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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信息 

第十二届全国流体力学数值方法研讨会、 

物理气体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年会暨第十二 

届学术交流会、计算爆炸力学专题研讨会 

第二轮征文通知 

全国流体力学数值方法研讨会是在计算数学学会领导下，由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科学与工程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

(LSEC)、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

(LASG)、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LNM）

轮流举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本次由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举办的是其第十二届

学术交流会议。 

中国空气动力学学会物理气体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在2005年将举行第四和第五届换届

工作，同时适逢物理气体动力学专业委员会每两年一次年会，即第十二届学术交流会。 

计算爆炸力学专业组在爆炸力学专业委员会领导下，每两、三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大

型学术研讨会，其间举行一次小型专题研讨会。本次由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承

办的会议为第三次专题研讨会。 

本次会议学术报告采用45分钟的大会邀请报告和25分钟的分组交流报告，会议热忱欢

迎全国从事物理气体动力学理论和计算方法、流体力学数值方法研究和应用的科研、教学、

工程技术人员积极报名参加。 

会议时间：2005 年 8 月 15-19 日 

会议地点：内蒙呼伦贝尔蒙海拉尔市 

主办单位：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协办单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协， 

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科学与工程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

(L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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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

室(LASG)，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LNM）， 

内蒙呼伦贝尔学院。 

会议组织委员会（按姓氏笔划为序）：王双虎、王 志（会议主席）、王 斌、江 松（会议

主席）、朱玉东、李建平、何长江、汤华中、武作兵、陈绍英（副秘书长）、张

平文、张林波、张维岩、袁 礼、蔚喜军（秘书长）、樊  菁。 

大会邀请报告（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双虎（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孙家昶（中国科学院软件所）， 

吴子牛（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 

汤华中（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张维岩（物理气体动力学专业委员会）， 

袁  礼（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 

秦承森（计算爆炸力学专业组）， 

傅德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樊  菁（物理气体动力学专业委员会）， 

穆  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LASG）。  

征文范围： 

1．激光与等离子体相互作用； 

2．爆炸力学、爆轰物理及其计算方法研究； 

3．流体力学方程组及其数值解的方法和理论； 

4. 非牛顿流、多相流、反应流、稀薄流等的数值方法； 

5. 水动力学和渗流等问题的数值方法； 

6. 大气、海洋中的数值方法和数值模拟、资料同化、遥感反演、资料分析、可预报

性研究； 

7. 流体力学界面不稳定性和湍流计算方法； 

8. 流体力学计算中的自适应计算方法、并行算法和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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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有关物理气体动力学理论和计算方法等内容。 

征文要求：参加会议进行学术交流的论文摘要要求打印在 A4 纸上，版芯是 14X21.5

厘米。2005 年 6 月 30 日前将论文摘要寄一份给会议筹备组，会议筹备组将于 2005 年 7

月中旬发出论文摘要审查意见和第三轮通知。没有论文的同志欲报名参加会议，请于 2005 

年 6 月 30 日前报会议筹备组，经筹备组同意后，将发给参加会议的正式通知。会议上

的优秀报告将推荐在《计算物理》杂志上（EI）发表。 

重要日期：论文摘要投稿截止日期：  2005 年 6 月 30 日 

会议回执：2005 年 6 月 30 日前 

会议注册费：会议代表 600+300~350 元，学生 400+300~350 元（需带学生证），   家属

500+300~350 元。 

会议住宿：海拉尔宾馆：240 元/天（标间），500 元/天（套间） 

          80 元/天（三人间）。 

交  通: 每天有从北京开往内蒙海拉尔市的火车、飞机。到达海拉尔市后，乘出租车 10

元即可到达宾馆。 

注意 8 月份是海拉尔市的旅游旺季，请会议代表尽量买好返程火车、飞机票，如需会务组

预定火车、飞机票，请务必提前 20 天告知会务组，否则由会议代表自行解决。 

会议秘书处地址：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计算物理实验室。如有建议及询问请与会议秘书处联

系。 

联 系 人：翁 静 

通信地址：北京市 8009-26 信箱，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邮政编码：100088               Email 地址：lcp@mail.iapcm.ac.cn 

电    话：010-62014411-2845    传      真：010-62057289 

                    第十二届全国流体力学数值方法研讨会组委会 

                   中国空气动力学学会 

                    物理气体动力学专业委员会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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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执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称/职务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E-mail  是否提交论文  

