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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压力下的科研机构布局
"""以中国科学院对三线建设的早期应对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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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三线建设开始后中国科学院在科研机构布局上所进行的

调整&梳理了三线建设初期#&'1# )&'11 年$中国科学院对于这一场大规模的以

备战为目标的经济建设运动的反应和支援三线建设的情况&进而分析国家战略

调整对于中国科学院科研机构布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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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是 &'1# )&'/% 年&在中国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开展的以调整工业布局'加强

国防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运动( 按照当时的划分&所谓三线地区包括基本属于

内地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 ( 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

广西等省靠内地的一部分&共涉及 &! 个省区( 其中西南#川'贵'云$'西北#陕'甘'宁'

青$地区俗称,大三线-&各省份自己靠近内地的腹地俗称,小三线-(

由于三线建设的上马需要科学技术支援以及三线建设突显的备战色彩&因而研究备

战压力下科研单位的应对及三线建设对科研机构布局的影响&应是研究当代中国科技史

的重要问题之一(

关于三线建设的起因'过程'影响'评价等问题&国史学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在此不

赘述( 在中国当代科技史领域&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张九辰)&*从,科研任务-

与,国家经济建设-关系的视角&分析了三线建设开始后中国科学院西南地区综合考察队

的科研方式与地方经济建设之间的紧张关系&描述了西南考察队,把从学科出发'搞大地

区'大题目的做法&改为从生产建设继续出发选择题目-的历史过程.张藜)$*重点研究中

国科学院分院制度的演变过程&其中涉及到三线建设对西南'西北分院的影响&认为在三

线建设时期西南'西北分院在对本地区科研管理工作的角色得到加强( 这两篇文章&从不

同角度分别涉及三线建设对中国科学院的局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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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当时中国科学院作为全国学术领导核心的地位&本文试图以中国科学院为案例&

依据档案资料和口述史料等&着重分析三线建设开始后中国科学院在科研机构布局上所

进行的种种尝试和调整&梳理出中国科学院在这一时期对于这一以备战为目标的经济建

设运动的应对和支援情况&进而由微知著地观察特殊背景下国家战略调整对于中国科技

发展的影响( 由于三线建设时间跨度很长&并且在十几年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稳定'全面

的三线规划&在不同的实施阶段表现出的面貌差异很大!

&因此本文关注的时间段是三线

建设初期即 &'1# )&'11 年&对于,文革-及其以后建设阶段中科研布局的调整和变化&将

另文探讨(

!=中国科学院对三线建设的最初回应

中国科学院对三线建设的响应是非常迅速的( 在 &'1# 年 1 月 1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

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三线建设的主张之后一个月&中国科学院就开始调整院内布局&重心

就是三线(

&'1# 年 ( 月&中国科学院建立科学院长远规划小组&主要目的是为了调整中国科学

院布局&有计划有步骤地把三线建设起来( 参加长远规划小组的成员有%裴丽生#党组副

书记'副院长$'秦力生#党组成员'副秘书长$'高原#技术学部副主任$'赵飞克#技术科

学部副主任$'李秉枢#地学部副主任$'过兴先#生物学部副主任$'华寿俊#西北分院副

院长$'马识途#西南分院党委书记$'朱煜如#西南分院副院长$'张兴富#计划局副局

长$'夏光韦#计划局副局长$'宋政#新技术局副局长$'陆绶观#新技术局计划处处长$

等( 长远规划小组成立的同时&就对中国科学院的布局调整拿出了具体方案%要求以学部

为单位招集各研究所酝酿&按学科所摸情况'梳辫子&提出布局意见&计划局'新技术局同

志分别参加(

)#*计划局和新技术局是中国科学院当时两个分管计划的职能部门&其中计

划局负责民口&新技术局负责国防口#因这时科学院已有一半的研究机构'一半以上的研

究力量承担了国防军工任务$(

从长远规划小组成员组成来看&学部和计划局'新技术局两个职能部都参与长远规划

的工作&既重视了学部在学科建设方面的意见&在执行上又依靠计划局和新技术局拿出切

实方案( 而以学部为基础提出布局意见的方案设计&是考虑到各学部在学科建设方面的

学术带头作用&希望既能够加强三线地区建设又能考虑到学科建设需要的用意是显见的(

仅从技术科学部'生物学部提出的规划意见可以看出&学部提出的规划意见既符合在加强

三线地区建设的前提下调整研究所布局的要求&又有着学部自己的考虑( 如技术科学部

的初步意见是&在三线地区形成三个研究中心%成都地区.西安地区.兰州地区)0*

( 在这

三个地区&中国科学院都已经存在研究机构&并且在这三个地方都曾设立过分院#&'1$ 年

机构精简时调整为西南分院和西北分院$&因此在这三个地区成立研究中心是具有可行

性的( 而生物学部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具有很强的可执行性的)1*

%

&-尽快填补或加强西南地区空白的或薄弱的生物学部门#以便配套#建立一个

#!#

!

