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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数学素质的培养 

－－院士八闽行福州一中演讲 

陈木法(北京师范大学) 

                            2004年10月19日 

 

    主持人（李校长）：陈木法院士

长期从事数学的教育和研究工作，是

中科院院士、博士生导师。在数学领

域有非常深的造诣。希望大家今天能

从陈院士的报告中有所收获。再次用

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鼓掌） 

    陈木法：谢谢大家！今天很高兴。

很高兴到我们福州一中的新校区。一方面羡慕你们，另一方面也很“嫉妒”你们，

因为你们能上这么好的中学。我是惠安一中毕业，惠安一中也是一所很好的中学，

但跟福州一中不能比，对不对？所以很羡慕你们。你们那座新图书馆，那么气派！

把我惊呆了。那是中学的图书馆吗？那么大，那么气派，真了不起。目前还在世的

福建籍数学院士总共是四位，这四位当中就有两位是福州一中毕业的，所以福州一

中真的非常了不起。福州一中有一百多岁了对不对？一百？一百八十七，哇，有非

常辉煌的历史。所以非常高兴来到福州一中和大家一起讨论学习上的一些问题。这

次领导给我一个作文题，叫做“谈谈数学素质的培养”。这个作文题对我来说太难

了，要考这个作文题我肯定不及格。因为数学素质的话题，不是特别好讲。我想给

大家比较坦白地、老实地交谈一下，我读中学的时候是怎么个样子。你们在座很多

人，肯定要比我强很多很多。所以我就给大家交流一下我读中学的时候的一些情况。

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在开始介绍之前，我有个事情请大家帮忙。由于我长期“脱离群众”，老是关

在屋子里，脱离社会，所以很多事情都不懂，我的家人给我的评价是“不食人间烟

火”（笑）。所以我面对这么多中学生，优秀的中学生，心里头有点负担。我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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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的东西对你们一点用处都没有。有五百个学生在这里，我讲一个钟头的话，就相

当于我们要花五百个钟头来做这个事情。我希望能有一点效果，要有一点效果呢就

希望大家帮我忙。你们关心什么问题，你们就提出来，然后我回答你们的问题。好

不好？（好！）那么现在在座的大约有五百人，举手的情况会有一些困难。因此你

们可以写一些条子，然后我请校长帮我忙，收集一些条子上来，然后看看我能回答

多少，我努力回答你们的问题。这是我先请求你们帮忙的事情。 

现在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我读中学时的学习经历和体会。我对中学的生活非常非

常的怀念，假如我能够写回忆录的话，我一定会花很多笔墨在中学阶段。因为就我

个人来讲，中学的生涯奠定了我一生的基础。整个世界观的形成，整个理想的建立，

都是在中学阶段。我对中学的阶段非常地怀念，也觉得非常的重要。跟在座的同学

比，当然我是很惭愧。因为我读小学的时候，什么都很好，还当了一个很大的“官”，

叫做“中心小学的少先队大队长”，那是很大的“官”了，嘿嘿。从乡下的小学到

中学的时候，我是保送到中学的，所以我很多功课都是四分、五分。我们那个时候

是五分制的。不过我也有很不好意思、很丢人的事，是什么呢？我那个时候算术是

三分，三分就是刚刚及格。所以我是算术刚刚及格而被保送到初中读书，因此很惭

愧。你们当中肯定没有人刚刚及格而被录取到到这儿来，对不对？这里不会要你们

的。我离开小学的时候，我小学的老师对我说：“你到中学以后，要好好学数学，

你数学不好的话，其他学科就没法念了”。我记得那位老师姓张。所以到了中学以

后，我听老师的话，就是说数学咱们要用功学，不然就完蛋了，对不对？刚开始的

时候怎么把数学学好？那个时候不会学，才十四岁，只懂得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做好，

能找到的题尽量多找来做，如此而已。况且还有些题目不会做。那个时候在乡下，

参考书是找不到的，仅仅是把课本的题做好，不懂得怎么学习。大概我这一辈子，

运气最好的时候就是初中二年级，当时我听了一个课外讲座，是我们中学的一个数

学老师作的，这个老师也姓张。课外讲座的主题叫“怎样自学”。张老师讲了我们

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数学家华罗庚先生自学成材的故事。从初中生、到大学数理研究

生、到清华图书管理员、助理研究员、一直到大学的正教授，讲他的传奇经历。那

是我第一次听到华罗庚先生的故事。华先生是我一辈子学习的榜样。他的很多名言，

比方说：“天才在于勤奋，聪明在于积累”是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张老师在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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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以他自己的经历，介绍了自学的重要性。他给我们做报告的时候，口才是非常

