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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罗庚 1910 年 11 月 12 日诞生于江苏省金坛县．1985 年 6 月 12 日于日本东京

病逝．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数论、函数论、应

用数学． 

一、生平和事迹 

 

  1910 年 11 月 12 日，华罗庚出生在江苏省金坛县．他的父亲叫华瑞栋，人称华

老祥，原是江苏省丹阳县访仙桥人，后来搬迁到金坛定居．华老祥 13 岁时就开始做

学徒，学做生意，小个子，精明能干．后来自己筹资开了一个小店，赚得钱后，又

开了一个中等规模的店，最后则开了一家大店．有了钱之后，华老祥就不像以前那

样刻苦了，逐渐吃喝玩乐，不再亲自过问店里的事，终于发生了一场大火，把大店

烧个精光，中店也倒闭了，只剩下一个小店． 

  华老祥的小店叫“乾生泰”，座落在金坛大桥之东．那里一共有五家小店，从

桥上走下来，为首的是一家窑货铺，然后是水果店，“乾生泰”，米行与烟店．“乾

生泰”实际上是个代 店．冬天卖棉花，夏天卖丝，从中拿点佣金．华老祥只要用

手摸一下棉花与生丝，就知道它们属于什么等级，值多少钱一斤．这个店还兼卖一

些日用杂货，如棉线、香烟、火柴、蜡烛、香之类的小东西．买香烟的人很穷，常

常每次只买一支烟，还要用店里的香点一下火．包括房产在内，“乾生泰”的资本

为 500 元左右． 

  华老祥在家里遭到火灾之后，变得更加迷信．他在 40 岁时，生了一个儿子，这

就是华罗庚．在这之前，华老祥已有一个女儿叫华莲青．华罗庚出生时，华老祥正

背着一个箩筐回家，听到孩子出生，老来得子很高兴，于是将箩筐一放说：“放进

箩筐避邪，同庚百岁，就叫罗庚吧．” 



  华罗庚的小学是在金坛启明小学度过的．在他念小学的时候，金坛还没有初级

中学．金坛有一个知识分子叫韩大寿，将他家的 50 亩水田卖掉，办了一个初级中学，

名叫金坛初中．金坛初中创办那年，华罗庚小学毕业，他幸运地进了这个初中，成

为第一班的一个学生．这个班共 8个学生，三年后，毕业时共 6 个学生． 

  华罗庚从小非常贪玩，他把一个小凳子打一个洞，穿上一根绳子当马骑，长大

一点又把柜台当马骑，再大些，喜欢看戏．戏班子在金坛演完戏走了，华罗庚也跟

着他们走，累了他就躺在野地里睡觉，经常弄得家里人找不见他而着急，所以人们

又叫他“罗呆子”．华罗庚初中时的数学老师叫李月波，他并不欣赏华罗庚的数学

才能，每次考试只给华罗庚六十几分．华罗庚从初二开始，学习成绩才有所好转．1925

年他以全班第二名初中毕业． 

  由于家境贫寒，华老祥无力让华罗庚继续升高中．经过努力，华罗庚考取了由

黄炎培等主办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商科．华老祥除需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外，家

