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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是谷超豪院士 2006 年 4 月 4 日在上海社科院“大家学术
讲坛”上的演讲，杨征帆、王泠一根据录音整理，并经作者本人审阅，原载

《解放日报》2006 年 5 月 14 日第 8 版。

非常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让我来做一次交流。我知道这里有许多社会科

学界的杰出学者和后起之秀。在这里谈学术生涯，谈学术，可能是班门弄斧。

但是华罗庚先生有句话，他说弄斧必到班门。意思就是你搞学术交流一定要

到强手如林的地方，这样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也可以相互交流。我今天的确

也是一次班门弄斧，不妥当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正。

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请勿歌仰止，雄峰正相迎”。2002 年的时候我得
到上海市首届科技功臣奖，很多同志祝贺我，还有同志写了一幅字“高山仰

止”来称誉我。我觉得实在不敢当，所以我对他的回答是“请勿歌仰止，雄

峰正相迎”，后面还有很多很多高峰等着大家去攀登。我现在借这个话做我的

演讲题目，实际上讲一讲我的学术生涯。毕竟我从对数学感兴趣开始到现在

已有 60 多年，有许多经历可以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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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立下科学救国大志向

我在小学时体会到的“大事”，首先是救国。祖国处在危亡之中，要做一

个爱国者，要做一个革命者。同时我也学到了一些自然科学的知识，知道科

学对国家的重要意义，因而第二件大事就是学好科学，为社会作贡献。

我小时候，深受孙中山先生一句话的影响。大体意思是青年人要立志做

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记得当时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学校里面爱国

主义气氛非常强烈，许多课程，包括历史、语文等等，都讲到中华民族一百

多年以来受到欺负、压迫的历史。同时，语文教材不是当时的标准教材，而

是选自于邹韬奋先生创办的读书生活社出的一本书，叫《给年少者》，在里

面宣传了爱国思想、抗日思想、进步思想，是一本很进步的书。在学校的礼

堂里面，有许多标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孙中山先生的这句话。我当时体会

到大事是什么呢？首先是救国。祖国处在危亡之中，要做一个爱国者，要做

一个革命者，像孙中山先生那样。小学时，我也念到了一些自然科学的知识，

知道了科学对国家的重要意义，因而第二件大事就是学好科学，为社会作贡

献。小小的心灵的确有这样一个想法：将来要做大事，大事就是救国，就是

发展科学。以后的环境也帮助我朝这两个方面发展。

我进中学时正是 1937 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当时温州抗日气氛非常强烈，
有许多抗日宣传活动，很多中学生都参加了宣传和募捐工作。有一批老大哥，

包括我的哥哥，那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向青少年灌输革命的思想，引导

我们念马列主义的书，比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

等，给我们很大的教育，使我们相信了马克思主义，向往中国共产党。当时

党的组织也吸收青少年参加，我的一个同学冯增荣，比我低一班，年龄比我

大一岁，介绍我入党。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子，但也参加了抗日宣传，参加了

学习进步思想的读书会，同时帮老大哥们传递信息，做交通员。

1943 年，我所在的党支部书记被捕。他坚持了原则，保守了党的机密。
所以我没有完全暴露，但组织关系断了。当时党的指导方针是保存力量，潜

伏起来，等待时机。我按照这个方针，考上了浙江大学龙泉分校，离开了温

州去学习。但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政治方向。抗战胜利以后，情况发生了变

化，昆明“一二一”运动以及重庆的旧政协等等斗争影响了全国，浙大进步

学生运动也逐渐兴起。1946 年上半年，我联系了一些思想相近的同志，包括
温州中学的同学薛天士同志和杭高毕业的吴士濂同志。我们共同发起组织了

一个学生团体，叫求是学社，来推进进步活动。我们得知坚强的民主斗士马

寅初先生来到浙江杭州，求是学社派我和另一位社员王万里去拜访马先生，

请他到浙江大学演讲。当时举行了一场很有影响的演讲会，由吴士濂主持。

马先生在会上号召同学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影响很大。现在很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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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回忆录里都提到了这次报告。另外就是推动了 6 月 13 日杭州的反内战
游行，这也是在全国的比较早的大规模反内战活动。请了马寅初先生来参加，

