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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我是一个数学家。我从 2011 年 2 月起作为致远讲席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
全职工作。我很喜欢在上海的新生活，我非常感谢上海交通大学为我提供在

此工作的机会。

我 1946 年出生于日本并一直在日本国内接受教育，1968 年东京大学本
科毕业，1970 年东京大学硕士毕业，之后成为东京大学助理教授1)，这是我人

生中的第一份工作。1974 年到 1988 年间，我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工作，历

1)当年聘为助理教授通常不要求获得博士学位，并且允许在工作后以提交论文的形式来申请博士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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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助理教授、终身副教授和教授。我 1989 年回到日本，就职于九州大学直到
2009 年 63 岁时退休。在日本教育系统里，63 岁是一个法定退休年龄，而退
休人员是不能继续上课或者指导学生的。我对此深表遗憾，因为我想继续我

的数学事业，而且我相信我仍然会对许多学生大有帮助。从 20 世纪 90 年代
初到 2009 年止，我累计访问中国有 10 次左右，或作短期访问，或参加会议。
由于河北师范大学的几位相熟学者的邀请，我在 2010 年冬季以访问教授的身
份访问该大学 3 个月。在访问河北师范大学期间，我收到了上海交通大学的
聘书。我期待一个全职工作的岗位，让我有机会与年轻学生一起工作，所以

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上海交通大学的聘请，并于 2011 年 2 月初正式在上海交通
大学开展我的教学科研工作。我于不同时期在日本、美国和中国分别获得过

全职工作，这种经历也许并不常见。我愿意谈谈我在人生各个阶段处于各种

不同环境中的一些感受。

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长大的，我认为那时是日本的一个非常好

的历史阶段。不幸的是，这一观点也许并不为多数日本人所认同，尽管近期

也有一些出版物和电影对那个年代进行了缅怀。那时的日本非常贫困，社会

秩序也没完全建立起来，但是我们满怀希望，踌躇满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很亲密。在一定意义下，我感觉今天的中国也处于这样一个很好的历史阶

段。现在有许多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人，认为今天发达的日本好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日本，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日本目前的社会制度比其他国家的制度优越。

我完全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我知道我的观点不是日本的主流，但身为一个日

本人，我也无可奈何。这是一个也许要进一步讨论的话题。老一辈人有时会

抱怨年轻人丢失了梦想，而年轻人看到了当今日本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时，又

会埋怨我们上一代人埋下了诸多祸根。事实也许确实如此。日本的代沟问题

已相当严重。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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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小学时，我的最爱是各种昆虫，包括蝉、蜻蜓、蝴蝶、甲虫、蝗虫、蚂

