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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科学家最大的本领就在于化复杂为简单, 用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复杂的问题。
                                                  

                                                              —冯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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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冯康院士诞辰90周年

冯
康

汤涛    姚楠   杨蕾     



数学文化/创刊 25

老人走了，

世界出奇的宁静，

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

没有连绵起伏的花海，

也没有一浪接一浪的赞美声，

而我们却看到，

天边陨落了一颗星……

开篇：冯康传奇

1993 年 8 月 17 日，炎炎夏日里的

北京，一个平淡的午后，一位数学界传

奇的老人静静地走了。

尽管这是一个在中国发展历史上并

不被人们常常记起的日子，然而正是这

一天，却记下了一代中国数学大师的陨

没。

作为中国应用数学的领军人物，老

人一生成就卓著，在他辞世之时却没有

得到太多的光环。直至几年甚至十几年

之后，才被赋予荣耀与肯定。

见证中国过半世纪风雨沧桑，老人

一生又充满传奇，虽饱经磨难、屡陷困

境却又峰回路转，屡创他人之先。

这位传奇的老人，就是中国著名数

学家——冯康。

冯康，虽然在普通百姓中并不像华

罗庚、陈景润那样家喻户晓，但在数学

领域，却是众所周知。

早在 1981 年，法国著名科学家，

后来任国际数学家联盟主席及法国科学

院院长的利翁斯（J.L.Lions）院士就

对冯康和他领导的团队关于有限元方法

的重大发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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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康去世不久后的 1993 年年底，

美国著名科学家、前美

国总统科学顾问、美国

原子能委员会计算和应

用数学中心主任、沃尔

夫奖（1987）和阿贝尔

奖（2005）获得者彼得 •

拉克斯（Peter Lax）院

士专门撰文悼念冯康，

发表在美国《工业与应

用数学会通讯》上。他指出：“1993 年 

8 月 17 日，中国的杰出应用数学家冯康

先生突然与世长辞。七十三载悠悠岁月，

成就了他杰出的事业生涯，也走过了一

段艰辛的生活旅程。五十年代后期，冯

康先生独立于西方国家在应用数学方面

的发展，创造了有限元方法理论。 八十

年代末期，他又提出并发展了求解哈密

顿型方程的辛几何算法。冯康先生对于

中国科学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无法

估量的。他通过自身的

努力钻研并带领学生刻

苦攻坚，将中国置身于

应用数学及计算数学的

世界版图上。” 

国际数学界最隆重

的盛会，四年一次的国

际数学家大会，于 2002

年在北京举行。共有

四千多数学家参与了这一盛会。时任

国际数学家联盟主席的帕利斯（Jacob 

Palis）教授和江泽民、温家宝等中国

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

开幕式。这也是这一具有百年历史的盛

纵观冯康一生的故事，我

们似乎可以看到这些闪烁

的光影，然而细细品味，

却发现冯康的故事更是一

个于平淡中抒写传奇的中

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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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中央大学；毕业后先后执教于复旦、

清华两大知名学府。冯康曾是中国科学

院数学所最早的一批研究学者，也曾坐

镇计算数学研究所和科学院计算中心统

帅精英骨干一展风华。十年浩劫，受尽

屈辱始终抱定科学信念；改革春天，作

为首席科学家，指挥新生力量拼搏国家

攀登计划。仅凭有限元与辛算法这两项

科学领域的创新与突破，便足以让冯康

的名字载入世界著名数学家的史册；也

正是这两项杰出贡献，使得中国扬眉吐

气，得以跻身于应用及计算数学世界领

先的国家之列。

有人说冯康的成就来源于一门四杰

家庭背景的熏陶；有人说冯康的成就得

益于电机、物理、数学等多学科广泛知

识的积淀；也有人说冯康的成就在于其

对数学研究锲而不舍的上下求索，以及

“春蚕到死丝方尽” 的献身精神……

纵观冯康一生的故事，我们似乎可

以看到这些闪烁的光影，然而，细细品

味，却发现冯康的故事更是一个典型而

又充满东方色彩的中国故事。自幼经历

家境由盛转衰的起落依然没有放弃对知

会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在开幕式

上，帕利斯这样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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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2 月 15 日，国家主席胡锦

