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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 解 大 千 无 穷 事
!!!!!访著名数学家贺祖琪教授

两度成为华罗庚的研究生，总也忘不了华老的言传身教

! ! ! !

那几天正好刮大风，北京的天空露出

久违的蓝天白云。雾霾被西风吹走的同时，

树叶也凋零满地。学院路公交车站刚下来，

就看见贺祖琪教授隔着马路向我招手。

斑马线旁，
&%

岁的老人一边大声提

醒我注意行走安全，一边不时伸出手臂

示意穿梭往来的车辆放慢速度……真是

一位细心慈爱的长辈。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在学生们眼里，

贺老既是严师，亦若慈父。而他觉得自己

“治学待人，受华罗庚先生的影响较深”。

作为华罗庚先生唯一的常州籍研究

生，贺祖琪“总也忘不了华老的言传身教”。

闻到菊香，就会想起家乡

运河北岸，武进马杭那个叫“河北”

的小村庄，便是贺祖琪的故土。

“现在已经和城市联成一体了。”家

乡的点滴讯息都被他热切关注着，“我的

母校是有百年历史的马杭小学，现在的

校园好漂亮。”离开马杭这么多年，但“只

要闻到菊香，就会想起家乡”。

'()$

年，贺祖琪开始了自己在城北

初级中学（今常州市市北实验初级中学）

的中学生活。彼时的贺祖琪虽然并非尖

子生，但一位曾做过国民党军官的数学

老师，却激发起他对数学最初的兴趣，

“觉得数学一点也不枯燥，其中有各种奥

妙生趣。”而城北中学老师的师德魅力令

他至今感怀不已，“记得那时的老师们，

一是用心教人，二是真情育人。”

初中毕业后，贺祖琪于
'())

年考取

了省常中高中部。由于初中阶段培养了

爱思考、擅钻研难题的好习惯，贺祖琪在

高中阶段的学习并不紧张，“每天下午
%

点过后一定是在操场上锻炼，老师们绝

不用沉重的作业来‘绑架’学生。”

省常中的老师“在课堂上抓效率的

本领非常厉害”，这让他记忆深刻：“班主

任刘友新老师的语文课、谈寿庭老师的

几何课、邓慧芬老师的三角课……老师

不仅授课生动有趣，而且还巧妙引导同

学们做学习的主人。课堂上师生热烈互

动的场景，现在想起来都很享受。”

到
'()*

年高考的时候，贺祖琪所在

高三（
)

）班的录取率是百分之百：清华、

北大、中国科大、哈军工、复旦、交大、南

大……当时国内一流名校几乎“全覆盖”。

班长贺祖琪，被北大数学力学系录

取，就此结缘数学。

两度成为华罗庚的研究生
北大数学系一直被视为“中国数学

家的摇篮”，拥有庄圻泰、段学复、江泽涵

等一批数学界名师。但那几年，不仅北

大，几乎所有高校的正常教学秩序都在

“反右”的余声中不得安宁。刚报完到，新

生们就被统一安排到沈阳劳动。在沈阳

期间，白天参加紧张的劳动，只能晚上抓

紧时间学习，一年之后才回校继续上学。

'(+%

年，贺祖琪以优异成绩完成北

大本科学业，考取了“一代数学巨擘”华

罗庚的研究生。“第一次看见他是在新街

口外大街
%

号华先生的居所。”贺祖琪至

今记得第一次和华罗庚见面的情形，“全

国人民都知道华罗庚，他名气那么大，没

法子不紧张。”听说贺祖琪是常州人，华

罗庚微笑着消弭他的紧张感：“金坛离常

州很近，我也会说常州话，我们算是老乡

呢。”自此，他成为华老的“入室弟子”，和

其他几位同学分别学习华罗庚从事的三

个重要研究方向：多复变函数论、代数学

和数论，贺祖琪的方向是多复变函数论。

华罗庚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他要我们干的事，都要定期有个交待，决

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每次见他之前，都抱

着小心翼翼的敬畏心情，在专业上要充分

作好准备，要想好如何答复他提出的问

题。对于不满意的答复他会当众训斥，但

对学习优异的，他是由衷高兴的。”

“文革”风起，海外归来的华罗庚无

可避免地成为造反派攻讦的对象，其住

所外出现了“打到反动学术权威华罗庚”

的标语、大字报。贺祖琪和另外一位研究

生裴定一坐不住了。他们想起来：“文革”

前，毛泽东给华罗庚写过两封亲笔信，赞

赏他“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

务”，说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他们立

刻来到老师家里取出毛泽东的亲笔信，

复制在大字报上，以此反驳造反派对华

罗庚的指摘。从此，有“伟大领袖”的“最

高指示”，造反派再也不敢轻易动什么歪

念头。危难时刻的一个小小举动，让华罗

庚对贺祖琪感念甚久。

因为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华

罗庚总算在动荡岁月里得以安全。但他

的研究生们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贺

祖琪被发配到林海雪原，成了吉林桦甸

一个工厂的翻砂工；而裴定一则被分在

大庆养猪。离京时，他们烧毁了自己的

书，觉得“心，已经死了”。

冰天雪地里却也有意想不到的温

暖。“师傅们待我很好，并不曾歧视我们

这些‘臭老九’。”做了一阵翻砂工，贺祖

琪被抽调到厂子弟学校教数学，
$

个月

后，他所带班级数学成绩跃至桦甸全县

第一。

命运的改变仍和华罗庚相关：正在

全国推广应用数学“优选法”、“统筹法”