论文题目  

住   宿 1．套间，2. 一个标间，3. 合住一个标间，4. 合住三人间  

回程日期  回程交通 预定飞机、火车（硬卧、软卧） 

是否参加旅游。 备  注 

注：务请在6月30日前将回执寄回 
 
 
 
 

第二届全国数学及其应用学术研讨会 

第一号 征文通知 

数学是科学的基石,科教兴国离不开数学。为给广大数学研究工作者、教师和热爱数学

的人们提供相互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促进该领域科研和教学水平提高，数学学术委员会决

定于 2005 年 8 月在昆明召开第二届全国数学及其应用学术研讨会。此次学术会议应征优

选论文将编辑成《数学及其应用》一书，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征文范围 

1、基础数学 

2、应用数学 

3、数学在其它科学及工程技术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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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息与计算科学 

5、数学教育 

6、数学史研究 

二、会议征文要求 

凡未经正式刊物发表，与会议主要内容相关的研究成果、学术观点、工程经验、设想

建议等均可以论文形式应征。应征论文必须观点明确、论据充分、数据可靠、文字流畅、

插图清楚、照片清晰，一般为 5000 字以内（包括图表），计量单位要严格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并附 Word 文件的软盘或发 E-mail。论文经专家

评审后给予书面答复，接录用通知后每篇论文按规定汇交版面费。没有被录用的稿件恕不

退还，请自留底稿。 

欢迎全国各地从事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科研人员、高校师生提交论文或带已发表论

文参加本次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同时也欢迎暂无论文但对本次学术会议感兴趣的社会各界

人士参加会议。 

三、会议内容 

1、国内外知名专家特邀报告  

2、学术演讲 

四、会议地点：云南省昆明市 

五、重要日期 

提交论文的 后期限： 2005 年 4 月 30 日 

论文 终录取通知期限：2005 年 5 月 20 日 

汇交版面费的 后期限：2005 年 6 月 20 日 

会议召开时间： 2005 年 8 月 12 日至 8 月 15 日 

六、应征论文参考格式 

文题、作者姓名、单位部门、所在地、邮编、文摘、关键词、正文（1 2 3 1.1 1.2 1.3 

1.1.1 1.1.2 1.1.3……分章节）及参考文献。 

附图须用计算机绘制，或绘制后扫描进计算机。插图在稿面预留图位，写明图号图名。

照片与插图统编阿拉伯数字流水号。表格用三线表。表应有表名和表号（阿拉伯数字流水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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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及物理量符号易混淆者，在首次出现时应以铅笔注明之。 

参考文献限于作者亲自阅读、本文明确引用、公开发表或有案可查的资料。文献全部

列于文后，按文内出现的先后次序编号，在文内右上角注明序号。参考文献著录项目如下： 

期 刊：作者.刊名，年份,卷（期）：页码. 

专 著：作者.书名.译者.版次（第一版不注）.出版地：出版单位,年份.页码. 

论文集：作者.文题.见：论文集编者.论文集名称.出版地：出版单位,年份.页码. 

学位论文：作者.文题：[学位名称].所在地：授予单位.授予时间. 

外文文献著录规则同上。外国人名，姓前名后，名用缩写，不加缩写点。 

七、会议主办：数学学术委员会 

会议承办：云南省科技学术交流中心 

会议协办：云南大学数学系 

八、学术委员会 

黄廷祝（电子科技大学 应用数学学院 教授） 

李永昆（云南大学 数学系 教授） 

张田文（哈尔滨工业大学 数学系 教授 ） 

黎 稳（华南师范大学 数学学院 教授 ） 

李耀堂（云南大学 数学系 教授） 

杨秀国（云南师范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教授） 

廖福成（北京科技大学 数学力学系 教授） 

向淑晃（中南大学 数软系 教授） 

郑洲顺（中南大学 数软系 教授） 

赵晓华（云南大学 数学系 教授） 

徐人平（昆明理工大学 教授） 

李思源（上海普陀区业余大学 数学系 教授） 

宋鹏云（昆明理工大学 教授） 

九、联系地址 

回函请寄：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 246 号 邮编：650051 

云南省科技学术交流中心 “数学及其应用” 秘书处 收 

联系电话：0871-3111462 3192426 传真：0871-319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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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zhu@yacc.net.cn

