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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民德 ：
一棵挺拔的大树

汤   涛

程民德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数学家。

他 1935 年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由于抗战，部分学业在贵州完成 ；大学期间他参

加了一年的抗日游击队，穿着军装，炸过大桥，因为是国军，这成为他文革时挨批的一

个“硬伤”；作为著名数学家陈建功的大弟子，他的数学才华得到了恩师的赏识和栽培 ；

硕士毕业后来到北大，半年后拿下了北大三个出国名额之一，因当时三个留学名额被两

个刚到北京半年的北漂拿走，引发了本校老师对胡适校长的激烈抗议 ；到了名校普林斯

顿大学后，他两年读下博士，并有三篇顶级数学期刊的论文；新中国成立后，他归心似箭，

在船上和同样归国的华罗庚不期而遇 ；回国后他在调和分析、图像处理等领域做出了开

创性的工作，培养了院士级的学生 ；在近五十年的北大时光里，他长期担任数学系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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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行政领导职务，起到了设计师、伯乐的角色，是北大数学系有口皆碑的人物 ；他还

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学学科重要的创建人，为振兴中国数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给程民德的题词是 ：“数学完人”。

吴文俊院士指出 ：“程民德与江泽涵、段学复先生一起，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为

北大树立了良好的学风，他是北大数学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数学事业众多创举的倡

导者与设计者。”

程民德，1917 年 1 月 24 日出生于江苏苏州。父亲程瞻庐是江南颇有名气的章回

小说作家。母亲戴振寰知书识礼，擅长书法，曾任家庭教师。

程瞻庐二十岁那年成了一名秀才，二十四岁进入苏州高等学校，因为中文成绩突出，

经常第一，一下子就脱颖而出，成为该校中文学长。程瞻庐国学湛深，白话文学也写得好，

脾气好，又住在十全街，大家就给他一个绰号，叫十全老人。毕业后，程瞻庐先后任

苏州很多中学的教职，其中景海女中曾聘任他为中文教务长。

空闲下来，程瞻庐就写稿投稿。二十年代鸳鸯蝴蝶派的代表刊物《小说海》和《红

玫瑰》里面有很多程瞻庐的小说和文章，里面有很多苏州掌故。程瞻庐的小说还有一

一 .  家世

程民德夫妇与苏步青先生在家中合影。墙上挂着苏老题词并书写的条幅 ：“寄身破寺复何人，眼底

江山一片新。莫道桐油灯影淡，如今放焰暖生春。”



    2016    第7卷第3期    数学文化 7

en of Mathematics 数学人物M

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行文中蕴蓄的滑稽和幽默，不温不火，恰到好处。其传世之作

有《唐祝文周四杰传》，后来香港的电影《三笑》，再后来的《唐伯虎点秋香》，都是从

这本书里演化出来的。

 