里还住有三个侄儿，两个侄女，一直帮助他们到结婚成家为止，因此家境愈益困窘．仅

仅为了家里拿不出 50 元的学费，华罗庚不得不放弃还差一学期就毕业的机会，弃学

回金坛帮助其父经营“乾生泰”小店． 

  这时华罗庚已对数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那时有一个留法学物理的青年叫王维

克，回到金坛，执教于金坛初中，他欣赏华罗庚的数学才能，并借书给华罗庚看．一

共只有一本大代数，一本解析几何，一本 50 页的微积分．华罗庚边站柜台，边用零

散时间学习数学．家里人都说他在“看天书”．为了怕他看书影响做生意，华老祥

多次要撕掉他的“天书”． 

  1927 年，华罗庚与金坛吴筱元女士结婚．吴筱元的父亲曾就读于保定军官学校，

在吴筱元 5岁时不幸过世．在她结婚时，其家境比华罗庚家更加贫困．次年生女名

华顺，以后他们又有了三个儿子华俊东、华陵与华光．接下去是两个女儿华苏与华

蜜． 

  1928 年，华罗庚就职于金坛初中，任会计兼事务．实际上，包括打铃、打扫卫

生等．这时王维克想提拔他一下，准备让华罗庚任初一补习班数学教员．刚有一个

计划，金坛就发生了流行瘟疫(大概是伤寒)．华罗庚的母亲染病过世了．华罗庚也

染病卧床 6个月．曾发高烧昏迷不醒，医生断言已无救．后来由于用了原来的中药

处方而意外得救．由于缺乏医学常识，华罗庚卧床 6 个月未翻身，病虽痊愈，但他

的左腿残废了．走路时要左腿先划一个大圆圈，右腿跨一小步．有人嘻称他按“圆

与直线”行走． 

  华罗庚病愈后，家境更贫寒．幸得王维克帮忙，让他在金坛初中补习班教书．刚

教了一个月，王维克校长就被人告了一状，说他任用不合格教员华罗庚．王维克是

留法的，屈就金坛初中，本觉委曲，有人告他，他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继任校长为

韩大受，他委任华罗庚为会计，总算没有失业． 

  1926 年，上海《学艺》杂志(10 卷 10 期)上有一篇苏家驹的文章“代数的五次

方程式的解法”．习知一般五次以上代数方程的根是不能用系数的四则运算及根式

来表示的，这已由阿贝尔(N.H.Abel)于 1816 年证明．苏家驹当时是知道这件事的．由

于他自以为得到了一个可解的“证明”，又未发现错误而发表该文．华罗庚当时也



已知道阿贝尔定理，他找到了苏家驹文章中的错误．他于 1930 年在上海《科学》(15

卷 2 期)上发表了文章“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理由”，指出苏文

中有一个 12 阶的行列式计算错了．这是华罗庚发表的第二篇文章，他的第一篇是讨

论斯图姆(J.C.F.Sturm)定理的，发表于 1929 年《科学》14 卷上． 

  华罗庚的论文引起当时的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的注意，他认为华罗庚有

天才，有培养前途．使熊庆来纳闷的是从未听说过数学界中有一个华罗庚．后来，

熊庆来从系里一个教员金坛人唐培经那里打听到华罗庚的情况．经熊庆来推荐，华

罗庚于 1931 年来清华大学任数学系助理，管管图书、公文、打字，也兼办杂事，如

通知教员开会等．在清华大学，华罗庚如鱼得水，拼命学习数学．至 1933 年，华罗

庚的水平与能力已为大家所认识．系里欲聘任他为助教，但又碰到同样的资格问

题．为华罗庚的升迁问题，理学院开会讨论，不少教授如叶企荪等仗义执言，认为

清华大学出了个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应该因资格问题而限制人才使用，由此他被

破格提升为助教，一年后授微积分课．1934 年他又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

乙种研究员．1935 年，他被提升为教员． 

  华罗庚在清华大学期间，除对高等数学基础知识全面认真学习外，特别致力于

数论的学习，例如希尔伯特(D.Hilbert)的“数论报告”(Bericht üher die Theorie 

der algebraischen zahlkorper，1897)与朗道(E.Landau)的《数论教程》(共三

卷)(Vorlesungenüber Zahlentheorie，Band Ⅰ，Ⅱ，Ⅲ，1927)等名著，他都已融

会贯通．那时他致力于华林问题及其有关问题的研究．他的工作曾得到清华大学数

学系教授杨武之的指点与帮助． 

  1936 年左右，法国著名数学家阿达玛(J.Hadamard)与美国著名数学家维纳

(N.Wiener)来清华大学系统讲学．好学而勤奋的青年华罗庚深深地感动了他们两

人．他们非常器重华罗庚．华罗庚从他们的讲学中深受教益．阿达玛向华罗庚指出，

维诺格拉多夫(И.М.BИHOГРaДОВ)对华林问题的研究非常出色，是这个问题

研究的主要方向，从此华罗庚进入了研究堆垒数论的主流．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中，

华罗庚的工作受到维诺格拉多夫的影响．华罗庚从维纳那里学到大量傅里叶分析的

知识与技能，这与他以后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清华大学时，数学系有青年陈省身、许宝騄、柯召、吴大任、段学复等，物

