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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 3 日早晨，冬日美丽的玉泉山下，京城清冽的微风之中，万寿

康临终关怀医院笼罩着一片静谧祥和的氛围。

在一个两人共用的二层小病房里，护工小范起身，开始了一天的劳作。这

所医院的护工多来自甘肃的贫困村落，他们珍惜自己的工作机会，善待病人，

具备较好的专业护理水平。医院为每位护工配备一个淡蓝色、三折叠的躺椅，

平时可坐，夜间打开便是狭窄的小床，紧贴床位睡在病人脚边。

靠墙床位上的脑血栓病人顾老先生在头天晚上八点多钟离世了。小范按照

每天的固定程序，为靠窗的另一位病人，差两个月年满 91 岁的王世强先生擦

洗身体、整理被褥，扶他重新躺好，看似一切正常。

做完这一切，小范出门到走廊去领早餐，返回病房发现情况不对，马上奔

向办公室通知大夫。值班大夫立即赶到，经过检查，确定病人已经没有了生命

体征，于清晨 7 点 10 分宣布死亡。

王世强先生自 2014 年 7 月 8 日入院，顾老先生便在这间病室，两人相处

三年半了。王先生入院时谈吐自如、时常独自坐在床沿上，甚至有人搀扶一下

还可以下楼去晒晒太阳，去世前半年才完全卧床。而住院病人大多进食排便不

能自理，长期卧床。身患脑血栓的顾老先生在入院前就完全丧失了意识，两人

从未有过交流。大夫解释，在朝夕相处的人与人之间，心灵或许是相通的。

大夫诊断王先生因为年迈，身体各个器官衰竭，特别是心脏，按照中国的

老话，“无疾而终”了。他神态安详，面色如常，在这玉泉山麓宁静的禅修之地，

离开了喧嚣的人世，灵魂悄然飘向天堂。

院方马上通知了登记在册的法定联系人。根据王先生生前遗嘱，丧事从简，

不举行告别仪式。由于万寿康医院未设太平间，灵车直接开往昌平殡葬馆火化，

并于当天下午葬入早已买好的墓地。

张英伯     罗里波     别荣芳

厚仁为性，元理为心
       ——纪念中国数理逻辑先驱王世强先生

1 其中“元理”意为最根本的原理，既喻王先生学问所在的数理逻辑领域，亦喻王先生终生
深研之模型论的元数学层属。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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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静静地走了，就像一片绿叶，为大树和果实默默奉献了一生，然后

变黄、干枯，成为落叶，融入泥土。

 

   
 1927 年 3 月 30 日，河北省石门市（今石家庄市，1947 年 12 月 26 日正式

改为现名）的王经春家诞生了一个男婴，取名世强。王经春有高中学历，在那个

年代就算是有知识的人了。他毕业后考入民国时期的中国银行，从底层职员做起，

30 岁后长期担任镇、县一级银行机构的负责人，位于支行经理之下。他的妻子

耿月秋相夫持家，勤俭贤惠 ；婴儿的外曾祖父是一位举人，外祖父是耕读传家的

乡绅，耿月秋亦粗通文墨。他们唯一的孩子世强出生时，王经春 27 岁，耿月秋

29 岁，在那个时代称得上是少有的晚育了。     
王世强从四岁开始读书认字，父母是他的启蒙老师。父亲每晚下班后就给

他讲故事，有“三国”“水浒”“西游”和“聊斋”里的段落。随着西学东渐的

文化融合，父亲向上海中华书局为他订购了属于新文化的“小朋友”周刊 ；商

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让他自己认字阅读。算术呢，父亲教一些古代流传

下来的算术加减乘除，鸡兔同笼等等。

父母还教他给祖父母写信，开头和结尾是 ：“祖父母老大人万福金安 ! 敬
禀者 ：……孙世强叩上。” 在张学良和冯玉祥的“直奉战争 ”中，全家到山西

太原避难，四岁的孩子生平第一次乘坐了火车。

王世强七岁时，父亲被派往石家庄北的定县开设中国银行办事处。正值教

育家晏阳初在定县试验“平民教育”，父亲给他买了新编《平民识字课本》和

不少画册，画册中有“荆轲刺秦王”“蔺相如完璧归赵”等。识字课本中，有

一、战乱中的童年

王世强，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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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上海抗日战争”的文章，启蒙了他的爱国教育。