好的。但是没有想到张老师年轻的时候，有口吃的毛病，就是咱们平时说的“结巴”。

张老师怎么克服掉这个口吃的毛病呢？他通过每天早上起来读剧本的方法，竟然完

全改掉了这个毛病。没有人教他怎么克服这个口吃的毛病，可以说张老师是通过自

学治愈了这个毛病的。不是从医生、医学院那里找到办法，而是自己找到了读剧本

的办法，把这个毛病去掉。张老师当年在惠安一中，现在很多人不会晓得他了，老

师退休了。他是我们惠安县的三个特级教师之一，是很有成就的。五十年代，北京

师范大学出了一份杂志，叫《数学通报》。《数学通报》那本杂志每期都有一些问

题寻求解答，50年代的时候凡是能够做出来的人的名字都会被登出来。我看到张老

师的名字几乎每期都有，所以他是很了不起的。不过他也只是一个中学毕业生，通

过自学才有这样的成绩。张老师教给我们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要学会自学。我今天给

大家讲，我不知道领导会不会批评我，大家都“自学”还要老师干什么？我壮着胆

子再往下讲。我觉得自学是人生中非常非常根本、非常非常重要的本领之一。有很

多的学生，比如说大学毕业了也就彻彻底底地毕业了，一点都不能再往前进了，因

为他们缺乏自学的能力。所以我对自学特别看重，特别喜欢。以致于我工作以后，

我曾经在贵州教过两年的中学，主要教高中数学。那时我年轻气盛，我认为关键要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所以我当时教数学，两节课中有一节让他们自己看书，然后

第二节课我才作一点解答。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这是我曾经做过的一次认真的试

验。当然开始的时候学生都造反了，非常的不习惯，说怎么能这样呢？我们上一个

老师教我们的时候，证明都是“因为什么所以什么，又因为左边等于右边，所以等

式相等”，讲得很细，哪能叫我们自己看书。我说不要这么死板，“又因为左边等

于右边”之类的话就不要写了，仅写“所以等式相等”就可以了。但只这么一点改

动，许多同学都很难接受，更不要说让他们自学了。可见开始有多难。自己学习，

看似进度很慢。不光很慢，学生会跟我吵架，会不满意，他们去告状。告状告到我

们领导那里去了，所以我们教研组组长特意跑过来听我的课。因为我是年轻教师啊，

所以我们教研室组长才来检查听我的课，看我是不是不上课。不过听我的课那天，

我运气还好啦，事先不知道她来听课，也没有跟她说清楚我在进行培养学生自学的

训练。那天正好我讲习题课，所以那一次课全是我讲的。我们组长听课后很高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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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说“你讲得很清楚啊，没有乱来啊”。一年之后，这个班所学的数学是整个贵

阳市学得最多的。一开始他们学得很累，后来他们会学了，就学得快乐，老师就不

用多讲了。这样呢，速度就加快了，所以他们学的东西是最多的。所以我比较得意

我曾经培养出一些学生的自学能力。那么接着讲我初中二年级听了张老师报告之后，

我就开始自己学习，初中二年级的功课学完，我就把初三的拿来学。初三的学完我

就把高一的拿来学，高二的学完我又学了一年大学的课本。所以到高中毕业的时候，

高考完之后我就回家种地去了。种地的时候就拿了一本概率论的书来学，所以我学

概率论是从十几岁开始。拿的是一本前苏联的概率论教材。后来才知道那是大学三

年级的课程，当时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那就是我的中学年代。我跟大家讲的第一

点就是要学会自学，希望老师不要批评我，好不好。学会自学并不是说要在离开学

校后才需要，恰恰相反，在上学阶段就应当学会自学。 

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是说，像我算术这么差，然后要学数学，最后稀里糊涂走

上了一个搞数学的道路，多少会让人感到奇怪。像你们得天独厚，什么功课都特别

好，你们当然要有更远大的前途，对不对。那个时候，有个信心的问题，就是说你

没学好，那你还要往前走，还要继续求学。有时候题目做不出来，就会想到放弃。

我们在座也许很多同学都出身“高贵”，而我出身贫寒得一塌糊涂，在乡下的乡下，

整个村庄才十几户人家，只有七、八十人口的地方。出生在这样的地方，不论做什

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信心。不过，我自己呢有点好运气。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

有一次期中考试，我的成绩是全年级最好的，所以我的班主任，数学老师，也姓陈，

他把我的数学考卷贴在教学楼的走廊上。横眉上写的是“状元榜”。因为那个陈老

师也是自学成才的，所以对我们这种自学的人格外地爱护。他贴那个“状元榜”的

话是你考得最好嘛，所以他很高兴，把考卷张榜贴出来。这个事情虽然很小，但对

我一辈子的影响很大。因为，它让我觉得我还行、我还有点“了不起”，因此也就

觉得我肯定能学好数学。我认为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小孩的时候，稍微翘点尾巴不

要紧，有点小骄傲也不要紧，就怕你没有信心。我自己还有一个经历，也是老师“重

用”我。就是说，我当时曾经帮老师改过两次的数学卷子，一次是我们班的卷子。

我们考完试，老师喊我帮他改卷子。第二次是高年级学生补考的卷子。这两次改卷

子对我影响很大。改完卷子回到寝室睡觉的时候同学们问我得多少分，我就很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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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告诉他们得多少分，感觉很得意，这样就有点信心，不会老瞧不起自己。所以我

