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MH 2014/2/24 -- 18:00

1971

Calabi

33 1982
MacArthur 1985 Crafoord 1994

1997 2010

60

2003

今日很高兴和诸位谈谈我个人成长、处世和决策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一

定局限在数学的研究，我希望它对年轻的学生会有帮助。

一、介绍

我首先描述一下我的家庭背景，这对于我的成长影响很大。我出生在一

个受过良好教育但贫寒的家庭。我的父亲曾担任几所大学的教授，包括香港

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我的父亲做了很多哲学和中国历史的研究。不过，他大

学时的专业是经济学，并在崇基学院讲授经济学课程。他也曾经在朋友的赞

助下尝试创办银行，但以失败告终。在我 14 岁时父亲英年早逝。我们全家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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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陷入极大的困境。这段经历使我认识到资源对于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重

要性。

我们家一共有 8 个兄弟姐妹。父亲去世后，照顾家庭的重担落在我的母
亲和姐姐身上。父亲的去世和家庭遇到的困难对年幼的我有很大的震撼。这

时候，母亲和姐姐做出了对我一生至关重要的决定——让家中年幼的孩子在

学校继续读书和完成学业。

但是，这也意味着母亲和姐姐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的舅舅曾受过我的

父母的抚养和帮助，他的家境还算小康。他提出要帮助我们家以养鸭子谋生，

但他的条件是：所有的孩子必须放弃学业。母亲对我们的未来有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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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了她弟弟的建议。在这非常困难的环境下，她的信念和忍耐起了决定性

的作用。虽然我得到政府奖学金的资助，在闲暇时我还需靠辅导学童挣钱。生

活虽然很艰难，但我却学会如何去应付这些困境，并从中取乐。我知道我必

须在学业上出人头地，对我来说这是一条不归路。我必须有所作为：为我自

己和我的家人走出一条康庄大道。不成功的话，就没有前途了。

严峻的现实促使我成熟和坚强。我认识到我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父

亲去世前，我从未有过这种经验。父亲是家庭的领导者，他健在时我们丝毫

不担心自己的未来。但现实毕竟是残酷的，再不靠自己就没有希望了。

二、苦难与成熟

我之所以提到这些经历，是为了说明经历过不幸之后，人们往往会变得

更加成熟。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本该拥有辉煌前程的人却最终被困苦的生

活压垮。但是也有很多著名的伟人在克服困难之后取得成功的故事。

让我举一个我熟悉的例子，就是伟大的中国数学名家周炜良（1911—
1995）。周炜良 20 世纪 30 年代在德国学习，学成归来后，开始时在中央大学
任教，继而管理他的家族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他的财富，他决定重

新回来做数学研究。他搬到普林斯顿居住，并向一位著名数学家所罗门 · 莱
夫谢茨学习。在这段时间里，他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代数几何学中有许多

成果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大部分著作将会永载史册。

历经苦难最终导致伟大发现的过程，非常类似于打磨钻石。苦难让人成

熟和进步。它教会人们如何快速做出正确的决定。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没有

时间改变自己的决定，甚至没有时间犹豫或者后悔，所以做决定时往往得依

靠我们的经验。翻开史册，我们发现企业或者国家的领导人如果有过艰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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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砺，往往能够比一般在优厚环境中长大的领导者更胜一筹。

在教育方面，我觉得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以及培养应对艰难情况的能力

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学生应该主动学习丰富的知识，而教师应该尽量为他们

创造良好的学习和咨询的环境。因此我组织每周约九小时的学生讨论班。我

要求我的学生阅读一些可能与他们的论文课题并不直接相关的文章，包括一

些超过他们当前学识的高深课题。

报告各自领域之外的困难文章让学生们备受挑战。但读懂了这些文章之

后，他们会有质的飞跃，对某些课题甚至会比我有更好的理解。有些学生则

试图隐藏他们的无知，这些学生通常无法真正掌握推动学科进步思想的精髓。

我相信如果不理解前人如何开创学问的蓝图，我们将会难以提出自己的创见。

我相信这种经验并不局限于做学问：在社会上做事或者经营企业，假如没有

亲身经历过挑战，就会缺乏经验，而难以施展才华。

困难的环境可以令人变得更加成熟。但是反过来说，长久为生计奔波，对

学者的成功却可能是有害的。毕竟，学者需要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成长和发

展，才能完成有深度的成果。我观察到历史上的伟大数学家之中，最多有百

分之五的人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都身处穷困。在历史上，我们看到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在百战之余，都需要休养生息，才能成长。