的华罗庚来到吉林，指名道姓要见自己

的学生贺祖琪。特殊背景下的见面，让师

生二人不胜唏嘘。华罗庚当即向吉林省

提出，欲抽调贺祖琪参加他的“双法”推

广。但吉林省却打起了自己的算盘：“连

华罗庚都这么器重，说啥也不能轻易放

走。”华老走后，贺祖琪旋即被调往吉林

省电子局从事研究工作。

“文革”结束后，恢复研究生招考制

度的当年，贺祖琪再次考取了华老的研

究生。看着这位饱经磨难的弟子，华老感

慨万千———他当年的几个研究生，贺祖

琪是唯一考回师门的。

后来，贺祖琪成了为“华杯赛”出题

的主试委员，似乎也暗喻着师承的另一

种延续。但贺祖琪认为，数学竞赛不应被

捆绑到应试教育的“战车”上，“这有悖初

衷，不能‘变味’。”

数学，应是“为百万人的数学”
研究生毕业后，贺祖琪先是被分配

到中科院应用数学所，后又调到中国矿

业大学工作。

从事数学教学的同时，贺祖琪一直

牢记华罗庚教诲，让数学成为“为百万人

的数学”，致力于“把数学理论研究与生

产实践结合起来”，并做出了巨大贡献。

著名数学家曾肯成生前说过一句戏

言：“龙生龙，凤生凤，华罗庚的学生会打

洞。”所谓“打洞”，指矩阵对角化，使非对

角元素均为零。华罗庚用矩阵工具发展

出矩阵几何，并用来研究模形式理论，这

样的研究有一种鲜明的个性，即：具有从

庞杂中看透本质的深刻洞察能力。

这让贺祖琪在后来的研究中受益匪

浅。他的研究中，如“粮食产量的预测、分

析和农业经济数学模型的研究与应用”、

“原油合理分配和石油产品合理调运问

题数学模型科研”、“黄河流域治理的相

关数据支持”等诸多项目，得到了极为广

泛的应用，有些至今仍对国家宏观决策

提供着数据理论支持。

当年，杜润生主导的中央农村政策

研究室，作为我国农村改革方案的“智

库”和“设计室”，麾下结集了一大批青年

才俊，培养和造就了一代改革精英。作为

“农研室”的特邀顾问，贺祖琪当年也有

幸被吸纳进这个时代大潮并参与其中：

作为数学家，他的任务“就是对调查数据

进行科学评估”。

“杜润生眼光令人钦佩！”贺祖琪说，

杜润生善于引导大家结合具体问题去学

习，既瞄准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又盯牢

研究改革中的农村问题，“一直保持敏锐

的现实感。”他记得，那时在为“农研室”

做顾问时，杜老始终注重让大家掌握新

的工具和方法，如外语、数学、系统论、控

制论。和华罗庚一样，杜润生也是那种

“喜欢联系实际学习，总在倡导‘从薄到

厚，又从厚到薄’的读书方法。”

'(*%

年，“农研室”设计“粮食统销

统购制度”改革方案时，所依据的相应数

据支持，就来自贺祖琪的“粮食产量的预

测、分析和农业经济数学模型”理论。这

一年，大丰收带来粮食卖难、存难、运难，

刚好是个契机，农研室大胆提出用“合同

收购和市场收购”取代延续了
$,

多年的

“统购统销制度”。最终，这项改革措施被

'(*)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采纳。

贺祖琪说：“学以致用。学习，就是为

了‘欲解大千无穷事’。”

本报记者 沈向阳

贺 祖 琪 简 介

江苏常州人!著名数学家"长期从事

应用数学的教学和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

年
%&

月
%'

日出生在武进马

杭河北村"

%"()

年毕业于武进马杭小

学!

%"((

年考入常州市城北中学 !

%"($

年毕业于江苏省立常州中学! 考入北京

大学数力系数学专业!

%"*+

年毕业入中

国科技大学数学系读研究生! 师从著名

数学家华罗庚#龚升"曾在中国科学院应

用数学研究所学习和工作!

,"$&

年调入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工作! 博士

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沪指告别九连跌
银行股企稳反弹

! ! ! !

上周末遭遇“砸盘”的银行股，

本周首个交易日纷纷企稳反弹，并

对大盘形成带动。上证综指告别九

连跌，与深证成指同步出现
"-!.

