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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民义先生 1920 年 6 月 22 日出生于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镇吉林村一贫穷农家，

祖父早逝，父亲不足十岁便去放羊，十几

岁时靠给别人家挑运东西挣些工钱，以维

持生计，到二十几岁结婚成家时地无一垄，

仅两间简陋茅屋用以安家，房屋的墙壁还

是用玉米杆编扎而成。父亲当时租种了别

人两亩地，农闲时外出挑米去贵阳城里贩

卖，返回时买回盐巴，在花溪镇赶集时卖

出，挣些薄利。多年的辛勤劳作，省吃俭用，

一、 艰辛童年

到越民义先生出生时，父亲四十多岁，家

中已置下几亩田地，也有了一些积蓄，一

家人的生活稍稍宽裕一些。

上世纪二十年代国内政治局势混乱，军

阀割据，社会矛盾尖锐。贵州省的经济比较

落后，社会动荡，强人出没，啸聚山林。在

他不足四岁时，正值春荒时节，一天黎明，

村里人大都还在晨睡中，父亲习惯于早起，

已经下地劳作，一股土匪突然袭来，父亲最

早发现后大声呼喊村里人躲避，但自己却未

韩继业     徐大川

中国运筹学的泰斗
                   ——越民义教授

越民义教授是中国运筹学的开拓者和带头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曾担任应用数学所副所长，中国运筹学会理事长，《应用数学学报》主编和《运筹学学报》主编等。他初受

教于陈建功教授和苏步青教授，研究函数论 ；后成为华罗庚教授的助手，从事数论研究。1958 年遵照国家需求，转

入新的学科领域——运筹学。他在运筹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曾获得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1981 年和 1987 年两

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87 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2008 年中国运筹学会科技一等奖。今年（2015）他已

逾九十五高龄，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耳聪目明，身体健康。笔者作为他的同行和朋友，特撰写此文，以祝福

越民义先生九十五寿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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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逃脱，被土匪抓住。村里大部分人因听到

呼喊而躲开土匪的抢劫，加之附近的军警也

闻讯赶来，土匪只得逃窜，抢得的财物不多。

父亲因此被土匪杀害。家庭突遭此横祸，他

的母亲在沉重打击下倔强地把支撑家庭养育

子女的重担肩负起来。   

父亲去世后，母亲既忙于农活，又要操

持家务，家里生活很是艰辛。他稍大一些，

也干些力所能及的劳作，以减轻母亲的负担。

他在童年时期，遭遇到一般儿童没经过的灾

难，也经受到更多的磨练，增强了克服困难

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村里请来一位私塾

先生。母亲因为他的父亲识字不多，记账有

困难，发生过纠葛，便把他送去上学。当时

他还不满六岁，按规定不能被接受。由于私

塾老师要求收满十名学生才开班授课，所以

他被收下了。私塾设在一间狭小屋里，十个

孩子中他最小，大的孩子有十多岁，文化程

度很不齐。老师上课，先教这几个孩子念书

背书后，又教另外几个孩子识字写字，书本

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

书》、《五经》。越民义先生在这个小私塾里

开始显示了他的早慧。他很用功，记性也好，

读书成绩好，进步很快，半年就学完了一般

需要一年学的功课。老师对他非常爱护，因

材施教，给他特别安排新的学习功课。第一

年上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因他姐夫的父亲

是贵阳市的私塾老师，第二年他转到贵阳市

去读私塾，一连读了三、四年。在他十一、

二岁时已经学过《四书》及《诗》、《书》、《易》

等儒家经典，并能背诵。这时母亲正欲安排

他将来的出路，姐夫让他以后报考邮局的“邮

务佐”（收发邮件的办事员），将来退休后还

有退休金，是当时社会平民的风险最小的谋

生之路。但邮务佐必须是小学毕业才能报考。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省城贵阳，新式小学校已

有多所。他到附近的小学去报名，接待老师

见他的国文和书法的水平已达小学高年级，

但算术却一无所知，就让他插班到二年级。

他后来感觉到 ：他的五年小学实际上学到的

只是算术和常识。

在他上小学的五年间，贵州省的新式教

育已有了不小的发展。社会上对于教育程度

的要求也提高了。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他在

小学毕业后又考上了初中，继续上学。1937
年在他上初中三年级时，卢沟桥事变发生，

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日寇大举侵犯华北

和华东沿海地区，生灵涂

炭，沦陷区人民颠沛流

离。沦陷区大城市许多

中学教师千里跋涉，流

亡到贵州，有些进入贵

州的学校担任教职。他

们一般比贵州教师在学

识上要高，教育理念也

较先进。1938 年越民义

先生考入贵阳高中。贵

阳高中是贵州省重点高

中、名校，当时已差不

多全部换为外省来的教

师，学校的规章制度大

变，气象一新，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大增。他在

二、 曲折的求学路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浙江大学数学系欢迎苏步青教授（前排左 4），前排

左 3 是陈建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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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清光绪 23 年（1897）
设立的求是中西学院，是我国最早创办的新