三、建立目标

要成为一个大学者，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宏大而有意义的长远目标。这个

目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要确保在我们追求它的道路上，即使遇到挑战，

我们也还会感到愉悦。我本人的目标就是在数学研究上有深入的贡献。我并

不是一个天生的数学家，但是父亲的教导让我很敬佩那些对人类做出永恒贡

献的学者。我一生都为对数学有贡献而有着无比的欢愉。

因为我来自一个贫困的家庭，我没有太多的出路。但是数学并不需要太

多金钱的投入，所以是一个比较容易的选择。但更重要的是，我着迷于数学

的优雅和魅力。况且伟大的数学理论可以持续数千年，至少它可以影响好几

代人。

我也知道数学可以极为实用，可以解决人类社会中任何需要推理的问题，

甚至华尔街的金融投资都可以利用数学的工具。我的许多朋友在各行各业都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吉姆 · 西蒙斯。
我第一次遇到吉姆 · 西蒙斯是在四十二年前纽约州立大学的石溪分校。

我当时惊讶于他对数学研究的痴迷。他已经在几何学中做出了很重要的成果，

但是对新的数学发展还是兴奋不已。不过他也说，他非常喜欢金钱。最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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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数学教授职位，到纽约华尔街去创建投资公司。他极为成功，现在已经

从他的公司退休，并决定重新从事数学研究。显然，他现在做研究并不是因

为金钱。他的生活是由兴趣所主宰，他的研究依然充满力量。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也有过从

事中国历史研究的想法，部分是由于

父亲的教导，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历

史是我钟爱的科目，直到现在它依然

是我的一大爱好。不过，我决定研究

数学，不仅是因为我对它感兴趣，我

的志向是在数学上创造历史，而不仅

仅是记录或解释历史。况且由于教学

的需要，以及工商业极为需要有分析

思维能力的职员，数学家比历史学家更易谋生。另一方面，我毕生从未想过

赚取很多金钱，但在从事数学研究时，却自得其乐。我读伟大数学家高斯或

黎曼的文章时，往往兴奋莫名，而自语道：“大丈夫，当如是！”在数学上，我

能与古人神交。这应当是我选择数学为我一生专业的理由。

数学带给我的乐趣已经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历史和数学都教会我进行理

性的思考。我记得第一次感受到数学的美是在初中二年级学习平面几何的时

候。从简单的公理出发，可以推导出复杂有趣的定理，着实令我着迷。我听

说，在古希腊时期，市民喜欢在大街上辩论。严谨的逻辑推理思维得到了发

展，并有效地应用到辩论之中。

在推理的学问里，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假设，它必须来自于我们对周围环

境的观察和体验。从所做的假设，我们可以基于逻辑推导出许多结果。我们

需要的逻辑推理其实很简单。如果 A 蕴涵 B 并且 B 蕴涵 C，那么 A 蕴涵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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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看似简单，但是建立一个良好的假设是创建任何坚实理论的重要根基。

如何寻找命题 B 和 C 更是对一个良好数学家的考验。
也许你听说过约翰 · 纳什关于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的著名工作。他建立了

一些简单的假设并由此推导出重要的结论。由于这项工作，他获得 1994 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

约翰 · 纳什将博弈论应用于经济学，并引入新的均衡概念，他改革了亚
当 · 史密斯（1723— 1790）的经典理论。他和其他经济学家将这些新兴的数
学理论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影响至今。

