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诗善文的华罗庚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美 

华罗庚（L. K. Hua 1910-1985）作为一个中国数学家，他除了教研外，

没有其他特别的嗜好。 

他喜欢数学，在他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他就向他们解释数学的美丽。

在 1941 年，他在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当教授时，有一天为了躲日本人的空

袭，他和孩子躲在树林里。他问孩子：“你们觉得世界上什么东西最美？” 

他最小的孩子说：“玩具最美！” 

他的大儿子华俊东说：“当大夫！当大夫可以给人治病，病人的病被

医好后，他的心里最快乐。因此，长大了我也要当医生。” 

才十几岁的大女儿华顺说：“我觉得音乐最美！” 

华罗庚说：“你们讲得都对，玩具呀，给人治病呀，听音乐呀，都是

世上很美妙的事。可是，我觉得世上最美的还是数学。有人说，数学是上帝

用来书写宇宙的语言，这话是很有道理。我希望你们长大了能爱数学，学数

学。” 

热爱中国古文化 

华本身也热爱中国的古文化，除了念一些唐宋旧诗词外，自己也写诗。

我这里介绍他写的部分诗歌。 

在 60 年代初期，华罗庚为青少年写了一本通俗数学著作：《从孙子的

“神奇妙算”谈起》，他用他的一首诗作为序： 

“神奇妙算古名词， 

  师承前人沿用之， 

  神奇化易是坦道， 

  易化神奇不足提。 

  妙算还从拙中来。 

  愚公智叟两分开， 

  积久方显愚公智， 

  发白才知智叟呆。 

  埋头苦干是第一， 

  熟练生出百巧来， 

  勤能补拙是良训， 

    一分辛劳一分才。” 

他以一个只有小学程度的少年，靠自学，没有导师的帮助，对中学和

大学程度的知识进行研究，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他自己说他后来研究工



作中所以能够自如地运用任何初等数学部分，要归功于他早年对于初等数学

下的研究功夫。 

轻视困难和畏惧困难是孪生兄弟 

在 1955 年 3 月 1 日，他在《人民日报》写的《我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

体会》就说：“不轻视点滴工作，才能不畏惧困难。而不畏惧困难，才能开

始研究工作。轻视困难和畏惧困难是孪生兄弟；往往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

我看见过不少青年，眼高手低，浅尝辄止，忽忽十年，一无成就，这便是由

于这一缺点，必须知道，只有不畏困难、辛勤劳动的科学家，才有可能攀登

上旁人没有登上过的峰顶，才有可能获得值得称道的成果。所谓天才是不足

恃的，必须认识，辛勤劳动才是科学研究成功的唯一的有力保证，天才的光

荣称号是决不会属于懒汉的！” 

1946 年苏联科学院出版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英文版（原中文稿

给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丢失了，此书中文本是后来从英文转译回来的）。当时

数论大师维诺格拉多夫院士（Vinogradov）是数学研究所所长，还邀请他去

苏联访问。 

华罗庚去苏联的飞机在伊拉克的雪山顶上受困，山上寒冷，夜晚有饥

饿的野狼嚎叫。华罗庚请求当时在德黑兰的中国使馆帮忙，可是使馆的官员

却因他要到苏联去，而态度冷淡，不予援助。华罗庚气愤之下，写了底下的

这首诗： 

“我欲高飞云满天， 

  我欲远走冰塞川， 

  拔剑四顾茫然起， 

    锋芒直指霄汉间。” 

几天之后，他得到德黑兰的苏联大使馆的帮助，改乘一架运输机，到

斯大林格勒，以后在苏联访问三个月。 

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华罗庚在 1980 年 5 月 21 日回到他的故乡江苏金坛县中学演讲，他回

忆在抗战时的日子说： 

“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教授在前面走，穿了

个大褂子，要饭的跟在后面，跟了一条街，那位教授身上实在没钱，回头说：

‘我是教授！’要饭的一听就跑掉了，因为就连乞丐也知道教授身上是没钱

的。” 

