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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火红年代

1945 年抗战胜利后，一直在国外负责

采购工作的大哥冯焕回到了重庆，冯

康一家人终于再次聚到了一起。

这时的冯康虽然可以重新站立，但由

于卧床久了，身体还处于虚弱的恢复

期。尽管家人团聚让冯康的内心充满

了欢喜，然而欢喜之外也平添了些许

不安。敏感而细心的冯康察觉到由于

家中人口增多，经济负担也随之加重。

他并不想因为自己身体还没有完全恢

复，需要照顾，而继续成为家人的负

担。于是，他开始尝试寻找一些工作。

他觉得自己必须工作。

1945 年 9 月，经过中央大学介绍，冯

康被在抗战中西迁至重庆北碚的复旦

大学数理系聘为助教。1946 年 8 月，

随着西迁的众多高校纷纷迁回原址，

冯康也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不久后，

他又经人推荐到北京担任清华大学物

理系助教。一年半后，冯康转入清华

大学数学系担任助教。

由此，冯康开始走上了深入钻研数学

之路。

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锋芒初现，再到带领团队奋力攻坚，

他开始为中国的计算数学踏开先河，

也开始为计算数学的未来运筹帷幄，

他习惯昼夜奋战，

也沉醉热火朝天，

他用澎湃的心赋予了时代最美的颜色……

计算所三室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合影。二排左起第十二人为张克明，左十三为冯康。

冯康
—— 一位杰出数学家的故事 （连载二）

汤涛  姚楠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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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喜相逢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1947 年初，

冯康来到了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

清华大学任教。美丽优雅的清华园既

是冯康神往已久的地方，也是冯康成

就数学家梦想开始的地方。

在清华浓郁的学术氛围中，冯康结束

了孤身一人的自学阶段。他不断地参

加数学讨论班，拓展视野，更有幸师

从陈省身、华罗庚等中国当代知名数

学家，近距离聆听名家的亲身教诲。

1947 年到 1948 年，陈省身先生担任当

时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所

长期间，曾经去北京清华大学主持过

数学讲习班。热爱数学的冯康慕名参

加了陈先生的讲习班。后来，中央研

究院数学研究所迁往台湾，陈省身就

转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

1948 年 12 月，地处北京西郊的清华

大学已经先期解放。不久，整个北京

城也和平解放。北京到处是花团锦簇

与歌声笑语，而此时的冯康却静静地

沉浸在数学研究的王国里。这是他期

待已久的祥和与稳定，这种气氛可以

让他全心地投入到数学领域的研究中。

冯康开始从基础数学的研究做起，他

最初研究工作集中在殆周期拓扑群理

论。他以其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良

好的研究素养解决了极小殆周期群的

表征问题，初步展露他的数学才能。

那段时间里，潜心研究拓扑群理论

的冯康对外面世界似乎并没有太多

的关心，然而 1950 年 3 月 16 日《人

民日报》一篇“数学家华罗庚回国”

的消息却令他激动不已。

华罗庚，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

典型群、自守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

创始人和开拓者，世界著名数学家。

他的许多数学科研成果，如“华氏定

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

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

氏算子”、“华—王方法”等在国际上

均得以华氏命名。美国著名数学家贝

特曼著文称华罗庚为“中国的爱因斯

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

院院士”。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把华

罗庚列为当今世界 88位数学伟人之一。

早在 1946 年，华罗庚与两位鼎鼎大名

的科学家吴大猷、曾昭抡一起被国民

政府选派赴美考察。1946 年 9 月，华

罗庚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先在普林斯

顿高等研究所担任访问教授，后又被

伊利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新中国成立的鞭炮锣鼓，敲响了华罗

庚教授的爱国赤子之心。1950 年 3 月

冯康在北

京第一个工

作 的 地 方， 清

华园。他在这里

也得遇恩师华罗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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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华罗庚留下一封慷慨激昂的万