理系有王竹溪、赵九章等．华罗庚跟他们时常研讨问题，互相切磋． 

  1936 年，维纳将华罗庚推荐给英国剑桥大学著名数学家哈代(G.H.Hardy)，信

上盛赞华罗庚是中国的拉马努金(Ramanujan)．华罗庚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每年

1200 美元的乙种补助，以一个访问学者的身份去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哈代与李特伍

德(J.E.Littlewood)都很赞赏华罗庚，保证两年可以给华罗庚博士学位．但他却表

示：“我来剑桥大学是为了求学问，而不是为了学位．” 

  华罗庚在剑桥大学时，哈代正在美国．那时，剑桥大学颇集中了一批优秀年青

数学家，如海尔布伦(H.Heilbronn)、达文波特(H.Davenport)、埃斯特曼

(T.Estermann)、兰金(R.A.Rankin)与蒂奇马什(E.C.Titchmarsh)等人．他们互相切

磋．华罗庚很快成了他们的好朋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帮助． 



  这时华罗庚致力于解析数论，特别是圆法与三角和估计的研究．他的工作水平

有了实质的提高．例如关于完整三角和估计，华林问题与仆罗黑(E.Prouhet)问题(或

仆罗黑-塔利(G.Tarry)问题)等的重要研究，经过半个世纪的考验，他的论文已成为

众所周知的经典文献．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华罗庚于 1938 年毅然回到云南省昆明市．鉴于他的学

术水平与才华，不少大学争聘他为教授．他应清华大学之聘任正教授，在位于昆明

市的西南联合大学(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联合组成，共同招生，各校自

聘教授，三校研究生自由选课与参加讨论班)执教．这时他虽然仍继续其数论研究，

并完成他的专著《堆垒素数论》，但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已从数论转移，他致力于群

论、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个复变数函数论的研究．围绕这些学科，华罗庚

与其他数学家一起倡导并主持了各种讨论班．参加过他的讨论班而以后闻名的数学

家中有段学复、闵嗣鹤、樊 、徐贤修、钟开莱与严志达等人，还有优秀青年王湘

浩、孙本旺、彭慧云、田方增、徐利治等听过他的课．这时华罗庚的研究领域已从

数论向很多领域开拓，并取得卓越的成就． 

  1946 年 2 月至 5 月，华罗庚应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对苏联作

了广泛的访问． 

  由于美国原子弹的震撼，国民党军政部部长陈诚、次长兼兵工署长俞大维，欲

建立国防科技，乃经由曾昭抡邀华罗庚与吴大猷去重庆商谈．他们向陈诚、俞大维

陈述我国科学落后，应由培养人才入手．陈诚、俞大维采纳此议，由军政部资助两

年费用，由华罗庚、曾昭抡、吴大猷率优秀青年学生孙本旺(数学)，朱光亚、李政

道(物理)，唐敖庆、王瑞駪(化学)一行于 1946 年 7 月初由上海乘船去美．8 人抵美

后即各自分赴各处． 

  在美国期间，华罗庚首先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做研究工作，又在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数论课．那时在普林斯顿有段学复、闵嗣鹤(数学)、张文裕、吴健雄、袁家

骝(物理)、梁守榘(化学)、尤桐(考古)等，可谓盛极一时．1946 年底，华罗庚在美

国治疗腿疾开刀，他的腿治愈后，基本上可以正常行走．1948 年春，华罗庚应伊利

诺伊大学之聘，任正教授直至 1950 年 2 月回国为止．华罗庚在美期间，在数论、代

数与复分析方面都继续作出大量的卓越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华罗庚就率全家于 1950 年 2 月乘船，途经香港于 3

月 16 日回到北京，执教于清华大学数学系，并筹备成立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2

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由于原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及其图