联系人：云南省科技学术交流中心 朱琼芳 刘庆红  

注：附上回执一份，请详细填写，以便寄发后续通知以及提供有关信息。 

第二届全国数学及其应用学术研讨会

第一号 通知回执

□本人准备参加会议； 

□准备提交未发表论文（指未正式发表的论文） 

论文题目：  

□准备提交已发表论文（指正式发表过的论文） 

论文题目： 

□可能参加会议，希望获得后续通知；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职称、职务：  

单位名称：  

地址、邮编：  

电话、传真：  

E―mail： 

注：1、本回执请详细填写以便联系，字迹务必清楚，有关会议的后续通知将按此回执寄发； 

2、□内，如同意，请填“√” ；如不同意，请填“×” ； 

3、回执寄至：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 246 号 邮编：650051 

云南省科技学术交流中心 “数学及其应用”秘书处 

电话：0871-3111462 3192426 传真：0871-3192426 

E-mail：zhu@yacc.net.cn 网址：http://www.yacc.net.cn

联系人：刘庆红 朱琼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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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全国高校计算数学年会 

第一轮通知 

     中国计算数学学会决定，从 2005 开始，“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数学年会”将每四年举

行一次，于 9-10 月份召开。本届年会定于 2005 年 10 月 17-20 日在大连召开。会议由中

国计算数学学会高校工作委员会主办，大连理工大学承办。会议将邀请石钟慈院士，林群

院士以及各高校多位著名学者做特邀报告。在开幕式上颁发冯康奖，获奖人员做学术报告。

年会期间评选“计算数学学会青年论文奖”，并在闭幕式上颁奖。《高校计算数学学报》（中

文版）将为会议文集出专刊。部分论文可以在《高校计算数学学报》（英文版）发表。第

二轮通知将于 4 月或 5 月发出，敬请关注。在此之前，若有建议及问题，请与大连理工大

学李正学联系。 

李正学：lizx@dlut.edu.cn ， 0411-81700189 

 

         中国计算数学学会高校工作委员会 

         大连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 

         2005/3/22 
 
 
 

2005 年全国高校计算数学年会 

第二轮通知 

1．信息发布。会议网站已经建立：http://math.dlut.edu.cn/meeting/index.jsp  

我们将随时更新补充内容。今后，会议信息主要通过该网站发布，欢迎大家浏览查询。 

2．联系方式。有问题或建议请与大工数学系李正学老师联系：lizx@dlut.edu.cn ，

0411-81700189. 想要随时收到会议信息的老师，可以将Email地址寄给李正学。 

3．会议论文集将作为《高校计算数学》（中文版）2005 年 27 卷的一期专刊出版，部分文

章可以推荐到《数学研究与评论》正常发表。论文需经评审。投稿时用 Word 或中文 Tex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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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费用。 

1） 会议费：学生 500 元，其他 700 元。 

2） 论文版面费(录用后交）:4页或不足4页均为400元;超过 4页的部分,每页200元。 

3） 审稿费：每篇 60 元（投稿时交）。 

5．会议地点：大连理工大学科技园宾馆，图书馆。 

6．住宿：大连理工大学科技园宾馆，西山宾馆，北山宾馆。 

7．参观（免费）：老虎滩、滨海路、星海广场、旅顺口军港、日俄战争遗址…等等。 

8．重要时间表。 

   论文提交：6 月 15 日-7 月 10 日。 

   论文评审：7 月 10 日-7 月 30 日。 

   录用通知：8 月 5 日–8 月 10 日。 

   网上注册: 7 月 20 日-8 月 30 日. 

   会期：   10 月 17 日-10 月 21 日。 

   专刊出版日期：2005 年底或 2006 年初。 

                                    会议组委会， 2005/4/15 

 

 

 

 

计算数学学会优秀青年论文奖 

主办单位：计算数学学会 

科学与工程计算对于理论和数据进行研究和展示的实际需要，使得计算数据的可视化

技术在计算数学研究中的作用日益明显。一份深刻且令人赏心悦目的展示作品不仅能够准

确生动地向同行展示您的研究结果，还常常能够帮助研究人员方便快捷的分析计算结果，

从而发现新的规律，并启发改进计算格式和算法。在计算机技术和大量优秀的可视化软件

的帮助下，现在大批青年研究工作者都有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并能够很熟练的创作出优