言长信，毅然带领家人回到祖国。“梁

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为了国家民

族，我们应当回去。”至今，这些铿锵

的话语仍回响在许多爱国学子的耳旁。

归去来兮！华罗庚归国的壮举不仅对

冯康是个很大的鼓舞，更令他兴奋不

已的是，华罗庚不但回到祖国，更回

到美丽的清华园，担任清华大学数学

系的主任。天涯咫尺，在冯康看来，

他不仅有机会与崇敬的数学大师共同

探讨数学难题，更可以面对面与数学

大师交流共事。

事实证明，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华罗

庚对冯康在数学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华罗庚成为引领冯康走进

数学梦花园的重要师长。

华罗庚回到清华大学不久，受中国科

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邀请开始筹建数学

研究所。直至 1952 年 7 月中国科学

院数学研究所成立时，华罗庚出任中

科院数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1951 年 3 月，数学研究所正在组建之

时，在数学领域已经初显才华的冯康

就被选调到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

不久，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被选

派到苏联留学的研究生，冯康又前往

苏联莫斯科斯捷克洛夫（Steklov）数

学研究所进修。斯捷克洛夫（1864-

1926） 是前俄国数学物理学派的创始

人，主要从事热传导、旋转物理的平

衡和静电问题的研究。他于 1921 年在

圣彼得堡大学创立了物理数学研究所。

斯捷克洛夫去世之后，研究所就以他

的名字命名。八年后，数学部分从该

所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现在的斯捷克

洛夫数学所，并全面开展纯粹数学与

应用数学各方面的研究工作。数学研

究所的主要部分于 1940 年移到莫斯

科，但圣彼得堡的分部依然存在。该

所集中了前苏联最好的数学家，其中

有许多具有国际声望。最近证明了庞

加莱猜想的数学怪杰佩雷尔曼脱离数

学界之前一直在位于圣彼得堡的斯捷

克洛夫研究所工作。

苏联，这是一个可以勾起无数中国人

复杂情感的国家。尽管今天，苏联作

为国家的名字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停

留在许多中国人心中那段中苏友谊的

记忆却依然无法抹去。五十年代，中

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期”，作为第一个

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苏联代

表了中国美好的前进方向。高喊着“向

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中国在政治、

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各方面都全

力追赶着苏联的步伐。

1951 年，冯康来到了托尔斯泰的故乡。

冯康深知这次留苏，并不能沉醉于他

的文学梦想，而是追求他的数学理想。

到苏联后，冯康师从苏联著名的盲人

数学家彭特亚金 (Pontryagin)。

彭特亚金 (1908 - 1988)，
冯康留学时的老师。

冯康曾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留学莫斯科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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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俄语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据他后来说，这得益于他每天和俄罗