“在那样的环境中，日本人的封锁，令国外的杂志到不了手。不但封

锁，而且还轰炸（有一次轰炸时，土一直埋到脖子，刚好剩下头没有埋在土

里面）。在那种困难之下，许多教授不得不改行了。有许多人想法子搞个护

照，到外国去。有的改行做买卖了，那是做买卖，跑到仰光。” 



“我们都住在昆明乡下，我住的是小楼上的厢房，下面养猪马牛。晚

上牛在柱子上擦痒时，我们的楼子会跟着摇晃。那时没有电灯，就找来了一

个香烟筒，摘一点棉花做灯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从 1940 年到 1943 年我

完成了《堆垒素数论》。” 

事实上，华罗庚一家来到昆明时，最初没有地方住，原清华大学的文

学教授和诗人闻一多把他在陈家营的屋子的一个套间屋给华罗庚一家六口

住，而闻一多一家八口则住在另外一间套间屋，两家当中用块帘子隔开。 

闻一多对《楚辞》很有研究，40 岁开始因抗战失利而留下长须，他发

誓要在抗战胜利之后才把他的一把美丽的胡须剃掉，“他住在乡下史家营的

时候，一家八口（连老女庸）光包饭就得要全部月薪的两倍。时常有一顿没

一顿的，时常是一大锅清水白菜加白饭。敌机绝馈以后，搬进城，兼了“昆

华中学”的国文教员，每月有一担米，一点钱，加上刻图章，勉强可以维持。”

（见吴晗：《哭亡友闻一多先生》。） 

华闻两家清苦的生活，因追求真理结下的深厚情谊，这是许多战后长

大的人不容易了解的，华罗庚的大女儿华顺还认闻一多为义父。华罗庚有一

首诗写他们这时的生活： 

“排布分屋共容膝， 

 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 

   专业不同心同仇。” 

华罗庚住的地方远离校区，左脚又跛行动不方便的他，进城上课只能

乘牛车，牛车只有左右两轮，各有一块长木板，乘客横坐在木板上，双脚下

垂两边，两手紧握木板，免于震动跌下，车是由农夫驾驶。 

华住的地方，屋顶盖瓦片，地面铺一层木板，高低不平，四周墙壁用

泥土及竹片筑成，窗户狭小，光线幽暗，楼下是猪马牛禽，骚嗅之味不绝，

一间长方形厅房及两小间卧室。厅房是客厅、餐厅并兼书房，华的书房只不

过是在屋角靠窗摆一书桌，桌面一半堆满书籍杂志和稿纸，墙上悬一块小黑

板作计算之用。 

危楼欲倒，猪马同圈 

他后来回忆说：“想到了 40 年代的前半叶，在昆明城外 20 里的一个

小村庄里，全家人住在两间小厢房里，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

于斯。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搞些破

棉花做灯蕊；为了节省点油，蕊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

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息。那时我

的身分是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则清汤之清，而高则未见也，高者，

高而不危之高也。在这样的环境中，埋头读书，苦心钻研……” 



生活太苦，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了生活，他还要改名换姓，到中

学去兼课。他的第三个孩子诞生时，他都没有钱送妻子去医院分娩。在家里

生下。他对妻子说：“我们家的钱又花光了！孩子就叫华光吧！” 

闻一多从 1944 年夏天开始，要刻图章来增加收入。他对华罗庚说：“我

的父亲是个秀才，家学渊源，我 24 岁时到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及纽约的艺

术学院学画，因此也学会了雕刻。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我竟

然会为了吃饭而被迫挂出了公开治印的招牌。” 

华罗庚对这时的生活，有诗存照： 

“寄旅昆明日， 

  金瓯半缺时， 

  狐虎满街走， 

    鹰鸟扑地飞。” 

重金收买闻一多的头 

抗战胜利，内战又起。闻一多搬到昆明西城的昆华中学住，华罗庚仍

住在陈家营，闻一多本来是一个恬淡的诗人学者，这时觉得不能在故纸堆过

活了，参加了“民主同盟”，也参加了学生的游行队伍“反饥饿，要民主”。

昆明城笼罩着不安，有人说：“要以 40 万元的重金，收买闻一多的头”。 

闻一多对华罗庚说：“有人说，我变得偏激了，甚至说我参加民主运

动是因为穷疯了。可是，这些年我们不是亲眼见到国家糟到这地步！人民生

活这么困苦！要不是这些年的颠沛流离，我们怎能了解这么多的民间疾苦？

我们难道这一点正义感也没有？我们不主持正义，就是无耻，自私！” 