陈东林将三线建设划分为四个时期&可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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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完整的生物学研究基地$

$-需要精密和贵重仪器设备较多的学科和机构#以及长期积累才能建立起来的

标本馆%菌种保藏部门等#尽早做迁移准备$

!-尽可能把有关单位集中在一起#三五成群#便于协作$

#-在不影响或少影响当前研究工作的前提下#以二三线地区分院的研究机构为

基础#逐步由老所分出部分骨干力量予以充实和加强#经调整%扩建为新的单位#或由

老所一分为二#到内地另建新所$

按照学部对三线研究机构布局的初步意见&建议在三线地区新建#$' 个$'扩建#&0

个$共 ## 个研究机构&地区设置科研机构情况见表 &(

表 !=各学部建议在三线建设研究机构表)(*

学部
新技术局口 计划局口

新建 扩建 新建 扩建
合计

数理化学部 ( $ ! & &!

技术科学部 ( # $ & &#

生物学部 & ( 0 &!

地学部 $ $ #

合计 &( 1 &$ ' ##

按当时的情况&这是一个很庞大的计划( 据统计)(*

&截止到 &'1# 年 / 月中国科学院

共有 &$& 个研究机构#包括分所&不包括所属台'站$&其中%独立的研究机构 &%0 个#不包

括原子能所'近代物理所'原子核所'东北技术物理所和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分所性质

的研究机构 &1 个( 其一'二'三线分布情况见表 $( 也就是说&若按照这一三线机构建设

计划&科学院的机构规模将扩大 $#\(

表 "=!)&$ 年 ( 月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按地区分布情况)(*

项目 直属所或分院所 一线 二线 三线 合计

计划局口
直属所 $/ & & !%

分院所 $& &/ &% #'

新技术局口
直属所 &' ! ! $0

分院所 ( ( ! &(

合计 (0 $' &( &$&

以学部为基础提出的加强三线地区研究机构的布局意见&目标指向是非常明确的&就

是要在三线地区新建'扩建研究机构&进而提高三线地区研究机构与一二线研究机构的比

例( 这种指导思想显然受到了三线建设的影响&在中国科学院此前的科研机构布局设计

中&没有出现过这种思路的布局安排( 从结果来看&当时设想的在西南'西北地区新建的

科研机构&有一部分按计划实现了&如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昆明$'西南地理研究所#成

都$'地球化学研究所#贵阳$'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盐湖研究所#西宁$'西北植物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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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陕西咸阳$等( 而当时计划新建的 $' 个科研机构大多数只停留在设计层面&并没

有按计划实现&如西南计算中心#成都$'固体组件及微型计算机所#成都或川北$'西南地

质所#成都$'西南地球物理分所#成都$'爆破力学所#陕西汉中$'无机及分析化学所#贵

阳$'土力学与渗透力学所#兰州$等(

)(*

对于科研机构的布局原则&中国科学院长远规划小组在 &'1# 年 / 月 ( 日'&' 日两次

会议上&商定了初步意见)(*

%

三线研究机构的建设#必须适应国防建设和三线工%农建设布局的需要#急需的

先上$ 例如#有关配合国防部门的任务#有关西南%西北地区的地质%生物等资源的考

察#地震%地理等自然条件的调查研究#攀枝花复杂矿的综合利用等$

三线研究机构的设置#必须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尽可能与三线分院所结合#在原

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扩建或改建&全院一盘棋#采取老所'一分为二(%'细胞分裂(%

'母鸡下蛋(等方式$

根据国家投资的可能#确定一%二线和三线的比例$ 首先压缩一%二线#然后适当

配套$ 第一线基本不发展或少发展$ 各所原确定的方向%任务和已批准的建设规模

须重新审定&重点建设第三线$

三线新建机构不宜太多#规模不宜大$ 全院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新建)包括迁建*

二十个左右#规模 $%% )#%% 人##%% )1%% 个左右$

研究机构的建立#需要三%五成群#以便于联系#便于管理$

三线研究机构建设#需要分期地%分批地进行建设$ 有的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

内建#有的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建设$

中国科学院长远规划小组在这两次会议上商定的老所,一分为二-',细胞分裂-',母

鸡下蛋-等机构设置的方式是具有普遍性的( 几乎与此同时&&'1# 年 / 月 &' 日&李富春'

薄一波'罗瑞卿等向中央提出的报告中也谈到,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

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

)!*可

见&中国科学院长远规划小组提出的机构布局方式与这个报告的精神是符合的(

不过&这种以科研机构自身特点提出的布局原则&很快即因中央提出,靠山'分散'隐

蔽-的三线建设原则而受影响( &'10 年 # 月&中央确定了三线建设的基本原则&要求三线

建设必须认真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方针)!*

&其中关键是分散&分散是最大的隐

蔽( 当三线建设正式开展之后&特别是中国科学院在三线地区新建机构的选址和建设&无

一幸免地受到了,靠山'分散'隐蔽-原则的严重干扰&后文将对此做进一步分析(

从现存档案看&在三线建设的开始阶段&中国科学院就及时成立有院党组成员参加的

长远规划小组&并开始酝酿调整布局&说明中国科学院对三线建设是非常重视的&具体工

作开展得也是较有计划'有步骤.在开始阶段&由各个学部提出研究机构布局意见&也说明

中国科学院在进行三线布局时考虑到了尊重学科发展的需要( 不过&当事人的回忆却让

人感觉到&程序上的井然有序只是表面现象( 据当时在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工作的薛攀