吴士濂作为学联主席，负责游行的指挥。随后又发生了一系列的进步的学生

运动，包括 1947 年初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1947 年的“五二〇”反
饥饿、反内战运动，特别是于子三同志被杀害以后，在全国爆发了影响很大

的抗议活动。我作为积极分子，作为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参加了这些运动，

做了一定的工作，得到了党组织的充分肯定，并和温州地区的党组织取得了

联系，后来又和杭州地下党建立了组织关系。

从事数学研究的动力

从事学术工作，兴趣非常重要。产生了兴趣之后，会感到这是非常有意

义、非常乐意去做的事情，不做反而不高兴。

虽然从初中到大学期间，我从事了许多革命活动，但我没有放弃数学的

学习，不仅课内成绩好，而且阅读了不少课外书，还修习了几门物理课程，

成为苏步青先生、陈建功先生重视的学生。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在数学研究

上也取得了进展，完成了第一批的系统性的论文。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多年

中，我虽然也承担了一些别的任务，但没有放弃数学，做到了教学和研究不

断线，取得了新进展。下面我要谈一谈研究数学的动力问题。

第一，兴趣。从事学术工作，兴趣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对它不是非常

感兴趣的话，夜以继日、从不放松的思考和钻研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反之产

生了兴趣之后，会感到这是非常有意义、非常乐意去做的事情，不做反而不

高兴。我对数学的兴趣是从小学开始培养起来，小学里面，念了循环小数，1
被 3 除，除不尽。除不尽的话怎么办？循环。循环小数里有个无限的概念，
无限的东西不能完全实现，但可以想象，还可以用记号“·”表示，点一点，
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表现出来，我觉得这里面奥妙无穷，很有兴趣。到了小学

六年级的时候，要做许多算术应用题，譬如说童子分桃、鸡兔同笼等等。什

么是童子分桃呢？有一篮桃子，一群小朋友，一个人分 3 个，还多出 7 个，
若要一个人 4 个，还不够 3 个，问有多少小孩，多少桃子？又如鸡兔同笼，
笼子里有鸡，有兔，有脚 50 只，有头 20 只，问有多少只鸡，多少只兔？这
类问题我都感兴趣，要动脑筋，也不容易，当时出版了“升学指导”一类的

书，对这些问题一一列了公式，背出来后可以应考，但当时我认为这不是办

法。刚好我在我哥哥的书橱里找到了中学代数教科书。用了未知数 x，y，把

方程式一列，方程一解，答案就出来了，我感觉非常高兴。后来念了中学，

念了高中，看了课外书，兴趣更来了，特别是我初步了解到微积分，没有微

积分的思想，就无法理解速度。我们念物理，有速度，有加速度，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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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下来，不是等速度，有重力加速度，等速运动很好理解，速度等于距离除

以时间。而加速运动，速度不断在变，不断地变速度，什么是速度？就不大

容易想清楚。只有用了微积分的思想，才能把它弄清楚。我对数学的兴趣又

进了一步。

第二，数学是各门科学的基础，又是重要的工具。兴趣使我学习和研究

数学，形势需要我做革命工作，这似乎是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这两件事在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统一起来。1951 年人民日报“五四”社论号召“革命青年
要向科学进军”，我就感到可以理直气壮地研究数学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

的演说中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

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 —— 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