有几年，《红玫瑰》把程瞻庐一年的作品全包了下来，即只要有作品，都在该杂志

上发表，而该杂志则致送一大笔钱，供他全家生活。程瞻庐得到这样的好机会，马上

辞了教职，回家做专业作家去了。程瞻庐在抗战前，曾以笔耕所得，在十全街买了一

所房子，取名望云居。

可惜这样的好事时日不多，几年后，他还是必须出来教书。

程瞻庐和戴振寰育有六个子女，三子三女：长子程民达，次子程民祥，三子程民德，

大女儿十六岁时、二女儿八岁时相继夭折，女儿只剩幼女程怀玮。

母亲戴振寰本是体弱多病，又二度失去爱女，再加次子大病卧床半年，她既悲伤

又劳累，终于积劳成疾，于四十六岁时病逝。

1940 年，周云珍女士过门程家，成为长媳。此时，程瞻庐已丧偶多年，独自在孤

岛上海教书谋生。次子民祥和三子民德，则早在抗战初期，即已远去内地求学，且基

本失去联系。所以苏州的“望云居”老宅中，只剩下了长子和幼女。但民达又因生活

所困，被迫去外地执教，不能常住在家。长媳周云珍就成了照顾小妹怀玮的唯一亲人了。

本来，姑嫂二人在那艰难岁月相依为命，倒也粗茶淡饭，安然无恙。不料，怀玮

因年幼多病，年少丧母，在学校受到刺激，不知不觉得了精神分裂症。孤羁上海的程

瞻庐，不免忧心如焚，特地写信给大儿媳周云珍，叫她送怀玮到上海与他同住。周云

珍原是一位从未出过远门的家庭妇女，明知那时日伪横行，旅途艰辛，也只好勉为其难。

去时总算顺利，平安地将怀玮送到了父亲身边，却万万没有料到，回来的时候，自己

却遭遇了一场大劫难。

那天，周云珍检票后一到月台，匆匆忙忙就向后面车厢走去，这下可就麻烦大了。

原来后面那节车厢，是专供日本人和够得上等级的汉奸专用的，“亡国奴”是没有资格

的！她一上车，马上就被扣留。这还不算，一到苏州，日寇就将她关押在北局特别机

关的监牢里，刑讯逼供。可怜她几番惨遭毒打，遍体鳞伤，四只脚趾头也被打断了。

后来经过调查，证实周云珍确是一名普通的民妇，才准许取保释放。她的妹妹闻

讯将她接回家中，这时的云珍，不但面目全非，而且已经被逼打得发疯了！她整天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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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讲两句话 ：“我不是坏人。我是老百姓。”

程瞻庐面对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心思再在沪上执教。无奈之下，只好带怀玮回到

苏州。   
早在抗战初期，程瞻庐去上海教书，就把房屋除了自留几间以外，分别租给了七

家人家。这次回来，他一无职业，二无固定收入，却幸亏有了这七家房客的房租收入，

才勉强能够维持生活。  
程瞻庐虽然一贯阅世达观，无端地遭此灾难，也难无动于衷了。加以民祥和民德，

杳无音信，恋子情深。这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压力，促使他回苏州后，不到一年，原

有的胃病就变成了胃癌，于 1943 年离世，终年 64 岁。后来，程瞻庐的长媳周云珍被

送进了虎丘附近的精神病院，最终在那里去世。其后怀玮和大哥也相继离世。

家里的这些变故，程民德并不知道。1937 年他二十岁的时候，就考入浙江大学，

之后随学校迁至贵州。在他之前，二哥进了交通大学。在贵州遵义，二哥和他同在一

个城市一年多，后又聚首北京一年。其后四十多年，兄弟俩分居兰州、北京几乎终生

未见。这个八口之家硕果仅存的两兄弟，二哥民祥寿命最长，弟弟 1998 年去世时，他

还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悼念文章。

程民德于 1932 年考入苏州工业学校（前身为苏州工专）纺织科，受当时在苏州中

学兼课的数学教师张从之的影响，程民德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5 年，程民德

投考浙江大学电机系，由于数学成绩特别优秀，被当时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苏步青教

授转录到数学系，从此开始了他的数学生涯。

程民德于 1935 年至 1942 年在浙江大学数

学系学习，1940 年前读本科，本科毕业后转为

研究生，1942 年研究生毕业。他的硕士研究生

导师是著名数学家陈建功，浙江绍兴人。他在大

学学习多优秀？陈先生的二公子、数学家陈翰麟

曾问他 ：你说程民德学得好，那么他在学校考多

少分？陈建功回答说 ：“程民德考 99 分也算是少

的。” 他的意思是说，程民德在学生时代的成绩

一直是顶尖的。

陈建功曾三度留学日本，1929 年获日本东

北大学理学博士学位，他所从事的数学研究跨越

了三角级数、直角函数级数、单叶函数、函数逼

近论、广义解析函数以及偏微分方程等许多分支。

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浙江大学任教，1952 年

院校调整后他被调整到杭州大学，并担任杭州大

学副校长。

1929 年，陈建功博士毕业归国任教浙江大

学。1931 年，浙大数学史上另一位重量级人物苏步青也于东北帝国大学取得了理学博

士学位。时年 29 岁的苏步青践行两年前与陈建功的君子约定，来到浙大并出任数学系

主任。至此，陈苏二位开始了浙大 20 年的数学辉煌。1932 年开始，他们共同在浙江大

学首创了数学讨论班，分别主持微分几何和函数论两课，他们强调教师必须教研并重，

二 .  求学浙大

青年程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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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这一时期的浙江大学

