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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rientation of the values of college students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future of every 

college student, but also to the fat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pirit of " 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 is a powerful inspiration to young students, and the spirit of "two bullets and one sta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cultivat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 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 and foster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 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 into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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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大学生的价值观取向，不仅关系到每一位大学生自身的前途，而且关系到中华民

族的命运。“两弹一星”精神对青年学子强烈的感召力，使得“两弹一星”精神成为培育当

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我们要通过多种途径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弘

扬“两弹一星”精神，培育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对于促进“两弹一星”精神

内化为大学生的自觉行动，有重要意义。 

1．引言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习近平同志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

一代代地传下去，使之转化为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1]深入研究“两弹一星”精神的内涵

和实质，不断探讨“两弹一星”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之处，用两弹一星精神加

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两弹一星”精神的科学内涵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江泽民同志指出，在为“两弹一星”事业进行的奋斗中，

广大研制工作者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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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是“两弹一星”精神的灵魂和精髓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新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困难局面，一大批留学人员毅然

决然回到祖国怀抱，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呕心沥血、顽强拼搏，为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取得了“两弹一星”等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3]许多科学家宁愿放弃国

外优厚的条件，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许多研制工作者隐姓埋名，默默奉献，甘

当无名英雄，有的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用热血、青春和生命为祖国、为人民谱写了一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的动人篇章。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一句句感人肺腑的话语：

钱学森抛下国外优厚而又舒适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决然回国；王淦昌说

出了多年积压在他心头的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4]钱三强曾说“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

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5] 彭桓武在

英国获得两个博士学位后计划回国时，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

国才要理由”！[6]  

邓小平讲过: “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 没有发射卫星, 中国就不可

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 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7] 祖国今天的强大离不开这些科研

工作者的无私奉献。两弹一星科研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爱国主义的内涵。他们的爱

国主义精神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最核心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是

培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力量源泉。 

2.2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两弹一星”精神的特征和标志 

建国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压制或封锁政策，我们只能把目光投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然

而，苏联也企图向中国讲政治条件。毛泽东主席坚决地表示“要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

行”。[8] 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把“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

的科研成果”作为建院方针。[9] 正是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中国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组

织和工作方法。当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撤走专家时，我们的研究工作不但没有停顿，反而

进一步健全了独立、完整的核工业体系。 

广大“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者在茫茫无际的沙漠戈壁，在北风呼啸的雪山荒原，在人烟

稀少的深山峡谷，餐风露宿，跋山涉水，克服了重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甚至经受住了生

命极限的考验。他们依靠有限的科研和试验条件，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取得了“两

弹一星”科研事业的伟大胜利。他们所具有的惊人毅力和勇气，显示了中华民族在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基础上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决心和超凡能力。 

2.3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是“两弹一星”精神的核心和本质 

建国初期，在极端艰难和艰苦的条件下，“两弹一星”实验却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成功，

这是全国人民协同奋斗、科学家们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凝聚力

的体现。1962 年 11 月 3 日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 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0]  

中央专门委员会是一个包括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人的高度权威机构，集指挥

权、财政权、人事权于一体，周恩来是这个权威机构的总指挥。[11] 在这种精神指导下，中

国核事业开始了新的征程，全国成千上万的单位和个人大力协同展开攻坚战。他们这一支求

真务实、大胆创新的队伍，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攻克了一个个科学难关，使我国的科研

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他们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一个个辉煌业绩，为中华民族文明奋

斗史增添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两弹一星”研制成功的事例是社会主义团结协作精神的完美体现，它的实质是集体主

义。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弹一星”精神中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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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协同、勇于攀登”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3.“两弹一星”精神在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意义和作用 

3.1 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加强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 

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自然

条件和社会条件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广大科研工作者仍然能取得巨大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

原因就是他们拥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不移信念。加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首先就要加

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可以通过举行以“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的班会、专题讲座、专

题讨论、知识竞赛等活动，加强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树立社会主义信念教育，使

当代大学生学会正确处理个人理想信念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系。要让这些学生明白，只有坚

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树立为实

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理想信念，才能产生巨大的精神动力，才能为建设祖国做出自己的贡

献。 

3.2 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加强当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从事“两弹一星”研究的科研人员中的大多数本来可以在国外过着优裕的生活，但他们

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冲破重重障碍和

阻力，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都有自己的祖国”。[12] 几十年中，他

们为了祖国的强大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幸福而艰苦奋斗，以惊人的毅力创造了人间奇迹，如果

没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这些科研工作者们怎么能克服重重困难，回到当时一贫二白、百

废待兴的新中国呢？“爱国主义是老一辈科学家献身国防的最大的精神动力，是老一辈科学

家在两弹一星事业中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力量源泉。” [13] 我们要弘扬“两弹一星”的精

神，用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当代青年大学生。要引导当代青年大学生以实现中国梦、振 兴中

华为己任，必须把报国之志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树立主人翁意识，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积极投身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梦想做

出自己的贡献 

3.3 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加强当代大学生的集体主义教育 

在研制“两弹一星”的过程中，广大科研工作者精诚合作，团结友爱，充分发扬了集体

主义精神。这些科研工作者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祖国的强大和民

族的振兴而走到一起。在重重困难面前，他们表现出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友爱互助、生死

与共的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促使“两弹一星”研究集体凝聚成了一个具有强大战斗力

的团队和一个向心力极强的战斗集体。正是因为这种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广大科研工