预见 —— 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

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这使我体会

到两点：一是科学的任何发现都有作用，任何的科学钻研都是有价值的。二

是如果能够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这个价值就更大了。

我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探究数学到底有什么用的问题。在学术界曾有说

法：“数学是科学的女皇和仆人”，我对这话的理解是数学的确是各门科学的

基础，也是各门科学的工具。后来我又知道马克思的一段话：“一门科学只有

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这段话见于拉法格的回

忆录。我觉得这句话分量非常重。各门科学，用了数学，可以严格化，可以

数量化，成为定量的科学，能够进行严格的推断和预测。近年来，形成了这

样一个观点，数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庞大的科学，称为数学科学。它不属于

自然科学，也不属于社会科学，而是和它们并立的。过去说数学属于自然科

学。为什么呢？数学的应用绝大部分是在自然科学里面，力学、物理、工程

等。但是现代科学的发展，数学的应用完全不能局限于自然科学里面。经济

学，许多人文科学，都要用到数学。数学工具也大为推广。有了计算机，大

量计算过去解决不了，现在都可能了。还有统计学，过去数学基本上用演绎

方法，统计学就是归纳的方法。过去数学都是完全确定论，用了概率统计，

偶然性就进来了。如果说一个问题知道一部分因素，资料并不是很完全，也

不是束手无策，而是可以进行适当的推断，虽不是那么确定，但是一定的可

靠性的推论可以得出来。这些工具的添加，数学的科学内容不断扩充，数学

的范围也不断同各门学科交叉，成为各门科学的基础，因此数学科学已经并

列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不管是做基础研究，还是做应用研究，不管是做

交叉研究，还是做纯粹研究，数学都很重要。

第三，数学是极富创新性的科学。恩格斯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认为数学

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数学是客观事物的抽象，与客观事物的联系非常紧密。

同时，他又认为数学是门创造的科学。他提到了人类精神的创造。数学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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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精神的创造，悟性的创造。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数学的实质，是真正的唯物

辩证的思想。唯物，讲求现实来源；辩证，重视思维的创造，悟性的创造。

的确，在虚数、微积分之后，数学还有许多伟大的创造，如群论、黎曼几何、

微分方程等等。这些领域中的每一重大进步，都需要“悟性的创造”，都会使

思维的境界有新的开拓，解决问题有新的工具。虽然投身于科学研究很艰苦，

但我也从中不断地享受到创造的乐趣、成功的乐趣。

继承、发展和创新

对于青年人，全面学会老师的治学方法和学问，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与此同时，还必须要有自己的创新，要有更现代化的研究领域。

1953 年院系调整之后，我到了复旦大学，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数学研究
和教学上面。复旦大学党委对青年教师很重视，成立了骨干教师小组，经常

在一起交流思想，总结我们的一些想法，进行教育。党委书记杨西光同志和

王零同志多次主持座谈，强调继续向前辈老师学习，对前辈老师要尊重，不

要以为自己成长起来了，老师的学问都已经学到了。党委这点对我们影响很

大，虽然已比较成熟了，进入研究领域了，但是全面学会老师的治学方法和

学问，还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向老师学习成为我们重要的一个方面。党

委还指出另外一个方面，老师从事的学科领域，也有可能一部分不是当前学

术的主流了，或者当前学术界不注意这一问题了，青年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创

新，必须要有自己更现代化的研究领域，要有自己创新的内容，自己要带领

出一支新的学术队伍。

1957—1959 年我到苏联去进修，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把苏步青先生
指导的微分几何继续深入，结合当前重要的方向，加以发展。另一方面开辟

新的领域，把偏微分方程的研究开展起来，当时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成为举世

瞩目的重要事件，我感觉到空气动力学应该是值得注意的，觉得应该联系空

气动力学，以之为研究偏微分方程的切入点。与传统的做法不同，我先去学

空气动力学，从莫斯科大学开设的大学生课程念起，终于知道其中还有许多

基本的数学问题有待解决。回国之后，我带领青年研究这些问题，在两年内

就做出了领先于世界的成果，并形成了一支坚强的队伍。当时的一个指导原

则就是我应该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尽快告诉青年人，并且应该把自己的心得，

把自己的研究方法，把有价值的问题告诉学生。要把好的问题交给青年人去

做，促进和帮助他们尽快成长，我自己可以抽出力量去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

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这样，我们这个集体占领的阵地会越来越多，我的研

究也会有新的发展空间。几十年来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除了数学之外，我

还开设了力学课程，也开过计算数学、数学物理的课程。听过我的课或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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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影响的学生中，有些已成为世界水平的专家，比如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李大