斯女护士们的交谈。

1953 年，在苏联先进的医疗条件和精

心的护理下，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冯

康的脊椎结核病终于痊愈了。然而，

他也不得不结束在苏联的学习，提前

回国。

若干年后，冯康再次听到彭特亚金的

消息是得知他卷入苏联科学界反犹太

人的风暴，至此他觉得与当年的“恩

师”走上了一条南辕北辙的道路，他

大呼一声：“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英雄的神话破灭了，绽放在心中的红

梅花儿也凋谢了。

锋芒初显露

尽管冯康留苏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病

榻上度过的，然而对数学有着敏锐嗅

觉的他却很快地捕捉到苏联数学研究

领域最活跃的分支——广义函数。广

义函数是和物理有着密切联系的数学，

在他认为，也是具有生命力的数学。

历史上第一个广义函数是由英国物理

学家保罗 • 狄拉克引进的，他为了陈

述量子力学中某些量的关系引入了德

尔塔函数，而按 20 世纪前所形成的经

典数学概念是无法理解这样奇怪的函

数的。然而物理学上一切点量，如点

质量、点电荷、偶极子、瞬时打击力、

瞬时源等物理量用它来描述不仅方便、

物理含义清楚，而且当它被当做普通

函数参加运算，如对它进行微分和傅

里叶变换，将它参与微分方程求解等

所得到的数学结论和物理结论是吻合

的。这个函数虽然行之有效，但缺乏

彭特亚金 13 岁那年，因一次汽炉的

意外爆炸而双目失明，后来母亲帮助

他树立起坚强的人生信念，他靠母

亲在旁边读书给他听坚持学习数学，

每次听完课后，立刻集中复习并加

以熟记。他 21 岁毕业于莫斯科大学，

28 岁便成为莫斯科大学教授，31 岁

当选为苏联科学院的

通讯院士。彭特亚金专

攻拓扑群与拓扑几何

学，他在数学上的最大

贡献是拓扑学和最优

控制理论。彭特亚金因

其杰出的数学成就，曾

获得罗巴切夫斯基奖，

曾三次被授予列宁勋

章，更获得社会主义

劳动英雄金星奖章。在人们的眼中，

彭特亚金出身社会下层，又双目失

明，却传奇般地成了一代数学名家，

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而他个人勤奋

的励志故事更成为激励许多数学学

子奋斗的榜样。

在去苏联留学之前，冯康对彭特亚金

的数学研究工作有过一些了解。当他

了解到彭特亚金作为盲人数学家的传

奇经历后，或许是同样饱尝过身体残

疾与疾病的折磨，冯康对彭特亚金更

是崇拜有加。在他的心中，彭特亚金

是一个数学上的英雄。

能够得到心目中数学英雄大师的亲自

指点，冯康觉得确实是极其难得的机

会。与彭特亚金在一起学习数学的日

子更是冯康记忆中最美丽的一段时光。

然而，这种美好的时光延续得并不长

久，不到一年，冯康的脊椎结核病又

复发了。于是冯康只好住进莫斯科第

一结核病院。

住院期间，他坚持通过大量阅读来广

泛地涉猎了解苏联数学家的研究成

果。他接触了彭特亚金的老师——苏

联数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亚历山德

罗夫（Aleksandrov）一些关于数论的

著作，同时他也毫不隐讳地阐明自己

对大师著作的一些观点。冯康说，真

正让他钦佩的苏联数学

家是被誉为“苏联数学

大神”的柯尔莫哥洛夫

（Kolmogorov）。实现了

将概率论公理化的柯尔

莫哥洛夫，在算法复杂

性、随机数学、动力系

统乃至于湍流理论等方

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功。

柯尔莫哥洛夫因其工作

的广泛性，不仅对数学学科，而且对

物理学科也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恐怕

在二十世纪的科学家中也是不多见的。

不但他本人获得了沃尔夫奖，他的学

生阿诺德（V. Arnold）、盖尔范德（I. 

Gelfand）、辛赖（Y. G. Sinai）也都先后

获得了沃尔夫奖。

病榻上，冯康除了获得了数学知识的

柯尔莫哥洛夫 (1903 - 1987)，二十世纪最伟
大的数学家之一，也是冯康最佩服的数学家。

尽管冯康留苏的大部分

时光都是在病榻上度过

的，然而对数学有着敏

锐嗅觉的他却很快地捕

捉到苏联数学研究领域

最活跃的分支——广义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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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的数学基础。后来法国数学家劳

