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陈木法  刘秀芳 

                                 (北京师范大学) 

 

                                    唐守正 

                             (中国林业科学院) 

 

    作为严士健教授的学生，我们非常荣幸能为严老师的这本论文选集写几句话。浏览一下

选集中的作品，不禁回想起严老师带领我们顽强拼搏的艰难岁月，再一次感受到严老师为栽

培我们所付出的长期的辛勤劳动和巨大心血。乘此机会，衷心感谢严老师的培养之恩。 

 

    严士健老师 1929年 4月 1日出生于湖北麻城。1952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并留校任教。

分别于 1961 年和 1978 年晋升为副教授和正教授，并被评为首批博士生导师。从 1982 年起，

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系主任，数学与数学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概率统计学会理事

长和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三届数学评议组成员，国家教委普

通高校理科数学及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在数论、代数、概率论和数学教育几

方面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曾获首届国家级教学优秀成果奖、曾宪梓教育

基金会 1993 年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一等奖、北京市劳动模范等多项奖励。 

 

    以下分三部分来介绍严士健老师的主要业绩。 一.科研工作的四个阶段；二.教材建设和

人才培养；三.高尚风范。 

 

                       一． 科研工作的四个阶段 

 

    严老师的科学研究工作可以大体上分成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对独立的研究主题。

这本选集就依照这四个阶段的时间顺序编排的。严老师的这些论文涉及广泛的论题: 从数学

研究的前沿课题，到研究生培养, 再到大、中、小学的数学教育; 既包含了长期积累的宝贵

经验, 也反映出他艰难探索的历程。 

 

    1．典型群(代数)． 

    1953-1959 年间，严士健老师师从华罗庚先生，从事环上典型群的研究工作，使用矩阵

方法在国际上最早解决环上线性群和辛群的自同构问题，并使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了模群的定

义关系问题[2--4, 6--8]，得到华先生的高度赞赏，也得到美国 T. O'Meara, J. Pomfert, B. 

R. McDonald 教授的高度评价。如西方最早系统研究环上典型群的 O'Meara 教授 1978年访问

中国作演讲时,多次提到“严教授用他的方法最早研究了环上的线性群''，并说“看来环上辛

群的研究也是严最先开始的''。20 世纪 70 年代，在美国和前苏联出版的有关环上典型群的

文集中，都把他的论文作为中国学派的代表作。严老师的方法后来被上述美国学者和我国的

王仰贤、张海权教授等所深入和发展。 

 

    这段经历使他形成了挑战难题的勇气。他主张在研读文献的同时，时时注意提出自己的



问题并加以解决; 而在面临难题的时候, 要沉得住气, 步步为营, 争取突破。 

 

    2．平稳过程(概率论)． 

    这个阶段大致为1958-1965年。严老师服从国家发展的需要，在1958年作了一次大改行。

他根据国家科学发展规划提出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多方征求

数学界前辈的意见，决定在师大创建概率统计教研室，并立志要带起一支学术队伍。他从零

做起，耐心细致地克服了思想上、认识上、学术上等方面的困难，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 培

养了一批青年教师和学生，同时也逐步形成了一套好学风[30]。 这期间最突出的研究成果是

他与刘秀芳教授在 1963 年解决了连续参数平稳随机扰动的回归系数估计问题[12]，受到中科

院应用数学所学者的多次称赞。直到 1995年出版的文集《Statistic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陈希孺主编)依然有所反映，此项工作后来被王隽骧教授所继续。 

    一方面, 以国家需要为己任, 放弃自己所熟悉的领域, 这需要艰难的牺牲精神;  另一

方面, 闯进一个佰生的领域, 这需要非凡的胆略和气质。然而, 严老师获得了成功。 

 

    3．无穷质点马氏过程(概率论)． 

    1977 年，当科学的春天到来的时候，严老师重新回到了他所心爱的数学王国。应当说，

1977 年的概率论，与 1965 年相比，已是面目全非。挑战是严峻的。面对新形势, 他又一次

迎难而上, 做出了科研方向的大调整。既不拿起以前熟悉的课题继续做，也不跟着当时国内

比较认同的方向来工作，而是根据“文革''后期自己与校内物理、化学、天文各系教师学习

物理基本问题的理解，再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在国内率先选择了与统计物理交叉的新学科分

