密、保、管、工 农业 八字宪法 。

这八字宪法较为系统地提示了农作物生长的必需条



件、栽培、管理及获得丰收的诸种主客观因素。从这

里不难看出,毛泽东已在娴熟地运用系统方法探索

农业诸学科之间及与农业科学有关的学科之间的联

系,以完整地全面地揭示发展中国农业的 必然王

国 。

毛泽东经世致用的科学技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

内容, 就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的目

的是解放生产力,只有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才能搞

上去,国家才能繁荣富强,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得到

改善和提高,而所有这些, 必须靠科学技术, 靠数量

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1963年 12月, 毛泽

东在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进一步阐明了这

一观点。他说: 科学技术这一仗, 一定要打, 而且必

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 是建立人

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

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

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 就是要提

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 4]

二是重视科学技术的政治功能。

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毛泽东都十分看重

科学技术在革命和建设中的政治功能, 把科技程度

的高低、科技含量的大小作为区别社会是否进步的

标准,认为能否获得科技含量较高的机器,是革命能

否胜利的重要因素, 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 新

民主主义革命就永远不能胜利,就要灭亡。1963年

9月, 毛泽东在审阅修改 关于工业发展问题 (初

稿) 时,深刻分析了中国近代被动挨打、并可能造成

中国未来的被动挨打局面的重要原因, 就是科学技

术落后。他说: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 到二

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 全世界

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 都打

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 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

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 没有一次战

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

原因: 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5]
不

仅如此,毛泽东还把科学技术工作视为保持党的生

命力,使其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把科学实验与阶级

斗争、生产斗争并列,作为 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

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 , 是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

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

实保证。

三是重视科学技术的军事功能。

在军事与战争的问题上, 毛泽东虽然历来主张

人民战争并将人的因素放在首位 决定战争胜负的

主要因素是人而不是物。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否定

军事科学技术可以出战斗力。1956年 4月,毛泽东

在 论十大关系 中进一步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加

强军事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 我们现在已

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

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

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 6]
当赫

鲁晓夫表示不愿意在核潜艇研制方面给予合作和支

援之后,毛泽东坚定地说: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

来! 正是在毛泽东的军事技术出战斗力的科技价值

观指引下,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用不太长的时

间研制出以 两弹一星 为代表的尖端军事武器, 大

大加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实力与国际地位。

(二)纯粹探索的科学主义价值观。

科学技术价值观还有一种科学主义价值观,其

根本特征是不以经世致用为评价科学技术价值的标

准,而以探索大自然奥秘为唯一目的,除探索之外,

别无他求。科学主义是推进基础科学研究的精神动

力。常见的科学主义者是兼具经世致用价值观的系

统论者,他们往往在某些问题上持经世致用价值观,

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又作科学主义的纯粹思辨。毛泽

东就是兼有这样两种科学技术价值观的思想家。

青年毛泽东认为, 自由讨论学术, 很合思想自

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

点,即在于此。青年毛泽东还运用西方 学 、术 相

分的思想,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混杂无章、政教合一的

弊端: 吾国古学之弊, 在于混杂无章, 分类则以经、

史、子、集, 政教合一,玄著不分, 此所以累数千年而

无进也。若夫西洋则不然, 其于一学,有所谓纯正者

焉,有所谓应用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为科。

毛泽东后期的科学主义兴趣及价值观, 溯源于

此,当无疑问。毛泽东早期形成的认同纯粹科学理

论的价值观, 加上他钟爱的 一分为二 (矛盾分析)

的哲学思想, 便自然引导出毛泽东晚年一系列令人

惊赞的科学主义兴趣及宏论。

五十年代中期, 当中国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

造进入高潮后,毛泽东就敏锐地预料到中国将开始

进入 钻原子 能的新的历史时期,于是,现代物理学

尤其是粒子物理学的新发展开始引起毛泽东的关

注,也开始引起毛泽东对其进行不断的科学思考。

毛泽东多次阐述了物质、时间的无限性和物质无限

可分的思想。他说: 不但原子可分, 原子核也可分,

电子也可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 一

尺之垂, 日取其半, 万世不竭 , 这是对的。因此,我

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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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能可贵的是, 毛泽东科学主义的猜想, 不只是

