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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康（1920.9.9—1993.8.17）



冯康纪念

冯康生平

冯康，祖籍浙江绍兴，
1920年9月9日出生于江苏南京
小学、中学时代在古城苏州度过，先后在江苏省立

苏州中学附属实验小学、初中部和高中部就读；
大学，就读于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
毕业后，先后执教于复旦大学、清华大学；
后调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计算技术所和计算中心工作。



历史名城绍兴

冯康纪念



人间天堂——姑苏古城

冯康纪念



重庆沙坪坝的
中央大学校门

重庆沙坪坝的
中央大学松林坡



冯康纪念

盖棺论定？
 冯康离开我们已经有十七年了，

 1993年，一代科学大师逝世，

 虽“盖棺”，但未得“论
定”。



冯康纪念

耐人寻味的是：

大师辞世之际

国内外对此的报导、评价形成鲜明对比

国内：新闻报导，仅有一丝波粼，却无光环

与其科学业绩极不相称。

而评价，则仅限于行内。

国外：法国、美国等国均有报道，给予高度评价。



海外文翰（一）

早在1981年，

法国著名数学家里昂斯（J.L.Lions），

【后任国际数学家联盟主席及法国科学院院长】

就对冯康和他领导的团队

关于有限元方法的重大发现给予很高的评价。



海外文翰（一）

 里昂斯（J.L.Lions）院士

 如是说：

 有限元方法意义重大，中国学者在对外
隔绝的环境下独立创始了有限元方法，在世
界上属于最早之列。今天这一贡献已为全人
类所共享。



海外文翰（二）

在美国，著名数学家彼德·拉克斯，美国科学
院院士，沃尔夫奖和阿贝尔奖得主，立即在当年的
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新闻”【SIAM News 26 卷
（1993）11期】发表悼文“纪念冯康先生”，对冯
康的科学生涯和业绩作出全面而中肯的评价，着重
指出“他的声望是国际性的”。

可惜的是，

这篇文章当时并未译为中文并刊登出来，

在中国鲜为人知。



纪念冯康先生（一）

为使其论述与评价广为人知，我这里将其全文译出。

冯康，中国应用数学的领军人物，突然逝世于
8月17日，享年73岁，从而结束了一个漫长而杰出
的生涯，直至临终他的工作都是处于紧张快速的状
态。

冯康的早年教育为电机工程、物理学和数学，
这一背景微妙地塑就了他后来的兴趣。在20世纪50
年代前期，他在莫斯科的斯捷克列夫（Steklev）
研究所，在苏联著名数学家（Pontryagin）的指导
下，从事拓扑群和李（Lie）群方面的研究工作。
当他回到中国，介绍了分布论（The theory of 
distributions）。



纪念冯康先生（二）

 在1950年后期，冯康转向应用数学，而他最重要的贡献
就在这一领域。他独立而平行于西方，发展了有限元方法。
基于苏波列夫（Sobolev）空间估计值，创建了其理论基础。
他表明了如何有效地将边界元与畴区元结合起来，借助于偏
微分方程之解所满足的积分关系，特别是他表明了应用这一
方式，辐射条件可被满足；他参与并指导了此方法如何应用
于工程结构中的弹性力学问题。

 在1980年代后期，冯康提出并发展了被称为辛程序
（simplectic algorithms）用以解哈密尔顿形式
（Hamitonian form）的演化方程。他将理论分析和计算机
实验相结合，表明应用于长时间的问题，这种方法比标准方
法要优越得多。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正将此方法推广应用到
其他结构中去。



纪念冯康先生（三）

冯康对于中国科学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是无法估量的，他不仅通过他个人和他的学
生们的研究使中国在应用数学与计算数学的
世界地图上占有一块地盘；他还及早察觉到
取得一些必需的资源，在文化大革命崩溃之
后，及时而有能力去帮助国家在这场自己引
发火灾中重新建设起来，到中国来的访问者
为他对世界各处的新进展了如指掌而钦佩不
已。



纪念冯康先生（四）

终其一生，冯康是悍然独立，极其勇敢
而不屈服于权威。如此的人物得以生存下来
而且有所发展，表明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
当权者也会发现他是如何可贵而不可替代。

在冯康的成熟时期，货真价实的荣誉称
号加到他的头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计算中
心主任、重要刊物的主编等等。到了那一时
期，他的国际声誉确实很高，许多人都会记
得在国际会议上见到他矮小的身材，目光炯
炯，面容生动，辐射出能量和智慧。他的离
去令数学界及他的许多朋友们黯然神伤。