数学系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青年英才，后来成

名的熊全治、白正国、程民德、杨忠道、张素

诚、谷超豪、夏道行、卢庆骏、秦元勋、曹锡华、

叶彦谦、越民义等皆为这一时期浙江大学培养

的学生。在此期间，陈建功和苏步青分别在“傅

里叶级数”和“K 展空间”领域的研究成果得到

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因而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浙大学派”。

投笔从戎抗日一年

1937 年，抗战开始，浙大迁离杭州。1937
年 11 月初迁浙江建德。同年 12 月 24 日，杭州

陷落，浙大师生被迫再次迁徙至江西吉安、泰和。

好景不长，由于战事影响，半年后浙大在泰和

已无法上课。于是学校决定再迁至广西宜山。宜山昔称“蛮烟瘴雨”之乡，浙大师生

到达宜山之后，首先遇到的是疟疾的威胁，生活极其艰苦。1940 年 2 月，浙大师生选

定贵州的遵义、湄潭为最后的落脚点，浙大得以在相对安静的黔北山区，赢得了近七

年的办学时间。遵义、湄潭成为浙江大学的“第二故乡”。至 1944 年，浙大在贵州校

区的教授、副教授有 140 多人，加上讲师、助教和职员共有 420 人，在当时已经算有

了一定规模。

浙大西迁前，日军正在大规模侵略中华大地。时年 20 岁的程民德，属于热血青年，

激于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义愤，在浙江参加了 " 抗日游击队 "。据 1947 年浙大史地系毕

1937 年浙江大学数学系师生合影，前排左起：陆慧英、方淑姝、朱良璧、黄继武、苏步青、陈建功、朱叔麟、钱宝琮、曾炯、方德植、冯乃谦、

周茂清；中排左起：钱大业、彭慧云、冯世禨、夏守岱、许国容、许燕礼、毛路真、虞介藩、恽鸿昆、钱克仁、周佐年、侯希忠、颜家驹；

后排左起 ：楼仁泰、徐绍唐、张素诚、李克寅、吴祖基、白正国、汪达、杨从仁、程民德、卢庆骏、何章陆、郑锡兆、朱福祖

陈建功（1893-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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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中共地下党员程融鉅在《浙江大学学生运动史》一文中回忆 ：“1937 年秋季开学

后，每天除了上课外，全部时间都忙着抗日活动。学校迁至建德后，军事委员会属下

的诸嵊新宁游击总队派人来校，请学生自治会物色游击队员，程民德等 12 位同学怀着

游击克敌之心应征入伍，12 月 9 日，学校派校车将他们送回风雨飘摇的杭州城，到游

击总队报到，一律被任为上尉政训员。12 月 23 日，日军开始攻打杭州。浙大的 12 名

游击队员，迅速赶往钱塘江畔，协助军队，炸毁钱塘江东岸义渡码头和钱江大桥，阻

断日寇机械化部队的快速西进。”

参加东站场游击队 12 位同学：刘奎斗（电机系）、吉上宾（土木系）、汤兰九（电机系）、王家珍（电

机系）、程羽翔（电机系）、洪  鲲（电机系）、丁而昌（土木系）、程民德（数学系）、黄宗麟（化工系）、

虞承藻（电机系）、陈家振（土木系）、李建奎（化工系）[ 感谢浙大校史馆 ]

被炸毁的钱塘江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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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游击队的刘奎斗回忆说 ：“在国军自杭州撤退之日，我和一位中尉工兵军官担

任钱塘江东岸义渡码头的爆破工作，洪鲲和另外八位同学则随同工兵教官在钱江大桥

上布置炸药，他并负责在深夜乘快艇到义渡码头附近接应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在炸毁