涛在纪念中国科协成立 50 周年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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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主席特别提到了有限元

方法，并将其放在众多科学成果中的第

一位，也表明国家对于冯康和他的团队

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冯康出生于素有“江南古城”之称

的江苏无锡，小学、中学时代是在具有

“人间天堂”美誉的苏州度过。青年时

期恰逢抗日的烽火年代，就读重庆的国

识的渴求而坚持自学；花样年华遭遇突

如其来的病痛，于病榻上依然痴迷阅读

数学经典；科学研究成果一度曾被忽视，

仍坚持不懈，继续求索钻研；苦尽甘来

终赢得声名鹊起，却又惹来无数争议与

蜚短流长……

有人称他为数学学霸，有人称他为

院士专家；有人说他锋芒太露，也有人

说他亲切慈祥……

冯康的故事包含了太多中国人的隐

忍与坚强，也包含了太多中国文化的禁

忌与哀伤。或许这就是冯康带给人们的

复杂情感，以致于他原本成就于一个英

雄辈出的年代，却没有被时代赋予英雄

的光环。

于是关于冯康的名字以及冯康的故

事也没有广为流传。

尽管如此——

科学不会忘记，

世界不会忘记，

那个“瘦削的身影，闪烁着智慧的

眼神，以及永远充满活力的面孔”。

这就是让人敬仰的——冯康。

冯康获得的1997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证书

从左至右：大哥冯焕博士，冯康院士，小弟冯端院士，大姐冯慧教授，姐夫叶笃正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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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曾经为中国科学事业发展作

出卓越贡献的耄耋长者中，有一对相濡

以沫的夫妇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中国

著名物理学家冯端夫妇。而此次，冯端

夫妇功成返乡还有一个重要的愿望，就

是代替哥哥冯康走一走、看一看多年魂

牵梦绕的家乡……

书 香 门 第

绍兴，长江流域一座风景秀丽的江

南小城，也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化名城。

古往今来，这座城市便和无数的文人墨

客、英雄大家联在一起。无论是“山重

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广为

传诵的诗句，还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所描绘的成人童话，单就“卧薪尝胆”

的勾践、“鉴湖女侠”秋瑾就足以让人

顶礼膜拜，更何况又走出了“学界泰斗”

姑苏城里，

一个博学儒雅的父亲，

为生计奔波而经常远走异乡 ；

一个慈爱豁达的母亲，

悉心照料天资聪慧的四兄妹 ；

沧浪亭北，故学宫旁，

千年府学，流转沧桑……

第一章  姑苏往事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2008 年 11 月 13 日，《绍兴日报》

用大幅标题刊登了一篇名为“院士故乡

行”的文章，报道了自民国以来从绍兴

走出的近 50 位院士首次共同返乡、荣

归故里的千古雅事。

蔡元培、开国总理周恩来、地理学家竺

可桢、经济学家马寅初、物理学家钱三

强等等……除了与文人大家相连之外，

清朝年间，许多绍兴的读书人还都愿意

投身到官府做幕僚，“无绍不成衙”，“绍

兴师爷”成为远近闻名的佳话。

冯家祖籍就在这里。

冯康的父亲冯祖培生于江西，是旧

时代的文人，也是一位诗人。祖父曾任

江西省分宜县知县，去世很早，死于任

上。当时父亲的年纪还小，便被寄养在

同乡的郑家，郑家对他甚好，后来两家

一直成为世交。

1905 年，父亲冯祖培陪伴亲友去绍

兴参加县试，竟考中了案首（第一名）。

在绍兴这样人才济济的地方参加科举考

试，从几百个读书人中脱颖而出，考上

案首是相当不容易的。怎奈“生不逢时”，

那一年的县试竟成为中国

科举制度中最后一次县试，

第二年科举制度被正式废

除。试想，如果科举没有

被废除，冯祖培还能继续

参加考试，中个状元或者

榜眼也是有可能的。

科举制度的废除打破

了父亲冯祖培通过科举考

试走上仕途的梦想。为了

养家糊口，冯祖培只好走

绍兴文人的老路，投身作

幕僚（俗称师爷）。冯祖培

文学修养较高，文笔很好，

擅诗词，工书法，曾经手

抄成一册《秋影庵词草》，

记录了他以诗言志，以诗

会友的诗词。

辛亥革命后冯祖培转

向仕途，担任过省厅局里       历史名城绍兴；冯家的祖籍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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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园 风 雨