皋回忆&中国科学院要求学部提供意见&也有很多不合理之处&如%,中国科学院党委部署

各学部马上提交一份在京单位搬迁三线的方案&不许与研究所商量&不许开会讨论(-

)/*

这份回忆让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复杂面貌&也提醒研究者在对档案资料解读时应保持一种

1!#



"# 期 刘洋等%备战压力下的科研机构布局+++以中国科学院对三线建设的早期应对为例

警觉的心态( 其它文献史料'特别是当事者的口述回忆等&对于全面了解中国科学院的三

线建设是不可或缺的补充&而这也将是我们这项研究继续关注的内容之一( 从档案材料

中&我们没有发现科学家或者普通的科技工作者对于三线建设的建议'态度'认识等材料&

可能也如薛攀皋所言&与当时缺少各学部向研究所征集意见这一环节密切相关( &'0# 年

就到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工作的刘翔声回忆!

&自己是到 &'(& 年才知道三线建设( 由

此也可以看出&在备战压力下&三线建设的超常态发展对中国科学院这种科研单位的影

响+++中国科学院没有充分的时间去进行方案论证&而只能依靠职能部门迅速拿出方案.

即便是井然有序和高效的工作&缺少必要的论证环节也会产生很大问题(

"=对三线建设初期的科技支持

在三线建设逐步开展后&支援三线建设便成为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工作重点( &'1# 年

' 月 0 日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

&不但确立了三线建设的开展&也大致确

定了三线建设的主要内容%三线建设的中心是成昆线&要成立铁路指挥部'西南筹建处'后

方支援小组&要什么给什么.西南建设以攀枝花为中心&重庆周围搞成一个小体系( 在后

方搞厂子&一定要采用新技术(

成昆线铁路建设'攀枝花工业基地等是三线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而以攀钢'酒钢为中

心的有关科研工作&早在三线建设任务提出之前&就在各方考虑之中( 在 &'01 年制定我

国发展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时&就考虑了以攀枝花为背景的钒钛铁矿冶炼问题&连同

作为国家重点任务的钛金属及钛合金冶炼问题&一并列入了规划( 在 &'1! )&'($ 年我国

的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明确要求解决攀枝花矿的高钛渣冶炼问题(

三线建设的开展&更加确立了攀钢'酒钢为中心的有关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为支

援三线建设&即加强支援西南'西北建设的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10 年 & 月 $0 日&中国

科学院成立一个以支援攀枝花'酒泉两个钢铁基地为中心的三线建设任务的领导小组&由

秦力生'赵飞克'李秉枢'漆克昌'宋政'张兴富等六人组成&以秦力生副秘书长为组长&来

组织领导这项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计划局#方世泰$'新技术局#束沛铭$'地学

部#刘菊祥$'综考会#赵训经$'技术科学部#刘辅链$等单位的人员组成&办公室设在技

术科学部(

)'*这个领导小组也是全国大协作气氛下的产物"

(

)!*

此时&支援西南'西北建设&即以支援攀枝花'酒泉钢铁基地为中心的三线建设任务&

已经作为全院重点项目之一( 从档案)&%*中看&截至 &'11 年 # 月 $% 日&院内有 !/ 个机构

参加了西南'西北建设的科研工作( 其中%数理化学部 0 个单位&生物学部 / 个单位&地学

部 &$ 个单位&技术科学部 &% 个单位&综考会 $ 个单位&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按地区

分%西南地区 # 个单位&西北地区 0 个单位&中南地区 ! 个单位&华东地区 $ 个单位&东北

(!#

!

"

张藜'刘洋访问刘翔声先生&$%&$ 年 ( 月 ' 日&北京(

当时&为保证三线建设的顺利实施&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按部门'按地区'按项目的多元化的集中指挥系

统%国家计委负责三线地区新建'扩建工厂.国家建委负责一'二线重要工厂向三线地区的迁移.国家经委负

责组织全国工业生产&为三线提供材料'设备( 同时&分别成立西南'西北'中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国务院有关

各部也在三线地区设立各自的指挥机构&负责本系统的三线组织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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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 个单位&京区有 $! 个单位( 据 $% 个单位的统计&投入的力量就有 &1%% 余人&围绕

,攀钢-和,酒钢-建设&分别承担了地震及抗震'地质'冻土'选矿与冶炼及资源的综合考

察和利用等 0# 项任务&包括了 &%# 个研究课题( 我们没有查到 &'11 年中国科学院的科

研人员数量&而 &'1# 年 &$ 月 !& 日的统计数据为 &(&#& 人)&&*

&据此计算在三线地区投入

的科技人员比例是 '-!\( 这个数据虽然不够精确&但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上文引用的档案)&%*提出院内有 !/ 个机构参加了西南'西北建设的科研工作&但没有

