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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春雷过后，

商品经济的大潮滚滚袭来。

当科研遇上了商品经济的波涛，

有人“跳海”成就了神话，

有人“失足”湮没于传奇，

他——作为一个另类的“弄潮儿”，

筹划为中国计算数学的发展推波助澜，

一次与总理的世纪约见，

为中国计算数学的发展写下了巅峰的符号，

影响持续了二十余年……

冯康 —— 一位杰出数学家的故事 

汤涛  姚楠

第七章  潮起潮落 

1984 年，改革开放的大潮在神州大地

上续写着波涛汹涌与波澜壮阔。国门

打开，商品经济的风迎面吹来。

1984 年 10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十二

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明确提出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

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

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计划体制要突

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

传统观念，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

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

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国策出台之后，

全国各地纷纷涌起了“经商热”、“ 下
海潮”。一时间，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新旧思维火花频现。各种新的价值观

念、新的道德评判再次洗涤了中国人

（连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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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灵，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痛并快

乐着的转型期。

在此之前，中国有一批“不安分”的

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跃跃欲试，敲开了

中国商品经济的大门。他们宁愿抛弃

“铁饭碗”，端起“泥饭碗”，奋不顾身

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潮。

他们成为了中国科技人员“下海”潮

中的第一批“弄潮儿”，他们也缔造了

中国高科技产业“圣地”——中关村。

中关村“神话”