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苏州不仅

是富饶的鱼米之乡，拥有“甲天下”的

园林，也是一座有着 2500 多年历史的

文化名城。作为吴文化的发祥地，古往

今来，苏州文坛贤能辈出，学术人才同

样甲天下。从西晋文学家陆机，宋代政

治家范仲淹、明代戏曲家冯梦龙、“吴

门画派”唐寅，到近代文人顾炎武、章

太炎、钱穆，以致于现代人们熟知的重

量级大师——新中国研制“两弹一星”

的王淦昌、著名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

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建筑大师贝聿

铭等等都出自苏州。

苏州文化气息浓厚，有被誉为苏州

文化“三朵花”的评弹、昆曲、苏剧；

有被誉为我国“四大名绣”之一的苏绣；

有被誉为“南桃北杨”的桃花坞木刻……

冯康出生后不久，父亲从无锡卸任，

带着全家定居在了苏州。父亲认为，苏

州这样的文化古城，环境幽静，非常有

利于孩子们的培养和教育。于是，在母

亲的带领下，冯康与兄姊暂时告别了随

父亲四处辗转奔波的日子，在苏州城

安安乐乐地生活下来。而父亲迫于生

计，只能孤身前往安庆、济南、福州等

地任职。

正如父亲所期待的那样，在接下来

十多年的时间里，姑苏古城的确让冯康

四兄妹获得了良好的早期教育。苏州城

文化底蕴的浸染，家庭环境的熏陶，使

得冯家兄妹自小酷爱读书，更在大量的

阅读中对数学、物理世界产生了绵延无

尽的奇思妙想。

冯康四兄妹都相继在苏州中学度过

了中学时代，具有千年历史的苏州中学

今天更被称为“培养大家与院士的摇

篮”。应该说，那一段时光是宁静而幸

福的。

然而在宁静而幸福的记忆深处，弟

弟冯端仍然觉察到哥哥当年有些“怪异”

的脾气。“因为我们兄弟俩的年龄比较

近，所以经常在自家的院子里一起玩。

的秘书、科长、县长等职务，四处奔波，

曾先后在南昌、南京、六合、无锡等地

任职，因此，家人也随冯祖培任所的变

换而经常迁徙。冯康的母亲严素卿祖籍

也是绍兴，生长在安徽望江，没有读过

书，在家操持家务，抚养子女。

在冯祖培四处奔波任职的几年中，

冯家的四个孩子相继出生，因此冯家四

兄妹的出生地也各不相同。1915 年，大

哥冯焕出生在南京。冯焕是父亲最喜欢

的孩子，小名阿欢，取“欢”之谐音，

故名“焕”。1917 年，姐姐冯慧生于六合。

1920 年，冯康出生在江苏无锡。由于出

生时身体不太好，家人希望他能健康成

长，因此为他取名“康”。

父亲从无锡卸任之后，举家迁到了

苏州。1923 年端午节前夕，小弟冯端出

生于苏州，家人因此为其取名“端”。

有谁能料到，正是这四个当年辗转

四个不同地方出生的孩子，几十年后，

分别在电机工程、动物研究、数学研究

及物理学研究方面成长为颇有建树的大

家，成为鼎鼎大名的“冯氏四兄妹”。  儿时的冯康

       父亲冯祖培（左）及母亲严素卿（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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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皮球，打乒乓球……冯康的想象力非