书均迁至台北，再加上美国封 ，可谓困难重重，一切需重新开始．1955 年，华罗

庚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数理化学部副主任． 

  早在 1946 年，华罗庚就指出：“我国将来数学研究所的工作，似乎不应当只偏

重于纯粹数学或纯粹数学的一部分而已．”建所之初，按上述蓝图，广泛网罗人才，

生气勃勃，工作进展神速．数学所先设有数论(华罗庚、越民义、王元、许孔时、吴

方、魏道政)与微分方程(吴新谋、秦元勋、王光寅、丁夏畦、邱佩璋)两组，相继成

立了代数组(华罗庚、万哲先)，函数论组(华罗庚、陆启铿、龚昇)，拓扑组(吴文俊、

张素诚、孙以丰)，泛函分析组(关肇直、田方增、冯康)，数理逻辑组(胡世华、唐

稚松、陆钟万)，概率统计组(王寿仁、张里千)，理论物理组(张宗燧、戴元本)，力



学组(庄逢甘、林鸿荪、罗时钧、沈元、李敏华、胡海昌)，计算机设计组(闵乃大、

吴几康、夏培肃)．熊庆来于 1957 年回国，函数论室加设单复变函数论，杨乐、张

广厚是熊庆来晚年的研究生．华罗庚在见到厦门大学青年陈景润关于塔利问题的一

篇文章后，认为他有培养前途而将他调来数学所工作．华罗庚领导了“数论导引”

与“哥德巴赫猜想”两个讨论班．他还领导了多个复变数函数论与代数方面的工作．除

此而外，他曾建议关肇直、田方增研究赋范环论，建议冯康研究广义函数论．数学

所还向全国开放，来所工作过的有李国平、李修睦、梁之舜、张远达、钟同德、林

坚冰、严士健等．得益于在数学所期间的工作而成为学部委员者近 20 人．华罗庚写

成《数论导引》(1957)，《多复变数函数论中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1959)，《指

数和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1963)与《典型群》(与万哲先合作，1963)四本专

著．这个阶段，华罗庚的主要研究工作为定出四类典型域上的完整正交系．这项工

作得到 1956 年颁发的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52 年，毛泽东主席会见华罗

庚时，曾希望他培养出一些好学生来．建所后，华罗庚十分注意培养学生，他在撰

写专著的过程中，总是组织讨论班，对他所写的材料加以讲述、讨论与修改，使学

生在实践中学会做研究，提高独立工作能力．华罗庚还注意数学知识的普及工作，

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介绍治学经验与体会的文章．从 1956 年开始，华罗庚即在中国

倡导高中学生的数学竞赛活动，为此他为中学生写过五本通俗易懂的小册子．总之，

从 1950 年至 1957 年，华罗庚的一切工作都得到从政府到数学家的广泛支持，工作

成效十分显著．华罗庚高瞻远瞩，始终保持对苏联与西方先进数学的学习．这期间，

他不断致力于争取华裔数学家回国工作． 

  1957 年，华罗庚与曾昭抡、钱伟长、千家驹、童第周就科技问题在《光明日报》

上联名发表文章，提了意见．这一具有良好愿望的正确文章，竟被说成是所谓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曾昭抡与钱伟长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华罗庚、千家驹

与童第周虽然得到保护而免遭划为右派，但仍受到多次“批判”．接着，1958 年，

《人民日报》登载了武汉大学批判数学系讲师齐民友的所谓“走白专道路”的文章．由

此在全国掀起了“拔白旗运动”，华罗庚又作为数学研究所的重点批判对象，他与

一些正直的数学家被剥夺了发言权． 

  1962 年，华罗庚以极大的勇气来整顿数学研究所，他倡议在数学所的研究实习

员中进行一次基础课考试，成绩及格者一律提升，成绩太差者调出数学所工作．经

过这次整顿，数学所又逐渐走上正轨，开始有了一线生机．华罗庚还在数学所开辟

了一个“练拳园地”，出题目给大家做，以提高对数学基础知识的掌握．但好景不

长，从 1964 年开始，又在向“左”转了．华罗庚的一系列正确做法，被说成是所谓

“考，提，调”三板斧，是砍向“革命群众”的三板斧，是“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这

使他被迫完全离开数学研究所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华罗庚早在 1958

年就被任命为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但他的工作重心一直在数学所．1964

年随华罗庚去科技大学工作的有龚昇、王元及研究生钟家庆、冯克勤、陆洪文、孙

继广等人．华罗庚在科技大学期间写成《高等数学引论》． 

  从 1958 年开始，华罗庚的数学研究工作明显放慢了速度．他致力于数论方法在

近似分析，特别是在多重定积分的近似计算中的应用的研究(与王元合作)及混合型

偏微分方程的研究．至 1965 年，华罗庚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数学方法在工业上的普