支---无穷质点马尔可夫过程(亦称交互作用粒子系统)作为主攻方向。 对非平衡统计物理中

非线性 Master 方程(平均场)和多元 Master 方程(有限维反应扩散模型)提出了明确的概率模

型。特别是从非平衡统计物理中引进一批数学模型，导致了后来称之为无穷维反应扩散过程

这一大类新的马氏过程以及平均场模型的研究工作。这不仅仅是我们研究集体多年的研究主

题，同时也吸引了美国、意大利、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国学者投入此方向的研究。还应指

出，这类无穷维数学模型的研究，开发出了新的数学工具，如今已对其它数学分支产生重要

影响。由此不难看出二十多年前他所做出的选择的战略意义。毫无疑问，严老师的这一决策，

影响了我们许多人的命运。这是他对于我国概率论发展的一项历史性的贡献。严老师还根据

国际概率论发展的趋势，提倡和支持引进一些新的概率论研究方向，如渗流、随机分形及流

体动力学极限等。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数学与物理的重新汇合交融才刚刚起步。许多人觉得我们是在做

物理而远离了数学。也许，人们现在对于学科交叉已经习以为常，但当年认识到这一点决非

易事，投身于其中更是一种冒险。记得有一位前辈曾经说过：“数学家与物理学家合作很难。

数学家听物理学家的报告会觉得是胡闹，没有一步是严格的。物理学家听数学家的报告会觉

得这有什么可讲的，我们早就知道了。”由此可以看出，严老师当时的选择是多么的不易、多

么富有远见。 

 

    我们研究无穷质点马氏过程的第一项基本结果是给出了一大类无穷质点马氏过程可逆或

满足“细致平衡''条件的简明的判别准则[16]. 如上所述, 我们研究集体多年的研究主题是

无穷维反应扩散过程。这些模型最早导源于我校数、理、化、天文等系的联合“量子力学讨

论班''[14，15]。然而，即使是这种较简单的有限维情形, 其数学上的解答也困扰我们达五

年之久，最终在文[24]中得以解决。对于随后的诸多发展，特别是无穷维情形，可见综合报

告[26]。 



    

    无穷粒子系统研究受到数学界的重视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支持，作为“七五'' 

期间数学重大项目``现代数学中若干基本问题的研究''的子课题“粒子系统与随机分析''的

主要内容之一。1990 年，为使数学在 21 世纪率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国家设立了``数学天

元基金''。“粒子系统与随机场''成为天元基金首批重点项目之一。严老师是这两个项目的负

责人。最近以这个集体为主，被基金委评为“创新群体''，被教育部第二次评为重点学科。

这个集体在世界上也有一定影响，被国际上两个主要数学评论杂志誉为“马尔可夫过程的中

国学派''。 

 

    4．数学教育研究．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严老师在数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和教委高校数学及力学教学指

导委员会副主任的岗位上，开始研究我国的数学教育。众所周知，数学教育是影响我国几亿

人、影响国家未来的大工程，责任重大。另一方面，数学教育的改革也是一个容易失足的领

域(例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新数学运动)。然而，严老师义无反顾地全身心地投入这一宏

大的工程。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的形势和国家需求，批判地吸收国外的经

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例如： 

 

   (1)应该从现代数学及其应用的学科发展以及它们对现代社会的作用的高度出发，来研究

我国的数学教育问题。 

   (2)应该让全社会了解数学在我国现代化事业中的作用，要帮助广大群众和学生树立数学

意识。 

   (3)在中小学以及大学的非数学专业的数学教育中，在注意数学的基本训练的基础上，应

该强调数学的应用，特别是培养应用意识和创造意识。 

   (4)在数学教材和教学中，要讲来龙去脉，讲思想。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之外，还应强

调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习惯，使他们在以后有可能将这种思维方法运用于生产、管理和工作。 

   (5)应该在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吸收和融入数学意识与数学思维。 

 

    他就这些观点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演(特别是[35，36，56])，并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在他主持的天元基金数学教育项目中支持了“理科非数学专业高等数学内容教育改革''项目; 

支持了大、中学数学建模研讨班，培训了一批教师；长期支持和指导以中青年数学教育工作

者为主体的“大众数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为我国中小学数学教育改革培养了一批骨干力

量；1998 年以来，积极向《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的研制提建议，主持《高中数学课程标

准》的研制，和大家讨论形成了一些新视角。 

 

                      二． 教材建设和人才培养 

 

    1．教材． 

    严老师多年担任本科和研究生的基础课教学工作。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多部教材。其中影