式学院之一，1928 年改称为国立浙江大学。

1937 年 8•13 淞沪会战打响。11 月日军在杭

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登陆，严重威胁到杭州的

安全，浙大被迫内迁。当时校长竺可桢教授

对于迁校的观念是 ：浙大不搬迁到武汉、重

庆或长沙之类的大城市，以避免形成大学过

度集中在少数城市的局面，而要迁到没有大

学的小城镇，以利于学校的迁移办学与我国

内地的发展相结合。浙大初迁至浙江建德

县，1937 年底杭州沦陷，浙大不得不再迁

至江西吉安县、泰和县，在该地上课半年。

期间，曾帮助江西省设计修筑了赣江防洪大

堤（至今仍称“浙大防洪堤”），创办澄江学

校，协助开办沙村垦殖场，安置战区难民垦

荒。1938年 7月日军占领江西省马当和彭泽，

浙大再度西迁至广西省宜山。在宜山办学一

年多，1939 年 11 月广西南宁沦陷，战事紧张，

浙大于 1940 年初翻山越岭，四迁至贵州省

遵义和湄潭。历时两年多的颠沛流离，浙大

终于找到了这块安静土地，

在此整整办学七年。由于浙

大在四次迁徙期间，精心组

织安排，两千多箱图书仪器

几乎无损，而且还增购了一

批。竺可桢校长竭诚尽力，

聘请了多位当时国内著名学

者来浙大任教。理学院更是

名师云集，数学系有苏步青、

陈建功等教授，理学院其他

系有胡刚复、王淦昌、何增

禄、束星北、谈家桢、贝时璋、

卢鹤绂、罗宗洛等教授。浙

大实行教授治校，民主办学，

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气氛。在

贵州北部的小县城里，无丝竹之乱耳，无世

俗之劳形，师生之间所谈所论，大都是如何

提高学业，做出成绩，以服务社会，为国增

光。在八年国难时期，物资匮乏，生活艰苦，

浙大却取得了教育和科研的辉煌成就，一跃

而成为全国知名大学。越民义先生适逢此机

遇，成为贵州第一批进入浙大的学生。

1940 年暑假后，他从贵阳搭乘运货卡

车来到遵义，办理了入学手续。浙大的学费

是一学年二十元法币（当时的货币），抗战

时期通货膨胀，学费与物价相比已不算高，

伙食费要自己出。沦陷区的学生可以申请公

费。浙大本部设在遵义，理学院二年级以上

学生在湄潭县，一年级学生则在永兴镇。遵

义到永兴有 95 公里。清晨，他雇一挑夫挑

着行李，从遵义徒步行走，直走到傍晚，在

路边找个挂着灯笼，上写“未晚先投宿，鸡

鸣早看天”的鸡毛小店住上一夜，一共要走

两整天才到永兴。数学系的新生宿舍分在江

西会馆里，没有床，都睡地铺，七、八人住

一间屋，屋里有几张桌，供学习使用。他领

中学时代学习十分勤奋，特别对数学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高中阶段，对于代数几乎到了

入迷的程度，并学习了初等微积分。这时他

整日生活在数学的天地中，数学成绩突飞猛

进。1940 年，他上高中三年级时，提前考

取了浙江大学数学系。浙大从杭州辗转行程

2500 公里，历时两年又九个月，在 1940 年

上半年才到达贵州遵义和湄潭县。

三、 浙大西迁与湄潭的大学生活

1938 年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西迁途中，陈建功教授（左 2）苏

步青教授（左 3）在江西宜山文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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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木凳和一个小油灯，每个月领两斤灯油

（菜油）。当时湄潭没有电灯。学校伙食还可

以，能够吃到米饭和青菜。浙大比当时在昆

明的西南联大的伙食好得多。昆明是大城市，

人口多，物价贵。他自小吃苦长大，对学校

的生活环境很能适应。数学系一年级十几名

学生，教室在一个庙里。学生没有教科书，

上课要做笔记，每天晚上同学们相互对照笔

记，以免遗漏。这也促进了同学之间的交流。

抗战时期，师生的生活条件都很清苦，系主

任苏步青先生一家住在一小庙内，三间房住

两家人，每月薪水用作买米外所剩已不多，

苏先生自己种菜以补家用，夫人是日本人，

每天去附近水井边去提水、做饭、洗一家人

的衣服。前线将士正在与日寇作战，学生能

在后方安定地读书，生活要求都放低了，只

要有饭吃，有书读，就感觉很满足。

浙大的规章制度十分严格。每学期开学

上课一个多月以后，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门

课要考试。学生一学期如有三分之一的课程

不及格，要留级 ；二分之一的课程不及格，

就要除名退学。有些学生学习上有困难，跟

不上班，为了能保留学籍，不得不选择中途

休学一年。数学系学生在升入四年级前已凭

自愿分为两个组：分析组（陈建功先生负责）

和几何组（苏步青先生负责）。四年级学生

每周必须参加两次讨论班，一次是全体的，

由老师主讲自己的论文，另一次是分组的，

由学生轮流报告导师指定的书或论文，难度

高于教材。两位老师仔细听讨论班上学生的

报告，评定成绩，对于报告含糊不清或马虎

者会当场严肃批评斥责，毫不客气。

1944 年越民义先生除了体育外，顺利

地修完了数学系四年的课程，成绩优秀。大

学的四年是他的人生中一次飞跃，这一段的

学习生活给他留下美好的回忆。他至今依然

深有感触地说 ：“陈建功先生、苏步青先生

抗战时期在湄潭尽管生活很艰苦，但他们全

1948 年浙大数学系师生合影于杭州阳明馆前，前排左 3 是越民义先生，前排左 9 是苏步青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