挚友惨遭暗杀 

1946 年 7 月 11 日闻一多的好朋友李公朴被暗杀。7 月 15 日在云南大

学礼堂开追悼会，闻一多慷慨抨击当局的黑暗，散会后他的长子闻立鹤接他

回家时，父子惨遭暗杀。 

事件发生后，华罗庚正在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看到报纸上登载：

“昆明警局消息：15 日下午 5 时 30 分，联大教授闻一多，偕子闻立鹤，由

府甬道 14 号民主周刊社外出，北向行进之际，突被一穿青色衣服，一穿灰

色衣服之暴徒两人，开枪狙击，闻氏父子当即应声倒地，暴徒向钱局街方向

逃逸，岗警追捕不获，在肇事地点，检获大粒八弹壳一只，盒子枪弹壳三只。

当即将受伤之闻氏父子，送云大医院救治。闻一多腹部中弹多发，于送医院

途中毙命。其子立鹤共中弹五发，计脑部左右各一；大腿中弹三发，一腿已

断，不能言语。市警局闻讯即赶到出事地点查勘，随即加派干员，追缉凶犯，

分发省市府及警备总部严缉归案云。” 

事情来得突兀，令他热泪盈眶。他回想他离开昆明时，最后见闻一多，

还劝他保重。当时闻一多说：“要斗争就会有人倒下去，一个人倒下去，千

万人就会站起来！时势越紧张，我越应该把责任担当起来。‘民不畏死，奈



何以死惧之’，难道我们还不如古时候的文人？”果然闻一多以他的热血荐

轩辕，死时年仅 46 岁。华罗庚悲愤的写道： 

“乌云低垂泊清波， 

 红烛光芒射斗牛， 

 宁沪道上闻噩耗， 

   魔掌竟敢杀一多。” 

30 多年之后，华罗庚写纪念闻一多的文章里写：“作为一多先生的晚

辈和朋友，我始终感到汗颜愧疚。在最黑暗的时刻，我没有像他一样挺身而

出，用生命换取光明！但是，我又感到宽慰，可以用我的余生完成一多先生

和无数前辈的未竟事业。”在该文中，他写了这样的诗： 

“闻君慷慨拍案起， 

 愧我庸懦远避魔， 

 后觉只能补前咎， 

 为报先烈献白头。 

 白头献给现代化， 

 民不康阜誓不休， 

 为党随处可埋骨， 

   那管江海与荒丘。” 

在 1962 年 6 月 16 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华罗庚写了一篇题为《取

法务上，仅得乎中》的文章，勉励青少年应该早努力，学好本领。他以苏东

坡的爸爸苏老泉 27 岁发愤读书，成为一位大文学家的故事，勉励青年刻苦

学习，不要怕晚嫌迟。他写了这样的诗： 

“发愤早为好，苟晚休嫌迟，最忌不努力，一生都无知。” 

 

数学方法用在管理上 

1958 年，华罗庚被任命为北京西郊的科技大学副校长以及应用数学系

系主任。当时政府要科学家从研究所出来到实际生产中找课题，及应用他们

的理论到实际生产上去。华罗庚以前搞的是数论，多复变函数论、矩阵几何、

抽象代数，怎么将这些东西和实际联系呢？他最初翻看天文、物理书籍，对

其中一些数学问题进行研究。后来他觉得这样仍旧是理论联系理论，和实际

没有太大关系。后来他去访问工厂和农村，发现管理工作非常落后。因此他

产生是否能把数学方法用在管理上的想法。他就阅读许多国外的资料和书

籍，最后决定以统筹和优选学作为应用数学家的发展科学。并且他亲自到北

京郊区农村，研究用什么方法选打麦场最好，方便调度粮食的问题。他这时

写了这样的诗： 

“向在城市里， 

 今来大地边。 

 东风勤拂拭， 



绿满万顷田。 

规划处处用， 

数学入田间。 

移植谁之力， 

  靠党非靠天。” 

