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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世纪 60年代初来到中国科学院，迄今近半个世纪，我已年逾古稀，
可以说与中国科学院结了一辈子的缘分。几十年来，风风雨雨，中国科学院

在曲折中前进，个人也逐步成长。

“中科”的秘密

我上小学比较早，学习成绩尚好，然而年龄幼小，混混沌沌，完全不知

道用功。复杂的算术应用题，老师讲解时似乎明白一些道理，但是自己分析

时却说不大清楚。

1951 年秋天，我快 12 周岁，在江苏省南通中学上初二，新添了代数与
平面几何两门课程。在代数课里，用英文字母可以表示数，数字与英文字母

构成了代数式，并且可以进行加、减、乘、除的运算，我感到十分新鲜。再

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在算术里很复杂的应用题，现在只要设未知数便可

以列成代数方程，比较简单和规范地解决问题。平面几何课则教我们极其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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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的逻辑推理，从假设的条件经过逻辑推导，得到要证明的结论。同时，几

何课上也出现了有趣的几何图形。

代数与平面几何这两门课程深深地吸引了我，上课听讲很专心，当堂便

较好地掌握了学习的内容。老师布置的作业在课间休息时即已做完，因此课

后留下了大量时间，自己找了许多课外书籍阅读，也做了大量习题，对数学

逐渐形成了浓厚的兴趣。

还在初中三年级，自己就有了朦胧的想法：以后进大学读数学系，并且

一辈子从事数学工作。高一时，发了新的教科书，我包上书皮，并在上面写

了“中科”的字样。当时，我已经听说了中国科学院是我国最高的学术机构，

其中的数学研究所就是专门从事数学研究的。我在书的封皮上写下“中科”

两个字，其含义是今后要进入中国科学院专门从事数学研究。这成为了隐藏

在我这个 14 岁少年心中的秘密。
伴随着心中的秘密，我在高中阶段对数学的兴趣更趋浓烈，课余的时间

几乎全部用于阅读课外书籍，其中绝大部分是数学书籍，做了大量的数学习

题。1956 年夏天，我结束了中学学习阶段，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离
“中科”的梦想前进了一步。

老马识途

1960 年，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全部
专家。中国决定北大与清华两所大学的理工科专业的学制由原来的五年改成

六年，以培养自己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我与班上同学由原来的 1961 年推迟到
1962 年毕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在 50 年代中期开始试行研究生制度。刚试行了两

届，就遇到对知识分子冲击极大的反“右派”斗争以及“大跃进”与教育革

命运动，各大学与研究机构不仅没有再招收新的研究生，原来的研究生也终

止了培养计划。60 年代初期，国家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
方针后，才又重新开始研究生的招收与培养工作。我们 1962 年毕业时，正好
赶上各大学与研究机构 60 年代首次招收研究生。经过严格的考试，我与张广
厚成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导师是熊庆来教授。

1962 年 9 月份，我们到数学所开始研究生学习，当时中国科学院刚刚给
熊庆来教授举行了庆祝 70 岁生日的仪式。熊先生对我和张广厚说：我已年逾
古稀，难以对你们有具体帮助，但是老马识途。若干年以后，回顾我们成长

的历程，深切地感到熊先生的话是很正确与实在的。事实上，函数值分布论

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19 与 20 世纪许多大数学家均曾致力其研究工作，优
秀成果、重要论文、专著难以计数。熊先生首先让我们研读值分布现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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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人奈旺林纳的论著《皮卡 − 博雷尔定理及其推广》，该书虽然只有一百
多页篇幅，却提纲挈领，使我们很好地掌握了值分布现代理论的核心内容，