海外声音（一）

 1997年春，

 丘成桐教授
 菲尔茨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在清华大学作报告

 题为：《中国数学发展之我见》



海外声音（二）

 《中国数学发展之我见》
 报告中提到：

 中国近代数学能够超越西方或与之并驾齐驱的
主要原因有三个，当然我不是说其他工作不存在，
主要是讲能够在数学历史上很出名的有三个：一个
是陈省身教授在示性类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华罗庚
在多复变函数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冯康在有限元计
算方面的工作。

 明确了

 冯康作为大数学家（不仅是计算数学家）的地位



1997年底，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授予冯康的
“哈密顿系统辛几何算法”

迟到的安慰



海外评价

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

时任国际数学家联盟主席的帕利斯（Jacob 
Palis）在开幕式上致辞，评价道：

中国数学科学这棵大树是由陈省身、华
罗庚和冯康，以及谷超豪、吴文俊和廖山涛，
及最近的丘成桐、田刚等人培育和奠基的。



高层评价

2008年，纪念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大会（北京）

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讲话时说：

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敢
于超越、不懈探索，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在短短
十几年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科技奇迹。我们取得
了有限元方法、层子模型、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具
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成果……这些重大科技成果，
极大增强了我国综合国力，提高了我国国际地位。



荣耀与肯定

今天，大家齐聚一堂

纪念中国数学大师冯康的九十寿辰

表明对他的科学成就的高度评价

已经得到数学界的广泛认同。

作为冯康的亲人来说感到无比的欣慰

感谢大家！



下面我从
文化素养
专业基础
数学之路
顶天立地
科学精神

几个方面向大家介绍
我所了解、知晓的冯康

内容提要



深厚的文化素养



科学家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星宿，
而是人间的凡人，是通过家庭、学校和
社会的培养和锻炼，逐渐成长起来的。

作为冯康的家人，我正好有机会得
以就近观察一位杰出科学家的成长过程，
特别是从小学到大学这一阶段。

目前，素质教育得到社会的大力提
倡，冯康的事例对此也有启发。

深厚的文化素养



家庭，学校，社会，三要素。

学校，冯康深厚的文化素养要归功于中学
教育，其母校，有名的苏州中学显然起了很大
的作用。

家庭，主要是为他提供了宽松的学习环境，
一种氛围。

社会，苏州，25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
恬淡安谧，文化底蕴深厚，有利于学习和教育。

深厚的文化素养



中学时期，他是轻松愉快的进行学习，而
不是中国传统教育所强调的苦学，他从来不开
夜车（这和他后来的情况完全不同），即使考
试时期，亦是如此。

深厚的文化素养



严父慈母



兄弟情深——冯康与冯端



冯氏四兄妹——冯焕、冯慧、冯康、冯端



当时的中学教育强调把“英、国、算”作为基础
这里稍加介绍冯康这几方面的情况。

苏州中学是省立中学，英语限于课堂教学，毫无口
语的训练。冯康的课堂英语学得不错，而且还注意到课
外的自学，阅读英文书刊、英文报纸和电影成为他学习
英语的辅助手段。

为开阔眼界，运用语言工具研读原文，攻读英语、
俄语，选修德语，自修法语，掌握英、俄、德、法等诸
种外语，外语素养非常突出，因而对科学的见解也高超
过人。

值得一提的是：外文作品中的文化的滋润也给他坎
坷的生活带来了慰藉和乐趣。

深厚的文化素养



谈到中文，冯康也是根底良好。在中学里，文言
和白话都教，但以文言为主。冯康能用浅显的文言来
写作。

很显然，他的语文素养也在日后的科学工作中发
挥了很好的作用。

冯康的科学报告，乃至讲课，均因语言生动精炼
、逻辑性强，深受听众欢迎。他的文章和讲义，也都
反映了这一特点。

深厚的文化素养



冯康中学的数理根底非常扎实，不仅课堂学习成
绩优异，还仔细阅读原版《范氏大代数》、3S解析几
何、实验物理学等国外教本进行学习和解题。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本科普著作【《数理丛谈》

朱言钧著】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本书是通过学
者和商人的对话来介绍什么是现代数学（其中也提到
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如费马大定理、哥德巴赫猜想
等问题），有很强的感染力，使冯康眼界大开，首次
窥见到现代数学的神奇世界，并深深为之着迷。