蚁等。直到现在我还非常善于捕捉和观察各种昆虫。我们那个年代的小男孩

儿普遍对各种小昆虫感兴趣，但这一喜好在当代的小朋友们当中已不再流行。

现在的孩子们往往沉迷于各种电子游戏和卡通片，当然，我们小时候也很喜

欢各种漫画书。我在小学期间阅读了法布尔的《昆虫记》，于是做一名昆虫

学家成为我那一阶段最大的梦想。当我跨入中学校门以后，我意识到世界上

专门研究昆虫的科学家为数不多，而需要死记硬背的初中生物课程也让我觉

得索然无味，这导致我放弃了成为自然学家的愿望。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好，

我也对数学一直很有兴趣，但在初一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着迷于数学。我那

时读了一本关于欧几里得几何的书，书中采用传统的方式来讲述欧几里得公

理化思想。我也读了许多为中学生写的数学家故事，知道了阿贝尔、伽罗瓦

和其他传奇数学家的事迹。我被这些数学家的坚定意志及人生经历所深深感

动，尽管他们的生活并不总是与快乐相联系。在我读过的众多读物中，有一

本是我尤其喜爱的，它讲述了“为数学而数学”和“为科学而科学”的哲学

理念。当我成为职业数学家之后，我曾一度试图寻回当年读过的这本小册子，

但一直未能如愿，从而这项任务成为我多年未完成的一个家庭作业。仅仅在

四五年以前，我才终于在一家书店中买到了再版的这本书［1］，当时真是欣
喜若狂。尽管对成为职业数学家意味着什么还并不很清楚，我在中学阶段越

来越对数学产生感情，并越来越坚定地想走上数学之路。我那时试着研究费

马猜想（费马最后定理）和四色猜想。其中，费马猜想是说对于任一个不小

于 3 的整数 n，关于未定元 x, y, z 的不定方程 xn + yn = zn 无正整数解；四

色猜想则断言任给一张地图，我们总可以最多使用四种颜色来为每个国家着

色，使得具有共同边界的国家所涂颜色互异。很显然，我没有成功，我甚至

没有获得任何有意义的进展，但是这些不成功的尝试仍然带给我很大的满足

感。（正如不少读者所知，这两个著名的猜想目前都已经被证明了，相关工作

是人类心智的荣耀。）

我前面提到过的那本为孩子们写的书讲述了许多数学家的故事，其中强

调了对数学和科学的信仰，以及对纯学术的敬佩。尽管书中没有明确提及，

但是我认为这是与当时反战、悔战、渴望和平的社会氛围相关联的。我一直

深爱并珍惜那个年代的这种情感。因此，我对数学和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而这就是数学对于我的主要意义。具体地说，就是只为了数学和科学而研究

数学和科学。我相信这种态度在我这一辈人中是普遍的，绝不仅限于我自己。

东京大学一直是日本最负盛名的学府。在我读书的年代，每年有近千名新生

进入东京大学理工部学习，并在两年的学习之后分配到不同的系。那时，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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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新生们知道物理系或数学系招收的人数相当有限，大部分人将不得不在两

年后被分到别的系，还是有近半数的新生把进入这两个系作为头两年的奋斗

目标。事实上，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向往干净单纯的生活，希望

远离战争，远离贪婪的资本主义。尽管你们会觉得奇怪，但是我那时的确已

经铁定了心思非数学不做，我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数学的学习和研究中。那

时（即使现在），家长都希望子女能过安全舒适的生活。故而，在我读书的时

候，许多父母并不希望自己的小孩研究数学，因为他们普遍认为数学专业的

学生只有极少数有机会在毕业后从事学术研究，而大部分只能去当中学教师

或者成为保险公司的雇员。在选择院系的时候，我和我的许多同学都必须与

父母斗智斗勇，我们极力希望能被选入数学系，并愿意独立承担风险。在目

前的日本，如果一个年轻人想进入数学专业学习，来自家长的阻力已经不太

多了，因为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比以前多得多的公司需要雇佣数学专业的

毕业生。我不是很清楚中国学生选择数学专业的确切情况，但我估计中日两

国的情况是类似的。

东京大学

在我年轻的时候，日本的研究生入学考试竞争异常激烈。我的研究生同

学都很聪明，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具备成为数学家的素质，并且许多

也确实成为了成功的职业数学家。我仍旧记得我得知自己被东京大学研究生

院录取时的高兴心情。读研期间，我的时间基本都花在了数学研究和学习上。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大学以及西方许多大学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而
我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坚持以数学为第一要务，我也在研究生课程结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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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妻子成婚。我选择了有限群论这个方向进行钻研并开始了我真正的学术生

涯。相较于学习课本和准备考试，我更喜欢动手做研究（在我成为教师以后，

我总是鼓励我的学生们尽早开展真正的研究。我相信这是激励他们深入学习

的最佳途径）。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成为东京大学的一名助理教授。这样，我

作为一个低资历的教员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学校当时指派我去指导几位本

科生，伊藤达郎是其中的一位。于是他从本科阶段就参与我的研究，我们当

时一起解决了图论中一个著名的问题，即在给定取值至少为 3 的最大度和直
径的网络中没有一个其节点个数可以达到所谓的 Moore 界。我在这段时间还
发表了几篇关于置换群的论文，并在 1974 年通过递交研究论文的形式获得了
东京大学博士学位。我想这些早期成果让我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尤其是因此

结识了许多外国数学家。

俄亥俄州立大学

1974 年的一个偶然场合，我获得了申请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后的机会。
我的博士后申请并没有成功，但却很快收到一份俄亥俄州立大学预备终身助

理教授的聘书。这是一件很罕见的事情，让我非常吃惊，因为我的英语水平

一点儿也不行，我完全没做好用英语开展教学的准备。鉴于我薄弱的英语水

平，他们耐心地允许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头一年讲授只有很少学生选修的

研究生前沿课程（这也非常罕见，在今天的美国甚至不可想象）。无论如何，

这种安排使得我可以开始适应美国的生活。到了俄亥俄以后，我的兴趣从群

论转向了组合学。20 世纪 70 年代，有限单群分类问题盛行并主导着群论领
域。同时，这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我不能很好地纵观全局。当然，我的