很感谢老师“重用”我。不过还有一点别的体会，由此我对分数，就有一点认识了。

比如同一道题，你做得好坏其实差别是很大很大的，有些时候你用比较正统的方法

做，你是对的，给你打满分。如果你用一种特别巧妙的方法，自己想半死想出来的

方法做的，你有创新的发现，有个流行的单词叫“创新”，但是你得的也是满分，

你不比别人多得一分。所以分数有时候是很不公平的，其实这里头差别巨大，不一

个层次。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对分数也比较淡漠，好像也觉得就那么回事。以前

我对分数看得挺重的，后来如果人家都是满分，我得99分我可能也不会苦恼，也不

会难受。那么就因为这次老师“重用”我，所以我才有这样的认识。你想想看，一

个乡下来的孩子，小学算术只有3分，以后要当数学家，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如

果没有老师这样鼓励你，“重用”你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有一个观点，我建议我

们的老师和家长对孩子、对学生要多给一点鼓励，多给一点奖励。这样有些时候，

他们可能会超水平的发挥。我想，从我们同学自己的角度说呢，自己也要有信心，

追求进步，一天一天地积累，你就能学得非常好。我想跟大家讲的第二条就是这样，

我说我得到老师很多的“重用”，感激不尽。我也希望我们老师“重用”在座的学

生，家长“重用”在座的学生。 

第三个是给大家讲一点方法。也许有人会问，当时你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

怎么会有那么强的自制力？因为功课特别紧啊，你还要学那么多东西。你要有特别

强的自制力，但是你是用什么办法来做的？应当坦白地说我小时候非常顽皮，你们

在座很多可能都是乖孩子吧，我很顽皮。我记得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你们也是一年

级对吧，那时我还是班长。那时候我特别喜欢打乒乓球。下午只有一节课的时候，

我有时爬窗进去打乒乓球。我的班主任老师特别恼火，把我的乒乓球拍没收了，所

以我非常的顽皮。但是呢，我有一个办法来管住自己，就是说我自己定下一个严格

的学习计划。我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也许到我研究生毕业以后，只要是有比较系统

的时间，我常常会很严格地做计划，差不多每一个钟头都是有计划的。有一个好的

计划，今天我该干什么就比较清楚，自然就会有较高的效率。那么定计划呢，一定

要强迫自己去完成计划，否则你就胡来了。然而，我们在这个年龄段，常常在晚上

睡觉之前野心很大，“明天我一定好好干”，但是睡一觉起来就全忘记了。你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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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不执行，不也等于没定计划？所以怎么样强迫自己去执行自己的计划？我有一

个做法就是每天写日记。每天写日记的时候，如果你今天糊里糊涂，疯玩过去的时

候，你晚上日记写不出来的时候就很痛苦。你总不希望写下今天我胡闹了一天，对

不对？这样就能促使你每天把自己管住。这时候最主要是靠自己管理自己。日记真

是好东西。写日记呢，我说它有监督作用。它是一个好的监督员，有时候比老师、

比爸爸妈妈还管用。日记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做你特别特别好的朋友。你的

心里有什么想法，跟其他人不好讲，就在日记里头写一通。我记得我读高中二年级

的时候，被彻底“罢官”了一整年。当时自己也稀里糊涂，我说过我高中一年级是

班长，但高中二年级时莫明其妙全部没有了。所以我当时很难受，那时跟你们差不

多大，被人家彻底罢官，很严厉地处分了。这一整年我的心里都很难受，主要是日

记帮了我很多忙。我心里难受的时候，我会在里面写一点。然后我会检讨自己，我

会觉得自己还有该努力做的事。谁知道到高中二年级结束的时候，不是要写操行评

语吗？我们老师评语写完了以后，把我们几个同学喊去抄写评语，但是我的评语不

是我抄的，我抄别人的评语。我的评语中有一段话，是叫我要与家庭划清界线。这

时我才知道为什么撤我的职。后来我去问老师，说我要划清啥界限，我都不知道我

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那是错掉了，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不去调

查他。所以冤假错案一年，也就长进了。我挺感谢日记好朋友帮我的忙，渡过了这

一年艰难的难关。那时候那么小，后来也遇到很多艰难困苦，但是因为有那一年的

经历，我后来就不怕了，就能够更好地面对挫折。 

前两天在惠安一中做报告的时候，学生们提了很多很多的有趣的问题。其中他

们提了一个问题我本来没有讲的，他们提出来问我，今天也顺便讲一下。问题是怎

么样培养自己的意志力。我刚才讲的这一段是培养毅力的一个手段，培养毅力的手

段有很多啦，比方说体育锻炼。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件事情，我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

