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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

解疑释惑也是一种道义担当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太原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晓波：

圆珠笔头刻上“中国造”
李晓波 ， 男 ，
高级工程师，现任
太原钢铁 （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

人物小传
李佐军，湖南安化人，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员，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5 年发展中国十大年度人物。硕士博士先后师
从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和吴敬琏。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
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李佐军先后在高校、社科院、企业、银行、政府等不同性质的单位
工作过，长期从事改革转型、资源环境政策、宏观经济、三农问题、区
域经济、产业经济等领域的研究，著有 《人本发展理论》《供给侧改
革》 等 7 部专著，先后在 《经济日报》 等报刊上发表过 600 余篇文章。

细数当前奋战在中国经济研究一线
的学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
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绝对是较为
活跃且名气较大的一位。
曾师从张培刚教授、吴敬琏研究员
的李佐军，近年来研究领域涉及宏观经
济、经济改革和转型、绿色发展等多个
领域，出版了多部专著，发表了数百篇
文章，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高产学者。
这位出生于湘西农村的经济学家，
究竟如何与经济学“结缘”？为何有幸
一路拜得名师？成果丰硕的他，背后有
哪些鲜为人知的付出与努力？近日，在
他逼仄的办公室里，李佐军接受了 《经
济日报》 记者的采访。

稀里糊涂进了经济学圈
说起当年与经济学“结缘”，李佐
军认为是“稀里糊涂”进了这个领域。
李佐军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
的一个小山村。在他出生的那个年代，
中国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尚处于欠发达
状态，靠近湘西的安化农村不少家庭仍
要为温饱而发愁。李佐军的父母都是农
民，靠做农活勉强维持全家生计,同时
供养他们兄妹五人上学，明显力不从
心。由于李佐军从小学习成绩优秀，家
里就把读书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勤奋
的李佐军没有让家人失望，初中毕业后
便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
——安化二中。
高中毕业后，李佐军考上了中南地
区名校——华中工学院 （现改名为华中
科技大学）。他说，之所以选报这所学
校,与填报志愿时在学校宣传栏上看到
华中工学院的宣传画有关。
报考这所理工科为主的大学，文科
出身的李佐军能填报的专业只有两个：
一是新闻专业，二是技术经济专业。
“我不是能说会道的人，感觉自己不是
学新闻的料”，李佐军谦虚地说，尽管
自己当时对经济学专业基本毫无概念，
但还是选择了技术经济专业。
年少的李佐军并没有意识到，这一
选择将自己带进了经济学浩瀚的知识海
洋，并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佐军回忆说，当时大学生很少，
毕业时国家包分配，所以刚进校时自己
认为已经进入“保险箱”，学习也就没
了高中时的激情和动力。
不过，经过将近一年的迷茫与彷
徨，李佐军意识到，家里送自己上大学
很不容易，不能再浑浑噩噩地混日子
了，必须拿出考大学时的劲头,过好大
学生活。于是，他开始给自己定目标、
作计划、抓落实。很快，他不仅学习成
绩迎头赶上，还养成了做调查、写文
章、搞学术的习惯。每年寒暑假，他会
撰写假期调查日记，记录自己对农村集
贸市场、个体户、农业生产、农村合作
经济、农村婚姻等方面的观察与思考。
“现在回过头看，当年那些调查日
记写得很稚嫩，有些结论也草率。不
过，这种做调研、写日记的过程，让我
养成了喜欢观察、勤于思考的习惯，也
为后来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打下了比较好
的基础。”李佐军说。

深受张培刚教授感染
大学本科毕业后，李佐军迎来了学
术生涯的一次重要机遇。他本想报考中
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的硕士研究生。
但因其本科四年各科平均成绩超过 90
分，名列班上第一，被系里推荐免试攻
读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奠基
人张培刚教授的研究生。
李佐军说，张培刚教授是上个世纪
40 年代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在发
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领域有着很深

的造诣。成为张教授的学生，极大地激
发了自己的学术追求。
他说，张培刚教授从多方面影响
了自己的学术人生道路。首先，张教
授学贯中西，理论功底深厚，跟着他
学习，可以受到系统、扎实、前沿的
经济学理论训练。其次，张教授的学
术研究态度十分严谨，研究方法不断
创新，从他那里不仅可以受到学术态
度的感染，而且可以学到理论、历
史、实证等多维研究方法。再次，张
教授的家国情怀也影响着学生。张教
授经常对学生们说，当年自己放弃国
外的优厚待遇和条件回国，主要是想
为祖国作出一番学术成就，为祖国在
国际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
“无论是在学术追求上，还是在理
想信念上，张培刚教授都给学生带来受
益终生的影响。”李佐军说，张培刚教
授在生活上也很乐观豁达，其人格魅力
给每个接触过他的人都留下了深刻
印象。