秀的可视化作品给予展示。为了展示现代计算数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促进计算数学理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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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信息 

究和可视化技术的发展，计算数学学会将于本年度高校计算数学年会期间举办第二届计算

数学优秀青年论文竞赛，具体参赛事项如下：   

报名要求    

 在校硕士生、博士生，在站博士后以及其他博士毕业两年以内的研究人员均可参

加比赛；   

 参赛作品建议使用 PowerPoint、PDF、HTML 文件格式，一般要求在 5 个页面以

内，请注明作者联系方式和作品预期的展示方式；   

 参赛作品请于 8 月 15 日以前通过电子邮件 mpb@lsec.cc.ac.cn （电子邮件）或以

软盘邮寄的方式提交到中科院计算数学所。   

邮寄地址：中科院计算数学所 中关村东路 55 号 明平兵 

联系人：明平兵 010-62626583 

作品提交后若有重大修改，请在 9 月 15 日以前与明平兵联系相应事宜；   

所提交作品将不予退还，请自行保留副本。 

评选标准及奖励形式   

 评选主要考察作品的科学涵义和可视化效果两个方面；   

 作品将在年会上进行展示（时长 10 分钟的讲演）或者展览（在展览板或屏幕上

演示），请事先进行准备； 

 评委将现场评选优秀作品进行奖励，将评出一等奖和二等奖各若干名； 

 评委由学会正副理事长和青年委员会成员组成，为石钟慈、沈隆钧、余德浩、王

兴华、张平文、陈志明、伍渝江、吴勃英、卢琳璋。  
 
 
 
 

科学大师会聚复旦 

今天上午，大雨后的复旦校园让人感到几分凉意，可踏进逸夫科技楼却只觉热气腾腾。

进门是红地毯铺路，来自海内外的祝贺花篮夹道欢迎。今天复旦大学在此举办“偏微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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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其在微分几何和物理中应用”国际会议。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

发来贺信，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出席开幕式，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对这一活动表示祝贺，市

政协副主席、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市政协副主席王荣华，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市

政府副秘书长姜平出席了开幕式。杨振宁、藤田宏、项武义等大师级人物纷纷赶来，为复

旦百年校庆献上一场精彩的科学盛会。  

老友相聚畅谈不尽  

提前半小时，大师们已相继步入会场。白发染鬓的老友相聚，那笑声特别爽朗，似乎

有说不完的话题。 

著名数学家、复旦教授谷超豪今天正逢 80 寿辰，他热情地招呼着老同学周元燊，周

老先生在几率与统计研究上成就卓著。两人说起在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的同班同学的现

况，感慨万千。没想到他俩的导师金福明也赶来给学生祝贺，一手拉一个得意门生，笑得

合不拢嘴。  

首创“样条有限元”的数学家石钟慈和发明“有限元外推技术”的数学家林群，同是

国家 973 项目“大规模科学计算研究”的骨干成员，两人刚刚坐定，就探讨起了专业问题。  

杨振宁先生独自健步走进会场。他正和谷超豪亲热交谈，有人递上一幅国画。展开画

卷，杨先生有些激动，因为画中正是他和已故恩师陈省身，而画的作者是两人的至交、艺

术大师范曾。  

共同的话题不止学术一项。杨振宁对谷超豪说：“还记得我形容你的话吗？‘站在高

山上往下看，看到了全局’。一个月前，我也携夫人登了回黄山，黄山很美……”他停顿

了一下，“可惜我去的时候人太多。”47 岁的田刚 4 年前当选中科院院士，这个爱登山的

“小弟弟”插话说：“我爬山就是不喜欢走回头路，不达目的不罢休。” 

日本同行主动赴会  

大会组委会人员告诉记者，谷老原想把今天的会议办成华人数学家的聚会，但有一个

人却是例外——前日本数学会主席，在计算数学领域贡献突出的藤田宏。他身边的翻译介

绍说，老先生听到消息后，就主动要求参加。一路飞来的他却不显疲倦，见到记者，他主

动自我介绍。“我 1981 年第一次来上海，还是华罗庚推荐我和谷超豪见面的呢。”走在

老朋友中间，他看到平辈便问起身体如何，遇到小辈则关心起他们的学术进展。“他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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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乐忧思录 

人数学家的老朋友。”中科院院士、复旦教授李大潜在一边补充道。藤田宏一脸笑容：“中

日计算数学系列会议每 4 年开一次，我每次都来上海开会，能遇到不少老朋友呢。”  