曾经洗过一年的冷水浴。北京冬天的最低温度可以是零下十几度，冬天外面是冰天

雪地。什么叫冷水浴？你早上起来，拿个脸盆，水龙头灌一盆冷水从脑袋上浇下去。

那还是需要一点毅力的，我坚持了整整一年。这就是锻炼，这就是意志力的培养。

所以我给大家讲培养意志力体育锻炼也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体育锻炼不光是增进身

体的健康，另一方面对意志力的培养也有很大的作用。现在我来看看大家的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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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都有些什么问题。 

有同学问：我知道数学是美学的四个支柱之一，而且体现的是一种理性之美。所以

数学是“探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还有我们知道陈省身先生提到数学的时候经

常提到的一个词是“好玩”。那么您在这么多年的数学领域里工作，您个人对数学

的美的阐释是什么？谢谢。 

 

陈：这位同学问得很漂亮。你问我对数学的美怎么评论，对不对？难题！每位艺术

家对艺术之美都有个人的看法，不见得有统一的标准。这本身也是一种美，如果世

界只有一种颜色就难看死了。大家的欣赏观点不同，就会产生多种多样、各种形式

的美感。如果很简单地讲，数学的美，比方说一个很复杂的对象，你最后用一个很

简单的公式表达出来，这就是数学的极美。这个很简单的公式反映了特别特别多的

东西，你就感觉特别好、特别舒服。一个你们都能懂的简单例子是圆周率π，像圆

可大可小甚至一点点，但那个π是一样的，这就给你一个很舒服的感觉。用现代的

数学语言它叫做一种“不变量”，这种不变量是数学家追求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我想，所有的数学家，做数学很重要的原因，是对数学之美的赞美、陶醉。有一个

比较通俗的说法，如果人家问你，你学数学想干嘛。如果你回答说是为建设国家做

出大事情，也许自己会脸红，不好意思说出口。但是，我有一个说法就是数学家都

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上了数学的船就下不来，因为数学他有无数美妙的东

西把你拉回来，它就不想让你离开他，你也离不开它。我年轻的时候有个很好的朋

友，他也自学数学，他用“与数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来表达自己与数学的关系，的

确是非常贴切的。其实数学家，一年365天里头，他真正幸福的可能只有两天（指做

出结果后高兴的两天）。这两天的享受，他要付出363天的劳动，可见陶醉的程度。

为什么说Happy两天就完了呢？因为你一个题目做出来，哇太好了、太漂亮了，你很

高兴。高兴了你总不能不继续做研究吧，那么你再做一个题目又做不出来，又愁眉

苦脸。所以我的形象很糟糕，人家就总问，你怎么那么没有精神啊？我的回答也总

是“题目老做不出来”。同学们，我说清楚了吗？ 

 

这张条子写的是：大部分老师都认同，题海战术并不比领悟科学的解题方法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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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做题似乎是提高解题速度、解题思路的关键。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陈：OK.这个问题我回答一下。题海战术，是愚蠢的方法，特别愚蠢。曾经有的人告

诉他的孩子，把北京五个重点中学的习题集都拿来做一遍。我把他痛骂一顿，说很

愚蠢。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举一反三，这是最好的办法。不要为做题而做题。其

实做题一个是巩固、理解所学到的知识。另一个就是要学会、掌握一些技巧，特别

是数学，不光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它还有很多解题的技巧。技巧是数学之美的重

要组成部分。我也希望你们多做题，不过我是希望你们有成效地做题。就是在你做

每一题都能掌握该题的概念和技巧的条件下多做题，而不是为多做题而多做题。那

么你提高解题速度，或者提高学习速度，最好的方法我觉得是你多动脑筋、多想。

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行不行，针对某门功课，你看看这一节想干什么，

然后你自己去想想你能不能把它做出来。比如，你先了解一下这一节想证明因式分

解是什么个样子。然后你不理它，你试试看自己能不能证出来，也许开头你很慢，

但以后你可能就快了。如果你不能做出来，把书稍微扫一下你就看过去了，就很快

了。假以时日，你的本事就会越来越大。也许人家搞一个钟头还搞不懂，你可能三

分钟就过去了，你的效率就非常的高。就我自己来说吧，开始自学数学的时候很艰

难。后来到高中的时候，有次考平面三角，两个钟头的考卷，我一个钟头就做完了，

自然就很快。 

 还有一个同学问，我们要以怎样的心态面对高中数学？以一个怎么样的思路

学习高中数学，怎样以最少的时间得到最高的效率？好像我回答差不多了，是吧？

谢谢你们提的很多很多的问题。 

 有同学问：一节书的内容繁多，有时就无法理解，积累越多对后来的学习就

会有影响，有什么窍门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很好，也是一个基本的技巧。记

得讲到读书的时候华罗庚先生讲过，开始时你把书上的每一步都搞懂，这就把书读

厚了。但是很多人不会把书读薄。打一个比方吧，你每天在上课学新的知识，这是

读厚了；你期末的复习，就是读薄了。每次复习，总结成几条，所以就很薄了。你

们现在是高一的学生，你们都知道初中数学课本有6本。但你们现在会觉得初中数学

很多很多吗？不是的呀，就那么一点。如果你再想想小学数学有多少，也就那么一

点。为什么呢？因为你总结了、消化了、理解了。这样你把书读得很薄很薄，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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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就是要进行把书由厚读薄的过程，就是要多动脑子，多想一想。比如说，