列出机构的名称( 在另外一份档案)&$*中&记录了 $( 个参与西南'西北建设的单位名称&

即%地球物理研究所西南工作站#昆明$&工程力学所#哈尔滨$&矿冶研究所#长沙$'化工

冶金研究所#北京$'中国科学院西南地理所#昆明$'古脊椎及人类研究所#北京$'地理

研究所#北京$'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研究所#武汉$'地质古生物所#南京$'中南化学研

究所#广州$'综合运输所#北京$'中国科技大学#北京$'数学研究所#北京$'中国科学院

兰州地质所#兰州$'地球物理所#北京$'综考会#北京$'土壤所#南京$'科学院重庆土壤

室#重庆$'兰州地球物理室#兰州$'冰川冻土沙漠所#兰州$'生理所#上海$'贵金属所

#昆明$'西北植物所#兰州$'高原生物所#西宁$'植物所#北京$'心理所#北京$&可以侧

面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科学院对三线建设的支援情况(

中国科学院对三线建设的支持&除了重点支援攀枝花'酒泉钢铁基地之外&还包括其

它方面( &'11 年 # 月 $% 日形成的!关于转发院支援西南'西北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纪要的

通知"

)&%*记载了中国科学院所参与的与三线相关的科研工作%

攀枝花钒钛铁矿资源的综合利用及酒钢铁矿选矿流程实验!

负责单位+化冶所%矿冶所&

参加单位+地球化学所$

地震与抗震的研究!

负责单位+地球物理所%工程力学所%兰州地球物理所%昆明地球物理所&

参加单位+地质所%兰州地质所$

急需矿产资源找矿与重大复杂矿的综合利用!

负责单位+地球化学所%矿冶所%贵金属所$

西南交通和工程建设中若干重要问题!

负责单位+矿冶所%中南化学所&

参加单位+岩体土力学所%测地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地质所%地理所$

冻土#泥石流和山崩的研究!

负责单位+冰川冻土沙漠所&

参加单位+地质所%地理所%岩体土力学所$

开气找油的研究!

负责单位+地质所%兰州地质所%海洋所%地质古生物所&

参加单位+南海海洋所

西南#西北农业增产及资源考察!

负责单位+综考会%兰州地球物理所%兰州地质所%冰川冻土沙漠所&

参加单位+西北高原生物所%重庆土壤室%西北植物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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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学的应用及综合运输的研究!

负责单位+综合运输所%数学所%科技大学$

由于人力物力有限&中国科学院领导小组又对以上项目进行了分类&根据三线建设的

轻重缓急程度&确保重点研究项目的开展)&!*

%

必须保证的四项!攀枝花钒钛铁矿资源的综合利用及酒钢铁矿选矿流程实验&地

震与抗震的研究&西南交通和工程建设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开油找气研究$

争取完成计划的三项!急需矿产资源找矿与重大复杂矿的综合利用&冻土%泥石

流和山崩的研究&西南%西北农业增产及资源考察$

可以暂缓进行的一项!运筹学的应用及综合运输的研究$

由于三线建设的特殊性&除档案外&一般的文字记载很难找到相关材料( 在!竺可桢

日记"中&关于三线建设也只提过几次( &'11 年 # 月 ' 日的一则日记&记载了当时技术学

部副主任赵飞克所做!大力支援三线建设"报告!

&其中谈到了中国科学院在三线建设中

的科研工作%

突出的成绩有攀枝花的选矿和冶炼,,&建立了西北 0& 地震台站#西南四十多

站#&'10 年 $1&1 次地震定出 ($$ 个震中#组成西南地震网#绘制了以渡口为中心地

震活动图&提出成都平原高产稳产措施#查明河西黑河地区 &0% 万亩荒地&解决了四

川威远%震旦系地层油气储存问题&在铁路建设做了一次七万立方米的大爆破&进行

了离子交换膜电渗析法处理盐苦水淡化问题#从 $-0\变为含盐 %-0\#解决五个连

队的饮水$ &'11 年将进行工作围绕攀钢和酒钢 !%% 立方三高矮胖高炉#地震预测研

究弄弄坪%牛郎坝)或宜宾*%攀%酒地震烈度#山崩滑坡和泥石流等$ 此外则川西平

原稳产高产#川北农业潜力#贵州紫胶#铁路和水文建设#隧洞防水灌浆等等$

-&#.

时间进入 &'11 年后&由于开展,文化大革命-&有些单位陆续把一些主要工作人员从

三线抽回研究所( 如冰川冻土沙漠所从泥石流考察队将施雅风等 0 位助研以上人员抽回

兰州参加运动.综考会西南考察队&将人员全部撤回北京( 在现场工作的科研人员&也普

遍感到不安心&要回所参加,文化大革命-( 同样&其他各三线建设单位也都出现了建设

任务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为此中共中央发出!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中发#11$!!1 号*"%,一切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部门&必须坚决

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时&必须坚决地贯彻执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

方针&加快大小三线的建设&力争提前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 ,各级党委必须抓革命'促

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 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单位&要以主要力

量抓革命&同时&也要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抓生产建设工作(-

)&!*

中国科学院支援西南'西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依据这个,尚方宝剑-&建议,用院名

义发一文&通知院各有关单位&要求在现场工作人员&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应积极投入到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同时&要安下心来搞好现场工作( 至于对本单位的

鸣放意见&可用小字报邮寄回去(-

)&!*为保障支援三线工作的顺利完成&还分别组成西南'

西北调查小组&到现场调查了解'检查督促院有关单位科研任务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

'!#

!