要为农民说话
硕士毕业后，李佐军被分配到中国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
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化方面的研究。
“我上大学时就有个愿望，要为中
国农民说话。”李佐军说，正因为有这
样的理想，他长期对研究“三农”问题
充满兴趣和热情。在社科院作了一段时
间研究后，李佐军感到，研究“三农”
问题必须扎根实践、深入一线。于是，
他下海到农口央企工作，后又因单位变
故到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工作。
经过几年的企业闯荡后，李佐军发
现，自己还是对作学术研究情有独钟，
于是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又毅然决定
重返校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作为张培刚教授的学生，我肯定
不能抱着‘镀金’或者‘混文凭’的心
态去攻读博士。”李佐军说，经过几番
权衡，最终决定报考著名经济学家吴敬
琏研究员的博士研究生。
考上吴老师的博士不易，要毕业就

更难了。“吴老师的博士不好读，不脱
掉 一 两 层 皮 是 很 难 毕 业 的 。” 李 佐 军
说，吴老师对博士生的学习抓得非常
严，有时甚至到了苛求的程度。例如，
如果学生用“按理说”“一般说来”等
字眼，吴教授就会说：什么叫“一般说
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吴敬琏老师带
的博士生中，能够 3 年正常毕业的很
少，大部分学生少则 4 年多则 8 年才能
毕业。李佐军回忆自己在读博期间，光
博士论文题目就先后换了三个，而且每
次都是在论文成稿后换题目，吴老师看
完后认为达不到要求就打回重来。
“如果加上几次开题报告和各种资
料准备，我撰写博士论文的总文字量超
过 100 万字。”李佐军说，在反复换题
和修改的过程中，他看了很多书，查阅
了许多文献。事后看，这种经历已成为
其学术道路上的一笔宝贵财富。更重要
的是，吴老师对学术研究的严苛要求，
也持续影响着他后来的学术研究。

人生经历让我更接地气
2001 年底，李佐军从国务院体改
办中国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调到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工作，开
始了新的人生征程。
“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后，我总
算安定下来。这里的研究氛围很好，为
我们这些喜欢思考点问题、作点学术研
究和政策研究的人提供了不错的条
件。”李佐军说。
在李佐军看来，尽管他从研究机构
到实践部门、再从实践部门回到研究机
构，兜了一大圈，看似走了一些弯路，
但在不同单位工作的经历，加上自己从
农村到县城，从县城到武汉，从武汉到
北京的阅历，一方面大大拓宽了其研究
视野，另一方面也使他能够较好地将理
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使研究更接地气。
“我这些年来的研究领域能广泛涉
及‘三农’问题、金融问题、企业改革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究其
原因，就是推进了改革，并
通过改革调动了各方积极
性。解决当前面临一系列
问题的出路在改革

和企业战略问题、城镇化问题、产业经
济问题、区域发展问题、经济改革和转
型问题、宏观经济问题、绿色发展问题
等，与人生经历比较丰富是分不开
的。”李佐军说。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这十几
年，是李佐军在学术上的积累快速转化
为成果的“丰收时刻”。这期间，他撰
写和出版 《人本发展理论——解释经济
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供给侧改革：改
什 么 、 怎 么 改 ？》 等 6 部 专 著 ； 主 编
《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 蓝皮书等 12 部
著作；合著和参著了 20 多部著作；在
报纸杂志上发表近 600 篇文章；呈递给
党中央国务院领导 90 余篇调研报告。

近日，太钢集团火了：股价出现上攻势头，集团董
事长李晓波引起了多方关注。这一切，都是由一个小小
的圆珠笔头引发的。
据报道，历时 5 年攻关，太钢研发生产的圆珠笔笔
头用不锈钢新材料成功应用于国内知名制笔厂家。这标
志着我国笔头用不锈钢材料的自主化迈出了关键的一
步，对于有效打破国外长期垄断具有重大意义。不少网
友感慨，被李克强总理心心念念提到、董明珠也说“干
不了”的小小笔头，如今终于干成了。
中国有 3000 多家制笔企业、20 余万从业人员、年
产圆珠笔 400 多亿支……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制笔
大国，但一连串值得骄傲的数字背后，却是大量圆珠笔
笔头“球珠”还需要进口的尴尬。圆珠笔头刻上“中国
造”，对于提振中国制造信心、展现中国制造工匠精
神，无疑具有较强正面效应，值得点赞。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为何那么长时间造不出来？
业内人士指点迷津：盖因圆珠笔头市场规模不大之故。
事实上，我国许多生产小物品的企业都面临着“圆珠笔
头”困境：一方面，“唯有掌握核心技术才是出路”已
成为共识；但另一方面，如何才能让核心技术为企业带
来相应收益，也不得不予以考量。
（任 武整理）