潜、洪家兴、陈恕行等。还有许多活跃在各条科研、教学战线，成了骨干。

回顾这一生，我还是比较满意地实现了继承、发展、创新的原则，并将

为此继续努力。

现场交流

我想请教谷先生，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如何处理好“博”与

“专”的关系？

基础既要扎实又要广博。所谓扎实就是，要做到基础真正牢固，

不是靠浏览浏览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同时，知识一定要广博，不广博的话，

你的眼光就太窄。这个问题可以用走围棋来比喻。走围棋如果没有全局的眼

光，只是在一个地方打转的话，是占领不了太多地方的；同时，走围棋如果

不做两个眼出来，棋就活不了。这一点还可以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打比方。打

游击战你光是游来游去，没有根据地，是要失败的。所以基础一定要打牢、

要巩固，一定要有某些地方（知识、方法、技巧）是你的专长，是人家比不

过的；但是眼光一定要远大，不能只看到自己做的这一点点，而要看到整个

国家建设的需要，看到学科的全局和其相邻或相交叉的学科。

在具体的研究当中，我们究竟该如何平衡好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

这两个方面的关系？

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都需要花时间。在做基础的时候，我想

应该同时把眼光放到有关应用问题上面。基础不够好，做应用研究，可能也

不能深入，因此一定要有自己拿手的东西，这一手要比人家高明一点。做应

用，也一定要深入到应用的问题中去，对有关的学科要有深入的理解，要大

处着眼，又要做得仔细。要有适当的目标，有意义的问题和创新的思想，这

当然要付出艰苦的、长时间的努力。

我们在做研究时常感觉到，研究成果要深化是需要其他学科的支

持，而且越来越感到这种迫切的需要。那么请问数学研究和社会学、经济学

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

这种学科交叉和合作不是那么容易的，我想主要还是依据自己

的努力，自己要有决心。因为搞学科交叉，对其他学科要有充分的了解，光

是表面的不行，要深入了解，要和其他方面的专家有共同语言，能够交流、

合作。当然你要有自身学科的很好的素养，这就需要加倍努力。诺贝尔经济

学获奖者好多原来是做数学的，后来发现了经济方面的问题，最后得到了很

好的成果，在经济学界得到充分的赞赏。比如说纳什，他是数学做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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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注意到经济问题，提出了多元的博弈论，结果得到诺贝尔奖。也有人原

来是经济学学得很好，他觉得某些数学对他有用，因此就朝这方面靠拢，然

后也取得很重要的成绩。我觉得途径还是多种多样的，现在对于一般人来讲，

是希望数学基础能够学好一点，比如说大学课程里数学课的要求能够达到，

在研究生期间里头，也都要多掌握些数学工具，学用好计算机。

刚才谷先生说数学科学是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并列的科学，请

问数学科学和哲学之间关系如何？

我想搞数学的人应该有一定的哲学思想，这可能来自前辈数学

家，可能来自哲学家，或许是在自己的研究中产生的。哲学思想对于搞学问

有好处，往往带有指导性，但也不能代替具体的数学。比如要证明一个定

理，有很多数学技巧，而这是哲学不能代替的。我觉得哲学能拓宽眼界，增

长思维的高度，但是具体的数学问题，该上计算机的，还是要用计算机，该

做严格推理的，就得做这种推理，要很好地掌握技巧。另一方面，数学的研

究对象不是某种类别的现象，而是抽象的“思想事物”，这和哲学有一些接近

之处。

我国现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最近已经明确提出来，要建设社会

主义创新型国家。希望听一听您在这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这是个大问题。我觉得创新能力的培养还是要从“小”做起，

应该从小教育孩子为祖国做些什么，为科学事业做些什么，这些志向还是要

培养的。另外，我觉得在教育方面，不要要求学生依样画葫芦、死记硬背，

要给他们足够的自主学习的时间，要提倡他们自己学习，自己思考，学会交

流和讨论。我觉得相互交融、相互讨论是非常重要的。在思想上要开阔，但

是也不要放松了基础学科的学习。因为，如果没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也就谈不上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