及应用方面．他选择适合中国工业实际水平的“优选法”与“统筹法”(简称“双法”)

普遍加以推广应用．他与陈德泉、计雷等人一起，近 20 年间，足迹遍布中国 20 多



个省、市、自治区的厂矿工交企业，给工人讲课，既普及了数学知识，又取得很好

的经济效益，影响颇深远． 

  1966 年，爆发了持续 10 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浩劫．华罗庚的家被查抄过

好几次，手稿散失殆尽，至今没有下落，使不少工作无法再继续进行．他被贴了不

少大字报，充满了造谣与人身攻击．华罗庚遭到几次批判斗争，且被“罚”打扫数

学所的厕所．这一情况至 1967 年即告终止，他可以安静地呆在家里，甚至可以出去

普及“双法”．较之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华罗庚可算是个幸运儿了．他受到

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照．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就给华罗庚写

过两封亲笔信．在毛泽东去世前，他还为华罗庚写过一个批示．1970 年 3 月 4 日，

周恩来给他派驻科学院的联络员刘西尧批示要保护华罗庚，追查华罗庚被窃手稿，

发还被数学所封存的华罗庚的文物等，另将华罗庚的工作关系由科学院转去人大常

委．每当谈起毛泽东与周恩来对他的保护，华罗庚总是满怀感激之情． 

  当华罗庚在各省普及“双法”时，科学院有个造反派头头常跟着他去捣乱，胡

说什么“华罗庚将优选法与路线相提并论，是以目乱纲”，“华罗庚的普及工作不

要党的领导”，还说什么“华罗庚不学无术”，“华罗庚游山玩水’等等．这使他

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1975 年，华罗庚在东北得了心肌梗塞，差一点送了命．虽经

治疗免于死，但终究种下了致命的病根．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从 1979 年开始，中国执行开放政策．在华

罗庚的朋友与学生的协助下，华罗庚完成专著《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

合作，1978)，《从单位圆谈起》(1977)，《优选学》(1981)，与《华罗庚论文选集》

(Hua Loo Keng，selected papers，1983)．他还以学者身份，三次较长时间出国讲

学．1978 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0 年，数学研究所分成数学所、应

用数学所与系统科学所．华罗庚除担任数学所所长外，还被任命为应用数学所所长，

直至 1983 年底为止．1979 年，法国南锡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以后香港中文

大学(1983)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1984)也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他还被选为美国科

学院院士(1982)，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3)与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1985)．而

华罗庚此前只有初中毕业的文凭，直到这时，他才有了初中毕业以上的学历．那些

年，华罗庚仍积极工作，他想多做些事，将失去的光阴补回来，但终究年迈体弱，

力不从心了，更何况他曾患过心肌梗塞病．1985 年 6 月 12 日，华罗庚在日本东京

大学作完演讲，由于心脏病突然发作而去世． 

  除作为数学家生涯外，华罗庚还很积极地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华罗庚从小抱着

救国救民的强烈心愿，曾想在政治上寻找出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加入了国

民党，常到工厂同工人开会．以后，目睹国民党变质，绝口不再提这件事．继“九

一八”事变之后，华罗庚日益同情并投身于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1938 年，他在昆

明时，与左派教授闻一多、吴晗、费孝通与楚图南等都有交往．华罗庚与闻一多两

家还是同居一室，中间隔一布帘的患难之交．这时期，闻一多对华罗庚颇有影响，

使他站在争取民主自由一边．华罗庚还常和左派学生来往，并阅读一些马列主义书

籍．另一方面，华罗庚和国民党中某些人士俞大维、朱家骅、蔡孟坚等，私交颇笃．他

与蔡孟坚一起参加过中央训练团，并得到蒋介石会见．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华罗庚

对国民党愈来愈失望．特别在闻一多遭杀害后，他悲愤万分．在美国期间，华罗庚

常与中国左派学生一起，并在他家经常集会，与会者有严东生等．他们密切注意国

内形势、战争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他即毅然率领全家，回到北京． 



  建国后，华罗庚担任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

席，他还是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1979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作者简介 王元 1930 年 4 月生于江苏镇江．1952 年浙江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国

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研究员．曾任数学研究所所长．现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数学会理事长，《数学学报》主编．在数论方面颇多建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