倔脾气也被激起了，于是我就开始研究组合学。那时几乎没有日本数学家在

组合领域工作，这一领域也被日本的主流数学界所看不起。在美国，情况有

些许不同，组合学正在开始逐渐被承认为一个严肃的数学领域。我的基本想

法是从群论角度来为组合学提供价值观和指引方向，我并不准备在组合问题

中仅仅套用某些群论技巧。我对自己的研究纲领的正确性充满信心，并准备

在这一研究方向上坚持下去，做出突破。所以我有目的地用“代数组合”来命

名这一从群论观点来研究组合学的新研究方向，并开始系统地研究这种“组

合对象的表示理论”。我积极主动地投身于这一研究事业，并为自己可以作为

这个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发挥主导作用而感到骄傲。此研究领域先是逐步被外

界认可，继而迅速得到了全球数学界广泛和强有力的支持。我把我们的研究

方向的基本理念概括为“没有群的群论”。我和伊藤达郎于 1984 年合作出版
的《代数组合》一书对这一研究潮流起着基本的推动作用，该书第一次正式

使用“代数组合”这一名词（我们目前正努力编写《代数组合 II》，并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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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完成，它也是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期间的一个重要任务）。我喜欢在俄

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教学，还有家庭生活。我们不仅可以在俄亥俄的优良

环境中抚育孩子，我还得到了许多同事的大力支持，并于 1979 年获得“俄亥
俄州立大学杰出研究奖”。此后，我的学术道路非常顺利，在 1984 年成为俄
亥俄州立大学终身正教授。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指导了 11 位学生获得博士学
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现在是职业数学家，工作于世界各地。

九州大学

我原本以为自己将在美国度过余生。尽管我对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生

活非常满意，但是我仍然关注日本的数学。日本的数学家在某些领域有杰出

表现，特别是诸如数论、代数几何这样的传统数学领域，但是日本数学并没

有在每个领域都达到高水平。例如，组合学在日本被视为次等学科，完全没

得到应有的重视。我的一个抱负是扭转日本数学界的这种气候。因此，当我

在 1989 年看到九州大学公开招聘数学正教授的启事时，我便申请并获得了这
一职位（那时，日本大学进行公开招聘并欢迎外部人士申请的情况是不多见

的）。

即便是现在，我也不确定我回日本的决定是否明智。但是一旦下了决心，

我就毫不动摇地回到了日本。所幸的是，我的孩子们都能够适应日本的新生

活。于是我在自己的祖国安心地开始了新的工作。在九州大学，我指导了很

多学生，包括培养了 25 名博士生（其中 8 位没参加课程学习而通过直接递交
研究论文来获得博士学位）。我在九州大学培养的许多学生也已经成为了职业

数学家。我感觉我已被日本数学界所认可，我在 2007 年获得了日本数学会授
予的“代数奖”，该奖表彰我成功推动“代数组合”这一研究领域的终身成就。

但说实话，我并不确定我在日本是否真正取得了成功。我完成了在日本建立

起一支强大的代数组合研究队伍的目标。另一方面，在日本数学界中仍然存

在很多地方政治，日本组合学界在不同方向上各自为战，不同的研究团队之

间没有良好的沟通交流（当然，这也许并不只存在于日本，包括中国在内的

许多其他国家也都有类似情况）。

上海交通大学

在日本的体制中，在九州大学，我们必须在 63 岁时退休（现在可稍许延
长）。作为退休人员，我们不能继续正式授课，也不能继续指导学生。我对退

休后的生活没有清晰的计划。这时，非常奇特的事情再次发生。我的一位好

朋友、一位研究组合学的法国数学家告诉我，上海交通大学有许多职位正在

进行全球公开招聘，他认为我应该提交一份申请。于是，我在 2009 年提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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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尽管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机会等到一份聘书。我深信自己能够帮