四、建立品位与文化

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或者经商，成功的研究所或企业应当体现出研究员

或公司创始人的品位与个性。建立其内在的优雅文化是必要的。因为数学的

工作都是基于严谨的逻辑推理，一台计算机就可以承担大部分推理的工作得

到一些结果。然而，好的数学结果与不好的数学结果有着关键的区别。一台

计算机可以生产出大量正确的命题，但如果没有人类思维的指引，绝大多数

命题并无价值。在一般的情形下，它们无法构造可以加深我们对自然界了解

的漂亮或有用的命题。计算机无法判断什么是重要或者是有趣的命题。

这带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数学家如何发现重要而有深度的定理？

一个重要定理的证明通常由一系列复杂的推理所组成。如果我们看不清

前进的方向，那么几乎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推理。

当数学家开始着手研究一个问题时，首先需要有一个好的规划。正如画

家需要从画的类型来决定所采用的技术和媒介。另一方面，研究数学是一个

动态的过程。很多时候，当新数据或新见解出现时，我们可能需要改变研究

的规划。

众所周知，科学由许多科目组成。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会诞生许多新

的课题。有趣的是，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往往来自于两个或多个古老科目的融

合。非常类似于两家大公司的合并。如果我们了解这两家公司的文化，那么

这很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反之，如果对两方的了解都不透彻，合并的

结果，也可能是一个灾难。

爱因斯坦（1879— 1955）曾经成功地将狭义相对论与牛顿引力理论相结
合建立了广义相对论，这是物理学的巨大飞跃。爱因斯坦能够这样成功是因

为他对这两个领域的精通超过任何同时代的物理学家。因此，我总是建议我

的学生至少同时掌握两门不同领域的知识，并努力将不同的科目结合起来。

这个建议可能对其他学科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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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科学、文学或社会学中，我们都需要有广博的知识，这样才能

开拓新的课题。在大学里，我们学习的知识可能取决于每所大学的要求。好

的学校，比如哈佛，会要求学生学习许多不同领域的知识，打下良好的核心

基础。哈佛大学的大部分学生不但学习刻苦，而且经常互相交流，选修不同

学科的课程。我有一位朋友的儿子，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时主修埃及文学。我

以为他会是一个学究，但他毕业一年后，开创了一间相当成功的高科技公司，

由此可见通才教育成功的地方。

但是，当涉及更具体的事情，大学教育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进入研究

生院深造，到公司实践学习，参加技能培训。无论身在何处，都有学习的机

会。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生都在研究数学。但我也同时研究物理学，从我的

博士后那里了解物理学前沿，并与他们一起工作。我的许多博士后拿的是物

理学而非数学的博士学位。我选择物理学博士，是因为我需要向接受过物理

学专业训练的年轻人学习。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不能仅仅学习了一门

学科表面的东西，就以为自己掌握了这门学科。

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很难找到合适的研究方向。

五、决策

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决策能力的重要性。这通常取决于许

多因素，如个性、能力和外界的约束。为了选择我们的研究方向，我们需要

权衡众多可能的影响因素：例如我们要考虑所需要的资源，可能产生的后果

和团队的个性情感等问题。

我们在做研究或创业的时候，往往需要当机立断，这需要一种直觉。这

种直觉需要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与朋友讨论有助于拓宽这些知识和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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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点。经过足够的磋商，饱读相关的材料和权衡不同的利弊，都能帮助我们

