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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8 年秋，我进入位于浙江省金华的英士大学数学系，弟弟王克进了物
理系。我感到很失望，没有正规校舍，亦无甚图书馆与设备，课也开不齐全。

数学系只有一门“微积分”数学课，由赖老师教，他每周由上海来金华教四

节课。他用的是萨本栋著“微积分学”，该书只着重于计算，跟中学数学差不

多，一点困难也没有。只有化学课，我还有点兴趣。我抽空温习了一下中学

课本，觉得很容易，理解得比原先深透多了。这时我很愿意多学一点东西，

可惜没有什么课可听，也没有参考书可以借阅。

离开南京，到了乡村式的小城市金华，这是一个很清静的地方，除了读

书与温习功课外，没有什么娱乐。天热时，可以去小河里游泳。我们的宿舍

门口有一个粽子店，卖火腿粽子与豆沙粽子，我们常去光顾。

那时我的外祖父母已从南京搬来金华乡下小姨父倪延生的长兄家住。我

们去看望过他们。

到校的两个月就放寒假了。那时中央研究院在忙于“应变”；总办事处由

南京迁到了上海，我们家就随之迁往上海。小姑父冯文启一家住在杭州。我

的祖母及叔叔王懋勋跟他们一起过。寒假开始，我就独自去杭州他们家，打

算小住几天即去上海回家看看。王克则留在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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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父亲跟很多人一样，对前途茫茫然，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他认为

我与王克应该留在学校里，跟学校同进退，所以他写信来杭州，叫我不要去

上海，赶快回金华，跟王克在一起。我立即返回了金华。

不久，父亲随中研院总办事处，举家一起迁往了广州。这时，他突然改

变了主意，不断写信来，催促我们兄弟立刻去广州，以便在中山大学借读。

叔叔也来信要我们尽快去广州。父亲的信里还附有他托教育部领导给英大校

长的信，请他们设法带我们一起去广州。当然也附有给他在中研院的上司钱

临照代理总干事的信，若我们留下来，则请他给我们帮助。

目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兵败如山倒，看来气数已尽了。走与不走有何

区别？清华、北大均已恢复招生上课，所以我觉得还不如留校等待解放，再

全家团圆，然后重新参加高考来改变我们的处境。因此我觉得父亲最初的想

法是对的，我决定留了下来。王克听随我的决定，无甚异议。我们就一起留

在了金华。

五月的一天清晨，从宿舍窗口看见国军排成一行在小坡脊上行进，不时

还向城外开几枪。几个小时后，解放军就进城了。虽然解放军的衣着破旧，

但秋毫无犯，纪律严明，我对他们第一个印象是非常好的，与国民党军队真

有鲜明的对比。那时一般人的印象，学数学的人出路很差。我决定在我重新

报考大学时，报考工学院化工系。夏天，我与王克同去了上海参加高考。我

们还抽空去中研院看望了一下钱临照。他正在整理书籍。他告诉我们：他准

备北上，去北京大学教书。他很关心我们，并承诺可以给予我们经济资助。

见报载，我们都被列入录取名单，但未表明录取的学校。这时，浙江省

人民政府对英大也有了决定，将英大理学院与工学院的学生全部并入南方最

高学府之一，青年人向往的“东方剑桥”—— 浙江大学继续就读。这真是交

了好运！于是，我们兄弟随学校到了杭州浙大。与我们一起去浙大的有英大

数学系的周先意与江正荣。江正荣去浙大后，转入了工学院土木系。

二

浙江大学位于美丽的杭州，人杰地灵，尤其是她有一批著名学者，如数

学系的分析学家陈建功、几何学家苏步青，物理系有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理

论物理学家束星北，生物系有生物物理学家贝时璋、遗传学家谈家桢，化学

系有有机化学家王褒仁等。数学系还有刚从美国回来的分析学家卢庆骏、代

数学家曹锡华、从英国回来的拓扑学家张素诚，及原来在系里的钱宝琮、徐

瑞云、白正国、叶彦谦、郭本铁等。年轻助教有谷超豪、张鸣镛、林振声等，

可以说人才济济。我能进入到这个集体之中，真是感到万分幸运。

还在我刚来浙大时，我记得物理系的同学曾带我去了一下王淦昌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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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他从事宇宙线的研究，专心于实验，完全没有理会有人到他的实验室来，