百年复旦感召大师 

开会前的这几天，谷先生忙着整理会议发言稿，还不忘抽出身来，天天像往常一样来

学校上课、搞科研。他说：“我在复旦教研近 60 年了，十分感激学校对我的支持。今天，

四面八方的老朋友特地赶来，还是百年复旦的感召力大啊。”  

 师从谷先生的李大潜教授也颇多感慨：“中国和国际交往频繁起来，数学也不是封

闭的，云集国内外大师的盛会在复旦正越来越多。今天这儿不少人都是复旦人，都得益于

复旦给了数学家活跃的空间。”  

 

 

 

近距离：杨乐忧思录 

人群背后的杨乐，又陷入了怎样的思考…… 

题记 杨乐认为，我国由一个人口大国转变为人才大国需要三个层次的共同努力：一是大力发展

义务教育，使全民科学文化素养得以大幅度提高。二是每个领域都需要大量本领域的专业人才。通过研

究生教育，培养出更多的人才，满足各项事业的需求。三是各学科领域都应拥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术领

军人物。 

遗憾的是，在杨乐看来，这三个层面都存在问题，需要大力改进。 

  人物简介 

杨乐，1939 年生于江苏南通，196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并考取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研

究生。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20 世纪 70 年代对整函数与亚纯函数亏值与波

莱尔方向间的联系作了深入研究。与张广厚合作 先发现并建立了这两个基本概念之间

的具体联系。引进了新的奇异方向并对奇异方向的分布给出了完备的解答。对全纯与亚

纯函数族的正规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建立了正规性与不动点间的联系。与英国学者

合作证明了著名数学家立特沃德的一个猜想。对亚纯函数的导数的总亏量与整函数的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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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数目作出了精确估计。由于在函数模分布论、辐角分布论、正规族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突出而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何梁何利奖、陈嘉庚

奖和华罗庚数学奖，2004 年 12 月又荣获陈省身奖（见下图）。八十年代初，杨乐担任中

国科学院数学所副所长，后来又长期担任所长。在任职期间，他十分注意使研究所成为

学术氛围浓郁、环境宽松的研究机构。他非常关注研究生的培养与青年学者的成长。当

年在数学所深造的青年，诸如张寿武、刘克峰、周向宇、张伟平等，已成为活跃在国际

舞台上的杰出学者。 

1998 年，中国科学院首批知识创新工程试点，数学所、应用数学所、系统科学所、

计算数学所进行体制上的整合与重大改革，成立了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杨乐被委任

为首任院长。研究院在体制改革、凝聚学术方向、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与创新文化等方

面克服了重大困难，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 

曾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委员、数理学院副主任、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

科协常委、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奖励委员会委员等职。现任中科院数学与系统

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协荣誉委员。1980 年 11 月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即中科院院士。  

杨院士在北京的办公室是名副其实的“斗室”。推门进入时，已经有人在访谈。见

我们进门，杨院士向那位同志道了声歉意：“这是我约定的客人”，随即将我们领到了

下一层的会客室。 

信心 

话题自然从胡锦涛总书记来看望杨乐说起。 

杨乐眯起了眼，似乎在回忆之中：“我们谈得很愉快。锦涛同志指出，中国经济的

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依靠科学技术。我向锦涛同志说起数学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数学和其他学科与高新技术之间的相融关系。总体上说，对中国的

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问题 

受教育要平等 

说到了人才的培养，杨乐开始皱眉头。 

 — 14 —



杨院士先从教育说起：“基础教育应该搞好，这关系到全民的素质，我们国家各条

战线都需要高素质的人才。” 

“但是，我们的教育出现了一些问题”，杨乐的眉头皱得更紧：“我们的一些制度

和规定有可能将农民和城市困难居民的子女排斥在外。如果我们不大力关注，一些人可

能因此失学，一些人会受到干扰，还有一些人会因为交不起各种费用而不能专心学习。

这部分人数量不是很少。” 

杨乐回忆说：“在我以往的接触中，即使在很差的环境，即使是十分贫困的家庭，

也能够出人才。我国的尖端人才中，包括一些学科的台柱教授，很多就是在十分贫困的

经济条件下成才的。美国也一样。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目共睹，教育事业也在发展，

但是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我们要呼吁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否则有些人才难以顺利成