在中国科学院档案中尚未发现!竺可桢日记"中所谈到的这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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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三线建设的科技需求(

从对三线建设科技支持的角度看&中国科学院参加西南'西北地区的科学技术研究与

开发工作&既是三线建设开展后国家对中国科学院等科研单位的需求&与中国科学院自身

的科研方向也不冲突( 当时&与中国科学院相比&产业部门'高等院校'地方研究机构的科

研力量还不够强&许多产业部门的工作也要倚重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方向包

括研究重大科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国家建设所需要的最新技术&以及研究国民经济中综

合性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而攀枝花钒钛铁矿资源的综合利用'酒钢铁矿选矿流程

实验'地震与抗震的研究等这些课题&正是中国科学院为国民经济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

或者说&对三线建设的支持&不但是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科研机构的使命所在&在一定程

度上也更加加强了中国科学院在研究力量和研究单位建制上从基础科学研究向应用技术

的倾斜(

#=中国科学院的三线布局全面开展

前文提到&虽然中国科学院非常迅速地响应了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三线

建设的主张&成立长远规划小组开始进行布局调整&并且 &'1# 年 / 月李富春等给中央的

报告中也提出,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

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

)!*

&但实际上三线建设是一场以建设

工业基地和加强国防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建设&科研单位向三线地区的调整&也是为建设工

业基地服务的(

在这场以工业基地建设为重点的运动中&科研单位的迁移并不是重点&并且科研单

位对三线建设的支持完全可以跨区域'跨部门&不必搬迁到三线地区&但在当时,千军

万马大搬迁&好人好马上三线-

)!*的政治氛围下&特别是备战思维的主导下&中国科学

院还是确立了把科研布局的重点调整至三线地区的大方向( 并且中国科学院还为向三

线地区搬迁科研机构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集中科研力量( 在中国科学院给国家

科委副主任韩光并聂荣臻副总理的一份报告中&这样描述研究机构向三线搬迁的意

义)&0*

%

采取把合理布局和合理组织两结合起来安排#即是趁一线有些研究机构向二%三

线搬迁机会#把科学院内相同的和接近的领域的研究力量#尽可能集中在一起#形成

拳头#以利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实现赶超目标$

中国科学院的这种布局调整&当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只为了集中科研力量&响应三线

建设号召等政治性考虑更占主导地位( 早在三线建设提出之前&科学院对全国科研布局

确实有过全面考虑&其中就有在西南'西北等地区设立研究机构的计划( 在 &'1! 年 # 月&

中国科学院就对 1 个大区分院的发展做出规划)&1*

&提出大区分院的研究机构的主要任务

之一是,结合本地区生产建设的需要&着重研究为吃穿用服务'而又带有综合性的科学技

术问题-&要求各大区分院研究机构,必须在全国一盘棋的部署下&从地区需要'地区特点

和地区条件出发&形成各自的重点和特色(-按照规划设计&西南地区天然气'贵金属'生

物资源丰富&要着重对这些资源进行开发和综合利用的研究&,是地理学'地球物理学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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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女地-.西北地区干旱&水土流失严重&应着重开展云雾降水物理'冰川积雪冻土'

工程水文地质'盐湖资源的开发利用等研究( 有研究)$*指出&这份对分院的长期发展

规划&是国家制订!&'1!+&'($ 年十年科学规划"大背景下的产物.它针对不同的研究

基础区域性的特点&服务于经济和国防建设&粗略地规划了各分院的发展方向和具体

任务&是当时科学院,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使科研机构布局趋于合理化'有效化的一个

有益尝试-(

可见&中国科学院原本在西南'西北地区建设科研机构的出发点是为了充分利用地方

资源&而三线建设开始后&中国科学院就把在三线地区建设科研机构当成必须完成的任

务&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不完全遵从,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使科研机构布局趋于合理化-

的原则了( 换言之&三线建设的提出和中国科学院的自身发展有相重合的一面&从这个角

度看&三线建设推动了科学院的科研布局的调整( 但事情的另一面是&三线建设的仓促上

马对中国科学院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它不但打断了中国科学院正常的科研布局计划

进行的节奏&也使得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布局调整出现严重的浮夸和冒进(

在三线建设开展之后&中国科学院向三线地区的布局调整&按要求需要得到国家科委

的批准( &'10 年 ! 月 ' 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国家科学技术委

员会党组共同下达通知&将中央批准的 &'10 年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搬迁项目发给了中国科