这使我对他肃然起敬。

在英大时，我基本上没有上过几天课。到了浙大之后，是重上一年级，

还是接着上二年级？当时浙大分本科与师范两个科。有一位师范科的老同学

邓金初出于关心我，曾多次劝我从一年级读起。我这个人是不服输的。我当

时留在金华，不去广州的原因之一是我强烈地盼望依靠自己的奋斗来改变面

貌，而不愿意靠父亲的提携转入中山大学。我想我之所以落到英大，主要是

我在高中的最后两年没有好好学习，美国电影看得太多了，并不是我太笨而

考不上著名大学。现在我要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我倒要看看能不能跟上。如

果实在不行，我就转系去工学院。于是我们兄弟决定都从二年级开始学习。

那时数学系一共只有十几个学生。我们班共四个人，我与周先意是从英

大转来的，孙和生是原来浙大数学系的。还从工学院转来一个杜庭生。本科

三、四年级各二人，即董光昌、厉则治、郭竹瑞与郭方柏。师范科几人，1949
年即停止再招生。一年级学生最多，约七、八个人，有黄纪青、盛骤（女）、

金正道、孙玉麟等。1950 年，又来了研究生龚升、夏道行与胡和生等。
这一年，我一共选了九门课。慢慢地，我了解到浙大数学系的传统及教

学与考试的方式。老师讲课不带讲稿，全凭记忆讲，学生记笔记，大部分课

没有教科书亦不发讲义，习题很少。考试题目大都是课内讲授过的内容，基

本上就是学过的定理。因此，你只要将学过的定理证明之逻辑推导弄清楚，

并将证明过程记住，就可能考一百分。这下我心中有底了，只要我用功肯定

就行了。我决定放弃一切爱好，专心一致地投入到数学学习中去。

最后我感到困难的是“级数概论”这门课。这是卢庆骏根据陈建功的讲

义来教的。陈建功的讲义主要是根据克诺普（K. Knopp）的书（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Infinite Series）编写的，未发给学生。听老同学说，这门课是
浙大数学系的精华。级数概论一开始就讲实数序列的收敛，引进了 ε-δ 的概
念与 ε-N 的概念。对我来说，这是全新的概念，它严格地定义了“无穷大”
与“无穷小”的概念。这与过去我熟习的直观性很强，且以计算与技巧为主

的中学数学与微积分是完全不同的口味与层次的数学，即与我习惯的东西不

一样，需要改变思维。我尝到了数学的严格性。我记得起初做的习题，张鸣

镛几乎都判我有错，经反复思考与体会，才慢慢地逐渐明白及习惯了。老同

学告诉我，在浙大数学系，你只要弄明白什么是“均匀收敛”（或“一致收

敛”），你就算毕业了。在学到均匀收敛时，当我知道所谓均匀收敛就是 S 的

选取与区间中的点无关时，就很快地接受了这个概念，所以并未感到困难。

另一门感到困难的课程是郭本铁教的“高等代数”。他希望讲些比较具体

的材料，所以他主要讲“矩阵论”。我觉得味道跟中学数学完全不同。矩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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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子很像行列式。过去中学学的是行列式表示一个数，所以只是计算

技巧。现在矩阵却是抽象地满足一些运算规律的数学长方之列阵。平面几何

虽然也是以公理为基础，但公理都是很直观的。这里的公理却没有直观支撑，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学习，才逐渐明白了。