伦 · 席瓦兹（Laurent Schwatz）用泛函

分析观点为德尔塔函数建立了一整套

严格的理论，即广义函数论，恰恰弥

补了这一缺陷。

冯康留苏期间，正是苏

联广义函数理论盛行并

异常活跃的时期，其领

军人物便是盖尔范德，

他也是那位冯康最钦佩

的数学大师柯尔莫哥洛

夫的弟子。盖尔范德是

一位出生在乌克兰的苏

联著名数学家，他在数

学、数学物理及生物

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特别

是在泛函分析上更有自己的独到专长，

曾获 1978 年的沃尔夫奖。当时在莫斯

科大学担任教授的盖尔范德经常会在

莫斯科大学举办广义函数的研讨班，

这种学术的思想碰撞给冯康带来了很

大的启发与影响。

从苏联回国后，冯康继续在数学研究

所担任助理研究员。此时他的工作兴

趣全部集中在广义函数的研究上。

1955 年，冯康将盖尔范德关于广义函

数的文章翻译发表在刚刚创刊的《数

学进展》上，题为“广义函数论”。这

篇文章被公认为是国内介绍广义函数

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文章。文章发表后，

引起了《数学进展》的创办人、也是

时任《数学进展》主编的华罗庚的注意，

华罗庚也由此对广义函数产生了极大

的兴趣。

作为冯康心中敬佩的恩师，华罗庚对

冯康在广义函数方面的研究大加赞赏。

那个时候，人们经常会听到华罗庚在

数学所举办的全国性广义函数讨论班

上称赞冯康，他不但会引述一些冯康

关于广义函数的说法，也会表扬冯康

每次都能把他布置的问题做得很好。

熟悉华罗庚的人都知道

他性格有些“专横霸道”，

对待学生非常严厉，他

很少去表扬别人，但对

冯康却是例外。此时，

冯康在学术上和工作中

也尽显锋芒。

1956 年冯康在数学研究

所期间也曾给新分配的

大学生们办讨论班，教

习题课。那个时候冯康对学生要求也

很严厉，批评学生不留情面，学生们

都很敬畏他。

在华罗庚的启发引导下，冯康继续在

梅林（Mellin）变换方面深入广义函数

的研究。1957 年，冯康在《数学进展》

上发表了题为“广义函数的泛函对偶

关系”的论文。同年，他还在《数学

学报》上发表了另一篇题为“广义梅

林变换”的论文。关于广义函数论文

的发表标志着冯康的数学研究工作经

过牛刀小试，已经初见成果。他所建

立的广义函数空间的对偶定理和广义

梅林变换，对于微分方程和解析函数

论都有很大的应用，后来更加被广为

流传。

冯康在广义函数方面的研究体现出一

个数学家敏锐的嗅觉、非凡的眼光和

极高的鉴赏能力，冯康也由此开始逐

步走向成熟。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经济的逐步恢

复，中国开始着手制定宏伟的经济建

设发展目标。国家深知经济建设离不

开科学技术的发展，于是针对中国科

技工作发展薄弱的现状，1956 年，在

刚刚建立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时的华罗庚和他的学生们

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

展，最初孕育就是在冯

康所工作的中国科学院

数学研究所。而对于中

国计算机事业初始发展

作出重要贡献的也正是

与冯康结下深厚师缘的

华罗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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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制定