长。” 

别将“奥数”当产业 

杨乐认为，一些父母不切实际地望子成龙也是当代教育的一个误区，他们把在“奥

数”一类的竞赛上获奖当作子女成才的标志。一些教育工作者迎合了家长和学生的这种

心态，把“奥数”当作一项产业来做。“教育部门与许多学者已经呼吁了多次，这种状

况却未得到根本改变，而且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有位在北京开书店的台湾人孙先生曾

对王元先生说：那些搞‘奥数’的，收入比你高若干倍！他们给中小学生讲‘奥数’，

按课时收费，开价比两院院士的演讲高得多。” 

杨乐介绍说，在国外，一些好的大学，在录取新生时也考虑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

参加一些课外活动与竞赛的经历。一些中学生参加“奥数”竞赛，只是一种兴趣。而我

国的许多学校，则将“奥数”异化了，从高中、初中到小学，大家参加，临时突击，强

化训练，灌输技巧，而不是强调能力的提高。技巧并不是灵活运用的能力。“他们的目

的只是拿奖牌，因为只要拿到了奖牌，就可以在升大学时加分。” 

“国外也有些竞赛，是在较长时间里（如一学期）培养一些同学的兴趣，提高创新

能力，有较好效果。去年香港举办了首届这样的竞赛，其做法值得借鉴。” 

少带几个研究生 

杨乐话锋一转，谈到了研究生教育。“二十多年来，研究生教育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但也出现了新问题，就是有些院系与导师过分关注经济效益，而轻视了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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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乐介绍说，在研究生教育中，少数教授每人带几十位研究生，有的听说带上百个。

“他们并不是从培养、训练人才的角度考虑，而是为研究生联系好了企业与公司，让他

们在那里干活。” 

杨乐告诉记者，带一名研究生，需要导师的精心培育，从打基础到指导撰写论文，

需要全过程培训。“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同时带 10 人应该已经是极限：需要有 10

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一二周就得听研究生一次汇报，了解他们学了哪些文献，有什么

心得与进步，会有哪些困难并且需要花一二个小时与研究生单独讨论，互相交流。要完

成这个流程，同时带五六十乃至上百位研究生根本不可能。” 

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杨乐已经在“两会”上正式提出，建议限制导师带研究生的人

数——同时带研究生的人数不得超过 10 名。“国家确实紧缺的个别专业需要超过 10 人

限制时，应该经过国家学位委员会或相应高层机构的严格审批，而且也应限定超出人数

的数量。” 

杨乐对一些研究生培养单位要求研究生必须发表规定数量的论文才可以毕业的规定

也不以为然。他说，各门学科，各所学校，情况很不相同，不宜作出硬性的统一规定。

否则，有的研究生就选容易做的小题目，拼凑论文，个别甚至抄袭、作假。“有的院校

过分强调 SCI 的期刊与论文数量，这并不科学，SCI 期刊论文数量质量相差悬殊。用这种

简单的数量统计来决定研究生能否毕业对人才培养极为不利。” 

领军人物和官本位 

我们不知不觉地谈到了中国的学科领军人物。杨乐认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强不强，

主要看领军人物的水平和数量。“就像看你们文汇报，就是看你们报纸有多少名记者，

写了多少有影响的稿件。” 

杨乐表示，“我国科技界需要高水平的领军人物，我们希望有年轻人超越自己。我

们殷切希望年轻的学术带头人的学识和水平不断提高，以缩短与世界的差距，甚至与世

界水平持平或者超越世界水平。过去中国出过这样的人物，今后也一定能出现。这就需

要我们有远大的胸怀，把中国的发展纳入世界发展的宏图之中。” 

杨乐认为，官本位意识滞缓了科技领军人物的步伐。有的人总是习惯于将官放在学

术之上，在排名单时，甚至将一名副处长排在学部委员院士之前。排名其实也体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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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体制和观念。在一些管理部门，他们首先看的是“官”的级别。这种体制和观念对年

轻人的影响很大。 

杨乐表示，做学问是很艰苦的事，需要坐长期的冷板凳，任何学问不可能一下子就

会有满意的结果。“我有这样的经历，一进入科研的攻坚阶段，就往往是食而不知其味，

晚上只睡四五个小时，满脑子都在想遇到的问题，希望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一想就是