半年多后，父亲又被派到定县以北的清风店镇开设中国银行“寄庄”。有

一天，一队张学良的“东北军”高唱“东北军军歌”自北往南从街上走过，王

世强记住了歌词 ：“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 ：切莫同

种自相残，坐叫欧美着先鞭 ! 不怕死，不爱钱 ! 丈夫决不受人怜 !” 八岁的孩子

不解其意，事后回想起来，觉得歌词有很浓的亲日倾向。

王世强九岁时，父亲再次调动，被派到石家庄东面的辛集镇开设办事处。

王世强在那里一所初小插班上四年级。因为前一所小学只有四年级，第二年进

入了另一所小学的五年级。在辛集他看见过一次很有趣的“求雨”的活动 ：一

长队人，其中最前面的一个人手拿一条草编长绳，一面哆嗦着回头看草绳，一

面半跳跃着前进。他不知道这样求雨是否有效，想必是无效的。他还曾在一张

纸上画一幅小画，然后用针沿着画的线条扎出许多小孔。再把它放在另一张纸

上，用墨涂抹小孔，就把此小画“印刷”在下面纸上了。

据王世强的姑姑回忆，家中曾请一位道士为孩子算命，道士十分肯定地说：

“此子必成大器。”

读完五年级的 1937 年七月，发生了“七七事变”。父亲租了一辆小汽车，

带着帐本和钞票去石家庄中国银行交帐。还雇了两位带步枪的警察作保镖，母

亲带着孩子同行。在半路上，看到很多伤兵走路困难，要上他们的车。两位保

镖就拿枪对着他们不让上，怕他们抢钞票。

日本侵略军从芦沟桥沿着铁路线很快南下，石家庄中国银行的职员坐火车

逃到郑州，随后又逃到汉口。石家庄行是支行，归天津分行管辖，总行设在上

童年王世强，193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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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他们到汉口只是临时做客。

随后不久，人们又奉命返回天津。那时天津早已沦陷，想到要去日本占领

区，王世强很不愿意，哭了一夜。还好银行设在天津的法租界，日军无权进入。

父亲在那里租了两间平房，因为辛集的小学五年级没开英语，王世强就到一所

“广东小学”重新上五年级了。

1939 春，中国银行总行已迁至重庆，要发展西南和西北的经济。天津中

国银行有许多闲人也不是长久之计，王经春被调到兰州的甘肃分行。在内地通

向新疆的要道河西走廊有四个重要的城市 ：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不久他

便被派往武威设立办事处。

听说甘肃的教育比较落后，王经春就让妻子带孩子留在天津。王世强从广

东小学毕业，考上了法租界的“新学中学”。那年暑假，全家已经搬到英租界

小白楼地区的“先农里”一座楼房的三层。 
不久天津发大水，一个多月水都不退。在先农里附近，水深约一米以上，

下水道的污水被冲到地面，水变得又黑又臭。人们上街购物或办事，有的坐小

船，有的坐大木盆，也有的坐或站在一块大木板上。这时，住在平房或一楼的

人们纷纷挤进附近的二楼以上，王家挤住了四五户人。学校也不能开学了。

读书无望，母亲决定带孩子去甘肃与丈夫会合。他们跟随中国银行第二批

赴甘肃的五位职员坐上一只小汽艇，由海河开到塘沽的海边，然后登上一艘去

往上海的英国海轮。

上了海轮不久，王世强忽然昏睡不醒，母亲很着急。银行的一位同人找到

船长，请求船到烟台后允许这对母子下船治疗。本不计划在烟台停靠的船长非

常客气地同意了，并且在母子二人的船票上签字，说明以后可凭此票乘坐本公

司的任何船只前往上海。

王世强与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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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烟台后，王世强住进了一家“玉皇顶医院 ”，住院的经过他全不知晓。