学院等单位)&(*

( 中央批准搬迁的研究机构项目&中国科学院有 1 项#表 !$(

表 #=国家科委批准的中国科学院向三线地区搬迁机构表)&(*

机构名称 地点 成立时间 现名 搬迁计划 搬迁情况

兰州化学物理所 兰州 &'1& 年 / 月 兰州化学物理

研究所

""将大连化学物理所航空煤油及推进剂

#包括分析和催化$的主要部分#!%% 人$&

迁往兰州&与兰州化学物理所合并

没落实

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阳 &'11 年 $ 月 地球化学研究

所

""将北京地质所有关地球化学部分#约

#%% 人$&迁往贵阳&与贵州化学研究所合

并

落实

地球物理西北分

所

陕西

长安

""将北京地球物理所高空大气物理部分

#约 0%% 人$&迁往陕西长安

落实&后归七

机部

金属及无机非金

属研究机构

湖北

宜昌

""将沈阳金属所铀冶金'高温合金'复合

材料'石墨等部分#1%% 人$&上海冶金所真

空阀门'超纯金属等#约 1%% 人$&长沙矿

冶所铀冶金部分##% 人$&北京化冶所湿法

冶金及金属粉末制各部分#!% 人$&上海硅

酸盐化学与工学所的高温陶瓷'微晶玻璃

等#0%% 人$&以及煤炭化学所的石墨部分

#!% 人$&共 &/%% 人迁往湖北宜昌

没落实

半导体及固体组

件研究机构

陕西

临潼

""将北京半导体所的一部分 #约 1%%

人$&南京华东半导体所#$0% 人$&北京计

算技术所固体组件#0% 人$&北京物理所和

电子所固体电子学#/% 人$&共约 '/% 人迁

往陕西临潼&建立半导体及国体组件研究

机构#先建固体组建部分$

落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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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机构名称 地点 成立时间 现名 搬迁计划 搬迁情况

昆明地球物理研

究所#地球物理

所西南分所$

云南

昆明

&'11 年 & 月 昆明地球物理

研究所

""将北京地球物理所地震室的一部分'

气象室的一部分#约 !%% 人$迁往云南

落实

&'10 年以后&长远规划办公室的工作似乎就中断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单位向三线

地区的搬迁工作由计划局和新技术局#&'11 年 & 月改称新技术委员会$承担( 从档案中

可见&中国科学院向三线地区迁移的项目&远不止这 1 项( 表 # 列出国家科委批准的中国

科学院向三线地区搬迁机构中没有提到的'但又在中国科学院文件中提到要搬迁的一些

机构的情况(

表 $=!)&% >!)&& 年中国科学院机构布局调整方案$&/%

分

管

搬迁后

机构名称
地点 成立时间 搬迁计划 备注

新

技

术

局

口

兰州地质所 兰州 &'1% 年 $ 月 ""将地质所#北京$第四纪地质室等

#约 1% 人$并入兰州地质所

""地质和地球物理研究

所兰州油气资源研究中心

红外物理技术

研究所

昆明 &'0/ 年 ""将物理所#北京$红外部分约 (% 人

并入昆明物理所

""昆明物理研究所

西南电子所 成都 &'1$ 年 ""将电子所无线电线路及雷达部份

$#% 人并入西南电子所

""成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电子研究所计算站$

固体组件厂 陕西

临潼

&'10 年 ' 月 ""将电子所固体电子学部分约 #% 人'

物理所固体电子学部份约 #% 人'计算所

固体组件部分约 1/ 人'东北物理所的半

导体部分 !( 人'西北计算所计算机研究

人员及党政人员共 '/ 人&迁往陕西临

潼&合并组建固体组件厂( 以上均已集

中在计算所二部参加 &01 任务

""骊山微电子学研究所

#&01 工程处$

西南有机所 成都 &'0/ 年 && 月 ""化学所乙炔化学 &/ 人并入西南有

机所

""成都有机化学有限公

司#四川分院化学化工研

究所$

西南地球化学

所

贵阳 &'11 年 $ 月 ""将地质所的地球化学及岩石约 0%%

人迁往贵阳&与贵阳化学所合并&建立西

南地球化学所

""地球化学研究所

西南技术物理

所

成都 &'0/ 年 ""将物理所磁性及磁性材料部分并入

西南技术物理所合并

""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

计

划

局

口

西南地理所 成都 &'10 年 & 月 ""将地理所#北京$自然地理'地貌'

经济地理'地图等方面一分为二#约 &0%

人$&&'10 年开始调整到成都&与西南地

理室合并&成立西南地理所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

研究所

植物所昆明分

所

昆明 &'0' 年 # 月 ""将植物所#北京$植物分类'植物资

源'植物生态'古植物等室#约 &0% 人$

并入植物所昆明分所

""昆明植物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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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分