其他课程还有卢庆骏教的“高等微积分”，他是以奥斯古德的书来教的，

有物理系同学旁听，学生较多，由谷超豪任助教，内容偏计算。白正国给我

们开了一门“坐标几何”，这是根据苏步青写的讲义教的。这两门课的味道跟

中学数学差不多，学习得很轻松。至于“常微分方程”课，完全是计算技巧，

跟微积分的味道一样。

当时系里的老师也多次讨论过教改，决定将“方程式论”改为“初等数

论课”。由卢庆骏教，他自编讲义。因数论的对象是整数，而且课程进行得很

慢，所以未觉得困难。

经过大学二年级的拼搏，使我接触到了与中学数学完全不同口味的数学。

我了解到什么是数学定理的严格证明及 ε-δ 语言与矩阵等概念的内涵。门门
数学课，我都得到了高分。只有选修的一门物理系的“理论力学”课，我的

成绩较差。理论力学就是要将一个个实际力学问题，根据牛顿定律，列出它

们满足的常微分方程，然后求解这个微分方程，有点像用代数方程求解平面

几何问题的味道，即“解析几何”。但我常常会将微分方程列错。由于理论力

学课学得不好，这导致了我对物理学产生了恐惧心理，我觉得我不适宜从事

跟物理相关的学问。但我对数学却充满了兴趣与信心。那时，我已是系里较

受到关注的一个学生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决定我要一辈子学数学，不再

考虑转系的问题。王克在物理系成绩很一般。一年后，他转入了航空工程系。

三

进入三年级，陈建功亲自给我们上复变函数论课。他是按照蒂奇马什

（E. Ch. Titchmarsh）的书教的。该书的第一章为普通分析，所以从第二章
讲起。经过级数概论课的训练，我未觉得困难。我们很喜欢听陈建功讲课，

他常常在讲课中讲一点故事，使我听得津津有味。徐瑞云为我们上近世代

数课，她是按范德瓦尔登（van der Waerden）的书教的。我开始接触到群、
环、域的概念。由于经过了初等数论及矩阵论的学习及她讲得很慢，所以不

觉得难懂。

其余时间，我都基本上用来自学。这时，我对学习非常主动自觉。我感

到自学比听课的效率高得多，也更踏实得多。实际上，在课堂上听课，只

能听懂一点点，仍然要靠自学之后，才能真正弄明白老师讲的东西。我常

常嫌老师讲得太慢，有不少空余时间可以用于自学，我自学了哈代（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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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y）与赖特（E. M. Wright）的“数论导引”。
有一件事值得记述一下：有一次复变函数论考试，陈建功出了一道书外

的题目，问当 z=0 时，e1/z 是什么性质？当 z 由不同方向趋于 0 时，函数趋
限的情况是不同的，从而我判定 z=0 是 e1/z 的本性奇点。全班只有我一个

人做对了, 我得到了陈建功的赞赏。由于他在系里多次谈到这件事，所以我在
系里受到了重视。

快到放暑假时，学校组织学生进行体格检查。经过肺部透视，说我患有

肺结核病。学校将患肺病的同学集中住在一起，大概是一个大教室。这时已

放暑假了。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有病的同学，每天郁闷不乐，思想包袱很重，

后来就主动退学了，听说不久就去世了。我并未在意，照常用功读书。后来

多次检查表明，我并未患肺结核病。这次检查结果是误诊。

四

老同学告诉我们：陈建功与苏步青倡导的四年级学生的“数学讨论班”

是浙大数学系的精华。浙大数学讨论班分甲种与乙种。甲种讨论班由指导老

师给每个学生指导一篇数学论文，乙种讨论班则由老师给每个学生指定一本

数学书，交给学生自己去阅读，然后由学生轮流上讲台讲，老师听讲并提问。

当时我们班只有四个学生，所以每个学生每学期要讲四、五次。这是一种有

指导地自学。它不同于自流地自学，那样很容易有不踏实之处。这种学习

方式比老师讲课，学生听课记笔记、做习题，当然是高了一个层次；学生由

“被动”地学习变成了“主动”地学习，学习的积极性不知大了多少倍。在这

个阶段中，学生间的能力差距拉大了。这也是一个数学系学生由学习走向独

立地从事研究工作的过渡阶段。老师从讨论班中，可能发现有攻坚能力及有

创新能力的学生，即有可能培养成数学家的学生。

我记得最后一年选课时，理学院长谈家桢要我多选些课。我告诉他，我

还是希望多点时间自学。他表示理解与认可。我选了陈建功的“实变函数

论”，白正国的“微分几何”，卢庆骏的“概率论”与张素诚的“拓扑学”。实

变函数论是陈建功自己写的讲义。他将讲义发给了学生，后来出了书。微分

几何课用的是苏步青写的书，这两门课都不算难。卢庆骏的概率论是他自己

写的讲义，他是用英文讲的。内容与我在中学时学的组合概率概念不是一回

事，这是建立在测度论基础上的现代数学。张素诚的课大体上是按照莱夫谢

茨（S. Lefschetz）的书教的。当时中国的数学还很落后，懂得概率论与拓扑
学的数学家屈指可数。恐怕只有北大与清华可以开设这两门课。浙江大学也

是第一次开设这两门课。我能在大学时听到这些内容，应该是很难得的。由

于经过了这两年学习，所以并未感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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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庆骏给我指定了一篇维纳（N. Wiener）关于傅里叶分析的文章，有一
百多页及一本英厄姆（A. E. Ingham）的名著“素数分布”。维纳的文章，我
不能读懂，就暂时放在一边了，而全力读英厄姆的书。虽然我当时已被判为

肺结核病嫌疑，但我竟然在暑假中将英厄姆的书读完了，而且记了详细的笔

记。我感到解析数论真是美极了。自然，我的报告得到了卢庆骏的好评。四

年级下学期，我在张素诚的指导下，学习并报告了艾伦伯格（S. Eilenberg）
与麦克莱恩（S. MacLane）关于代数拓扑的系列论文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张
素诚的好评。我对这部分工作只是形式上了解，对其实质并不明白。但我对