具有纯粹思辨的价值,而且作为一种科学哲理,为东

西方许多自然科学家指示了进一步探索的思想方

向。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的第七届国际粒子物理

学讨论会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著名物理学家

格拉肖鉴于毛泽东生前对自然界深层次对立统一的

信念与论述, 提议将更深层次的物质命名为 毛粒

子 ( Maons) , 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 因为他一贯主

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8]
。

总之, 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家、思想家, 经世致

用和纯粹科学的科学技术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具有迪智开慧的深刻隽永的指导意义。

二 邓小平科技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

(一)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经世致用的科技价值

观。

一是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1978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开头的第

一句话是: 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我们大家感到

非常高兴,全国人民感到非常高兴。其语气与 38年

前毛泽东在出席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

会时何等相似, 其心情比 38年前的毛泽东更喜悦、

更激动。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发展社会生产力,

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充分体现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最主要的就是要依靠科学

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二是邓小平异常注意科学技术对改进军队装备

与提高战斗力的重要作用。他指出: 科研要走在前

面。不单是尖端武器、常规武器有科研问题, 就是

减轻战士身上带的东西的重量, 同样有科研问

题。
[ 9]
并明确指示要从改进军队装备的战略需要出

发,指导科研与生产: 军事方面要有一个规划,要从

战略着眼,提出科研和生产的任务。邓小平强调从

军事装备的需要出发提出科研任务,同时紧紧抓住

通用 、好用 、顶用 、有吓人的力量 这些实用

的标准去衡量军事科研的成果。

三是对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速度要求上与毛泽

东有相同之处。毛泽东从民富国强的高度, 充分认

识到科学技术的作用,要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

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 尽量采用

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

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 10]
由于 四人

帮 对科学技术事业的践踏、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我

国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距离越来越大, 这无疑加

重了邓小平对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的责任感、紧迫感。

他深深感到: 现在抢时间很重要。他深刻指出: 世

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 不要说超过,赶都

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我们要以世界先

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

这个雄心壮志。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加速科学技术的

发展,不然就赶不上日新月异的世界发展的步伐,

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 不然就赶不上, 越到

后来就越赶不上, 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

就要开始搞。
[ 11]

(二)在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同时, 坚决反对科

学决定论。

毛泽东终身学习、追求和研究科学技术,高度重

视科学技术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但他又

能客观、科学地分析科技的作用, 反对科技决定论。

在军事上,毛泽东认为,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

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

行战争。
[ 12]
认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 但不是决

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 在十分强调

科学技术作用的同时, 仍不忘告诫全军: 现在世界

上有人说, 什么都是技术决定, 不要迷信这个。当

然,我们也要讲究技术,不讲究技术是要吃亏的。但

是把电子计算机看成能代替全部指挥职能,那不可

能,那样人的能动性也就没有了。

虽然邓小平在学生时代也象毛泽东一样资质聪

颖,刻苦认真, 热爱科学技术,但其人生经历却与毛

泽东有较大的差异。邓小平与毛泽东人生经历的差

异主要表现在邓小平没有经历较长时期的学院式的

读书生活,也表现在他们在革命和建设初期所处的

地位不同,还表现在他们分别作为第一、二代中央领

导集体的核心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不同。历史唯物主

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历史提出什么任务,解决什

么问题,不是随心所欲的, 而是要由历史条件来决

定。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的邓小平, 与

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的毛泽东所面临的

历史问题、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不同。这也是为什么

邓小平没有大部头的理论著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

是邓小平本人的理论水平问题, 而是由历史任务的

要求决定的。

由于邓小平的人生经历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决定了邓小平一生崇尚科学技术,热心科学技术,高

度重视科学技术的经世致用的工具主义科技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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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三 邓小平科学技术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经世致用的科学技术