据我的观察，这也许是冯康献身数学、立志成为
数学家的一个契机。

深厚的文化素养



宽广的专业基础



冯康的大学生涯一波三折的经历，受到人们的关注。
“冯康的早年教育为电机工程、物理学和数学，这一

背景微妙地塑就了他后来的兴趣。”拉克斯教授如是说。

对应用数学家而言，工程学和物理学的基础至关重要
冯康的经历可以是培养应用数学家的最理想的方式，

虽然这并不是有意识的选择与安排。

宽广的专业基础



求学经历：
1938年秋，随家迁至福建，有半年在家自学，读的是萨本
栋的《普通物理学》。
1939年春，进入僻处闽西北邵武的协和学院数理系就读；
1939年夏，又以第一名的成绩（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高考
状元）考上了中央大学电机系。
原因有二：一是和当时的时代潮流有关，当时的冯康也有
青年的好胜心，越是难考的，越想要试一试。二是大哥冯
焕的影响（大哥本是中央大学电机系毕业生）。

宽广的专业基础



入学之后，冯康逐渐感觉到工科不能满足他在智力
上的饥渴感，故想从工科转理科，目标定在物理系。
【由于提出的时间过迟，到二年级尚未转成，就造成并
读两系的局面，即同时修习电机系与物理系的主课】。

结果是负担奇重，对身体产生不利影响（此时他的
脊椎结核已初见征兆）。

有益的方面，其工科训练齐备。
三四年级，几乎读完物理系和数学系全部主要课程

在此过程中，其兴趣又从物理学转到数学。

宽广的专业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40年代正当数学抽象化的高
潮（以布巴基学派为其代表），这股潮流也波及中央
大学中有志于数理科学的学子，使他们存在不切实际
的知识上的偏向：理科高于工科，且数学在理科中地
位最高，数学本身也是愈抽象愈好。

冯康由工程转到物理学，再从物理学转到数学，
而且在数学中倾向于纯粹数学，正是受到这种思潮影
响的体现。

宽广的专业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冯康听了当时担任数学系
主任的胡坤陞教授“变分法”的课程后，非常钦佩
其学识渊博。
（按：陈省身教授在清华时也听过胡教授的课，评
语为：“胡先生沉默寡言，学问渊博，而名誉不及
他的成就”）

宽广的专业基础



冯康在学科兜了一个圈子，对他以后向应用数学

方向的发展，确有极大的好处。

试想，当初如果直接进数学系，虽然也要必修
一些物理学课程，但他由于上述的心理障碍，必然
收效甚微。物理学如此，更何况工程学了。

当前，拓宽大学生的专业知识的呼声又甚嚣尘
上，冯康的事例对此可以有一些启迪作用。

宽广的专业基础



宽广的专业基础

与病魔作斗争

1941年， 我从福建来到重庆，就发现冯康背
已驼了，这是脊椎结核的症兆。

但他在大学读完之后，仍去广益中学教书，后
转至兵工学校任教师，非常辛劳。



与病魔作斗争

1943年春，我接到兵工学校的电话，说是冯康病
倒了，我赶忙去该校，医生诊断为脊椎结核，需立即
住院治疗，但家中无钱，只得将他接回沙坪坝的斗室，
由母亲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宽广的专业基础



与病魔作斗争

1944年5月到1945年9月，冯康，卧病在家，这是
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

记得在1944年，在感到前途渺茫之际，正是从阅
读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的原文中得到了安慰。当
时，他大段朗诵其中的诗句与独白。

宽广的专业基础



与病魔作斗争

在病床上，他仍孜孜不倦地学习现代数学的经典
著作，昼夜沉溺其中，乐此而不疲，使他忘却自身的
病痛和周围险恶的环境。

宽广的专业基础



与病魔作斗争

这种数学上的自我教育，既进一步巩固了基础，又
和当时的发展前沿衔接起来了，使他对现代数学的领悟
又上了一个台阶。

1946年夏，他的伤口居然奇迹般地愈合，能站起来
了，随后他到复旦大学数理系任教，仍坚持不懈地自学。

宽广的专业基础



通往数学家之路



1947年初，冯康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带光
学实验；但他也参加了数学的讨论班，先后受到陈
省身、华罗庚等名家的教诲。

1950年，他发表了《最小殆周期拓扑群》这篇
论文，牛刀小试，显示了他的数学功底。

1951年被选送到苏联斯捷克洛夫研究所进修，
他的导师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庞德雅琴。