常丰富，我们玩得也非常开心。兄弟俩

在一起有说有笑，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

题。可是一到了外边，出了家门，冯康

就不愿意和我说话，甚至连上学、放学

也不愿意和我一起走，觉得和我在一起

会‘丑’了他，没面子。”冯端至今也

不明白小时候哥哥为什么会那样对待自

己，或许当年在冯康看来，弟弟只是一

个小孩子，而自己却是个成熟的大人了。

尽管有着这样的小插曲，却并未影

响四兄妹的手足情深，他们不仅日夜嬉

戏为伴，更在相互影响和启发下，于浩

瀚的书海中拼命汲取知识的营养。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军发动

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冯家宁静而惬意的生活随之被打破。8

月 13 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打响了

淞沪战役，三个月后，上海失守。

在日本占领上海的过程中，毗邻上

海的苏州也遭到大肆轰炸。冯家那时住

在苏州城西偏僻的巷子里，在日军猛烈

轰炸中也受到波及。当时，冯康的哥哥

冯焕和姐姐冯慧先后离开苏州去南京中

央大学、杭州浙江大学读书，后随学校

西迁内地。家中只剩下母亲、还有半年

就高中毕业的他和刚刚初中毕业的弟弟

冯端。

为躲避轰炸，母亲带着冯康和弟弟

到东洞庭山避难。东洞庭山滨临太湖，

当时还未被日军占领，依然一副太平景

象。在东山，冯康兄弟俩还被同学带到

紫金庵去观赏南宋雷潮夫妇所塑造的一

些罗汉，兄弟俩都“为这些优美的形象

所慑服”。此情此景，让这对兄弟暂时

忘却了战争的残酷，而依然用美好与感

动的心去感受着世界。

美好终究是短暂的。1937 年 11 月

中旬，上海失守后，苏州沦陷，12 月下

旬南京也相继沦陷。随后，战争的烽火

也烧到了东洞庭山。冯康与母亲、弟弟

一家三口不得不离开东洞庭山再次返回

苏州城。

此时，被轰炸过的苏州一片狼藉，

冯家住宅也被毁掉大部分，父亲收藏的

图书字画也损失殆尽，冯家三人只好租

别人的房子居住。对苏州中学依旧有着

深厚感情的冯康带着弟弟回到中学草桥

原址去查看学校的情况，眼前见到的也

只是一片轰炸过后的狼藉，这让兄弟两

人心痛不已。

童年时的冯康（右）与冯端（左）

冯家四兄妹在姑苏古城度过了美好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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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中 记 忆

“苏城东南，有一名园，风物清嘉，

景色宜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南园。”

公元 1035 年，时任苏州郡守的北宋政

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买了南园一角之地，

准备建造家宅，后听风水先生说“在此

建宅，世世代代，必生公卿”。范公顿

喜，想“与其吾家得此富贵，不如在此

办所学校，让天下读书人，都在这里深

造，都能得此富贵。”于是捐地创建府学，

也就是今天的苏州中学。

今天当我们走进这所具有千年历史

的苏州中学，依然可以感受到千年府学

所传承下来的钟灵毓秀，春雨池畔、道

1938 年，冯康兄弟随着母亲告别了

满目疮痍的苏州，迁往上海租界暂住。

由于当时父亲在福建省民政厅工作，母

亲随后又带着兄弟两人从上海乘海轮去

福州，后又转至永安，与父亲团聚。刚

刚初中毕业的冯端被安排到战争中迁移

至沙县的省立福州高中（抗战时迁移至

沙县）读书，高中还差半年就读完的冯

康则在永安的家中重点阅读了萨本栋写

的大学教材《普通物理学》。

“沧浪亭北，故学宫旁，梧桐杨柳

门墙。”

至此，几经风雨辗转，苏州中学连

同故园苏州只能停留在冯家兄弟魂牵梦

绕的记忆里了。

亭山前、红砖黑瓦、绿影婆娑。虽已进

入江南的寒冬时分，却也依然可以感受

到这里青葱的气息和蓬勃生机。

走进别具古风雅韵的苏中校史博物

馆，仿佛穿越中国古今教育发展的历史

长河。正如当初范公所言，在苏州中学

驻足，走出的名人大家不胜枚举。罗振

玉、汪懋祖、胡焕庸、杭海槎等众多名

家泰斗都曾在苏中担任校长，国学家王

国维、吴梅、钱穆，语言学家吕叔湘，

史学家呂思勉等大师学者也先后在这里

执掌教鞭，从苏州中学科学楼的拱门

中不仅走出了三十余位两院院士，更有

赫赫有名的科学家李政道、钱伟长，文

学教育家叶圣陶，政治活动家博古，历

史学家胡绳，还有著名体坛教练袁伟

冯康与兄姐于苏州家中合影（1933年）。从左至右：大哥冯焕，姐冯慧，冯康，弟冯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