只知道过一会儿就有一名护士把他推醒，将一小杯红的或绿的药水灌进嘴里。

过了五六天，他才清醒过来。这时母亲已经五六天昼夜未眠，脸瘦了一圈。医

院的护士对母亲说 ：“你儿子好了，你也该住院了。”母亲坚决不住，只等着乘

下一艘海轮去往上海。

他们在上海与先行到达的银行职员取得联系，代买去香港的船票，当年这

是去甘肃最安全的路线。半个多月后，终于登上了去香港的英国海轮。

在香港又住了半个多月，银行的人们买到了去越南海防市的船票，他们就

上船去海防了。王经春等人第一批去甘肃时，还可以从香港坐船到广东的一座

海滨小城，然后经桂林去甘肃。他们不能，因为桂林已经沦陷了。

在法属殖民地海防住了几天，他们乘火车来到昆明。两星期后，天津银行

的人们从昆明银行拿到一大批报表和钞票，装满了两辆租来的大货车，车上有

帆布顶棚。报表的前面留一小块地方坐人，母亲带着孩子坐在一辆车上 ；银行

职员坐在另一辆车上，以及两辆车的司机旁边，走了三天到达贵阳。沿途都是

很尖的高山，山沟极深。半路有一处叫“二十四拐”，在那里，公路有二十四

个三百多度的急转弯，每个转弯处都立有一个木牌，上牌画着一个骷髅。在下

面的山沟里，有几辆摔下去的车，散落的死尸和货物，极为可怕。

从贵阳到重庆，虽然路上也有山，但比起云南，就感觉“平坦 ”多了。从重

庆去成都的路则全是平原。途经盛产食糖的内江，还买到了一些很甜的芝麻酥糖。

从成都到西安，要经过著名的“剑门关 ”，白居易在《长恨歌》里说的“登

剑阁”就是指的这里。从西安去兰州途经“六盘山 ”，山的形状就像清朝官员

的顶戴，很平坦，和云南以及剑门关相比就算不上是山了。

到了兰州，感觉就像到了家乡一样。住了四五天，到街上走一走，在 
1940 年初到达武威。这个孩子，也许天生与大西北有缘。

战乱之中，母子二人从天津到武威行走了大半年时间，绕过了大半个中国。

文革中为了将亲人的照片保留下来，王世强在母亲身上打了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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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武威那年王世强 13 岁。他看到，武威只有从东城门到西城门和从南城

门到北城门两条街。老百姓大都很穷。一家人只有一套衣服，谁出门谁穿。其

他人就躺在坑上同盖一条被子。街上的男女小孩子，有些已经十一二岁，都赤

身裸体地玩，身上很脏。

在城外东北五六里地处 , 有一座“新城”， 是马步青的“骑五军”驻地。马

被蒋介石调到青海省的柴达木盆地去屯垦后，新城就被国民党的“中央军”进

驻了。当时一般人家没有电灯和电话，只有高级军政官员才有。武威街上没有

汽车，自行车也很少。中国银行有一辆， 王世强就在别人不用时学会了骑车。

王世强在武威没有读初一上学期，直接插班进入了“甘肃省立武威中学”

初一下。学校教数理化的老师金文质是北师大化学系毕业生 ；校长是马步青的

秘书长孟炼百 ；国文老师名叫汪筱泉，有一次汪老师用念古文的腔调朗读骆宾

王的“讨武曌檄”，非常有趣 ；而英语老师赵少侯的英语发音却很差。

在武中时，每周一早操前举行“孙中山总理纪念周”，仪式如下 ：（１）全

体肃立，唱国歌，即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

贯彻始终。”（２）背诵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积四十年之经验，

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３）由校长或教务长或训导长讲话。

王世强读初二时 , 受到高班同学薛仁义的启发，自学初三开设的平面几何， 
觉得书中的证明逻辑清晰， 极其优

美 ! 以前在小学学算术，初一学代

数，他都没有这种清晰感，只是对

算术中的“鸡兔同笼”，代数中引入

负数以及引进 x, y 等感到了初步的

兴趣。从此他开始自学数学， 到初

三就自学完了高中的平面三角和解

析几何。            
武威有一座福音堂， 传教士叫

Contento，他的夫人开了一个英语

班，王世强课外去那里学习，学生

共有四人，只有他一名在校生。教

材是《圣经》中的各种“福音”，她

教过“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

武威有一个县文化馆，藏有一

套商务印书馆出的“万有文库”，王

世强去借过几本书。当地只有一个

二、在大西北读书

 王世强的自学课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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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书店，书籍很少，但可代为去兰州买中小学课本。