价值观,而且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胆魄和极大

的理论勇气,重申并阐发了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这

一长期被忽略了的马克思主义重要而基本的观点,

更为突出的是, 他科学而敏锐地总结当代世界生产

力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规律,作出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 这一最能体现时代特点、最富有创新精神的

科学论断, 突破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

生产力的理论, 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进程,为制定当代中国 科教兴国 发展

战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理论的时代背

景。

马克思曾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联系起来, 并且

放在人类社会的大系统中进行考察,得出了 科学技

术是生产力 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

力的理论,但是, 由于他早年人生经历的局限、封闭

的国际环境的制约及他本人在认识上的盲目性和片

面性, 他不能深切体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技术革

命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进,也未能正确预

计科学技术在国际社会综合国力较量中举足轻重的

作用, 对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巨

大作用估计不足,毛泽东晚年甚至不承认自己说过

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 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题。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推行全面整顿。

关于科技工作的整顿,中国科学院准备了一个文件,

起初题为 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 , 后

来改称 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这个准备向中

央汇报的提纲, 初稿上就写了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

修改稿上曾用黑体字写上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 当

时这样写的根据,一是马克思多次讲过这种意思的

话,二是毛泽东在 1963 年 12月听取科技工作十年

(1963- 1972)规划时说过 科学技术这一仗, 一定要

打,而且必须打好。 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

高。当时, 不仅把它编入 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

这类内部印行的资料中, 而且在正式文件 全国科技

工作会议纪要 中也用黑体字印了 科学技术是生产

力 这句话。可是, 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时, 出了

一个问题, 毛泽东说他不记得自己说过这样的话。

后来, 在遵照毛泽东的几点意见进一步修改汇报提

纲时 便将用黑体字印的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这句

话删去了。这一文件, 最终也因为毛泽东不同意而

未下发。尽管如此,邓小平也没有躲过因 科学技术

是生产力 这一科学观点导致的劫难。

(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形成过程

邓小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理论的提

出,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由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

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

作,推行全面整顿时期。他最关心、强调得最多的问

题之一, 就是科学技术。他多次反复强调: 如果我

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 就要拖整个国家建

设的后腿。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 要好好地议一

下。
[ 13]
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关于科技工作汇报时,他

明确指出: 科学技术叫生产力, 科技人员就是劳动

者。
[ 14]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毛泽

东在党内的特殊地位,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这样的

话,具有雄伟胆魄的邓小平讲了,却又被他自己不幸

而言中,真正成了他的罪状。在时隔不久开始的 批

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中,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这一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成为 四人帮 攻击邓小平的

主要 罪行 之一, 被诬作 三株大毒草 之一横加

批判,认为是邓小平的歪曲和伪造, 成为 唯生产力

论 的典型论点。

第二阶段,是在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前后。粉

碎 四人帮 后不久, 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即以强

烈的历史责任感, 注目于发展科技、教育这一现代化

建设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当他重新回到中央领导

岗位后,便自告奋勇主管科学、教育工作, 并将科技、

教育作为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要积极培养

人才和引进人才, 而知识不是立即就能得到的, 人才

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 在科技人才青黄

不接的时候, 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

术的一项具体措施, 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

施。我们还要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
[ 15]

1978年 3月, 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中, 明确地

指出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 要求全党、全社会高度重

视和深刻领会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第三阶段,是八十年代以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理论的提出和进一步深化。人类社会进入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尽管冷战的余波还在鼓动着某些西

方国家不断给我们制造麻烦,但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已由过去的意识形态之争转变为今天的现实利益之

争,已由过去两大阵营之间的全面对立转化为今天

世界多极之间乃至国与国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合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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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这种围绕着各自利益所展开的合作与竞争,