迅速走向了研究的前沿。然后，熊先生又要我们认真研读法国著名数学家瓦

利龙（G. Valiron）的论著《亚纯函数的博雷尔方向》，这是由瓦利龙开创的
函数值分布论中一个十分深入与艰难的研究领域。熊先生为我们的研究指明

了很好的方向与途径。

我们在讨论班上十分认真地报告熊先生指定的这两本论著。同时阅读一

些相关的论文，其中有的论文曾获得优秀成果，有的提供了重要方法或发挥

了重大作用，还有新近发表的国内外本领域的论文。分析这些学者的主要思

想，思考他们未能解决或者引出的重要问题，并开始了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

研究生阶段，我们就在函数模分布论、辐角分布论与正规族理论方面，

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例如，在正规族里，我们 1964 年下半年所获得的一
项研究成果，已经解答了国际上函数论权威学者海曼（W. K. Hayman）教授
在同一时期提出的一个研究问题。由后来的信息得知，1964 年 9 月在伦敦举
行的国际函数论会议上，海曼收集和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问题。当时我国

处于十分封闭的状态，我们并不知道在伦敦举行的会议，更不知道会议上的

报告内容与提出的问题，然而我们那时的工作却能圆满地解决国际上关注的

一个重要问题，发表的论文为当时及以后几十年里一些著名的函数论专家不

断引用。

那时，研究生人数很少，分别隶属于有关的研究室，与年轻的工作人员

没有多少区别。偶尔有全院（中国科学院京区）活动，大家对院领导张劲夫、

杜润生的报告很感兴趣，因为报告内容十分精彩，分析问题非常透彻。研究

生也有少量自己的活动，例如全院研究生上一门公共的哲学课，请了一些著

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做专题讲座。艾思奇、冯定、彭桓武等学者都来做过

演讲。研究生还曾组织起来去参加体力劳动，1965 年初我们曾去京西的木城
涧煤矿参加劳动。1965 年下半年，我们还和数学所的许多研究人员去安徽六
安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关肇直、吴文俊等教授和大家一样，在农村和社员

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且被要求改造思想，提高觉悟。

1966 年初夏，正当我们研究生四年的学习与研究阶段结束，打印了毕业
论文准备答辩时，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开始了。

“文革”浩劫

从 1966 年至 1976 年，我国的科研工作与高等教育遭到彻底的破坏，大
学与研究机构都是如此。中国科学院在后期比较幸运一些，获得了周总理的

指示和爱护。1971 年，林彪折戟沉沙的“九 · 一三”事件后，次年一些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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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专家提出加强基础研究的呼吁，周总理对此做了相应的指示。中国科学院

的研究所，告别了连、排、班的编制，恢复了研究室的建制；不再强求科研

人员参加“文化大革命”，可以从事研究工作。

尽管如此，当时真正从事研究工作的科研人员可说是凤毛麟角。因为早

在“文革”初期，这样的科研工作已被批得体无完肤，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

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是一条反动的黑线。在 70 年代初期，由“四人帮”
掌控的报刊、广播、电视等舆论工具，依然是如此的论调。这就难怪大家裹

足不前，生怕成为革命的对象。只有个别学者像陈景润、张广厚和我对以往

的研究有着强烈兴趣，同时不识时务、不知进退，才在认真从事研究工作。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这几个人只是傻子而已。大部分人有些时间，宁可去装

配收音机，打制家具，也觉得比做研究工作有用得多，不会带来什么风险。

在我们被迫与科技书刊、文献隔绝的期间，国际上相应的研究工作却在

迅速发展。美国、英国、苏联、德国等，原有的资深专家与一批青年学者的

优秀成果竞相涌现。当时，张广厚患视网膜炎，不能多看书刊，由我认真阅

读这些论文，然后进行报告，听众仅他一人，所以报告与讨论在我们两人间

进行得非常充分和透彻。我们很好地掌握了欧美新发展的研究工作的思想与

方法，再结合在研究生阶段曾认真学习的法国学派的经典理论，下了一番工

夫进行分析研究，克服了重重困难，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以往由法国

著名数学家瓦利龙与英国专家卡尔特莱梯（M. Cartwright）获得的重要定
理，我们将其适用范围扩大了很多，撰写与发表了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

由于获得了优秀的成果，这个课题的研究似乎可以告一段落，然而我们

依然坚持不懈地在这方面下工夫，深入分析，反复揣摩，终于发现我们的方

法还可以获得更加突出的崭新结果。该结果在函数值分布论的两大领域：模

分布论与辐角分布论的基本对象间建立了直接与简单明了的联系，从而为国

际上同行专家十分关注与高度评价。

1974 年秋天，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函数论专家奥福特（A. C.
Offord）教授访华时认为该结果是“惊人”的，返英后，在伦敦地区的函
数论讨论班上进行介绍。1976 年春天，包含九位著名专家的美国纯粹与应用
数学代表团访华，国内做了精心准备，向代表团做了六十余个学术演讲，在