中学生们经常上街宣传抗日，贴墙报，上面有新闻、漫画和评论等。武威

出版一份“河西日报 ”，中国银行也有一台收音机，报纸和广播的宣传都是报

喜不报忧的。

1942 年夏天，王世强从武威中学初中毕业，到酒泉考入了河西中学高中部，

该校是由国民党政府的“管理中英庚款委员会”办的。当时在国统区用庚款办

了三所中学，另外两所是青海省的“湟川中学”和贵州省的“黔江中学”。由

于经费充足，三所学校质量都比较高。

酒泉有一座“酒泉公园”，里面有一小股泉水，名曰“酒泉”，据说用此泉

水制的酒特别好喝。酒泉的得名有两种传说，一是城下有泉，泉水似酒 ；二是

霍去病收复河西走廊后，将汉武帝赏赐的酒洒进泉水与将士共饮。

河西中学的校长是张素，校训是 ： 服从真理。战时的河中实行军事管理，

有“军训”课，课上除了一般的“立正”“稍息”外，还学过国民党军的作战

队形“散兵半群”等 ；有时在半夜里紧急集合，军号声一响，大家急忙从土炕

上起床，跑到操场列队，听军事教官点名。

有一年，北师大地理系教授殷祖英去新疆考查，路过酒泉时到河中作过一

次讲演，提到新疆的少数民族有 56 个。后来又有一次，西南联大历史教授向

达去新疆考查，也到河中作过一次讲演。

在河中时，王世强有幸结识了年长他五岁的同班同学戈革，两人结为终生

的好友。戈革文理俱佳，在班上总是考第一，王世强第二。戈革于 1945 年考

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回京后入北大，本科毕业又考入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毕业

后到石油学院任教。他专攻物理史，特别是对物理大家玻尔（N. Bohr）最有

研究，曾多次去丹麦“玻尔文献馆”访问。丹麦“玻尔文献馆”编的《玻尔全集》，

每出一本，他便很快中译出版，共十二集。 因此，他于 2001 年荣获丹麦女王

颁发的“丹麦国旗骑士勋章”。

戈革教授（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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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著有《学人逸话》《尼尔斯 • 玻尔 ：他的生平、学术和思想》……；编有《宏

观电磁场论》…… ； 独自承担或参与翻译的英文著作有 ：《海森堡传》《爱因斯

坦全集》《电磁通论》……，从俄文译有：《弹性动力学 》《理论物理学》和《分

子物理学》……。著译四十余种，总数达 1500 万字。

王世强在兰州的西北师院上理论力学课时，买不到影印的英文课本，写信

给正读西南联大的戈革，请他代买一本。买到后若用陆地邮寄，需四五个月，

赶不上用。但航空只能寄信不能寄书。戈革就把书拆成几页一份，分成几十份

当作航空信寄过来了。

戈革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治学之余，广泛游弋于诸多领域，做了很多旧

体诗词并善长国画，参加过名家张伯驹的词社。戈革尤嗜治印，曾为钱钟书、

于光远等诸多文史大家刻过印章。他特为王世强刻了藏书印章，阴文阳文都有；

还送给他几幅装裱好的国画，并为他的《今生简忆》补充过若干材料。戈革于

2007 年 86 岁离世，留下了数本诗集、印谱。

在河中时，王世强订阅过在重庆出版的《学生之友》月刊，看到介绍华罗

庚自学成才的文章，觉得数学可以自学，很好。尽管如此，他那时还是一直想

考大学的物理系。当时还没有造出原子弹，可是理论物理，像原子核结构，不

但在理论上有发展，课本杂志中也普及了，知道原子核很复杂。因而那个年代

的学生一般都对物理比较感兴趣。

1944 年，王世强在河西中学读高二时，产生了一个简单的想法 ：要提前

考大学，这总比在高中多念一年好！当时不敢走得太远，一是交通很不方便，

二是没有高中文凭。如果再走远些，就可以到西安或者重庆。到了重庆，则有

王世强在河西中学的高二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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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考西南联大，或者国民党办的也很有名的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