老师有时强调要复习功课。其实什么是最好的复习办法，就是你自己想一遍。不要

一说复习就把书打开看一遍，别急！复习的时候就想一下老师一堂课讲的要点是什

么。如果那些证明和推导你一下子就能写得很清楚，那就拉倒了，你就不用看了。

也许你复习时想一遍，十分钟就过去了，这样你的效率就很高。我不知道说清楚没

有。 

 哇，谢谢大家提了这么多问题。这下纸条太厚了，我要答不完了。 

 我只能挑一点，回答一部分问题。当然学习是要培养兴趣，所以有同学问你

怎么培养你的兴趣。我觉得我开始是被动的。因为我开始3分嘛，我要把3分的帽子

摘掉。所以我是被动的，而不是说我特别喜欢数学。到现在，实事求是地讲，我觉

得算术还很差。我如果到食堂买饭，我通常是把整个餐卷全部交给大师傅，他要多

少算多少。我如果到菜市场去买菜，我会把几张钞票给卖菜的，让他们找我零钱。

但现在算术差不要紧，有计算器，算术不好不妨碍。所以，我开始是被动的，然后

坚持下去，像我刚才讲的有老师的爱护，有老师的表扬，尾巴翘起来了。自己一直

觉得能学数学了，所以越来越兴趣，越来越有信心。这是逐步培养出来的。我想，

兴趣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培养的，逐步逐步积累的，不是天生的。所以要认识这个道

理，你自己去培养自己的学习兴趣。如果你特别讨厌、特别恨什么科目，那么很难

指望你能学好它。在中学阶段无论哪门功课都是重要的、基础的，所以应该好好学。

有同学问我，说你中学有没有偏科的现象？我想偏科当然是不行啊，因为一偏科就

升不了级。那个时候不太懂这些道理，不懂得中学偏科是不对的。很幸运我当时并

没有偏科，我读高一的时候，虽然我初中自学了两年数学，但我还曾经改主意想当

作家。有一天，我开始写小说，写了几行，我才发现标点符号并不简单、同样需要

认真对待。 

 有同学问如何看课外书？现在课外书多得成灾。因为人家想赚钱。那你知道

就不要上当受骗，他卖几百本，你也都买回来，这太笨了。课外书少看些，别看太

多。读书大概是两种，一种是精读，课本要精读。你初中三年的课本带你初中毕业，

你精读了十几本书，你的水平就上来了。课外书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七拼八凑的，那

些书不大重要，可能有一两本特别好，要请教一下老师，请老师推荐一两本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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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劝你，课外书不要看太多，看太多嚼不烂你就学不好。关键是要精读。人一

生中的知识深度，是靠你精读许多好作品取得的。第二种是粗读，即多读一些但是

读得粗一些。一个人读书多少，就是你知识的宽或者窄，这个叫博学。博学有帮助，

也重要。但我相信最可贵的是有所专长。“专”跟“博”从来都会打架，要“专”