参加铁路建设，差点命都送掉 

1964 年 4 月左右，他收到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韩光的信，邀请

他到大西南去参加成昆铁路的建设，他已快 55 岁了，可是他毅然答应，想

走到下层去看看。他写了这样的诗： 

“时乎亦何速， 

 忽忽五十五， 

 快马不加鞭， 

 倏马化尘土。 

 五洲风雷激， 

 四海云水怒， 

 敌人正磨刀， 

 兄弟受煎苦。 

 主席光辉照， 

 群众干劲鼓。 

 五五正当年， 

 急行迈大步。 

 对党驯若羊， 

 对敌猛于虎， 

 甘作螺丝钉， 

 敢当降魔杵。 

 休辞行彳亍， 

 背篓攀云路， 

 鲁阳已挥戈， 

   酣战日正午！” 

成昆铁路是一个艰巨浩大的工程，要穿过四川云南的万水千山，工地

周围不是奇峰绝壁，就是虎狼出没的荆棘野地，这些工地的建设者除了要提

防猛兽的夜袭，也要提防一些土匪的突袭。 

华罗庚和他的助手在 1964 年秋天来到大西南地区工作，真是冒着生命

危险，几次发生意外差点命都送掉。他的腿不好，生活和工作比一般正常人

还困难，在山上大便，就要吃力地用手扒着山上的石头。他们要风餐饮露，

生活不能像在城市时那样好过，山上没有水洗澡，衣服长满了虱子，没有水

洗，临睡觉前把衣服抖一抖，虱子成片的掉下来。这种日子并不好过。 

华罗庚和他的助手必须用最浅显的语言，对完全不知道数学的工人讲

解，对没有太多知识的青年讲解统筹法真是不容易的事。华罗庚很坦诚的说：

“同志们！坦白地说吧！用统筹法能不能提高效率，现在我还没有把握。在



北京电子管厂我们搞了八个月的试点，最后失败了。这次，我是抱着向工人

同志们学习的想法来。过去，我教书的时候总是夹着一本书，如果不夹书，

我的肚子里也有一大本书。现在，搞应用数学，我还是刚刚开始学走路，如

果大家一定让我讲的话，我的讲稿只有几页。” 

一些人听了就对他说：“好就好在你的讲稿只有几页纸，不然的话，

工人怎能有时间听你长篇大论呢？如果再等三五年盖起数学大楼，工人念完

三五年大学再听你的课，铁路竣工要等到哪一年？” 

错误的数学，导致阶级兄弟伤亡 

他就这样在荒山野地和学生开课，到处奔波六个多月，要把数学交给

广大的群众。在 1965 年 12 月 4 日，他在《人民日报》写文章说，如果他是

安于现状，可以在书斋里清茶一杯，香烟一枝，钻研自己所喜欢及擅长的数

学问题，管他四海翻腾，五洲风雷，每年写上几篇论文，把自己所长的知识

无保留地交给下一代，就可以安然自得，没有遗憾。他说：“在实际工作中

我亲眼见到了错误的数字可能导致阶级兄弟的伤亡，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

往往一位阶级兄弟、革命战士不惜牺牲性命以求的东西，就可能是我们计算

时所忽略的小数点后第二位。这些体会是在书斋里、教室里如何设想也设想

不到的东西，但在一滴水投进大海的时候，它就会发现要求变了，不再局限

于如何不使自己干涸的问题，而是服从沧海的要求了。” 

被江青点名批判 

华罗庚到工厂、农村去推广“双法”，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江青就

曾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判华罗庚，说他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张春桥还

认为推广优选法的科学纪录片是“引导青年人崇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

且还说优选法不是科学。姚文元指令报刊不准宣传优选法，及扣压华罗庚的

文章。华罗庚和他的小组于 1966 年的一天在中国南方推广“双法”时，被

一封加急电报叫回北京，有关方面宣布不许他们再出去推广“双法”的“禁

令”。 

在科学院，“四人帮”一个女爪牙有一次约华罗庚谈话。这个女爪牙

时常缠着华罗庚，华到西安，她也到西安，华回北京，她也到北京。她一会

儿说华不讲路线，以目乱纲；一会儿说，华的小分队不要党的领导，可是华

却有铮骨不愿屈服。这次女爪牙又有毛病捉了，她对华说：“有些方法，外

国有人说它对，中国就有人说对，而你为什么能看出它的毛病呢？” 