通往数学家之路



先后受到陈省身、华罗庚和庞德雅琴等数学大
师的亲自指点，确实是极其难得的机会。

在苏联，冯康又病倒了，通过住院治疗，将脊椎结
核治好，就提前回国了。

通往数学家之路



留苏回来后，他又将注意力集中在广义函数理论

上，因为物理学家习用德尔塔函数，电机工程师习用
运算微积分，虽然行之有效，但缺乏数学基础。

法国数学家史瓦兹的分布论一出，就弥补了这一
缺陷，广义函数论应运而生。

史瓦兹的工作得到冯康的赞赏，他随即写出长篇
综述文章，并开始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

通往数学家之路



到1957年，冯康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数学家了，
研究工作斐然可观。

更加突出的是：他对数学具有非凡的眼光，即
洞察力或鉴赏能力。

但应当承认，在纯粹数学中冯康尚未充分发挥
其所长，成果尚不够丰富和突出，给人以厚积薄发
的印象。

通往数学家之路



进入计算数学的领域

1957年，由于工作需要，他被调去从事计算数学
研究。进入这一全新的领域，对他来说既是挑战，又
是机遇。这样一来，深通物理学和工程学的他，就能
够充分发挥其优势了，而纯粹数学的素养又使他有别
于其他应用数学家。

这是一门全新的交叉学科，完全向能力开放，没
有任何碍事的“权威”，像一张白纸，可以不受任何
限制地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通往数学家之路



进入计算数学的领域

显然，开拓新的领域，既需要过硬的工作能力，
又需要具有高度的识别能力，这两者冯康都具备，终
于使他成为“眼高手亦高”的大师。

当然，这需要艰辛的工作，不但自己要学习，还
要练兵和带兵，训练出一支过硬的研究队伍。

艰辛的数学之路



顶天立地

两次重大的科学突破



在科学上作出重大突破，往往是可遇而不
可求的事。眼光、能力和机遇，三者缺一不可。

冯康在一生中实现了科学上的两次重大突
破，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值得大书特书一笔。

顶天立地



两次重大的科学突破

一是在1964～1965年间，独立地开创有限
元方法并奠定其数学基础；

二是在1984年以后，创建哈密顿系统的辛
几何算法及其发展。

顶天立地



当前，科学上创新的问题成为议论的焦点，不妨
以冯康的这两次图片作为科学上创新的案例。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两次突破都是在中国土地
上由中国科学家实现的，而成果又具有世界意义：

既是具有非凡的创新性的基础研究，又能够解决

许多重大的实际问题，称之为顶天立地的科研工作是
非常合适的。

顶天立地



值得注意，这两次突破之所以能实现，不仅得

力于冯康的数学造诣，还和他精通经典物理学和通
晓工程技术学密切相关。

科学上的突破常具有跨学科的特征。

另外，在突破之前存在长达数年的孕育期，需
要厚积而薄发，急功近利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顶天立地



第一次重大的科学突破

开创有限元方法的契机来自于国家的一项攻关任
务，即刘家峡大坝设计中包含的计算问题。

面对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冯康以敏锐的眼光发现
了一个基础问题。

他认为，按常规来做，处理数学物理的离散计算
方法要分四步来进行：第一步明确物理机制，第二步
写出相应的微分方程，第三步采用离散模型，第四步
设计算法。但对集合和物理条件复杂的问题，常规的
方法不一定能奏效。

顶天立地



第一次重大的科学突破

在具体问题上，他考虑是否可以超出常规，并不
先写下描述物理现象的微分方程，而是从物理上的守
恒定律或变分原理出发，直接与恰当的离散模型联系
起来。在过去，欧拉、瑞利、里兹、波里亚等大师曾
经考虑过这种做法，但这些都是在电子计算机出现之
前。

顶天立地



第一次重大的科学突破

于是，结合电子计算机计算的特点，将变分原理
和样条逼近直接联系起来，就形成了有限元方法。它
具有广泛的适应性，特别适合于处理几何物理条件复
杂的工程计算问题。这一方法实施于1964年，解决了
具体的实际问题。

1965年，冯康发表了《基于变分原理的差分格
式》，解决了有限元方法的收敛性、稳定性和误差估
算基本理论问题，奠定了有限元方法的数学基础。

顶天立地



第一次重大的科学突破

《基于变分原理的差分格式》，这篇论文是国际
学术界承认我国独立发展有限元方法的主要依据。

冯康将有限元方法归结为：“化整为零，，裁弯
取直，以简驭繁，化难于易”。

顶天立地



第一次重大的科学突破

非常遗憾的是，国内对于冯康这项重大贡献的评
价姗姗来迟，而且不够充分。

在20世纪70年代，有限元方法重新从国外移植
进来时，有人公开在会议上大肆讥笑地说：“居然
有这样的奇谈怪论，说有限元方法是中国人发明
的。”