你就不能很“博”，要“博”你就不能很“专”。因为时间分配就不可能两全。不

过我还是主张以“专”为主，从“一点”开始。 

 今天让我非常感动，因为大家提了很多问题。所以我忍不住，再给大家讲个

故事。利用这点时间请李校长帮我从这些条子中挑一些问题。 

 我后来到国外去到处“流浪”，到处做报告，据统计有一百三十多场。但是

我印象最深的是到莫斯科大学的演讲（1989年）。到莫斯科大学的演讲是安排在下

午4点钟开始，一般的演讲比如说一个钟头，时间限得很死。如果你要超过一、二分

钟还好说话，如果你超过五分钟人家可能就会觉得你挺不礼貌的。所以我问了好几

次，讲一个钟头还是四十分钟？我老问是因为我怕讲过头了。他们说，大概一个半

钟头，不过也没什么关系。到我去做报告的时候，我才讲一段话，然后有个很有名

的数学家站起来，这对我来说很奇怪。莫斯科大学是世界顶呱呱的大学，怎么讲英

文还要翻译呢？他翻译完他们吵了半天，然后就提出问题来问我一下。搞明白了之

后，我再往下讲。所以他站起来“翻译”我就糟糕了，我就讲不了那么多了。他们

吵他们的好了，我不理了，我把材料砍掉一半，所以最后我只讲了所准备的内容的

一半。这个演讲完以后，我跟这个教授聊天，我说我对你们这个seminar印象很深，

seminar就是“讨论班”啊。因为我们数学现在搞研究，都是通过这种讨论班，你来

报告我来报告，大家来讨论。我说我对你们这个讨论班的fighting印象特别深。他

就笑了，他说意大利人也这么说。他说，意大利人说我们这个讨论班有点像意大利

人的议会（议会总要吵架的）。而意大利人的讨论班有点像前苏联的最高苏维埃（相

当于我国的全国人大那样一种机构）。那么当年的最高苏维埃干什么呢？他们听报

告啊，举手通过就行了，不用争论，更不用吵架。然后俄罗斯这个教授得意啊，他

说我们现在的最高苏维埃也有点像我们这样子了。 我说为什么要这样？教授说希望

当场就把演讲人报告的东西搞懂，回家以后可能扔在那就过去了。为此，他们讨论

班的时间可能拉得很长。这就是在世界上其它地方不易见到的、很有名的“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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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讨论班”。这个事情给我的感受特别深。这充分反映出俄罗斯科学家做学问的

态度。后来我知道莫斯科大学的传统是法语好于英语；更重要的是他的“翻译”，

部分是解释，而主要是在组织讨论。我想起咱们中文的“学问”这两个字特别特别

好。既要“学”又要“问”，学问需要切磋和争论。我今天强调“问”特别特别重

要。我女儿上大学之前，我就告诉她要学会问问题。每节课就要举手提问。孩子还

不错，她在清华大学时，每次上课呢就赶快跑到前面去坐着，听不懂的就举手问。

你们现在敢提问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要老师批准，不过我希望能有这种气氛。不光

是大学，我觉得从中学就要开始。因为有时你没听懂，老师在这个地方疏忽了，没

讲太详细。你一问、老师再讲一下，大家就明白了。更重要的是，如果有这个气氛，

你就会全身心地投入，你就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有

个挺认真的建议，以后要学会提问。每节课都要提问。 

 

学生：我想问的问题比较简单。在您的生活中是否有无助的忧愁苦恼？ 

陈：很少有无助的忧愁苦恼。我想我的生活是非常幸福。我每天都想着我的数学的

难题。我对很多事情不大在意，可能有的人嫉妒我说我坏话，对不对，这在世界上

经常发生。我的办法就是不要管他。他说一次不理他，说二次不理他，说三次你还

不理他，他就算了嘛。你去说他坏话干嘛，没有用对不对？不产生作用。所以你的

生活哲学就会变得非常简单，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每天题目都做不出来，我

自己焦头烂额，我会管这些事情？对不对？我的世界最光亮的地方不在这里，而在

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就会解脱自己，就会超脱自己。这样，你就不会因为人家没有

看见你，你没有表现感到心情不好。如果你没能站在这个角度，你可能心里头缺少

一个榜样。所以我觉得，人生很重要是心里要有个楷模，比方说，我心里头想着的

就是我们中国的大数学家像华罗庚。他一辈子为数学做出那么多贡献。我要向他学

习。他做一百，我做二十。我希望能够尽量地向他学习，赶上他。我老赶不上，我

着急，我成天在想这个事情，所以我就没有其他的忧愁。谢谢，两个同学提的问题，

我不知道回答清楚没有。 

 

李校长：这里的问题非常多哦。我刚才选了一部分，让陈院士帮助回答一下。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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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由我们数学组的组长招呼一个时间对其他同学回答。这里我选择的都是比较

尖锐的、比较难回答的问题，让院士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假如有一天，我们不

得已要在所有的学科中放弃一科，那么院士您觉得数学的重要性足够让他不被放弃

吗？ 

 

陈：我很高兴你们问出这么好的问题。我讲两件事，一件事情是去年我到英国的剑

桥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使我非常震惊的是他们建了一个数学中心，又叫 Center for 

Mathematical Sciences。这个数学中心有 9 栋大楼、1栋小楼(见下图) 这是空中 

拍摄的照片，你们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你只要搜索刚才我说的数学中心，也许你再

加上剑桥大学，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 9大 1小的建筑。其中一个建筑就叫做

牛顿数学研究所。那么问题是，剑桥是个非常非常小的地方。在剑桥那么一个寸土

寸金的地方，为什么要建造一个那么大的数学中心？道理是数学是永垂不朽的，是

永葆青春的，所有人对于数学未来的发展都是充满信心的。我想无论任何的原因，

数学都会永远发展下去。而且目前，在这几十年里头他会越发展越好。因为天天用

的网络都是数学的运用。这是一件事情，我觉得数学的重要性我就不用多讲。第二

个事情是去年 11月我乘火车从巴黎去伦敦。在同一车厢里，总共只有 3个人，正好

坐在同一个单元里。我是一个，还有我的太太，还有一个法国人。这个法国人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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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黄皮书。我觉得很奇怪，因为黄皮书是数学的一套丛书，我说难道他也是学数