该代表团后来发表的专著与论文中十分突出地将我们的研究与陈景润关于哥

德巴赫猜想的研究评为“国际一流”的，并说我们的研究成果“既深刻又新

颖”，是“十分杰出”的。几十年间，我们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为百科全书、专

著、论文广泛引用。

十年浩劫是我国历史上不堪回首的特殊时期，陈景润与我们的成果仅在

中国科学院里出现看来并非出于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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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

1975 年，胡耀邦、李昌等受中央委派，到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工作。当
时，他们深入基层，认真调查研究，了解科研战线真实情况，摸清存在问题，

提出解决办法。在大量工作的基础上，他们撰写了“汇报提纲”，成为科技界

拨乱反正的重要文献。然而，“四人帮”窃据着重要地位，把握着舆论阵地，

他们丧心病狂地对“拨乱反正”的举措进行阻挠与抵制，以反击右倾翻案风

为名，对胡耀邦、李昌大肆批判，对科研工作大加鞭挞。

“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中央委派方毅来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方毅

召开座谈会，肯定科研人员从事研究工作的积极性，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国知

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对十年浩劫期间破坏知识分子政策

的种种谬论与错误做法进行了无情地揭露与批判。

许多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在十年浩劫中受到冲击与迫害，有些甚至悲

惨去世，如著名科学家赵九章、熊庆来等，中国科学院为他们平反昭雪，肯

定了他们的爱国情怀与历史功绩，赞扬了他们以往在研究工作与培养人才上

的贡献与作用。

为了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中国科学院获得中央批准，率先恢

复了学术职称，并对一些做出优秀科研成果的学者晋升其学术职称。例如，

1977 年 10 月陈景润由助理研究员越级晋升为研究员，我与张广厚由研究实
习员越级晋升为副研究员。1979 年 1 月，我们两人又进一步晋升为研究员。
国家为了让我们安心从事研究工作，还按月发放科研津贴。

1978 年，中国科学院恢复了研究生的招考与培养。当时，数学所准备招
收 30 名研究生，结果报考的人员超过了 1500 人。80 年代初，国家设立学位
制度，中国科学院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国家学位委员会第一届

数学学科评议组里，中国科学院的成员约占了一半。

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开始恢复与不断发展。1978 年 4 月，我与张广厚应邀
赴瑞士苏黎世参加国际分析会议，并顺访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等校，成为十年

浩劫后学者个人出访的首例。这次出访就是由中国科学院大力支持的，并获

得了圆满成功。

1980 年，中国科学院的各学部恢复了活动，增选了一批新的学部委员。
次年 5 月，召开了学部大会，会上我们许多学部委员签名，倡议成立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支持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1982 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成立，卢嘉锡院长兼任主任，我忝列为委员，参加工作。1987 年，
该委员会独立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后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我国自

然科学基础研究的主要支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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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与知识创新工程

中国科学院从成立开始，努力贯彻“出成果，出人才”的方针，以我国

各门学科与高新技术的国家队为奋斗目标，在我国科技发展与高层次人才培

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作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然而，在早期的三十年间，

封闭、孤立、缺乏朝气、论资排辈等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1978 年，我与张广厚应邀赴瑞士与英国参加学术会议与访问。1979 年我
们又应邀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与普渡大学访问了一学年，期间，我还到普林斯