做出最终的决定。但是最重要的因子来自以下的直觉：如何更好地实现在研

究或生活中早已设立的长远目标。

屈原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

悔。”有时候人们会为了短期的目标，而迷失了

人生的终极目标。在这方面，道德教育发挥了

极为重要的作用。我非常感谢我的太太，她总

是提醒我要坚持自己的理想。我们不能放任自

己，为了短期的收益而忘记了初始的目标。即

使我们生活的目标是为了赚钱，也需要考虑到

社会结构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复杂的状态，没

有人可以不依赖别人的帮助或者不去帮助别人

而获得成功。就如高科技的专利权——政府的

法律保护和企业的互相尊重同等重要。

美国人擅长于开发新技术的原因有很多，但保护知识产权也许是最重要

的一条。知识产权不受到保护，就意味着工程师的成果很容易被人偷窃。没有

奖励，科学家和工程师很少愿意花费多年的努力去开拓新的研究！一般来说，

中国企业家不太信任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大多数私人公司由家人接班。遗憾

的是，许多企业经过两三代的传接后就失败了。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一个

是因为他们的后人有着巨大的财富，流于安逸而丧失了动力或者对经商的兴

趣。但更重要的是对家族以外的人不信任，家族企业找不到最有能力的人来

管理，这点也与法律不健全有关。在硏究的领域里，也出现类似的问题。一

般中国学者只相信自己的学生或系里的老朋友。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除了中

国人的传统学派观念外，主要还是由于中国学术界剽窃的风气。在我接触到

的学者和编辑的杂志中，我发觉中国数学界剽窃的问题比国外来得严重。至

于其他学科也常听闻同样的问题。有些学者，甚至有的院士，在修饰文字后，

将别人的想法放进自己的文章里，由于不是搬字过纸，一般学者并不认为这

是抄袭。一些机构却往往重用这些学者，这些山寨学者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千

人计划、重大项目的评选和院士选举等，甚至起了控制作用。有人缺乏认识，

有人不敢抗拒他们的欺诈，被迫跟他们合作，这是很不幸的事情。机构领导

对此尚无认知，长年用少数的这种学者管事，是中国数学未达世界一流的原

因之一！

一般来说，美国高校和研究所富有浓郁深厚的学术气氛。但学者最终能

否取得成功，仍然归结于研究人员是否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定。

让我举一些亲身经历的例子。我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工作了三年。从

1980 年开始，我带了不少研究生。1985 年，有 15 名研究生在我指导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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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有些成为了非常出色的数学家。许多中国大学的学生想到加州大学圣

迭戈分校来学习，我都尽力帮助他们，无论他们最后是否成为我的学生。

其中有一位来自北京大学的提交申请的学生希望学习数论。我安排他师

从一位杰出的数论学家哈罗德 · 斯塔克，他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和麻省理
工学院的双聘教授。但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也许出于个人原因，没有同意他

来加州大学。那个学生被派往普渡大学，学习并非他最感兴趣的代数几何。尽

管他在博士论文中取得了进展，他仍然无法在毕业时找到合适的工作。

经过很多年艰苦的生活，他在一个朋友的

帮助下，成为新罕布什尔大学的一个暂聘讲师。

虽然环境并不尽如人意，他还是坚持做他心爱

的数论研究。大约在两个月前，他解决了数论

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二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有

了回报。虽然他的薪水不高，他却很享受研究

的乐趣和所取得的成果。这位学生就是现在极

负盛名的张益唐教授。

另一方面，我有一位在圣迭戈任教时的学

生，他跟随我来到哈佛大学继续研究。在我的

指导下，他完成了几何学中几项重要的工作。

但是他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他在选择工作方

面不接受我的建议。他毕业时，很多名校邀请

他为助理教授。我的朋友汉米尔顿是大名鼎鼎

的几何学家，也可以说是这位学生的偶像，他在圣迭戈分校为这位学生安排

了一个预备终身制助理教授的职位。这是一个极好的职位，因为这个位置很

快就可以变成终身职位，但这位学生拒绝了。他选择了普渡大学，因为他觉

得普渡可以为他解决签证问题。他没有和我商量他的决定，事实证明这是一

个严重的错误。三年后他被迫离开普渡大学，其实那些年中，他的工作还是

做得很出色，但他不懂得系里的人事关系，被系中的教授排挤而离去。他因

此觉得累了，不想再继续从事科研。他虽然曾经做出杰出的工作，但因为疲

惫和失望，他选择放弃数学。为此我深感遗憾。

这两个例子表明，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困难。但个人的能力和性格

会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如何克服困难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坚持不懈

对于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能从所做的事情中获得欢愉和

成就感。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位学生在他研究生涯的最后阶段时告诉我：他对

研究已经逐渐失去了兴趣。我想这就是这两位数学家之间最主要的区别，遗

憾的是，他们的人生也是截然不同的。不过，我还是希望我那位学生振作起

来，前途还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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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也见到很多早熟的年轻人，一早成名，却往往一念之差而

开始沉沦。

在我的指导下，有另外一位学生读书读得不错，在毕业时，解决了我提出

的一个有名问题的第一步。由于我的提拔，受到数学界同仁的重视。但是几

年后，他开始发表充满漏洞的数学文章，又依靠剽窃来获取本不属于他的荣

誉，很快他就沉溺在虚伪的生活中，兴趣也从学术研究转到追逐名利。甚至

联群结党，不择手段地去欺负年轻学者。这种现象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中国数

学的前途。看了他与政府官员的谈话和向媒体的宣传，我才对孔子说的“巧

言令色，鲜矣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屈原说：“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