作者才克服了重重困难，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丰功伟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贯穿着集体主义价值观。[14] 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当

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内容之一就是加强大学生的集体主义教育。“两弹一星”精神中

的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就是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最

好的素材。用“两弹一星”事业中的协同精神教育当代学生，让他们深刻理解“两弹一星”

事业中广大研制人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团队协作精神，引起他们从自我中走出来，融入到“大

我”的团队中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15] 

3.4 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加强当代大学生的艰苦奋斗教育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是“两弹一星”事业起步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决定的，是“两

弹一星”事业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16]正是因为有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广

大科研工作者才能不畏狂风暴沙，不惧严寒酷暑，在茫茫戈壁滩上，在“一无所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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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以惊人的速度和毅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两弹一星”的巨大的成功。我们要用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教育当代大学生。要教育和引导他们树立艰苦创业的

意识，教育和引导他们敢于正视困难，不怕吃苦，顽强拼搏，树立社会责任感。要培养他们

自立自强的精神并拥有独立的人格，磨练大学生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要教育和引导大学生

勇于到基层和艰苦的地方创业和就业，用自己的知识本领和顽强的斗志，去开创新的事业。 

4.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培育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 

“两弹一星”精神的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质的一致性以及“两弹一星”精神

对中国人民强烈的精神感召力，使得在当代大学生中宣传“两弹一星”精神，促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大学生的价值体系成为可能。 

4.1 建设“两弹一星”精神的研究平台和宣传教育队伍 

一方面，重视两弹一星研制历程相关知识的宣传，根据学校地域优势，汇合聚集研发力

量，着力搭建研发平台。依托地区“两弹一星”研发遗址，比如绵阳梓潼“两弹一星”城遗

址等，组织研发力量，建设“两弹一星”精神研究机构，形成独具特色的两弹一星文化，并

以此引领大学生进行参观或者参与到研究项目中，切身体验“两弹一星”精神。这对传播正

能量和渗透主流意识来说，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另一方面，打铁还需自身硬。培养一支高素质“两弹一星”精神研究宣传工作者队伍，

是十分必要的。这支队伍，包含两弹一星专家、学者，“两弹一星”研发亲历者、见证者，以

及高校学工、团委等职能部门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高校学生辅导员。这支队伍的成员既

有较高理论水平，又掌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对大学生进行两弹一星精神的熏陶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本保障。通过这支队伍，可以准确了解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时

发现青年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尤其是苗头性、倾向性、群体性问题，进而采取有

效合理的措施，有针对性地进行“两弹一星”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引导。 

4.2 加强“两弹一星”精神文艺作品的创作和文化载体的建设 

要在大学生中大力宣传两弹一星精神，那么创作大学生喜闻乐见的、能承载“两弹一星”

精神的优秀文化艺术作品，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式。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培育当代大学

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优秀文化作品作为依托。电视连续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国

家命运》《青海花儿》等，就是这样的优秀作品。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更多更优秀的文艺精品。

高校也可以充分发挥师生高知识层次、高文化素养的优势，充分调动师生创作优秀文化作品，

生动具体地表现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优秀文化作品润物细无

声地潜移默化滋润大学生的心田。使大学生在优秀文艺作品的熏陶中受到“两弹一星”精神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4.3  占领思政课的主阵地和新媒体舆论宣传的战略高地，加强“两弹一星”精神的宣传 

思政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主阵地。习近平强调思政课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

道，思政课要在改进中加强，以提升思政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青

年大学生成长规律和身心特点，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推动“两弹一星”精神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比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讲述人

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可列举两弹一星人“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事例，进行集体主义

精神的教育；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可通过两弹一星人热

爱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普及宣传“两弹一星”精神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中，结合两弹一星精神，灌输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各高校还可以“两弹一星”研究方向，组织“两弹一星”精神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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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推动大学生对 “两弹一星”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研究和宣传。 

习近平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

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17] 高校要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两弹一星”精神和

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渠道作用。要加强“两弹一星”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

络阵地建设。新媒体传播阵地建设要以灵活多样的形式传播“两弹一星”精神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增强舆论宣传感染力和渗透力。 

4.4 “两弹一星”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开展专题教育活动 

“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案例化、形象化，才能避免在教育实践中的空洞

说教与无序灌输”。[18]  高校应结合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开展各种形式的的专题教育活动。

首先，组织观看“两弹一星”题材的优秀影视作品或者请“两弹一星”亲历者、见证者为大

学生做报告，使青年学生的心灵受到震撼；其次，组织和开展一些文娱活动，比如小品、微

电影创作、“两弹一星”主题演讲比赛等活动，让学生在愉快的氛围中感受 “两弹一星”精

神；第三，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通过组织大学生参观“两弹一星”文物和遗址，让静静的两

弹一星文物和遗址生动起来，把“两弹一星”精神中最感人、最深刻、最具有教育意义的内

容以生动的形式呈现在当代青年大学生面前，使之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爱国主义

教育的有效载体，让当代大学生在生动可感的活动中受到“两弹一星”精神的熏陶；第四，

重视两弹一星研究开发重要纪念日，比如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爆发的重要纪念日，开展“两

弹一星”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弘扬民族精神，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结束语 

利用“两弹一星”精神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在大学生群体中间生根发芽，使这一强大精神动力转化

为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通过多种途径，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培育当代大学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促进“两弹一星”精神

内化为大学生的价值体系和自觉行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民族复兴中国

梦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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