华知道面对这个浅薄女士讲科学是讲不通的，就念了一首唐诗，并问

她：以下这首唐诗共二十个字有没有错？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挥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这女爪牙说；“这是唐诗，我念过，看不出错来！” 



“是啊，这首诗是没有人说过它错。但是，塞外的北方下大雪时，还

会有大雁飞吗？现在我不是看出它的错吗？那样复杂的数学问题怎么就会

没有错？错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指出来呢？为什么不准有我们自己的解释

呢？来，让我把这首诗改为： 

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归。 

  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 

可是“四人帮”还是不死心，对华和他的小组制造一些谣言：“华罗

庚搞优选法是游山玩水，沽名钓誉……他们是一群蝗虫，去到哪里吃到哪

里。”“华的小分队不要党的领导……”“华罗庚剽窃陈景润的工作。” 

“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 

华罗庚的手稿被盗，而且有人准备批斗他。1970 年 3 月 4 日周恩来发

出“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的批示。 

华罗庚有一首诗讲他从事推广“双法”的感受： 

“我对生产本无知， 

  幸得工农百万师， 

  吾爱我师师爱我， 

    协力同心报明时。” 

1972 年冬天，华罗庚被大庆油田聘请担任科学技术顾问，心中高兴写

了下面的诗： 

“同是一粒豆，两种前途在。 

 阴湿覆盖下，养成豆芽菜。 

  娇嫩盘中珍，聊供朶 快。 

 如或落大地，再润日光晒。 

 开花结豆荚，留传代复代。 

   春播一斛种，秋收千百袋。” 

可是这样的思想不是那些喜欢阶级斗争、唯恐天下不乱的“四人帮”

分子所喜欢，华罗庚的小组去到那里推广“双法”就有科学院“造反派”的

头头派人追随，时常提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来为难华罗庚，如：“老华，你为

什么一定要搞优选法？别人用了很久的东西你为啥不搞？”“老华，你的提

法有问题。什么学理论，抓路线，促大干，搞优选……优选法怎么能和路线

相提并论呢？这是以目乱纲呀！” 

“休道她，势大欺人多显赫……” 

写了《病中斗》一诗： 

“我身若蒲柳，难经九秋风。 

 打击不算大，狼狈如转蓬。 



 几为仇者快，几为亲者痛。 

   幸赖群众力，始能顶妖凶。” 

他对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是深恨痛绝的，曾写了这样的词：“休道她，

势大欺人多显赫，下场头，纸船明烛照天烧，不怕风狂雨骤浪滔滔，显今日，

还俺留病榻上，论斗志，早已直上九重霄！” 

他因心肌梗塞留在医院休养六星期，离院时写了意气风发的诗： 

 “呼伦贝尔骏马， 

  珠穆朗玛雄鹰， 

    驰骋草原志千里， 

    翱翔太空意凌云， 

一心为人民。 

 壮士临阵决死， 

 那管些许伤痕， 

   向千军老魔作战， 

   为百代新风斗争， 

 慷慨掷此身。” 

1976 年“四人帮”倒台，华罗庚和许多遭受文革劫难的人们一样的高

兴，振笔写道： 

“春风吹绿了大地， 

原野上万马奔驰， 

    与其伏枥而空怀千里， 

    何如奋勉而追骐骥。” 

简单推广工作，大才小用 

有人觉得华罗庚不好好地搞自己专长的数论，而去作一些“简单的数

学的推广工作”，未免是大才小用，流于浮浅，而且是浪费生命。华罗庚有

一首诗，可以作为对这种看法的最好回答：“杜甫有诗古柏竹，他为大树鸣

不平， 

 

 

 

 

 



我今为之转一语， 

此树幸得到门庭， 

苗长易遭牛羊践， 

材成难免斧锯侵， 

怎得参天二千尺， 

端赖丞相遗爱深， 

树大难用似不妥， 

大可分小诸器成， 

小材充大倾楼宇， 

大则误国小误身， 

为人休怪做小事， 

小善原是大善根， 

 自负树大不小就， 

   浮薄轻夸负此身。” 