萧艾也。”至于何时他才能迷途知返，从既得权利的巅峰返回，做一些踏实的

学术硏究，是一个有趣而又可悲的问题。在这个浮华和追逐名利的社会，这

需要无比的勇气，我希望我的学生都能向张益唐学习。所以我们必须牢记正

途并坚定不移地去追寻真理。

从这个故事看来，过早成名往往需要更严格的自律。来自同行的竞争压

力、无知家长和有野心学长的期望，可以毁掉一个年轻人的光明前途。

中国家长都望子成龙，却常常没有顾及孩子成长时，除了学业和道德的

教诲外，还需要有良好的伙伴，并得到年轻人应有的乐趣。

从前有一个才二十岁的年轻人跟我做博士后。刚开始时，我没有注意到

他的年龄，他的工作也算出色，和我及其他博士后一同发表了一篇还算不错

的文章。但是有一天，我在中国访问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他在家里不

停地尖叫，被警察带到精神病院去了。我才了解到他的情形：他在马来西亚

长大时，极负盛名。他十二岁中学毕业，就到加州理工大学读书，三年后完

成学业，到康奈尔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这是中国家长都羡慕的年轻人。但是

他进医院后，只有他的妹妹来看望他。据他妹妹说，他学业进步太快，没有

任何朋友，连父母都没有办法跟他交流。过了大半年后，我第一次见到他的

父亲，我感到失望。他的父亲还继续对他施加学业上的压力。他回到新加坡

后，过了两年，竟然自杀了。我为这件事感到极为惋惜。

所以我总想奉劝家长们，在教导小孩时，不宜操之过急。让孩子们多交

一些益友，让他们知道生命的乐趣。

我的学生中，有堪称一代大师的，例如在斯坦福任教的孙理察，我和他一

同成长，互相勉励，他的学问深受我的影响，但我也从他那里学习了使我一

生受用不尽的学识。华裔学生还没有他这个水平。但是，李骏和刘克锋都在

数学上有极重要的贡献，比我上述的在玩政治时呼风唤雨的学生贡献大得多。

当时李骏在上海参加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数学比赛，得到第一。我孤陋寡

闻，当李骏来美国做我的研究生时，我没有特别注意到他的辉煌历史。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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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上海来的外甥指出有这么一号的天才时，我才知道这个事情。我想这是

一件好事。他循规蹈矩严谨治学，我送他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跟我的一个

老朋友学习代数几何，脚踏实地学习两年后，他现在已经是这个学科的带头

人，比我那位出名的学生做的工作重要得多。刘克峰也是在哈佛大学读书时，

博览群书，不单在几何上取得杰出的成就，也对弦论有关的数学有深入的

贡献。

除了我自己的学生外，我也看着一些用功

的年轻人成长，其中有复旦大学的傅吉祥、晨

兴数学所的几个年轻数论学者和最近在清华大

学的李海中，他们虽然受到某些有权势的院士

排挤，仍然做出国际一流的工作，使我觉得兴

奋。尤其是田野在数论上的工作，在国际上得

到认同，得到三年一次的晨兴数学奖金奖，在

众多高手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大陆第

一个得到金奖的人。数论在他从前读书的大学

已渐衰微，但由于兴趣，他坚持了下来，完成

了大陆学者这三十年来最重要的工作，真是值

得庆贺的事情。比田野年轻的徐浩，他刚毕业时，我担任哈佛大学数学系的系

主任，哈佛大学数学系以等同助理教授的职位聘请他四年，中国某些对他的

工作毫无认识的院士却欺负他，连最基本的奖励都不愿意给他。由于哈佛数

学系多年来不设助理教授这个职位，网上竟然有人质疑他在哈佛的职位。他

还是很努力，解决了弦论数学上的重要问题，今年得到晨兴数学奖银奖。晨

兴奖由十个国际知名的数学大师评审，其中三个大师是菲尔兹奖得主，其他

都是美国、德国、俄罗斯或英国的院士。这两位得奖的年轻人的成绩都值得

我们庆贺。

所以急于求成，往往失败，而坚定不移的学习始终是做研究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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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艾萨克 · 牛顿（1642— 1727）曾说过一句名言：“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
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或许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些巨人们是站在

他们之前的那些巨人的肩上！任何想要获得成功的人，都必须学会向前辈伟

人学习。很难相信如果不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上，我们能够取得超越他们的

成就。要知道，在他们的年代，这些巨人也曾经被认为是天才。摆在我们面

前的是几代天才刻苦钻研所积累起来的成果。

我相信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商人，他们应该在建立企业之前学习了解他

们所经营行业的基本概况。决策的制订要快而果断，当然前提是事先做过充

分彻底的调研并集思广益。所以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每个人都应该不

断探索新的思路和新的方向，只有如此才能胜人一筹。我们应该知道，创新

基于广泛的知识、开阔的思维和辛勤的工作。我们应该学会从不同的来源汲

取知识，包括那些我们一直没有涉猎的科目，并且以无比的毅力和耐心向伟

大的目标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