学的？我好奇地借过来一看，根本就是一本概率论的研究生教材，我更惊讶了，我

怎么碰到一个搞概率的人在这里？然后我问他：“你是不是学概率的？”他说不是，

他是从事银行业的。做银行的为什么要看这个书呢？由于现在数学概率论在金融方

面有非常多的应用，包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所以银行界比较高层的人，他们希

望了解它的数学道理。所以他们就啃这种书。这件事让我好心痛，因为作为一个数

学工作者，没有能够有更通俗的作品让他们念，我觉得惭愧啊。因为他们非数学出

身，也要读我们数学研究生的读物来理解这一部分数学内容，我觉得非常惭愧。因

为这种书对他们来说相当于天书，除非有很好的数学基础。我想我回答清楚了，数

学对于国家、对于人类的未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不用我多说。所以数学要不要放弃，

你自己决定。 

 

李校长：陈教授本身研究的方向就是概率论。这里还有两个问题让教授分别回答一

下，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一般人认为，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学好高中数学，但是现

在我们学校很多女孩子学得很好，而且近年来高考的理科状元也有女生。但为什么

数学家女的很少？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陈：我差不多被这些问题考倒了。首先，就我的经历而言，我们中国的女性在社会

上所处的地位是全世界第一，没有一个国家能比的。所以不难理解，我们在奥运会

有那么多女选手取得那么好的成绩，因为中国的女性地位太高了。男同胞比较“受

气”，所以奥运金牌就少了好多。其次，我觉得对女孩子来说有一个建议，为什么女

孩子做大数学家的少？有一个原因是女孩子在社会的分工上承担大部分家庭事务，

所以你不能要求她什么都要最多，那也不大好。运动队她们呱呱叫，科学领域里面

会少一点，那么这里头也有一个原因。女孩子就我所知有一些习惯，我也带过一些

女学生，她们读书老老实实，但是比较不会跳一些，男孩子会跳，男孩子会出“坏

主意”，女孩子说不敢。这个有差别，搞学问想问题的时候，有时候要“胡思乱想“，

有些女孩子不敢“胡思乱想”。然后还有一点，我带研究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时

候我有点害怕女学生，因为我不大敢批评她们，一批评她们,她们可能会解不开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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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足够的承受力。就是说女孩子一般在创新开拓方面胆子会小一些。所以这方面

可能有时候会影响她们正常发展，更不用说超水平发展。可能会有一点影响，我是

这样猜测的。因为我不是女孩子，我不大了解女同学的心理。如果说错了请多多包

涵。 

 

李校长：现在，这是我们最后一个问题。陈院士这次是省政府组织过来的。这个问

题是这样子，这位同学一口气塞了三个问题。我想把这三个问题一起念一下：我想

问您以下几个问题，1.当您做一道难题的时候，您怀着怎样的心情？是十分紧张地

做,十分轻松地做，还是小心翼翼地做？或者是其他什么？2.您是怎样安排数学与其

他科目的时间，尤其是在高中和大学时？3.当您碰到难题时，百思不得其解，却仿

佛答案就在眼前。对这类问题您会怎么办？ 

 

陈：谢谢。先说说我中学时代的时间分配。大概平时咱们读书的时候，你每天的自

由时间很少。每天要上课，作业要完成，所以你的计划很容易变，因为你很少自由

时间。一天你能挤出一个钟头来就不错了。但是呢，我最高兴的一个事情是放假。

人家高兴放假是因为好玩，我高兴放假是我可以读一本书，一放假我有整块的时间，

我就可以系统的学习。第二个问题就是不同课程的时间怎么安排，不同人情况不同。

像我数学要安排十分钟，你可能要安排一个钟头，这就没法讲。如果我的外语考不

及格了，那么我这次外语要多给它安排一点时间，这就看你的情况，你只要认真安

排都是没问题的。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对待难题。大概是这样子两个阶

段的，一个阶段是小的时候中学的时候的难题。这种“难题”呢，好像我不记得有

太难的题目。一般老师也没有给你太难的题，比如想两天就解决了。但是从做数学

研究来说，我曾经有两次或三次遇到了较大的难题，大概五年才解决。那么这个时

候怎么办呢？如果你拼命想还做不出来，那就扔掉了，不管它。什么时候有闪光的

思想到来的时候，我就再研究它一段时间，干不出来再扔掉。当然，我最最艰难的

时候大概是 1993～95 三年左右的时间，那是一个挺大的难题，一片黑暗，不过我始

终没有处理掉它，那是比较痛苦的时期，因为每天都想着它，每天都没有结果。一

般地讲，要是一个问题你做不出结果，应该是你并没有真正理解你的问题的关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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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以最后我做不出来，灰心丧气，说不要了，就到此为止。把这一阶段的结果