助上海交通大学发展“代数组合”这一重要研究领域，帮助上海交通大学成

为该方向世界上最重要的研究中心之一。然而，我不知道上海交通大学是否

会认为我年事已高从而不适合该校的一个全职岗位。从提交申请到正式获得

聘书花费了一些时间，但是我总算得到了这个全职的工作机会，从而可以继

续我的教学事业。我非常感激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所给予的

支持。从 2011 年 2 月起，我在上海交通大学重新开始了教书生涯。同为退休
数学家的妻子陪同我来到了上海，我们非常喜欢并珍惜这一新的机遇。

上学期我应邀为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大四学生开设了图论课程，给我

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是这群孩子的聪明才智，我也意外地发现给这些学生上

课是件多么愉快的事情，他们对学习充满热情，对教师彬彬有礼。虽然我用英

语授课，但是与学生的交流似乎并不存在语言障碍。今年的春季学期以及去

年的春季学期，我利用每个周末来讲授一门非正式的课程，听课者是主动前

来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教师组成的混合群体。我在演讲中提出了许多未解

决的问题。令我非常惊讶的是，当时还只是计算机系一年级本科生的一个小

伙子解决了其中一个问题，并在一家科研杂志上发表他的工作［2］。他的确
让我感到惊讶。我还发现一些其他同样非常厉害的学生。我很期待将来能与

他们合作研究数学。我相信我们可以在上海交通大学组建一个研究小组，把

这里变成世界上一个强大的“代数组合”研究中心。我与本系的同仁一起正

在组织一个将于 2012 年 8 月召开的“2012 上海代数组合会议”，详情请参考
以下链接：

http://math.sjtu.edu.cn/Conference/SCAC/

我相信这次高规格会议将是上海交通大学被承认为世界上代数组合研究中心

的第一步。

作为纯粹数学的组合理论

在 2007 年被日本数学会授予“代数奖”时，我受邀在日本数学会年会上
作了一小时的特别演讲，同时应邀为日本数学会的官方杂志《数学》撰写一

篇特别文章。我的演讲和特邀稿件取了相同的题目，即《作为纯粹数学的组

合理论——代数组合的目标》［3］。这篇文稿已于近期译成中文，中科院数学
所发行的刊物《数学译林》将刊登这一中译本。该稿的中文版本、英文版本

以及部分日文原稿可参见以下链接：

http://math.sjtu.edu.cn/conference/Bannai/2012/Artic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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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上述文章你会发现，我衷心希望有更多的人赞同将组合学作为纯数

学的一部分来研究。众所周知，组合学的蓬勃发展与信息时代的来临紧密相

连，组合学研究对大量的现代应用领域不可或缺。我不反对利用组合理论来

解决诸多应用领域的问题。在另一方面，我感觉我们应该强调组合学的核心

部分，也即被数学内蕴的重要性推动的那些研究方向。我对这一核心内涵的

存在性深信不疑，并且也非常希望能深入开发这样的核心领域。这或许就是

“为数学而数学”吧。我强烈地意识到，即使在当下，为追求数学真理而进行

数学研究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是我辈人年轻时所秉持的观点。就

个人而言，我希望保持这一理念，矢志不渝。然而不幸的是，这种为数学而

数学的想法现在并不太受欢迎，即使在数学家群体中。我可以在世界各地感

受到这一普遍趋势，尤其是在今天的日本。现实情况是，许多数学家喜欢做

能赚钱的数学。比如说，如果大学或研究人员强调他们的研究对于工业应用

的（潜在）效用，他们就能拿到更多的钱。而我想说的是，数学家们自己必须

对数学充满信任，我相信即使是由于实际应用背景而做出的真正有用的数学

研究也一定对应于有深度的核心数学。你们其中的部分人或许听说过解决了

费马猜想的怀尔斯的故事，他曾花了 8 年的时间完全专注于费马问题的求解。
解决了庞加莱猜想的佩雷尔曼是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国际数学联盟决定向

其颁发菲尔兹奖章，但佩雷尔曼却拒绝接受，他还拒绝了美国克雷数学研究

所颁给他的一百万美元的千禧年数学大奖。一方面，我不会像佩雷尔曼一样

极端，只要我认为自己配得上，我会接受任何授予我的奖项。另一方面，我

又十分理解他的处境，特别钦佩他的决定，对他寄予深切同情。我深刻感受

到，给予数学家的最好奖励是他们做数学研究时获得的成就感，而不是外界

的认可，虽然外界的认可在某种程度上会为那些不像佩雷尔曼一样有足够自

信的数学家们鼓舞士气。尽管可能不如以前普遍，我们当今仍然可以在各个

层次的数学家中找到许多人，他们像怀尔斯和佩雷尔曼一样努力地忠实于数

学，这其中也包括一些默默无闻的数学人。

数学与数学人

我想要提及的另一个观点是，我渴望了解每个数学家个体在数学发展中

扮演的角色。数学绝不是一些无个性特征的定理或技术的仓库，数学世界中

弥漫着浓郁的人文情怀。每位数学家都憧憬着可以在数学领域建功立业。如

果幸运的话，也许你会获得一时的成功；但通常情况下，道路崎岖不平，你

很难到达你设想的目标。尽管如此，我认为，如果我们能看到一个个具体的

人的梦想和意图，包括许多不成功的尝试，我们会被深深地打动。我强烈地

感受到数学中人性的分量，特别是当我们为已故数学家编辑纪念文集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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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四次参与此类编辑工作，分别是缅怀 Francois Jaeger、铃木通夫（Suzuki
Michio）、Jaap Seidel 和 Donald G. Higman。铃木，Seidel 和 Higman 可谓
寿终正寝，虽然我仍能清晰地听到他们未竟的心愿。然而，Jaeger 却是在他
事业的顶峰时期骤然辞世，年仅 50 岁。我禁不住会想，如果他的生命之路可
以走得更长，如果他可以继续他的研究，那么旋量模型理论研究的现状或许