离得最近的就是兰州，王世强决定跳班以“同等学历”方式报考那里的西

北师范学院。如同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昆明 ；浙大西迁贵州，抗战时的

北平师范大学迁往兰州，改称西北师范学院，是兰州唯一的一所非专科大学。

不料该校只有“理化系”，他倒也不是不喜欢化学，只是担心同时学两门课程

都不会学得太精，于是就决定报考数学系了。

在报名时，不能明说高二跳班，必须说因家贫无力升学，请家庭教师在家

自修。于是父亲托兰州一位亲戚找到两个北师大毕业生，以家庭教师的名义开

了一张学历证明，说明无力升学，并列出各科自学分数，王世强就用假证明去

报考了。

这种做法自然是公开的秘密，在开学的第一天，点名先生沈树桢私下里问

他是哪个中学的？他立刻如实招供了。

1944 年秋入学时，西北师院的院长是李蒸，抗战前的北师大校长。李蒸

被调到重庆任三青团总书记后，就由训导长袁敦礼任院长了。教务长先后是李

建勋和黎锦熙。

西师沿用原北师大的校歌 ：“往者文化世所崇，将来事业更无穷。开来继往

师道贯其中。师道，师道，谁与立？责无旁贷在藐躬。煌煌兮故都，巍巍兮学府，

一朝相聚志相同，朝研夕讨乐融融。开我民智，昌我文化，共矢此愿务成功！”