顶天立地



第一次重大的科学突破

后来，我国数学界的国际交往逐渐多起来了，
来访的法国数学家里昂斯和美国数学家拉克斯都异
口同声地承认冯康独立于国外创新发展有限元方法
的功绩，坚冰总算打破了。

顶天立地



第一次重大的科学突破

但是，冯康独立于国外创新发展有限元方法的这
项工作仅获得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冯康得悉这一消息后非常难过，因为他对科学成
果的估价具有敏锐的眼光。

他曾打算将申请撤回，由于种种原因而未果。

顶天立地



新的酝酿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虽然继续在和有
限元有关的领域进行研究工作，也不乏出色的成果，
例如间断有限元与边界归化方法等。

但是，他也在开始搜寻探索下一个突破口。

顶天立地



新的酝酿

冯康关注并进行了解处在数学与物理学交界区域
中的新动向，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有两篇介绍性
的综述文章，即《现代数理科学中的一些非线性问题》
与《数学物理中的反问题》，可以作为这一搜索过程
的见证。

搜索过程，老鹰在天空中盘旋搜索目标，庶几近
之。

顶天立地



找到突破口

20世纪70年代，阿诺德的《经典力学的数学问题》
问世，阐述了哈密顿方程的辛几何结构，给冯康很大
的启发，使他找到了突破口。

顶天立地



第二次重大的科学突破

冯康在计算数学方面的长期实践，使他深深领悟
到，同一物理定律的不同数学表述，尽管在物理上是
等价的，但在计算上是不等效的（冯康的学生们称之
为“冯氏大定理”）。

这样，经典力学的牛顿方程、拉格朗日方程和哈
密顿方程，在计算上就会表现出不同的格局。

顶天立地



第二次重大的科学突破

由于哈密顿方程具有辛几何结构，冯康敏锐地察
觉，如果在算法中能够保持辛几何的对称性，将可避
免人为耗散性这类算法的缺陷，成为具有高保真性的
算法。

这样，冯康就开拓了处理哈密顿系统计算问题的
康庄大道，他戏称为“哈密顿大道”，在天体力学的
轨道计算、粒子加速器中的轨道计算和分子动力学的
计算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顶天立地



第二次重大的科学突破

这项成果在1991年国家自然科学奖评议中被评
为二等奖。冯康获悉后撤回了申请。

直到1997年底，在冯康去世四年之后，这项成
果才终于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顶天立地



科研成果评奖的公正、公平

我始终认为：科学研究成果的评奖，必须公正、

公平，必须以成果的科学价值作为依据，不为任何人
为因素所干扰，这应该是必须坚持的原则，要对得起
历史。

当然，对创新成果进行正确评价极为困难。
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岁月沧桑，大浪淘沙，

有一部分昔日曾获高奖的项目，今天看来，有些尚保
留其价值，有些已是明日黄花之感。

“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也”，诚然！信然！

顶天立地



科学精神和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最后，
我想将主题集中到冯康的为人，

谈他的科学精神和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冯康
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也是一个大写的人。
他的科学事业

和他的人品密切相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大写的人

冯康的品格可以从不同侧面来呈现：
在学生们眼里，他是循循善诱、不畏艰辛带领他们攀
登科学高峰的好导师；
在同事眼中，他是具有战略眼光同时又能够实战的优
秀学科带头人；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为人正直，一贯是实事求是，
不说假话；工作起来废寝忘食，一心扑在科学研究上。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非凡的数学修养

在冯康的书房里，有许多数学大师的多卷本文集，
如克朗恩、彭加莱、希尔伯特、库朗、冯·诺依曼……

等等，这方面的阅读不仅是增加知识，而是
通过与大师们的对话来提高他的见识和洞察力。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广泛的兴趣爱好

秉承家庭传统，爱好读书——在苏联留学时，曾要我邮寄
《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等小说，以供他阅
读。文革中，无书可读，就购买前四史（《史记》、《汉书》、
《后汉书》、《三国志》）来消遣。从苏联回国，带回大量俄
文小说，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几部钜著，以及苏联出版的斯
蒂芬茨威格德文小说集，满满一书架。后来，布尔加珂夫的
《大师与玛加丽特》中译本问世，他还提醒我不要错过这部杰
作。他阅读过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原版和罗素的《西方
哲学史》（两卷中译本）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广泛的兴趣爱好