1983 年 5 月，中科院物理所的科技人

员陈庆振“下海”创办了中科院在中

关村的首家公司——科海公司。

五个月后，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的工

程师王洪德留下了慷慨激昂的“四走

报告”，创办了京海公司。他在报告中

写道：“调走不行就借走，借走不行停

薪留职走，辞职也要走，最后开除我

也走”，表达了投身商海的坚定决心。

1984 年 5 月，在美国留学的中科院计

算中心工程师万润南带着他“打造中

国 IBM”的理想与信心回来了，创办

了一度引领了中国“打字机革命”的

四通公司。在接下来的近十年中，四

通公司红极一时，成为中关村的标志

旗帜，也成为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标

志旗帜。

1984 年 11 月，中科院

计算所一位名不见经传

的工程师柳传志创办了

“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

司”，这就是后来赫赫有

名的联想公司。同月，

中科院计算所与中科院

仪器厂、海淀区新型产业开发总公司

以内部股份合作的方式成立了信通计

算机公司，董事长曾茂朝，总经理金

燕静。

同样是 11 月，国务院还批转电子振兴

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和信息产业

发展战略的报告》，指出电子和信息产

业要实现两个转移：一是把电子和信

息产业的服务重点转移到为发展国民

经济、为四化建设、为整个社会生活

服务的轨道上来；二是电子工业的发

展要转移到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以

计算机和通信装备为主体的轨道上来；

电子和信息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

应用要放在首位。

此后，中关村大大小小的高科技企业

公司更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据资

料统计，仅两、三年间，北京的科技

民营企业就多达 700 多家。

风起云涌的“下海潮”、“公司热”使

得冯康领导的中科院计算中心也倍受

冲击。冯康对此相当反感，也极力反

对。相反的是，计算中心党委对此却

旗帜鲜明地大力支持。为此，冯康与

当时担任党委书记的刘廉儒还产生了

很大的分歧。在党委的支持与倡导下，

1984 年 9 月，中科院计算中心创办了

鹭岛公司，注册资金 324.6 万元，以

计算机开发应用为主要业务，法人代

表许昌平。此后，计算中心还相继成

立了十多个小公司。 

正如冯康所料，不是

所有的人都擅长“游

水”，也不是所有的人

都“水性良好”。没过

多久，计算中心创办

的一些公司由于经营

不善，相继亏损，纷

纷面临倒闭的困境，

而计算中心自身也为

此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

眼见亲手创建的计算中心被商品经济

的洪流冲击得七零八落，岌岌可危，

年过花甲的冯康似乎也觉得心有余而

力不足，于是他开始寻找“接班人”。

他的目标人选锁定在六十年代被他派

到科大、后接替他任中国科技大学数

学系主任的石钟慈。

石钟慈院士接受作者采访

风起云涌的“下海潮”、

“公司热”使得冯康领导

的中科院计算中心也倍

受冲击。冯康对此相当

反感，也极力反对。



数学文化/第2卷第1期 17

最后，他开始与科大的校长管惟炎接

触，商讨调石钟慈回计算中心的事情。

经过多次协商，1986 年 10 月，石钟

慈正式调回中科院计算中心。

石钟慈回到计算中心时也是面临着计

算中心被公司债务拖累的“残局”，后

来他甚至作为法人代表被告上过法庭。

1986 年底，计算中心创办的最大、也

是最有名气的鹭岛公司被四通集团兼

并承包，至此计算中心总算摆脱了 “一

劫”。后来经过清理整顿、关停并转，

计算中心逐步甩掉了一些公司的债务

包袱，恢复到正轨。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当初

那些创造中关村神话的弄潮者，我们

发现：由于各种各样原因，那些昔日

曾经在中关村叱诧风云的公司已经风

光不再，那些在中国的民营企业界挥

斥方遒的 IT“枭雄”也是各奔西东。

只有联想扛起振兴民族计算机工业的

旗帜、屹立不倒，成为中关村的标杆

和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象征。

而昔日的柳传志也蜕变成为中国的

IT“教父”。

与总理相约

冯康之所以被人们当之无愧地称为中

国计算数学的开拓者、奠基人，是因

为他的确拥有过人的科学视野与战略

眼光。正是这种战略眼光决定了他的

思考高度，也注定成就了他的卓越、

非凡。              

八十年代中期，对于冯康来说，事业

的发展并不算顺风顺水。在他看来，

甚至还有些“内忧外患”。 外部大的社

会环境中有商品经济大潮的风吹浪打，

内部改制后的组织架构下也时有传出

不和谐之音。作为计算中心的掌舵人，

他将会带领中国计算数学的这艘旗舰

航船驶向何方？

此时的冯康并没有被暂时的困难与“内

忧外患”所羁绊，相反，他却站在一

个更高的境界上，为整个中国计算数

学的发展布局谋篇。

冯康深刻地了解科学和工程计算的水

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而发达国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也

都相当重视。特别是美国的科学和工

程计算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早在 1983

拉克斯院士（右）的 Lax 报告得到了美国总统的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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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的好朋友，美国著名数学家彼

得 • 拉克斯（Peter Lax）组织国防部、

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及

美国宇航局（NASA）联合组成专门委

员会向美国总统提出了著名的 Lax 报

告，强调科学计算在国家安全、科技

进步及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

性，并指出科学计算是现代科学技术

提升的关键。

美国总统采纳了拉克斯的建议，并从

1985 年起，政府连续五年，每年投入

五千万美元，建立起五个科学计算的

研究中心，配备超级电脑及设立全国

性网络，以协助大学及研究机构计算

方面的研究。1987 年，美国国家科学

基金会的财政预算中，又把科学计算

作为特殊扶持的三个重点领域之一，

用来支持科学计算研究中心的建立及

加强各学科中科学计算的力量。

中国虽然早在 1956 年的科学规划中已

经将计算数学列为重点，但始终都不

及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重视。1986 年，

中国在制定“七五”高科技发展规划时，

初稿中也没有列入发展科学计算的相

关内容。

冯康获悉此事之后，立即联合周毓麟

等其他老一辈科学计算专家，于 1986
年 4 月 22 日写了一份“紧急建议”，

递交给国务院有关领导。其中，他将

拉克斯等写给美国总统的报告中重要

内容翻译成中文，作为

建议书的附件也交给国

务院领导。

周毓麟，1945 年于上海

大同大学数学系毕业，

1946 年开始在中央研究

院数学研究所旁听陈省

身教授讲课。周毓麟每

次听课都全神贯注，终于引起了陈省

身的注意。一次，陈省身与周毓麟在

楼道上相遇，他关心地问周毓麟：“我

讲课你能听懂吗？”周毓麟回答听得

懂。陈省身又仔细询问了他在大学的

学习情况。后来，陈省身竟然破格让

这位旁听生留在数学所工作，在他的

指导下从事拓扑学研究。1949 年后，

周毓麟先后在清华大学数学系和北京

大学数学力学系任教。1954 年秋，周

毓麟和北京大学同事张芷芬等一起被

选派到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读研究

生。负责接待的是 1950 年就到苏联留

学的黄敦。他看到周毓麟和张芷芬填

报的志愿都是微分方程，于是就拿起

了主意，说：“周的数学基础好，就学

偏微分方程，张就学常微分方程。”就

这样，黄敦的一句话决定了两个人的

终身职业。周毓麟的导师是国际著名

女数学家 O.A. 奥列尼克，据说当时她

比周还小一岁，所以开始不太愿意收

这个徒弟。周 1957 年获物理数学科学

副博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也被评为

优秀学位论文。他和导师奥列尼克合

作发表的关于渗流方程的论文，被公

认为是具有开创性的经典型工作，在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仍被数学家们不断

引用。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不久，周

毓麟 1960 年奉调参加核武器研制。为

了国家的需要，在一个崭新的领域开

始了新的征程。由于保密的原因，周

毓麟的名字从那时起突然在数学界消

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在主持核武

器数值模拟和组建计算科学队伍等方

面贡献突出，以及他在非线性偏微分

方程和离散泛函分析领

域作出了多方面开创性

工作，他于 1991 年当

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并于 1997 年获得华罗

庚数学奖。

这份“紧急建议”的

报告引起国务院领导

的强烈关注。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的李鹏约见了冯康和周毓麟两位数学

家。于是，冯康和周毓麟得以在中南

海向李鹏当面陈述中国发展计算数学

的重要意义。后来，国家采纳了冯康

等人报告中的建议，并在国家“七五”

这份“紧急建议”的报告

引起国务院领导的强烈关

注。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

理的李鹏约见了冯康和周

毓麟两位数学家。

周毓麟院士在自己的书房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