一整天，往往会持续三到四个礼拜。这必须集中精力，不能有丝毫干扰。而且需要有充

沛的精力，我在年轻时能行，现在已经力不从心，就像一名高级指挥官，主要是指挥与

参谋，到第一线拼刺刀不行了。” 

杨乐继续评说“官本位”：现有的问题是，有时将研究领域和课题与官位混在一起。

其实，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这种现状对年轻人影响的结果，就是诱导年轻人去走官

场的路，做学问辛辛苦苦得不到的东西，有了官位后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 

不找关系会吃亏 

杨乐谈到了记者写丘成桐先生的那篇《数学之美》（见本报 2004 年 12 月 27 日“近

距离”专版）：“丘先生提到的学术权贵和评议制度，值得我们认真思改。自从我国 1981

年设立了学位制度以来，我就是国务院博士点评审委员会成员。当时的风气很正，没有

人上门找关系，评得上评不上听其自然，评委讨论时客观公正，评定结果绝对不会向院

校通风报信，由国务院学位办统一发布。我至今觉得应该这样。但这些年来情况有了变

化。” 

托人找关系已不是十分个别的现象。“也有单位来找我。我告诉他们：你们找了也

是白找。但他们说，不找就会吃亏。国务院学位办三令五申，不准搞这些名堂。但这些

情况却早已是半公开化。 

杨乐又谈到了丘成桐先生：“我与丘先生不是一个研究领域，但我深知他的学术水

平。即使是欧美等国的某些一流数学家，也认为丘先生是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数学成就

大的数学大师。全球近七十年来有几十位费尔兹奖获得者，华裔仅丘先生一位，而且

是成就突出的一位。丘先生 33 岁拿到费尔兹奖，是‘少年登高科’。他的杰出贡献还在

于他对祖国数学发展的推动，他是 40 来岁精力 旺盛时就开始做这项事业。十多年来，

他在海外募捐，支持国内的数学研究，举办三个数学研究中心，关注与培养青年人才的

成长；倡导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提升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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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培养一大批数学家” 

杨乐院士是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首届院长。1996 年，经丘成桐先生

牵线，由香港著名实业家陈启宗兄弟及其叔父出资 3000 万元，在中科院建立了晨兴数学

中心。中心建立了崭新的体制，由学术委员会领导中心工作，聘请丘成桐担任主任，杨

乐担任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晨兴数学中心运行 8 年，已经取得了卓著的成效。 

“我们每年都会确定六七个，乃至十个研究专题，这些专题涉及基础数学、计算数

学和应用数学的重要领域。我们鼓励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来申请这些专题研究。并约请一

些年轻的、有基础的优秀博士或博士后到我们中心，集中 3 至 6 个月的时间搞研究。这

几个月很重要，一方面可以有较长的时间集中搞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会邀请同领域世界

高水平的学者来中心为这些优秀博士和博士后演讲。有了几次这样的接触和交流，水

平会提高很快，就有可能成为某一领域的领军人物。 

“每年国内大约有 150 人到我们中心做研究，他们中大约有 70％多的人来自大学，

还有 20％几来自研究院所。他们的基础本来就扎实，有了中心这样的环境，加上与国际

高水平的学者进行交流，他们的眼界会变得更开阔，有许多人已经出了成果，写出了

十分优秀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国际一流的刊物上。 

 “一些国外的学者到我们晨兴中心来讲学，看到了我们所做的工作，他们都很感动。

他们对我说，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为了研究数学，自动聚在一起，在现在的世界已经很

难找到。我告诉他们，中国经历了‘文革’，基础科学遭受了严重破坏，拉大了与世界

的差距。我们需要缩短这种差距，必须培养一大批数学家。 

“晨兴中心十分注重发挥各大学数学方面学术带头人的作用，与他们合作做好晨兴

中心的专题研究。比如复旦大学的洪家兴，如今已经是中科院院士，他几次到我们晨兴

中心搞研究，在几何分析上有出色的成果。南京大学的程崇庆，如今在动力系统领域是

领军人物。还有中山大学的朱熹平教授，今年才 42 岁，在几何分析与数学物理上很有贡

献，这次在香港颁发的晨兴奖，他获得晨兴数学银奖。其他还有一批优秀的年轻学者。 

“我特别要说一说‘晨兴’，这是香港实业家陈启宗家族的贡献。如今已经有三个

晨兴数学研究中心，一个在香港中文大学，一个在北京中科院，一个在浙江大学，都是

丘（成桐）先生主持其事的。香港中文大学的数学所建得 早，已经有 10 年。这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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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数学发展很快，该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次与浙江大学数学中心刘克峰一起获