钱江大桥之前完成任务时，则乘快艇渡江。我们在深夜一时许开始放置炸药，三时许

我点燃了火线，几声巨响，完成了义渡码头的爆破。于是乘着三轮机车冲过钱江大桥。

四时许，一阵阵如雷响声，钱江大桥大半炸毁了，阻止了敌人机械化部队快速的行动。”

12 名勇士参加的是杭州外围游击战。游击生活极为艰辛，吃不好睡不好，体力严

重透支，但大家没有叫苦退缩。同时，他们在游击队里讲课、培训，深受官兵的欢迎。

本是一段激励人心的故事，如果程民德活到 2015 年，他有可能就是抗日 70 周年

大阅兵中年龄最长的抗日老兵之一了。可是，在 30 年后那个黑白颠倒的岁月里，他为

此被关进了牛棚，费尽了口舌笔墨。

1938 年 7 月，浙大的游击勇士集体离开了游击队，返回浙江大学复学，以后随浙

江大学西迁贵州湄潭。

数学研究启蒙

陈建功于 1929 年春获得东北帝国大学理学博士学位，成为在日本国取得理学博士

学位的第一个外国学者，在日本轰动一时，各报刊都登载这条消息。学成后，陈决定

回国工作，不仅自己要回国，还约定正在东北帝大攻读博士学位的苏步青在获得学位

后也立即回国。陈和苏选定了浙江大学，并约定共同把浙江大学数学系办成全国一流

的数学系。他们之所以选定浙江大学数学系是因为相对于北大和武大来说，浙大数学

系历史短，更缺人才。

1935 年，程民德进入浙大数学系时，陈、苏二位的教学任务仍非常重。一年级的

初等微积分是数、理、化三系合上的，由苏担任，当时苏才 33 岁，看上去更显年轻，

同学中有人误认为苏是助教的，听完一堂课后不住地赞叹说想不到助教竟能讲得这么

1927 年的陈建功（左一）与苏步青（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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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苏任此课的一个目的，是要吸引理科其他系的学生转到数学系来。当时不仅有理

科的，还有工科的学生转来的，程民德就是由电机系转来的，他是被苏步青讲课的魅

力吸引过来的。无独有偶，43 年后的 1978 年，当时浙大土木系的励建书也是被数学系

吸引过来，他后来还成为了数学院士。

数学系二年级的高等微积分和级数概论两门课都由陈建功担任。级数概论没有教本，

是陈自编的讲义，但不发讲义给学生，全靠记笔记。高等微积分用的是奥斯古德（Osgood）
的《高等微积分》，但也要记笔记。陈在讲授时补充了许多内容，并侧重于物理应用。

从四年级起，每周有两个下午的讨论班，他们风雨无阻，每次必到。在讨论班上

他们经常提问，要求主讲人确切回答，连回答的表述也严格要求。两个讨论班一个叫“数

学研究甲”，由担任本系课的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做报告，报告内容，对学生来说是

由陈、苏指定的一些国际刊物上的新的重要文献 ；对教师来说一般是他们自己的研究

新结果。对学生的基本要求是能够对指定的文献念得融会贯通，在报告时能把文献的

主要结果和主要证明思路和方法阐述清楚 ；如果学生有新的心得体会或进一步的创新

成果，当然就更好了。另一个讨论班叫“数学研究乙”，分为两组，分析组由陈指导，

几何组由苏指导，全由学生轮流做读书报告，教师不参加报告。报告内容或是一本重

要的专门著作，或是一系列相联系的重要文献，都是在研究工作中经常被引用的重要

材料，分章分篇指定学生负责报告。要求主讲的能讲得大家都听得懂，非主讲的对所

讲内容也要事先认真阅读钻研。无论数学研究甲或乙，苏、陈两位对报告者都严格要

求，不清楚的问题都要提问，直到报告者弄清楚为止。学生如果通不过报告就不准毕业。

高手授课和讨论班制度，为程民德等青年学子打下了良好的数学基础。

由于我国引进现代数学较晚，国内数学系和数学研究所的历史都比较短，不仅无

法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就连同样是从西方引进现代数学的日本国也比不上，落后百

年。国内在数学方面最早招研究生的是清华大学，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和许宝騄都是 30
年代清华的研究生。浙江大学直到 1940 年成立数学研究所时才开始招收研究生 ；这时