了《十二年科技规划》。这是建国以来

国家制定的第一个科技规划，规划中

将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和自动

化列为四项紧急措施重点发展，并提

出立即筹建研究机构。

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最初孕育就

是在冯康所工作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

究所。而对于中国计算机事业初始发

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也正是与冯康结下

深厚师缘的华罗庚。

1946 年的情人节，当世界上第一台电

子计算机 ENIAC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

学宣布问世，震撼全球，引起了全球

科学工作者的极大关注。科学家们关

注的焦点不仅在于 ENIAC 未来将如何

改变世界，而在于那位被称为具有“天

才大脑”的美国数学家冯 · 诺依曼的

参与设计。不出所料，在接下来的几年，

这位“电子计算机之父”在开发计算

机的设计与制造的同时，也开创了现

代科学计算的一片新天地。

当时正在美国学习考察的华罗庚亲历

了这种科技的变革，也敏锐地发现数

学发展的新方向，这段经历为他回国

后开创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奠定了重要

基础。

1952 年，华罗庚筹建了数学研究所。

1956 年，他又领衔担任国家《十二年

科技规划》中计算技术和数学规划组

的专家。同年 6 月，他牵头从中国科

学院、第二机械工业部十局（后来的

四机部）、军委总参三部、国防部五院

（后来的七机部）和高等院校几个方面

抽调干练的科技力量，从事计算技术

研究所的筹备工作。1956年 8月 25日，

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

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华罗庚出任

主任委员，从此，中科院计算技术研

究所诞生。

 计算技术研究所成立

初期，国内懂计算机专

业的人员还很少，因此

培训中国第一批计算技

术的专业队伍迫在眉

睫。计算所通过与清华、

北大合作，抽调数学

系四年级的学生及一部

分刚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办了计算

机与计算数学两个训练班。这个训练

班一共办了四期，共培养出 600 多人，

不但充实了计算所自身的力量，也为

很多大学培养了教学和科研的骨干。

当时，冯康虽然还没有调到计算所工

作，但他已经到计算所在北大办的培

训班讲课。冯康讲课用的教材是苏联

数学家米赫林写的《数学物理中的直

接方法》。与冯康同在培训班讲课的教

师还有清华大学的孙念增讲程序设计，

北京大学的胡祖炽讲数值分析，张世

龙讲无线电原理，何国伟讲微分方程

数值解。其中胡祖炽在 1950 年末出版

的《计算方法》是中国最早的一本计

算方法教材，使得中国早期的计算数

学和计算科学研究者受益匪浅。

在北大的课室中，有许多聆听冯康讲

课的学子日后都成为与冯康共事的骨

干。黄鸿慈，也是有限元方法早期的

研究者之一，后来与冯康一起共事了

三十多年，成为冯康重要的助手。黄

鸿慈从香港培正中学毕业后，和很多

爱国青年一样，回到了新中国念大学。

培正中学是当时香港以中文为主的中

学，曾任培正中学校长的林子丰先生

后来创办了香港浸会学院（1990 年代

改名为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浸会医

院。由培正中学走出的学生后来成就

了众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包括诺贝尔

奖获得者，菲尔兹奖获

得者和多位香港大学校

长，这在两岸三地的中

学里也算一个奇迹。

黄鸿慈回忆当年在北大

听冯康讲课的情景，他

说虽然冯康的课只讲了

一个学期，但是让大家

受益匪浅。通过这门课

程，冯康引导大家利用变分方法解决

数学物理的方程，这其中就包括了有

限元概念的雏形。冯康的重要影响力

在于他带领大家认识到了变分原理是

一个方向。

而就在这一时期，冯康的数学研究领

域也从纯数学转移到应用数学。数学

领域一向有纯数学与应用数学之分。

前者以研究数学自身的规律为目标，

从精美的数学抽象中深化人们对客观

世界的认识，努力攀登数学金字塔的

最高峰。后者则致力于生产实践中大

计算所三室首任主任徐献瑜教授，
去年刚过百年华诞。

冯康他自身通晓物理和工

程，而纯数学的素养又使

他不同于别的应用数学

家。计算数学犹如一片全

新的天空，可以让他没有

任何阻碍，不受任何限制

地任意驰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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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任索波列夫院士，并从此开始了

中国计算技术工作者的国际交往。从

苏联回国后，徐献瑜即参加了周恩来

总理领导制定的“中国科学发展 12 年

规划”中“计算技术建立”的规划工

作。他所在的计算技术和数学规划组，

由 26 名有名望的数学家、计算机专家

和电子技术专家组成，华罗庚领衔。

1957 年初，冯康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计

算技术研究所三室工作。学术优秀的

冯康很快就成了三室学术的掌舵人。

“三室”日与夜

“三室”，对于冯康来说，是一个让他

激情燃烧的地方，也是一个让他施展

才华的地方。

冯康调到三室的时候，只有 37 岁，

正是年富力强的好年华。此时的冯康，

无论在人生阅历还是学术研究方面都

已经步入成熟。经过了数年

的积累，冯康需要一片土壤，

让他亲手浇种的计算数学可

以开花；冯康也需要一个战

场，让他可以统领三军，运

用韬略，一展风华。事实上，

三室正是这片土壤，这个战

场。三室不但让冯康有了施

展将才的空间，通过大量实

践，也让冯康的学术研究得

以升华。

计算所筹备和成立之初，临

时的办公地点和实验室都设

在中关村附近的西苑大旅社

三号楼，当时的数学所也从

清华园迁出至此。今天，这

个作为中国计算数学最早发

其作用主要是科学与工程计算。国外

能用计算机的人，大多从数学专业转

过来。刚于去年度过百年华诞的徐献

瑜教授是中国计算数学的老一辈开拓

者，他毕业于东吴大学，早年留美获

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燕京

大学担任教授，1952 年大学院系调整

后转到北京大学。50 年

代，为了适应国家的需

要，徐献瑜毅然从纯数

学转到计算数学领域。

1956 年 2 月，由徐献瑜、

胡世华、闵乃大、吴几

康、张效祥、林建祥参

加了在莫斯科主办的“计

算技术发展之路”的国

际会议，在苏期间，与会者参观了苏

联科学院的精密机械与计算技术研究

所，计算中心以及莫斯科大学数学系

计算中心，看到了苏联当时最先进的

计算机，拜访了苏联科学院计算所所

长列别杰夫院士、计算中心主任妥罗

德尼称院士、莫斯科大学计算数学专

量实际问题的解决，旨在通过建模、

计算、运筹、优化、统计等数学工具

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作为应用数学

分支之一的计算数学，是随着电子计

算机出现而兴起的一门应用性极强的

学科，需要懂得实际应用背景及掌握

交叉学科的知识。

当时的计算技术研究所

非常需要具备数学、物

理和工程方面的坚实基

础又了解实际应用背景

的学术带头人。冯康

的大学学习经历，留苏

的纯数学研究经历，以

及多年的教学和研究

工作，都使他成为最佳人选。对于冯

康来说，计算数学是一个全新领域的

工作。他自身通晓物理和工程，而纯

数学的素养又使他不同于别的应用数

学家。计算数学犹如一片全新的天空，

可以让他没有任何阻碍，不受任何限

制地任意驰骋。

计算技术研究所成立初期主

要肩负两项任务：一是尽快

研制出电子计算机，二是利

用电子计算机解决国防与经

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计

算任务。计算所下设三个研

究室，一室和二室分别负责

整机与元件的研究，主要肩

负研制计算机的重任，而三

室则是从事计算数学与科学

工程计算研究，承担解决国

防与经济建设中重大问题的

任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开始

筹划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当

时世界上的计算机数量尚少，

据三室的同事回忆说，

冯康和张克明的关系非

常好，两个人的配合也

相得益彰。关键时刻，

张更会挺身而出，担当

冯康的“政治保护伞”。

上世纪五十年代冯康与母亲和冯端夫妇摄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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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地的地方几经翻修，已成为一座现