管

搬迁后

机构名称
地点 成立时间 搬迁计划 备注

计

划

局

口

西南动物所 昆明 &'0' 年 # 月 ""将动物所#北京$的昆虫部分和华

东昆虫所的一部分#共约 &0% 人$并入

西南动物所

""昆明动物研究所

西北植物研究

所

陕西

咸阳

&'10 年 / 月 ""将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壤研究所兰

州分所#&!% 多人$迁到武功与西北水土

保持生物土壤所生物和遗传育种的一部

份合并&建立西北植物研究所

""&''' 年并入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

盐湖所 西宁 &'10 年 ( 月 ""将兰州地质所#!% 人$'西北高原生

物所#( 人$'西北化学所的盐湖力量以

及化学所#北京$盐湖组 !% 人&共约 &!%

人&集中到西宁筹建盐湖所

""青海盐湖研究所

冰川冻土与沙

漠研究所

兰州 &'10 年 / 月 ""将地理研究所沙漠研究室#北京$

约 &(% 人迁往兰州与冰川冻土研究室合

并改建为冰川冻土与沙漠研究所

""&'(/ 年分建为兰州冰

川冻土研究所'兰州沙漠研

究所&&''' 年并入寒区旱

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西北高原生物

所
西宁 &'1& 年 ! 月

""将动物研究所的动物生态室和昆虫

生态室共约 &%% 多名研究人员迁到西宁

与西北高原生物所合并&在西宁进行扩

建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西南生物研究

所

成都 &'0/ 年 && 月 ""将植物生理研究所#上海$一分为

二&一部分迁到成都&并入西南生物研究

所

""成都生物研究所

计划局和新技术局对所归口的单位进行布局安排&所依据搬迁原则&延续了长远规划

办公室确立的原则( 例如&计划局对计划局归口单位的机构调整和布局的原则&也强调了

,对现有研究机构进行必要的合理调整-&,必须适应国防建设和三线工'农业建设布局的

需要&急需的先上-&建所方式采取,老所4一分为二5&或老所的一部分迁三线与分院所调

整合并-,机构不宜过多&规模不宜过大&一般的二'三百人-(

)&'*

在确立了搬迁原则后&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向三线地区搬迁&首先遇到问题是选

址( 按照中央确定的三线建设的基本原则&三线建设必须认真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

六字方针.这个原则是针对于国防工业建设的布局'厂址选择和工程设计提出来的&对于

中国科学院等科研单位来说&若按这个原则进行选址建设&实际上是寸步难行&开展科研

工作所需的物质条件完全不具备&并且与长远规划小组最初确定的,三'五成群&以便于

联系&便于管理-

)0*的原则&也相矛盾(

由于选址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科学院研究机构在三线地区的建设&也存在诸多问

题)$%*

( 尽管中国科学院的三线建设面临着选址'建设等不同层面的困难&一批科研单位

在 &'10 )&'11 年间还是如期建设起来&这两年也是中国科学院新建科研单位较多的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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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表 0'表 1 分别是截止 &'11 年底&西南'西北大区分院科学研究机构列表!

&从中可以

看出三线建设时期中国科学院科研布局的情况(

表 %=西南分院分管的科研机构

序号 名称 地点 现名 当时分管口 成立时间
三线建设

开始后

&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昆明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新技术局 &'0' 年 # 月

$ 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 成都 &'1/ 年划归国防科委 新技术局 &'0/ 年

! 昆明物理研究所 昆明 &'1/ 年划归国防科委 新技术局 &'0/ 年 加强

# 西南电子学研究所 成都 &'1/ 年划归国防科委 新技术局 &'0/ 年

0 西南有机化学研究所 成都 成都有机化学研究有限公司 新技术局 &'0/ 年 && 月

1 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 昆明 &'(% 年并入昆明地震大队 新技术局 &'11 年 & 月 新建

( 西南动物研究所 昆明 昆明动物研究所 计划局 &'0' 年 # 月 加强

/ 西南生物研究所 成都 成都生物研究所 计划局 &'0/ 年 && 月 加强

' 西南地理研究所 成都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计划局 &'10 年 & 月 新建

&% 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阳 地球化学研究所 新技术局 &'11 年 $ 月 新建

&& 地质所昆明工作站 昆明 昆明地质研究所 新技术局 &'0' 年 # 月

&$ 植物所昆明分所 昆明 昆明植物研究所 计划局 &'0' 年 # 月

&! 西南电子研究所计算站 成都 成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新技术局 &'1$ 年

表 &=西北分院分管的研究机构

序号 名称 地点 现名 当时分管口 成立时间
三线建设

开始后

& 近代物理研究所 兰州 近代物理研究所 新技术局 &'1$ 年 & 月

$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兰州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新技术局 &'1& 年 / 月

! 兰州物理研究所 兰州 航天部兰州物理研究所 新技术局 &'1$ 年

# 兰州地质研究所 兰州 地质和地球物理研究所兰

州油气资源研究中心

计划局 &'1% 年 $ 月 加强

0 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 甘肃天水 &'(% 年并入兰州地震大队 计划局 &'1$ 年

1 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

究所

兰州 &'(/ 年分建为兰州冰川冻

土研究所'兰州沙漠研究所

计划局 &'10 年 / 月 新建

(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西宁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计划局 &'1& 年 ! 月 加强

/ 盐湖研究所 西宁 青海盐湖研究所 计划局 &'10 年 ( 月 新建

' 西北植物研究所 陕西咸阳 &''' 年并入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

计划局 &'10 年 / 月 新建

&% 地球物理西北分所 陕西长安 后归七机部 新技术局 新建

###

!