记者提问倒逼我学习

王恒：
让布鞋
“走出”
深山

随着李佐军的名气和影响越来越
大，他面对的是越来越多的会议和调研
邀请，以及越来越多的媒体采访要求。
有人经常问：哪有那么多时间写
作？接受媒体采访是否会影响其专心做
学问？“时间都是规划出来的，是时时
刻刻挤出来的。”李佐军说。
记者在采访中留意到，李佐军随身
带着一个笔记本，里面记录着每天要做
的事，而且标注着轻重缓急。正是因为
有严谨的时间观念，李佐军每天都会挤
出时间来思考问题。他甚至经常利用坐
地铁的时间写微博，对自己的思考总结
提炼，形成要点或提纲，为今后写文章
预先搭好框架。
李佐军说，在接受媒体采访方面
自己也是有选择的，接受采访的话题
必须与自己平时关注和思考的领域相
关。而且，国研中心专家也有一个新
的职责，就是做好中央政策的宣传解
读，为公众解疑释惑。在李佐军看
来，“这既是工作职责所在，也是社会
担当的要求”。
“我更愿意把接受采访看成是帮助
自己发现问题和启发思考的过程。
”李佐
军说，媒体在解读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经济现象时，经常会站在与学者不太一
样的角度，有时会捕捉到一些新鲜有价
值的问题。例如 10 多年前，有位记者在
采访李佐军时提到，重工业在工业中的
比重最近明显提高。说者无心，听者有
意，李佐军意识到这可能意味着中国经
济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他开始对此
从理论和历史经验等角度深入研究，并
与其他共同学者提出“中国经济进入重
化工业阶段”的判断，引起较大反响。
“有时，记者的提问会倒逼我们去
学习和思考。”李佐军举例说，中央和
国家各部门每年都会出台大量政策文
件，自己不可能对每一份文件都及时
深入学习。记者提问后，就会倒逼自
己认真学习和思考，以较准确地解读。

今年 27 岁的王恒毕业于北京某高校电子商务专业，
其父的制鞋厂是一家小型乡镇企业，起初发展顺利，后因
产品滞销濒临倒闭。2012 年王恒毕业回到老家——河
北保定望都小西堤村，利用电商网络解决布鞋滞销问
题。他采用“互联网+布鞋产业+廉价流通”模式，把布鞋
电商越做越大。2016 年，王恒的布鞋电商年销售额达
2300 多万元，并带动全县 510 余人从事电商创业。
陈卫红 李 昕摄影报道

王恒（右）和员工查看一家鞋厂的新款布鞋，准备在
网上销售。

王恒在为客户配货。

最迫切的是如何有效推进改革
李佐军
全面深化改革已形成共识，但如何
革。过去多年来，我们主要依靠需求侧
提高改革效率，增加老百姓的改革获得
“三驾马车”、大规模要素投入和 GDP
感，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导向制度三大动能推动了经济增长，但
解决当前面临一系列问题的出路在
现在这三大动能一方面边际效用递减，
改革。经过持续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
另一方面副作用和后遗症在加大，必须
经济积累了产能过剩、资产泡沫、高杠
加快寻找新动能。新动能就是笔者多年
杆率、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等问题。这些
来反复论证的供给侧“三大发动
问题的根源都在制度。解决它们唯有全
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
面深化改革。
级，其中制度变革是根源性发动机。
中国未来要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加
实现现代化，关键在于跨越“中等收入
快了全面改革步伐，改革的顶层设计和
重点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改革任
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须解决两个
务仍十分艰巨。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
问题：一是实现增长动能转换；二是缩
小贫富差距。要解决他们都依赖于改
如何有效推进改革，为此需要在以下方

面作出新的努力。
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凝聚改
革共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
向，多做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实事。其
次，要加快调动各方推进改革的积极
性，鼓励试验探索，宽容失败，重用敢
于改革的干部，奖励改革理论和政策研
究。再次，要敢于担当，敢于碰硬，清
除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碍。第四，
要加强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改革的协调，形成各领域改革的合
力。第五，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
改革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提高改革的
效率。

员工在互联网上更换布鞋新品。

本版编辑 胡文鹏 杨开新 徐 达
联系邮箱 jjrbrw@163.co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窗：dzzs@ced.com.cn 010-58393509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 8166 号 广告部：58392178 出版管理部：58393115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6∶30 印完时间：7∶50 本报印刷厂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