响最大的有两部。一是五十年代初与闵嗣鹤先生合写的《初等数论》，此书是长期为高校所采

用的教材，分别于 1982、2003 年出版了第二、三版，至今累计印数达 30 多万册。此书还在

台湾出版。另一部是与王隽骧和刘秀芳合著的《概率论基础》，也是广泛采用的本科高年级和

研究生基础课教材，即将出版第二版, 已印刷了 3 万余册。 

 

    2．人才培养． 



    在 50 年代初，严老师辅导了张禾瑞先生的第一届代数研究班的几乎全部 

课程，帮助学员们掌握抽象代数的基本学习方法。这些学员几乎全部都成了解放后新建的师

范院校的代数骨干教师。到目前为止，经严老师亲手培养的本校和外校教师共有 12 人，他单

独或与人合作已培养了 19 名博士和 38 名硕士。严老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在我系是人所共知

的。在严老师培养的学生中，至少有 18 人被提升为正教授，9 人被评为博士生指导教师，在

海外的研究机构中获得终身职位者 5 人。他的两名学生唐守正教授和陈木法教授分别于 1995

和 2003 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对于训练学生, 严老师有两种有效的做法(培养研究生经验的系统总结见[20，30])。 

 

    (1) “挂黑板'': 安排学生在讨论班上报告文献，大家挑毛病、提问题。学生常因理解

不透或未真正搞懂所报告的内容而下不了台而挂在黑板前。不论是“土打土闹''出身的、或

``科班''出身的学生, 都挂过黑板。经过这种训练之后, 素质自然不同。这是继承华老的好

办法。 

    (2) “多爬几个坡'': 初入道的人, 做出一点成果, 常会自满自足。严老师常说学位论

文有下限, 但无上限。要求每位学生要多爬几个坡, 才不至于浅尝辄止，才能练出真工夫。 

 

    (3)“重用年轻人''。 1980 年举行的首次全国农林高校数学教学研讨会, 邀请严老师作

学术报告。严老师却推荐当时在读研究生唐守正去作这个报告, 并建议他讲随机过程在生物

学中的应用。在准备这个报告的过程中，唐了解到随机过程在生物学研究中的大量应用, 使

他打下了博士毕业后科学研究的基础。“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严老师就是这样激发学

生的特长(唐本科毕业于北京林学院), 不动声色地引导学生的前进方向。早在 1978 年, 当陈

木法还是研究生的时候，严老师就开始让他协助指导研究生论文。这就迫使他把握学科的发

展动向，逐步磨练了科研选题的能力，为日后他本人及研究群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严老师培育起来的严肃学风、科学态度，学术讨论上师生的自由平等，事业上的团队精神，

己经成为我们研究群体的传统和宝贵财富，也成为数学科学学院良好学术氛围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在培养人才方面，还应谈到一大批不注册的学生。他十分关注全国师范教育和高等学校

的师资提高和科学研究工作。在兄弟院校有关教师和领导的支持下，1979--1985 年他倡导举

办了 13 次师范院校全国性的讲习班，他亲自参加 5 次，向 400 多位教师系统讲授了《概率

论基础》、《随机过程》。这对于提高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概率统计教师的理论水平起了重要的作

用，为他们开展科学研究、搞好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深受兄弟院校的好评。这期间，在

教委科技司的支持下，他还与王梓坤发起全国高校概率论讨论班并亲自主持三次，另组织了

三次随机场与粒子系统讨论会，影响深远。此外，组织编写了《Probability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一书，向国际上宣传我国概率界所取得的成就。 

 

                          三． 高尚风范 

 

    严士健以“生活中知足常乐，交流间与人为善，工作上鞠躬尽瘁''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

基本原则，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他在为人为学两方面的高尚品格赢得了广

泛的赞誉。 

 

自 1982 年起，在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他担任了概率界和数学界大量繁重的社会工作，

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大量的心血。他始终顾全大局，坚持五湖四海，坚持公正的科学立场，



坚持提携年青一代。现在处于第一线的许多同志，都曾得到过他的关怀和支持。所有这一切，

都是有口皆碑的。也充分体现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爱国心。 

 

    今年恰好是严士健老师的七十五华诞。 乘此机会, 衷心祝愿我们的导师健康长寿！ 

 

    最后，我们感谢李仲来教授为这套选集所做的大量编选工作。感谢北京师大出版社为出

版这套选集所作出的贡献。 

 

    注：本文的大部分发表于《应用概率统计》第 20 卷第 2 期, 第 222-224 页。原标题是"

把毕生献给我国的数学事业---祝贺严士健教授七十五华诞"。今略作补充。 

 

                                                               2004 年 7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