拓扑课却很感兴趣，我感到点集拓扑部分的乌雷松（P. S. Uryson）定理美
极了。

经过讨论班的一年学习，使我建立起我有能力自学数学的信心。当时浙

大的一些老师，常常将他们希望学习的论文完全抄下来。所以在毕业前，我

也手抄了一些拓扑学的文章，以备毕业后，如果分配到一个没有图书杂志的

地方去工作，我还能自学一阵数学，我那时已坚定地建立了将数学作为我终

生事业的决心。

毕业前，我建议请老师来给我们作学术报告，以便毕业后自学。我记得

苏步青应邀讲了“微分几何”，他从罗巴切夫斯基几何讲到芬斯勒几何。张素

诚作了“球的同伦群”报告。

我深受系里老师的勤奋所感染，印象最深的是陈建功与苏步青，他们那

么大年纪了，还跟年轻人一起组织数学讨论班学习。他们从字母开始学习俄

文，直到能翻译出版苏联的数学教科书。其实当时陈建功只有五十多岁，苏

步青才四十多岁，在今天看来，还属于中年数学家，但当时觉得他们是很老

的人了。我与龚升、夏道行、胡和生、董光昌与郭竹瑞等学长接触较多，常

常在一起聊天，学习他们的经验。在同学中以自学为主的，似乎只有孙玉麟

与我二人，他比我低一年，是从上海纺织学院转学来浙大数学系的。我们的

学习方法完全不同。我记得他经常借一大堆杂志与书，读得很快。我却读得

很慢，弄清楚了之后才往前继续读下去。当念不懂时，我就停止阅读了。例

如维纳的文章，才读了一、二页就放弃了。原因是读该文章需要先读一本傅

里叶分析的基础书，而我缺乏这方面的基础。

当时二年级的同学有魏道政、宗月娴（女）等，一年级的学生有石钟慈、

许永华等。我也常常去影响他们，向他们介绍数学，有时他们听得都忘了睡

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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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刚进浙大的第一年，我还参加过学校的小提琴队，偶尔看场电影。我记

得第一次看的是“新儿女英雄传”。中学时，我很想看“飘”，但没有遇到机

会。在杭州放映“飘”时，我已没有兴趣去看了。我逐渐放弃了所有的业余

爱好，全身心地投入到数学学习中去。

除学习数学外，我参加过学生会举办的理发学习班。往后就以理发来赚

一点点钱买文具与肥皂。到了四年级，由于国家急需人才，浙大办了一个水

文训练班，系里要我给训练班的学生批改数学作业，这时我的收入就丰厚多

了，可以用报酬购买衣服与鞋子等。我对学生的要求很严，就像张鸣镛批改

我的习题那样来批改他们做的习题。

王克跟我很不同，很活跃，喜欢篮球、舞蹈及学校的其他活动。最后一

年，他被选为浙大学生会主席。

在浙大学习的三年中，我都得到了免交学膳费的待遇，所以总可以刻苦

地将学习坚持下来的。这三年中，我与王克共得到过住在兰溪的大姑父刘正

元及住在上海的四姨父金再兴各一次资助；中研院的钱临照寄来过三次钱。

每次资助的数额约够一个月伙食费。我对他们的帮助永记于心。但我还是希

望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克服困难，所以每当我们收到他们寄来的钱后，我都写

信请他们不要再寄钱来了。

我们家人随中研院总办事处搬去了台湾。邮局很好，总能将被退的信件

辗转寄到。当父亲及家人得知我们兄弟进了浙大，万分意外，但很高兴与激

动。我们兄弟也得到父亲辗转托人从香港寄来的钱，及圆规、三角板等。

在校期间，经历了所谓“三反，五反”与“思想改造”运动，主要在教

师中进行。我记得数学系主任卢庆骏在全系师生大会上检讨说：“我没有用

过公家的信封与信纸”，别的都记不清了，他很快过了关。后来就转而“斗

争”当时的教务长苏步青，要他交代所谓贪污问题。大家喊口号，我也跟着

喊。这时我平生经历的第一次“斗争会”。以后苏步青的问题不了了之了。我

的心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使我对政治运动产生了说不明白的印象，似乎是上

当受骗了。往后再也没有听人提起过苏步青的所谓贪污问题，直到读到“束

星北档案”，才知道当时有人诬陷苏步青。

1952 年，由于我的学习成绩优良，经陈建功与苏步青推荐，由国家统一
分配我至北京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离开浙大前，陈建功语重心长地

对我说：“你是我们嫁出去的‘女儿’，好好跟华罗庚学习，他是中国最好的

数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