西师在兰州市西的“十里店”，紧靠黄河北岸。王世强从师院去兰州城里时，

一般步行十里多地，到城外经过一座法国人造的“镇远桥”；有时乘“羊皮筏子”。

造一个“筏子”用十二只整羊皮，每张羊皮沿着活羊原来的切开处用皮绳子缝紧，

然后涂上油防止漏气，再吹气使它鼓起来，将吹气口捆紧并涂油。然后把十二

只吹鼓的羊皮绑在几根木棍上，就做成一只有三行四列鼓羊皮的筏子了。筏子

               不同时期的老校徽（马京然  摄）



en of Mathematics 数学人物M

数学文化    第9卷第3期    201812

由一个人划，可坐三四个乘客。划到对岸市区西侧的“五泉山”，就可以步行

去市里了。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 迁往异地办学的大学

纷纷返回原址。可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却主张取消北师大，教

育部下令不准北师大复员，这引起了西北师院在校师生的强烈反对。1945 年

12 月，学校成立了“复校委员会”专门进行斡旋。1946 年 2 月，教育部终于

同意学校返回北平，即现在的北京。

愿意留在兰州的师生仍在原校读书，1988 年西北师院更名为西北师范大学。

王世强暑假回到武威，跟父母商量，他很希望到北平去。当时去北平需要

经过解放区，与国统区的交通、通信都很困难。家里不放心，尤其是母亲，万

分不舍独子离家远行。但是由于他的坚持，父母最后还是同意了。大队出发前，

同学们写信通知他，他急忙赶回兰州，不料大队已经开拔三天了。

王世强很久以后得知，当年西师不知用什么办法联系到周恩来，是他致电

华北的解放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请他们允许大队通过华北解放区返

回北平。

那年暑假，兰州赴京师生从郑州过了黄河，经华北解放区轮流步行，或乘

一种“架子车”前往北京。架子车是当年农村的一种运送粮食、肥料的工具，

用木料做成，两边装有橡胶轮胎和两根平直的车把，中间一根结实的攀绳。拉

车人站在车把中间，双手握把，肩上套绳，弓腰曲腿向前拉动。

未赶上大队的王世强和另外几位同学已经无权通过解放区。幸亏刚成立的

联合国办了“难民救济总署”，他们通过总署的帮助，从郑州南下武汉，绕道

当时的国统区。到了武汉，又坐一艘帮助中国运送难民的美国登陆艇到达上海，

然后乘海轮到天津，再坐火车到北京。沿途许多地方允许他们白住白吃，到北

平后，还领到救济总署发的两件旧衣服和一条美军的旧军毯。

大部队师生已经到了一个多月。1946 年 10 月，学生们陆续到齐，11 月开

学并正式上课了。

抗战时期的北平也有师大，国民党称之为“伪师大”，1945 年日本投降，

被国民党接收，改为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 7 分班。国民党政府宣布沦陷区大

专院校为“伪大学”，学生为“伪学生”，需要进行“甄审”。

共产党领导了反“甄审”的运动。进步学生宣传这是国民党政府在胜利后

歧视沦陷区人民，并借此暗中迫害进步学生。最后补习班的学生都合并到复员

后的北平师范学院了。

王世强进西师时，数学系主任是张德馨教授，还有两位教授李恩波和张世

勋。两位张教授没教过他们班，但张主任做过一次课外讲演，内容是他在日本

发表的一篇数论论文。

当时的微积分课程划为初等和高等。初等微积分就是教一些计算方法，高

三、聆听名师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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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微积分偏重理论，像实数理论，微积分一些基本定理的证明。李恩波先生教

高等微积分，他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得到博士学位时，正值抗战期间，不得不绕

过日军占领区，几经波折回到祖国。王世强二年级时，他来到了兰州。

高等微积分课本是熊庆来编著的《高等算学分析》，属于商务印书馆出版

的《大学丛书》。但学生们都没有书，只好靠上课边听边记。而王世强在兰州

城里的书店侥幸买到了一本，还买到《群论》上下册，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大学丛书》之一，日本园正造著，萧君绛译。

王世强课外学习了吴在渊著的《数论初步》，还读了《群论》上册，虽然

能看懂，但不知其意义和用途。有一次他问李恩波老师群论是否有用，答曰：“当

然很有用 !”虽未细讲，他也就莫名其妙地接受了。他还看了金岳霖著作《逻辑》，

讲的是形式逻辑，书后有一篇较长的附录，介绍罗素的数理逻辑，但只有一条

一条的式子，因而印象很浅。

李恩波见他喜欢读书，借给他一部非常新颖的教材，武汉大学出版，萧君

绛翻译的范德瓦尔登的《近世代数学》。刚开始理解不深，细嚼慢咽地看上册，

后来连下册也借来了，那是在 1945 年。1946 年暑假，他要去北平，李恩波先

生也要离开兰州。借的书看不完，就赶紧抄。动身来北平之前，在武威家中，

他没事就拼命地抄书，把上册全部抄下来，下册抄了一半，眼看时间来不及了，

只得到兰州把原书还了，将手抄本放入行李。王世强晚年写了散文《我的老师

李恩波》，纪念他在数学上的第一位启蒙者。

1946 年的北平师范学院位于北京城南的和平门外，数学系设在得朋楼。

这年深秋，王世强进入学院读三年级。同班同学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

机会。他们得以聆听多位名师名家的教诲，境界迅速提高。

北平师院袁敦礼院长诚聘傅种孙担纲数学系主任。当时的傅先生虽然身在

校园合影，左一为王世强，194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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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却已开始着手邀请一些国外的学者到北平师院数学系兼课。