代化的五星级的酒店——北京西苑饭

店。

1958 年 2 月，一幢全新的科研楼在中

关村落成。计算所与数学所由临时办

公的西苑大旅社迁往这里，这幢后来

被称为“北楼”的灰色办公楼成为计

算所与数学所真正的“家”。冯康所在

三室的办公地点就位于这幢“北楼”

的三楼。

冯康调到计算所三室时担任三室主任

的是徐献瑜，副主任是张克明。出生

于安徽峰山乡前窑村的张克明，1934

年入清华大学数学系，得熊庆来教授

指导。毕业后，他有着奔赴延安、担

任华东野战军宣教干部的红色经历，

解放后在中科院顾问办公室任主任。

徐献瑜与张克明早年都是计算所筹备

委员会的委员，因此计算所成立后，

都被委以重任。徐献瑜教授一直钟情

教学，因此担任三室主任也只是兼职，

他的主要工作仍在北大教书育人。张

克明则由中科院的顾问办公室直接调

入计算所担任三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并兼任三室的党支部书记。冯康调入

三室后，负责三室业务的全面指导。

据三室的同事回忆说，冯康和张克明

的关系非常好，两个人的配合也相得

益彰。如同刘备与诸葛亮一般，开明

的张克明十分欣赏冯康的学识才干，

全力支持冯康在三室开展工作；冯康也

需要张克明这样的权力保护，使得他

的一些思路和做法畅通无阻。关键时

刻，张克明更会挺身而出，担当冯康

的“政治保护伞”。

三室成立之初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分

为六个小组：其中一组负责初值问题、

天气预报。初值问题一般是动态问题，

物理状态随时间而变，其解依据“初

始条件”。二组负责边值问题（以水坝

计算为主）及大规模的矩阵计算（如

大地测量）。边值问题一般是静态或平

衡问题。其解由所关心的区域边界决

计算所三室一组 1961 年合影。第一排左五为冯康，左六为张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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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三组负责与国防相关的计算问题，

包括航空航天中遇到的激波计算等。

四组负责程序设计自动化，这里也成

为中国计算软件最早的发源地。五组

负责一些微分方程以外的计算问题，

包括公路设计、光学镜头设计等。六

组则负责常微分方程和统计计算。常

微分方程自变量只有一个，当时主要

对象是卫星轨道的计算，对中国早期

发射人造卫星提供重要的理论和计算

支持。而统计计算是对一些不能用数

学方程描述的物理现象进行模拟，或

对有很多自变量的问题进行计算。其

中最有代表性的方法是蒙特卡罗方法，

至今仍在物理和金融预测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

今天中国计算数学和工程计算很多领

域的优秀科学家、中科院院士当年都

是和冯康在三室并肩战斗的同事。

石钟慈，1955 年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

后被分配到中科院数学所。1956 年计

算所筹备成立时，他被调到计算所，

并派往苏联学习计算数学。1961 年，

三室迎来了最早一批留苏的大学生，

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张关泉、秦孟兆

和马延文，他们为三室带来了新鲜的

朝气与活力。次年，石钟慈也从苏联

读研归来，分配到三室二组。与他同

时来到三室的还有与张关泉等人在莫

斯科大学就读时的同学邬华谟。张关

泉 1965 年又被派到法国留学。

黄鸿慈，1957 年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

计算所，1958 年初在计算所三室正式

开始工作，当时他在二组，主要进行

水坝问题的相关计算。

黄兰洁，洋名 Nancy，在美国长大和

接受的教育，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1957 年回到北京，也来到了计算所三

室。黄兰洁的丈夫吴承康先生与她同

期回国，并长期在中科院力学所工作。

吴承康先生 1991 年当选为中科院院

士，是著名的高温气体动力学专家。

崔俊芝，1962 年从西北工业大学数学

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毕业，同年 10 月

到计算所三室的二组工作。

计算所三室二组摄于 1961 年。后排左七为张克明，左八为冯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