以下两个表是根据中国科学院档案和!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简史"编制&由于材料限制&可能存在遗失或错误

的问题&请指正( 由于大多科研单位名称都改变过&因此当时单位名称以截至 &'11 年时的名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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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序号 名称 地点 现名 当时分管口 成立时间
三线建设

开始后

&& 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

壤研究所

陕西咸阳 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究

中心

计划局 &'0# 年 ( 月

&$ 西北计算技术研究所 西安 &'1/ 年划归国防科委 新技术局 &'0/ 年

&! &01 工程处 陕西临潼 &'1/ 年划归国防科委 新技术局 &'10 年 ' 月 新建

&# (%& 工程处 北京迁陕西

渭南

&'1( 年由国防科委接管 新技术局 &'11 年 0 月 新建

表 0'表 1 反映的是中国科学院,大三线-科学研究机构的情况&而在,小三线-的情况

要更复杂一些'时间上也多在 &'11 年之后&这个问题将另作专题研究(

从结果看&中国科学院在三线建设早期的科研布局在很大程度上是对 &'1! 年 # 月提

出的发展规划的落实( 西南地区在三线建设时期成立的西南地理研究所'昆明地球物理

研究所'地球化学研究所正是实现了对西南分院规划中开发,地理学'地球物理学上的处

女地-的规划.而西南有机化学研究所'昆明贵金属研究所等科研单位也在不同程度上得

到了加强( 西北地区在三线建设时期成立了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盐湖研究所也可

以说是完成了中国科学院的,西北地区干旱&水土流失严重&应着重开展云雾降水物理'

冰川积雪冻土'工程水文地质'盐湖资源的开发利用等研究-的既定规划.西北植物研究

所是把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壤研究所兰州分所迁到武功与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壤所生物

和遗传育种的一部份合并&也可以看作是充分利用地方资源而进行的科研布局调整(

$=小=结

从三线建设早期#&'1# )&'11 年$看&虽然中国科学院原本在科研机构布局的安排上

有着按学科领域合理布局的初衷和相关考虑&并且三线建设开展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了原来的设想&但响应中央,调整一线&加强三线-的方针打断了中国科学院正常的科研

布局计划进行的节奏( 同其他单位和行业一样&中国科学院在三线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

诸多难题&对于搬迁到三线地区的单位的正常科研和搬迁到三线地区的职工生活都难免

带来困难(

从中国科学院和三线建设的关系角度分析问题&无论是从科研力量的调整还是科研

布局的开展方面&三线建设对中国科学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方面&三线建设的提出推动了中国科学院在三线地区的科研布局和科研工作( 中

国科学院此前的科研工作计划中&参加西南'西北地区的科学技术研究就是重要内容.在

科研布局的安排上&也有在西南'西北等地区设立研究机构的计划( 虽然中国科学院此前

的工作安排不可能从,三线建设-的角度考虑问题&但在实质性的内容上&对西南'西北的

科技支持和根据地方资源特点进行科研布局的调整&都与三线建设的要求匹配( 在一定

程度上&由于三线建设的提出&中国科学院加强了对西南西北地区的科技支持的力度&加

快了西南西北地区科研机构的建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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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面&三线建设对中国科学院的自身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由于三线建设的提出&

打乱了中国科学院自身发展的目标和节奏%旨在提高三线地区研究机构在全院研究机构

中所占比例的指导思想&显然与根据西南西北地方资源特点设立科研机构的思路完全不

同.,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和建设思路&干扰了此前提出的,三'五成群&以便于联系&

便于管理-的布局思路.部分研究机构的搬迁和调整&也没有按计划落实( 在科研布局方

面&中国科学院的科研管理和科研决策也在发生改变&在三线建设之初还能发挥各学部的

作用&由于现实任务的压力&不能够进行充分的咨询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备战思

想的影响&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布局调整已经不能进行充分的科学论证.在科研方面&中国

科学院的科研特点是以基础'长远研究为特色&虽然为国民经济服务也是中国科学院的使

命所在&但毕竟中国科学院有着自身发展的目标'计划和科研节奏&很难完全根据国家需

要而迅速产生成果( 出于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宗旨&特别是备战思维的影响下&中国科学院

以积极应对的姿态开展三线建设是可以理解的&但其受到的负面影响也不可避免(

从更宽广的视角看&三线建设只是影响中国科学院科研机构布局调整的重要因素之

一( &'1# 年开始的四清运动&特别是 &'11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运动打乱了

中国科学院的正常科研工作部署&使得中国科学院的日常工作进入一种非常态的状态之

中( 在政治运动'备战压力这些因素共同的作用之下&中国科学院的正常工作受到了扰

乱&正常的科研布局所需要的咨询论证'程序的科学性等问题都谈不上.中国科学院没有

了对科研布局的主动性和自主性&而是以一种被动应对的姿态开展科研工作( 从事态发

展来看&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工作就更加混乱甚至停滞( &'11 年

之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三线建设计划有的没有落实&有的做了调整.更详细的

情况&还有待更深入的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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