得晨兴数学金奖的辛周平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数学所的执行主任。 

“陈启宗家族值得称道的是，他们为祖国数学的发展慷慨捐赠，却毫不张扬。他们

还捐资设立了晨兴数学奖，邀请了若干位一流专家作评委，而他们自己却从不干预评审

工作。” 

数学人生 

这个华罗庚、陈省身先生口中的师弟，终于实现了少年时的梦想，中国人杨乐的名

字已经写到了外国的数学书上。 

杨乐是十岁多时考入南通中学的，初二时，杨乐就对数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因为开

始有了代数和几何。原来复杂的运算居然可以用英文字母代替，很困难的题设了未知数

就能够立方程简单地予以解决。几何也一样。有了兴趣，上课就很专心，课堂上的知识

基本上是当堂消化。下课时杨乐就做那些题目。很快，其数学成绩就与同学拉开了距离，

考 100 分是很平常的事。 

杨乐当时发现书中的定理、名称许多是以外国数学家的名字命名，杨乐认为，中国

人也可以为数学发展作出贡献，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定理，也应该可以写在未来的数学

书上。 

1956 年，他考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当时还不满 17 岁。他在北大数学系读了 6 年。 

1962 年，杨乐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有幸成了熊庆来先生的弟子。华罗庚、陈省

身先生都当过熊先生的弟子。后来，华先生、陈先生都曾亲切地称杨乐为师弟。 

熊先生自称是“老马识途”，确实有道理。当时，有关函数的历史经典书籍文献足

有好几个书柜，单凭他和学长张广厚等人自己的摸索，会找不着门。熊先生只指定看一

本并不厚的书，仅一百多页，是函数值分布现代理论的奠基人所写。这本书确实是领他

们入门的 佳版本。其他类似的书有几倍的篇幅，水平远不如这本书。 

当然，书还需自己看。杨乐读书有个习惯，不会满足于只从表面上读懂弄通书本上

的那些定理，总要去揣摩定理创始人的思路。这办法挺管用，他与张广厚合作，研究函

数值分布论中的“亏值”和“奇异方向”课题，这是困扰国际上该领域达半个多世纪的

难题，国际数学界的许多优秀专家已经倾注了他们无数的精力。以往数学界只把“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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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奇异方向”作为两个互不相连的重要概念进行探索，他们则反其道而行之，终于有

了新收获。“亏值”和“奇异方向”虽构成一对矛盾，但其相互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

排异的，而是相互依赖、有机联系的。他们还解决了“亏值”和“奇异方向”方面的其

他难题。在“亏值”数目估计方面，国外数学家仅仅是在附加特殊条件下取得一些结果，

而他们却是在普遍条件下获得了准确的结果；对于“奇异方向”的研究，长期没有解决

“奇异方向”分布规律的研究，而他们的研究成果干净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长期悬而未决

的难题。 

遗憾的是，在十年浩劫期间，中国与世界的科学界之间恍若隔世。1964 年英国皇家

学会会员海曼提出的函数论问题，他们早已解决；1969 年区律欣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

的论文，其认知水平未能超过杨乐与张广厚 1965 年的论文。他在研究生期间发表在《中

国科学》杂志上的论文，尤其是有关幅角分布的论文，处于当时世界该领域的 前沿。

但由于中国与世界隔绝，他们的成果并不被国际同行立即认知。 

1978 年 4 月 13 日，在苏黎士国际函数论大会上，杨乐报告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被与

会的数学家称为“惊人的成果”。美国出版的一份有关数学研究的报告评价说，他们的

成果“既新颖又深刻”，与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一样是纯粹数学方面“第一流的工作”。

美国著名函数论专家区律欣也评价说：“杨乐与张广厚在北京领导着一个成果丰硕、欣

欣向荣的学派”。 

1977 年之后，杨乐应邀赴美、苏、德、英、日、瑞典、芬兰、瑞士、新西兰、以色

列等六十多所著名大学讲学，多次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在伦敦举办的国际函数论大会上，

他被推举为第一次大会的主席。少年时的梦想也终于实现，中国人杨乐的名字已经写到

了外国的数学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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