会截然不同。有些时候，我甚至怀疑某些好数学将随着 Jaeger 的离世而永远
不见天日，并为此而颇为不安。当然，数学中的许多结论往往在遗失之后又

被再次发现，但是发现过程却可能大相径庭。由此，我们可以真实地看到每

位数学家在数学进步中扮演的角色。

如前所述，我大约一年前开始在上海交通大学上课，我也很喜欢这里的

生活。与日本和美国相比，中国在很多方面给了我某种无秩序的印象。我知

道许多日本的年轻一代更喜欢日本井井有条的社会管理。尽管你们会觉得奇

怪，我也很难给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但是就个人而言，我在这种混沌中感觉

舒适。这里的气氛犹如三四十年前的日本（在此，我主要指精神层面，不是

指其他方面，而且我决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但是日

本的体系太过死板，每个人都必须小心谨慎，不越雷池一步，日本以牺牲许

多优良传统为代价换取了发展。但是，我在上海找回了我在年轻时曾经拥有

的温馨氛围。

至于大学里的师生关系，我在 1974 年至 1989 年间在美国亲身体验到了
那里的变化。广泛引入学生对教师的教学评价机制是一个典型事例。不可否

认，这或许有助于提高对普通学生的教学质量，但是由此也导致诸多良好的

教育理念不复存在。我认为这是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我们失去了对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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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学的信心，失去了“为数学而数学”、“为科学而科学”的信念，失去了对

大学角色的信心（许多人开始认为大学应该满足纳税人的需求，并且这是大

学的唯一任务，而非以发展科学、引领社会为己任）。当我决定回日本时，我

以为日本的大学仍旧保持着我所期冀的优良传统，并且对此充满期待。但是

在日本执教的 20 多年里日本的大学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俨然成为我当年
在美国所见所闻于 15 年至 20 年之后的翻版。对此我深感沮丧，也试图反对，
但却无济于事。我认为日本大学丢失了学术的优良传统，其情况甚至比美国

更糟糕——许多日本数学家和科学家们失去了对于数学以及科学的自信，然

而在美国，他们在某些程度上还保留了这样的自信。我是一个守旧的人，也

许日本的年轻一代不会同意我的观点，也许他们不了解我们上一辈人当年是

如何热切期待着可以为数学而数学。

那么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我目前在中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我没有

能力了解到整个中国的情况，但是中国给我的印象极像我在 1974 年初抵俄亥
俄州立大学时对美国的印象，也颇似我在 1989 年刚到九州大学赴职时对日本
的印象。是的，我感觉到了这种相似性。我感觉某些改变是势不可挡的（也

许这种改变已经开始），我认为并希望中国仍可保存和营造一些良好的学术环

境，但是我在美国和日本所经历的也很有可能会在这里重演。另一方面，我

认识一些很优秀的中国学生，他们心无旁骛地致力于数学和科学研究。我真

心认为中国（或上海交通大学）有更大的可能性来捍卫学术的价值，在我们

的学生中将诞生未来的怀尔斯和佩雷尔曼。我说过，中国还不是非常有秩序，

但这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意味着许多的可能性和好机会。我诚挚地希望

上海交通大学可以保持高学术性，可以更上一层楼，如果可以的话，我很乐

意为此做出我力所能及的贡献。

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多年前读过的一段趣闻，并准备用它

来结束本文。虽然我不能准确回忆起我在哪里读过，但是它可能来自《美国

数学会通报》，作者或许是 J. H. Conway。如果我记错了，或者细节上有出入，
请您原谅。

什么是好的数学工作？答案很简单，如果有人找到你，问你是否可以以

一万美元的价格将你的定理卖给他。如果你欣然接受，那么这就不是个好工

作。那么一百万美元又如何？如果你还是不愿意卖掉你的定理，那它或许就

是个非常好的数学工作。真正的好工作是无论别人出多高的价格，你都绝对

不想放弃的心血结晶。数学家的价值不能也不应该被外界因素所衡量，譬如

他们发表了多少篇论文，论文发在了什么级别的刊物上，拿到了多高的薪水，

得到了多少研究基金，获得了多少荣誉，等等。唯一的衡量标准是数学家们

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工作。如果你对自己的一些工作怀有真情实感，无论别

人出多高的价格你都从未想过要放弃，那么你就是一个真正的数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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