整理出来就算了。然后我就到厨房去抽“鸦片”（香烟）去了，去休息了。这是开玩

笑，抽烟很坏，所以我叫抽“鸦片”，抽“鸦片”的时候呢，忽然一个灵光闪现出来，

让我高兴得不得了。所以，后来我到很多地方做报告，每次讲到这个地方我都害怕

我太冲动，因为一讲到这个就特别激动。多少年困苦你才克服了这个困难，所以我

又一次体会到了数学的美。我们的结果只用了两个记号，写一行就够了，公式很简

单，却让我摸索了很多很多年。这让我真正地感觉到数学之美，那个美还不是这么

简单，是跨学科的美。我用的是数学一个分支的方法，做的是数学另一个分支的问

题。明白我的意思吗？离得很远，但是你碰巧得到那么一个结果。科学研究是个探

索过程，跟做习题不一样。它们有一样的地方，都要想，都要做。不一样的地方就

是习题是预先设计的，答案是肯定的，而科学研究经常不知道往哪想，是在黑暗中

摸索，这就是最大的不同。所以思考三年两年是正常的现象。像最著名的费马大定

理，370 年左右的历史，最后解决的怀尔斯做了七年加一年，八年的时间。天天关

在房子里头，要保密啊，因为让新闻界知道了你在做费马大定理就会报道，成天人

家就会来找你。我对于新闻界没有批评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数学家有的时候很怕

新闻界。因为数学家不大会说话，很多数学家也都一样长得不漂亮，照片照出来也

不好看，所以曝光是很可怕的。不知我回答清楚没有。 

 

李校长：我想同学们都注意到了今天一个很细节的事，陈院士刚才是站在这里给大

家交流了这么久时间。我们再鼓掌感谢。今天的报告会到此结束，我们先送一下陈

院士。 

 

陈：我最后表达一个愿望。我非常欢迎这里的同学，将来报考我的研究生，报考我

们学校也不错，好不好？谢谢你们! 

2007届高三（7）班蒋浩根据录音整理 

 

载于《金针覚慧――2004～2006年院士专家福州一中讲座选集》，第42～53页, 

李迅、邱德奎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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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刊于《数学文化》上的 

补记： 

我访问福州一中的时间是2004 年10 月。十年来，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最大变化

是网络。网络化是继机械化、电气化、电子化后的新时代，已经带来了社会和

生活所有领域的深刻变革。就教育而言，这两年出现的edX, MOOC 等等，展现

出了前所未有的迷人景象。要理解这一进程，只需回想一下出版业的进化。我

们这一代人读中学的时候，许多复习材料都是先刻钢板而后手工油印的，现在

的青年人可能完全无法想像了。以前大学里的讲义都是排字工人先一个字钉一

个字钉地排版再付印的。今天大学里已经见不到传统意义上的印刷厂了，书籍

已由纸质印刷版换成电子版了。几乎每一个学者的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书架都换

成了随身的小小的移动硬盘。更近些，我们的讲稿、习题，甚至于课堂都放到

了网上，我们的许多书籍也从电子版变成了网络版（也许最典型的是各种百科

全书和大辞典）。网络是求学者的天堂，我们想学的东西几乎都可以从网络上

找到。当然，网络能让有志者、有能力者突飞猛进。但如同一切事物都有两面

性一样，它也可能成为某些人的“鸦片”，使人迷惑让人走上歧途。现在，人

们对于自学的重要性大概没有什么疑义，因为每天大家都要从网上查找东西。

然而，我们所说的自学能力，并不是简单地查阅资料，而是在没有老师的情况

下，自己能够独立地学会一门功课（学问），这种能力并不简单。更具体地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花费许多时间在网上，除去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资讯新闻等之外，

想想看：我们从网上学到多少东西？我们在网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否合理？

是否有价值？现在如何用好网络，是一门新学问、大学问。应当说，目前我们

的认识还十分肤浅。首先，如果认真想从网络上学到什么，就需要严密的计划，

选择好题材和课程，不打无准备之仗，避免在网上白白耗费宝贵时光。其次，

需要批判精神和很强的识别能力。不说别的，就说教材。几十年来，因为商业

利益的驱动，出版了无数的课外辅导教材，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拼凑出来的，

并无新的实质性的东西。这方面，初学者就需要向有经验的人，特别是老师请

教，选择一、两种好教材。第三，需要逐步培养自制力。要做到“身居闹市，

一尘不染”是需要磨练的，需要每时每刻约束自己。总而言之，现在讲自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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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当然不仅是通过书本的自学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网络的自学能力。本文

的第一版刊于李迅、邱德奎主编的《金针觉慧——2004-2006 年院士专家福州 

一中讲座选集》，第42-53 页，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现在的新版经汤涛教

授大力加工，特别是花费很大精力配置了多幅照片，荣幸得到庄歌女士的精心

排版。借此机会，向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敬意和感激之情。 

陈木法 2014 年2 月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