在 1979 年，他指出：“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

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这是我对自己的鞭策，也可以说是我今后

的打算。”而且他也表白：“我的哲学不是生命尽量延长，而是工作尽量多

做。” 

1979年6月13日华罗庚正式成为共产党员，当时他在英国作学术访问。

知道这消息之后，他写了给邓颖超的《破阵子·奉答邓大姐》的词： 

“五十年来心愿， 

  三万里外佳音， 

    沧海不捐一滴水， 

    洪炉陶冶砂成金， 

四化作尖兵。 

    老同志，深愧作， 

    新党员，幸勉称， 

    横刀那顾头颅白， 

     跃马紧傍青壮人， 

  不负党员名。” 

    另外在《外一首》他写道： 

        “老实、苦干、拼命干， 

党员本色。 

          空话、大话、奉迎话， 

科学罪人。 

  实践明真理， 

  历史证忠贞。 

      聚砂成塔塔不固， 



    长城那能一夕成， 

  所赖在坚韧。” 

让年青人踏着我们的肩膀，攀登世界科学的高峰 

华罗庚自觉来日无多，在一次的全国科学

大会上说：“我要让自己的双肩都发挥作用。一

肩挑起送货上门的担子，把科学知识送到工农群

众中去；一肩当作人梯，让年轻人踏着我的肩膀，

攀登世界科学的高峰！” 

他在以后的时间写了《数学方法与国民经

济》一书，以下面的词当作序言： 

“只管心力竭尽，哪顾为争高低， 

人民利益为前提，个人成败羞计。 

学龄已过六十，何心重辟新蹊。 

贾藏，乘桴，翼天齐，奢望岂成所宜。 

沙场暴骨得所，马革裹尸难期， 

滴水入洋浩无际，六合满布兄弟。 

祖国中兴宏伟，死生甘愿同依， 

明知力拙才不济，扶轮推毂不已。” 

他的身体不好，但是心中却是想要赶快做事，他写道：“成行难彳亍，

岂甘伏枥哀。驰骋绝广漠，腾跃越崖嵬！” 

1980 年 8 月 3 日，他来美国参加第四届国际数学教育会议，然后在其

他地方访问半年多。在旅美期间，他写一首诗给他以前在西南联大时的同乡

及朋友沈煌，在诗中表示了他“活到老，学到老”以及愿意将自己所知普译

天下的精神。 

“30 年前归祖国， 

而今又来访美人， 

十年浩劫待恢复， 

为学借鉴别燕京。 

愿化飞絮被天下， 

岂甘垂貂温吾身， 

一息尚存仍需学， 

寸知片识献人民。” 

为数学，鞠躬尽瘁 

回来中国之后，他又不顾自己已是达到古稀之龄的人。到各地去传经，

结果 1982 年秋他在淮南煤矿又患了心肌梗塞，被送回北京医院医治。他实

在是一个不能闲的人，在他 74 岁时，他写了《述怀》一诗： 



                        “即使能活一百年， 

36524 日而已。 

而今已过四分之三， 

怎能胡乱轻抛， 

何况还有 

老病无能为计。 

若细算，有效工作日， 

在 2000 天以内矣。 

搬弄是非者是催命鬼， 

谈空话者非真知己， 

少说闲话， 

少生闲气， 

争地位，患得失， 

更无道理。 

学术权威似浮云， 

百万富翁若敝屣， 

为人民服务， 

鞠躬尽瘁而已。” 

1985 年 6 月 3 日华罗庚飞日本访问，他希望到日本之后，能了解日本

把数学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用在经济管理和经济决策的经验。结果在 6 月

12 日于东京大学的日本数学会的学术报告会上，心脏病发作，倒在讲坛上。

原来演讲只是 45 分钟，而主持人怕他身体不好，为他准备轮椅，可是他却

一直站着讲。讲了 45 分钟，他还对大会主席说：“演讲规定时间已经超过，

我可以延长几分钟吗？”结果讲了一小时五分钟，讲完倒下失去知觉，果然

是鞠躬尽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