顿高等研究院、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

大学、霍普金斯大学等十所院校做学术演讲，参观交流，有很深的感受。

每所大学的数学系都是由教授，尤其是作为学术带头人的大牌教授，发

挥主要作用。行政人员极少，一般作为秘书使用。一些名牌大学，都有相当

数量的访问人员，来自世界各地。学术与研究气氛非常浓郁，学术交流十分

活跃，讨论班与演讲从周一到周五，几乎不断。名校对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

育十分重视，开设较多的课程，打下较为广博的基础。研究生期间，受到从

事研究工作的完整训练。刚获得博士学位，不能留在原校任教，必须在研究

工作中有出色表现，才能受聘永久岗位。即使是终身教授，很多也不断流动。

1980 年，访美回京，我们向钱三强副院长汇报了美国大学的一些值得借
鉴的地方。钱副院长深表赞许，并拟安排全院会议进行报告。以后，我在普

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一学年、哈佛大学访问一学期，和到许多大学做学术

演讲, 再次感受到美国学术机构的这些特点。现在，这些情况虽然为我国科技
界普遍了解，对比国内科研院所与大学，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1985 年，王元与我在主持数学所的工作时，提出将数学所办成开放型研
究所，即在研究工作、学术交流、培养人才等方面实施开放、流动的方针，

借鉴国外成功的做法，克服我们的一些弊病。周光召对此大力支持，并要求

理论物理所也和数学所一样，成为开放型研究所。

上世纪 80 到 90 年代，数学所在开放型办所的试验中，取得了十分显著
的成绩。然而，当时我国迅速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对科学研究的投入

严重不足。以数学所为例，经费仅能用来维持员工很低的薪酬和图书馆专业

书刊的订阅，几乎再无剩余。当时社会上私营公司与企业已大量出现，待遇

优厚。即便是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也远高于研究员与优秀博士，长此以往势

难稳定与吸引青年才俊从事基础研究。所里亦无经费支持研究工作与国内外

学术交流。

1998 年，以路甬祥为首的中国科学院领导提出了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的计
划，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中国科学院首先要求数学所、应用数学所、系统

科学所和计算数学所整合改革，建成了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在整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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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我们凝练了研究方向，使其更为集中与符合学术发展潮流。四个

研究所完全成了学术单元，将组织管理工作放到研究院层面上。一批创新力

强、年轻优秀的研究人员获得重点支持，研究生教育得以加强。行政处室做

了大幅精简，二线人员精干化了。实行基本工资、岗位津贴与绩效津贴相结

合的分配制度，较大地提高了科研人员与研究生的待遇。园区建设改变了环

境的面貌，学术与创新文化的气氛大大增强。总之，知识创新工程使数学与

系统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工作、青年人才的培养与学术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

前途光明

知识创新工程在中国科学院的推进，取得了很大成绩。院里又制订了

“十二 · 五”期间科技发展规划以及到本世纪 20 和 30 年代乃至更为长远的
中长期发展蓝图，为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的工作，充满了不确定性。创新是研究工作的灵魂，

学者们期盼着新事物、新现象与新规律的出现。许多基础研究工作，尤其是

基础数学里的研究，学科内部提出的问题是其发展的重要源泉，学者的兴趣、

思维与研究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些常常是难以预先想到与做出规划的。一些

出乎预料的东西，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与重视，以后可能形成重要的理论成

果，甚至找到重大的应用背景。中国科学院在基础研究方面是有优秀传统的，

我们要在瞄准国际学术前沿与针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前提下，大力加强基础研

究，引领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

要做好的研究工作，要产生优秀的研究成果，就要有出色的科研人才，

尤其是年轻的优秀人才。如果青年学者打下了较全面与扎实的基础，长期致

力于一些重要课题的研究，就有可能取得突出的成果。现在研究条件、学术

交流等已比过去有很大改善，但是在社会的大环境里存在着过分追求短期效

果与物质享受的倾向，比较浮躁，对青年人才的成长不利。对广大青年学者

与研究生，我们要倡导树立献身科学与为国争光的远大理想；对自己的专业

以及所研究的领域与课题要形成浓烈的兴趣；对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与挫

折，要有百折不挠、决不回头的气概；要下长期的苦功，不断分析、思考与

推导、归纳，坚持不懈的进行研究，从而最终做出具有特色的创新成果。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地高速发展，以经济总量计算现在

已是世界第二位。它既为我国科技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又对科技发展提

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六十年来，中国科学院为我国的科技事业，为经济发展

与国家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现在，任务更加艰巨了，但我国必将较快地在

科技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为国际上的经济强国，中国科学院将在此进程

中发挥重大与先锋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