留苏期间，假日时，常去大戏院观赏芭蕾舞剧和歌剧，有
高超的鉴赏能力。

冯康的书法也斐然可观，在中学读书时，曾临摹过唐褚遂
良的《大唐圣教序》的碑帖。我们父亲是书法家，他认为四个
子女中可教书法的唯有冯康。

冯康对精彩的球类比赛也非常喜好。有几次开中科院院士
大会，我们兄弟俩同房居住，常在半夜三点起来观看世界杯比
赛的电视。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拉克斯教授眼中，冯康是“悍然独立，毫无畏
怯，刚正不阿”的人。这个评语深获吾心，谈到了冯
康人品中最本质的问题，我想引申为“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这是陈寅恪对王国维的评语）。

与他近70年的相处中，正是这一点给我印象最深。
他不是唯唯诺诺、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之辈；对许多
事情他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其中有许多是不同于
流俗的。在关键的问题上，他凛然有“三军可以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的气概。

从科学工作到做人，他都贯彻了这种精神。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举几个例子来阐述：
冯康亲身受教于三位世界级的数学大师：陈省身、

华罗庚和庞德雅琴。他们的风格和领域迥然不同。
三个人都有极其宽广的研究领域，只要从中选择

一个角落从事研究的话，就能做出很出色的成绩，成
为优秀的科学家。

冯康早期的关于拓扑群的工作显示了受庞德雅琴
的影响，关于广义函数论的工作显示了受华罗庚的影
响，但在他成熟时期的重要工作都是独来独往的，完
全是他自己独立发展起来的，真正体现了“独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冯康对苏联数学界的情况相当熟悉，他对有些名气很大的权威
人士并不佩服，且有微辞。他最钦佩的苏联数学家，乃是和他没有
直接关系的柯耳莫哥洛夫。这也是他多年来独立思考的结果。20世
纪中叶，数学界抽象化形成高潮，数学和物理学似乎彻底分家了，
而柯耳莫哥洛夫却一反潮流，除了他的杰出的数学工作外，不仅精
通物理学，还在物理学领域中做出重要的有实质性的贡献。如：流
体力学的湍流问题，金属物理中多晶体晶粒长大问题……。在20世
纪中叶的大数学家中，可以说这是绝无仅有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
风气又转了，柯耳莫哥洛夫在科学界的声望日隆。据说，此人当年
之所以能够被选上苏联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的选票至关重要，否
则难于选上。冯康还认为，盖尔方德、亚诺德等人的学术造诣也很

高，却屈居通讯院士，这种待遇是不公平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嫉恶如仇是冯康一贯的基本风格。他很早就接触
到庞德雅琴的工作，后来知道此人是全盲之人。同病
相怜，冯康对他更是充满景仰之情。

到苏联之后，他拜之为师，体现了一种英雄崇拜
的心情。他们关系一直不错，回国后冯康还将其著作
译为中文。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庞德雅琴曾卷
入苏联数学界反犹太人的风波，为人诟病，冯康对他
也表示不满。

这充分体现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种大
公无私的高贵品格。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20世纪80年代中，关于我国电子计算机事业如
何发展的问题曾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曾经就
此展开过多次讨论。

对此，冯康总是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他
认为，微机问世之后，计算机发展的形势大变，未来
肯定是微机的天下，我国应该看到这一发展趋势，及
时采取适当的措施，集中力量重点来发展微机。这种
得风气之先的观点，经过历史的检验，被证明是正确
无误的，也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类似的事例还很多，但无需一一列举了。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值此纪念冯康诞辰九十周年之际，我认为特别值

得宣扬和表彰的，就在于冯康一生所体现的“独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科学创新的问题。科学创新需

要人才来实现，是唯唯诺诺、人云亦云之人呢？还是
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人呢？结论是不
言而喻的。科学创新要有浓厚的学术气氛，是“一言
堂”呢？还是“群言堂”呢？这也是不言自明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从冯康的科学生涯中，我们不难发现，能否容许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发扬光大，是科学能
否得到创新的关键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冯康虽然离开人间已经十七年了，

但他的科学遗产仍为年轻一代的科学家所继承和发展，
他的科学精神和思想仍然引起人们的关注、思考和共

鸣。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冯康，
永远遨游于

他创下丰硕成果的数学天堂中！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