实际上是国与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的较量, 在这场较

量中, 科学技术又起着决定性作用。科技进步在推

动国民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已占据首要位置。因

此,发展科学技术已成为许多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

随着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

建设的不断深入,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

的论述也越来越丰富,份量越来越重。1988年 9月

5日,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明确提

出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一当今世界重大的

科学命题。他说: 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 就

落后了。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

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此后,邓小平又多次重申并论证了这一思想。1986

年 3月, 几位科学家针对世界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和

世界不少发达国家已制定了高科技发展计划的紧迫

现实, 向中央提出 关于追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

议 。在邓小平的支持和帮助下, 中共中央、国务院

正式批转了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 (简称 863

计划)。 863 计划实施后,上万名科学家协同攻关,

很快就取得了丰硕成果。1988年 8月,与 863 计划

相衔接的 火炬 计划开始实施, 为推动我国经济的

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同时也为二十一世纪我国的高

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 积蓄了知识人才。1991 年 4

月,时刻关心我国高科技发展的邓小平为 863 计划

工作会议题词: 发展高科技, 实现产业化。再次为

我国高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1992年初, 他在视察

南方时又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 的理论体系。

(三)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理论的重大意义

邓小平提出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理论,

揭示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中极

其重要的地位以及所产生的巨大变革和推动作用,

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科学

技术的学说。

首先,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是对马克思主

义相关学说的重大发展。一百多年前, 马克思和恩

格斯根据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阐述了科学技

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得出了科学技术是

生产力的论断。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

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远不能与今天相

比,所以对于科学技术的认识也必然有其不可避免

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

断,代表了当时对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认识上的最高

水平 可是在以后很长时间里 马克思主义这一基

本观点没有被人们真正理解和认识。在以往的马克

思主义教科书中,科学被列入意识形态之中。直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是邓小平以其马克思主义者的

理论勇气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 重申和捍

卫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 并对它进行了深

刻的理论阐述。

其次,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是对当代世界

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崭新概括。二十世纪,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

展了重大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呈现出许

多明显的特点和趋势。对此,邓小平敏锐地指出 现

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

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

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 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

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个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

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
[16]
在科学技术革命

的带动下,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层出不穷,并且迅速地

产业化、商品化, 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 带

来了新的经济繁荣。1983年, 美国率先提出 战略

防御计划 ,即 星球大战 计划; 紧随其后, 西欧的

尤里卡 计划、经互会的 科技进步综合纲要 、日本

的 振兴科技政策大纲 等相继出台。这些计划有些

虽表现为军备竞争,但都是将 科学技术领先权 列

为竞争的重点,企图从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入手,

进而执世界经济政治之牛耳。现实已向人们表明,

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

要的促进因素和支撑力量,是提高一个国家综合国

力和国际地位的重大因素。

再次,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是对我国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社会主义的根

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

术本应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由于长期 左 的错误

的影响,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科学技术及其载体

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问

题,被搞得混乱不堪,科学技术和整体经济的发展,

受到了严重的束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 大大

推动了我国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使我国经济面貌发

生了重大变化,综合国力大大增强。

(四)坚定不移地走科教兴国之路

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指引下,

我们党对科技和教育的作用越来越重视, 党的十二

大确定将科学、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

党的十三大将科技和教育事业放在社会发展的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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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提出了使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

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是继党的工

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战略

转移,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工作, 在推动科技事业的改革和

发展,促进科技、教育和经济的结合等方面又有了新

的认识,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使我国科学技术事

业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是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理论的战略决策,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的根本措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

伟目标的必然选择, 也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上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这一转移的

进一步强化和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必将使生产力产

生新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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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Deng Xiao- ping 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ory to Mao Tse Tung s Thoughts

LIU Guo- hua

( Cadre Training Centre of Hun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Changsha 410007, China)

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key path to making the country strong and the people rich, and the vital

component of Mao Tse Tung s Thoughts and Deng Xiao- ping s Theory. Mao Tse Tung highly stressed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fun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 thought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inly includes the

country- managing toolism values and the sheer explorat ion scientificalism values. Deng Xiao- ping not only inherited

the country- manag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oughts of Mao Tse Tung, which especially stressed its vital function in

the modern construction, but also inovatively set out the scientific conclusion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s first pro

duction power, which enriched and developed Marxist Theory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production power , and

set a strong basis of the reality and the theory for a complete start and implement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strategy to

enrich and strengthen the country.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ology theory;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 Deng Xiao- ping; Mao Tse 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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