程民德正值大学本科毕业，成为浙大的第一届数学研究生。陈建功是程本科的指导老师，

又是他研究生导师。从那时起，数学系主任苏步青兼任数学研究所所长，陈的教学工

作重点也逐步转移到研究生的培养上。

1956 年 5 月，陈建功、程民德、吴文俊（右起）出席罗马尼亚“国际函数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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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数学研究所就设立在遵义的一所民屋内。到 1941 年春浙大理学院由遵义迁到

邻县湄潭，数学所设在湄潭城外周家祠堂内，祠堂楼下有三大间，中间最大，数学系

的图书就在那里陈列。东边一间是几何研究室，西边一间是分析研究室。研究所楼上

西侧的大房间分配给四位女士合住，剩下四间分别给三位教师和一位研究生住，依次

是张素诚、陈建功、程民德、吴祖基，这样陈建功的住室和程民德相邻。当陈建功发

现一些美妙的数学结果时，经常会把左邻张素诚和右舍程民德叫过来欣赏一番。

闲暇时，程民德常隔墙讲三国演义给陈建功听，一边讲，一边做手势，讲到激动处，

他的拳头就从墙那边伸到陈建功的房间这边来了。当时宿舍的简陋可想而知了。

程民德于 1940 年本科毕业后，跟随陈建功学习的是傅立叶三角级数理论。这种特

殊的三角级数由法国数学家傅立叶在研究偏微分方程的热传导问题时提出，他指出任

何周期函数都可以用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构成的无穷级数来表示（选择正弦函数与余

弦函数作为基函数是因为它们是正交的），后世称傅立叶级数为一种特殊的三角级数，

根据欧拉公式，三角函数又能化成指数形式，也称傅立叶级数为一种指数级数。最初

傅立叶分析是作为热过程的解析分析工具被提出的，但傅立叶级数经过两个世纪后被

证明威力无穷，可以被广泛应用于图像、通讯、互联网级数中。

程民德于 1940 年写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关于一维傅立叶级数的求和。这个工作是

受大数学家剑桥大学哈代（G. H. Hardy）1912 年工作的启示。如下面的无穷级数

 
f (x) = 1

2 a0 + an
n=1

∞

∑ cos(nx)+ bn
n=1

∞

∑ sin(nx),1
2

f (x) = 1
2 a0 + an

n=1

∞

∑ cos(nx)+ bn
n=1

∞

∑ sin(nx),

       
如果前 n ＝ 1 到 n ＝ N 项的和形成一个数列， 并且在这个数列里面给出一些子数列，

那么在什么条件下这些子数列是收敛的呢？这就是程民德第一篇文章写作的目标。这

篇十页纸的数学论文，公式占了一大半，1941 年由苏步青推荐，在日本《东北帝大数

学杂志》上发表了。

1942 年研究生毕业后，程民德在重庆一个电厂工作了一年，于 1943 年被聘回浙

大数学系任讲师。

1942 年，程民德有了第一篇在西方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他于 4 月投稿到数学重要

期刊《杜克数学》，研究的是傅立叶级数的绝对收敛性。“杨函数”被定义为两个函数

乘积的积分平均，这篇文章考察如何改进这两个被乘积函数的条件，使其变得更弱，

即更容易满足。在这些弱条件下，相应的“杨

函数”的傅立叶级数也可以是绝对收敛的。

此后不久，同样作为唯一作者，程民德在

《杜克数学》上又发表了两篇文章。在当时的研

究条件和研究水平下，他的才华已经得到了充

分的表现。

竺可桢校长日记里的打架

学习工作之余，程民德不改侠义之心，敢

去当兵就有点敢作敢为的阳刚之气。这点可以

从竺可桢日记的摘录里体现出来。

浙大抗战期间的校长是竺可桢，著名的气

象学家。最近出版的《竺可桢日记（1944-1945）》
里面有关于程民德打架和受处罚的记录。下面

摘录竺校长相关日记如下 ： 竺可桢 （1890-19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