群论专家段学复先生于 1947 年春天从美国回到清华，同时受傅先生之邀

到北平师院讲近世代数。他的学问很广，对王世强也很欣赏。王世强在班里办

了个墙报“得朋文汇”，上面有笔名“王道衰”写的三篇短文，被段先生看到，

问是否出自他手，他回答说是的。

1948 年夏天王世强毕业时，段先生邀请他去清华大学数学系做助教，清

华是名校，条件比师大好。傅种孙先生不愿意放，对他说 ：“你若留在师大，

给你讲师职称”。王世强答曰 ：“师大是我的母校，即使不当讲师，我也应该

为她服务”，便留校参加工作了。但他对段先生说希望考清华的研究生，不料

1949 年形势突变，考研也就不了了之了。

傅先生是 1947 年夏天从英国回到北平的。1949 年 5 月北平师范大学校务

委员会成立，傅先生做教务长。回国后，他继续聘用已在师大任教的王仁辅、

张翼军、马文元，又聘请程廷熙、魏庚人、赵慈庚、韩桂丛回师大任教。还先

后邀请数位国内的知名教授来师大兼课，他请杨武之讲数论，赵访熊讲运算微

积，闵嗣鹤讲解析数论，张禾瑞、王湘浩讲近世代数，秦元勋讲拓扑学。并从

武汉聘来汤璪真先生。傅先生曾多次说过，办好一个系的关键是提高全系的学

术水平和培养后继人才。

大学三年级时，王仁辅教授给这个班上“微分几何”。他讲课从不看台下，

只管自己讲，很是陶醉，台下学生们做什么都可以。

张翼军教授讲“复变函数”，他计算方面很熟练，就讲怎么算积分，算留数，

证明和应用不多，不是太吸引人。

傅种孙先生是首屈一指的数学教育家。他在四年级上学期为这个班讲几何

基础，用自编教材。傅先生每教一门课都要看若干本书，比较其异同。他的原

则是先讲清楚基本概念，定理只讲证法要点和思想来源，至于证明的细节则是

学生自己的事情。他经常用形象化的比喻解释抽象的理论，或用寻常的事理模

拟数学定理。这种教学艺术固然源于他知识渊博，善于类比，但他投入备课的

精力也是不能用时间衡量的。在他的教学生涯中，同一个课题，今年讲的便与

去年不同，第二遍备课绝不比第一遍轻松。他的课循循善诱，提问很多，学生

都喜欢听。

傅先生培养学生称得上呕心沥血。王世强才智出众，毕业留校成为数理逻

辑方向的学术带头人。50 年代尽管系里人手紧张，傅先生还是坚持选送刘绍学、

孙永生、袁兆鼎、丁尔陞、赵桢赴苏留学深造，后来他们都成为各个学科的学

术带头人。1950 年严士健因家庭变故，生活困难。傅先生为了使他不致辍学，

为他找到一份算术教材的校对工作，从书的稿费中按月开钱，得以顺利完成学业。

北师大数学系能够有改革开放后的大格局，傅种孙先生功不可没。

王世强对恩师怀有深情。1999 年，在美国数学史家道本周（J. Dauben）
和中科院科学史所长刘钝的提议下，他积极促成了傅先生遗作《几何基础研究》

于 2000 年出版 ；他还在北师大教授文库王世强卷为恩师撰写了《傅种孙与现

代数学》，总结了傅先生关于“数学基础”的一系列思想对现代数学的应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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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先生对我国数学基础教育的伟大贡献，于 2001 年出版。

四年级下学期，留学德国的李代数名家张禾瑞教授从北大前来兼课，讲授

“代数数论”。他讲课言简意赅，极为清楚。张先生于 1952 年院系调整时正式

调到师大，任代数教研组主任。在教研组会上，他特别强调备课就像演话剧背

台词一样，要字斟句酌。

在大一时，王世强跟同学们学会了

围棋，当时十分入迷，每晚赶快做完习

题就找同学下棋，几近痴迷。有时下了

自习快熄灯时还未下完，不得不半途而

废，十分懊丧。后来觉得下围棋太费时

间，影响学习，就痛下决心戒掉。戒棋

犹如戒烟戒赌，并不容易。特别是到入

迷之后，看到别人在下，会不由自主走

过去看、帮忙支招。而王世强可以“忘

掉它到不会下”的程度，毅力惊人。      
有一次，他对张禾瑞先生说 ：“我

和你这样下围棋 ：你走一步，我在对称

位置走一步，那么，我俩永远是和棋。”

张先生报以“收敛的大笑”。张先生的

笑很特别，微微地、轻轻地，数学语言

文革中为了恩师的照片不被抄没，王世强在傅种孙身上打了叉

张禾瑞（马京然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