以

上的温和涨幅。不过与此同时，两市

成交明显萎缩至
#$,,

亿元附近。

当日上证综指以
!,*(-)%

点小

幅高开，早盘快速下探
!,+*-)%

点后

企稳回升，一度逼近
!#,,

点整数位。

此后沪指再度回落，并围绕前一交易

日收盘点位窄幅波动，尾盘收报

!,*(-&#

点，较前一交易日涨
%-(#

点，

涨幅为
,-!%.

。深证成指收报
&(*(-)#

点，涨
!!-*,

点，涨幅为
,-!(.

。

尽管股指温和收升，沪深两市仍

有逾
#%,,

只交易品种告跌，明显多于

上涨数量。不计算
/0

个股和未股改

股，两市
#*

只个股涨停。

权重指标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

总市值排名前
$,

位的个股中，长城汽

车大涨逾
+.

，建设银行、中信银行、

中海油服涨幅也在
).

以上。

不过，当日沪深两市成交量并未

能继续放大，分别为
)*%

亿元和
&$)

亿元，总量降至
#$,,

亿元附近。

上周末受
1233

调仓因素影响而

大幅下挫的银行股，本周首个交易日

企稳，从而对大盘形成带动。不过，在

银行间流动性紧张格局短期内难以改

变的背景下，
4

股或仍将延续弱势震

荡格局。 据新华社

上证综指
!"#$%&' ()%$' ("%!)*

深证成指
&$#$%+' (!!%#" ("%!$*

昨日 股市

打造绿色钢城
成就百年基业

特 约 刊 登

常州
线索及建议请发至

-./0123456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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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荒”凸显利率市场化步伐缓慢

! ! ! ! &9,+

年新年将近!一场新的$钱荒%

正在席卷而来! 特别是对许多中小商业

银行而言!缺钱是眼下最痛苦的事情"为

解决缺钱问题!许多银行停止了房贷!银

行职员为了揽储而费尽周章!不堪压力"

为了缓解货币市场的紧张局面!从
,)

月

,$

日开始!央行连续
#

天启动短期流动

性调节工具&

:;<

'!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累计
=999

亿元"

然而! 货币市场的整体紧张形势并

未得到缓解!截至上周末!隔夜回购加权

平均利率大幅升至
+8"9(>

!

!

月#

&

月#

+

月期限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也都突破
$>

!

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创下今年
*

月以来

的最高水平"令人忧虑的是!$钱荒%正迅

速地产生溢出效应! 虽然美国宣布逐步

退出
?@

令美股大涨! 但中国证券市场

却没有感受到$良好的国际环境%!竟然

出现了自
&99$

年以来最严重的下跌!股

指连续
!&

个交易日下跌"这对明年重启

新股发行来说!无疑是个相当大的障碍"

为了缓解银行资金紧张的局势!央

行推出了创新的调控手段(((

:;<

这

个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它虽然暂时帮

助商业银行度过了危机" 但问题是!银

行的自身问题! 能得到正视吗 ) 如果

$钱荒 %不时出现 !它是否会干扰正常

的货币市场)

央行运用
:;<

这个工具来解决危

机! 短期来说有其必要性! 但从长期来

看!其效果未必好" 对我们来说!现在更

重要地是需要正视商业银行运营中存在

的弊端! 并且运用市场化手段和监管手

段的双管齐下! 纠正商业银行在经营上

的偏向"

仔细分析! 此次银行业出现的 $钱

荒%! 与半年前的情景几乎一模一样!一

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由于年关来临!银行

发行的很多理财产品兑付出现困难" 这

些理财产品在销售时大多以高回报率来

吸引投资者! 一年期产品的回报率通常

都在
(>

以上!高的甚至可以超过
!9>

"

然而$高回报%也是个美丽的陷阱!

特别是在经济低迷时期!不得不通过$拆

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来渡过难关!由此造

成$钱荒%频频"

理财产品为什么会在最近几年呈现

出大跃进的发展姿态) 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银行利率未能实现市场化!各大银

行很难通过市场竞争来完成揽储目标!

为了揽储! 不得不以高额回报的理财产

品来吸引投资者" 这种环环相扣的理财

产品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现资金链断

裂!就会引起全局性的问题"

$余额宝%亮相仅半年时间!它吸收

资金规模却已达到
!$99

亿元!它深刻反

映了银行市场化利率步伐缓慢的问题"

此前央行报告显示!今年
!9

月!中国储

户存款减少
$"*'

亿元"不少业内人士认

为!$余额宝% 已经成为活期存款的替代

品" 尽管$余额宝%这一规模相比银行业

百万亿的存款规模微不足道! 但是余额

宝的$逆袭%已让银行深刻警醒"

其实!银行业并不是真正缺钱!缺的

是能够在短期内临时调动的头寸" 在中

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钱荒%凸

显出中国金融市场管理体制的严重滞

后!银行业要想赢得未来!它就必须改变

目前的$野蛮生长%模式!将信贷切实投

到实体经济上来"

摘自《国际金融报》

圣诞季：电商、店商的一场互搏

! ! ! !

圣诞前夕，不少人都有“一大拨快

递正在接近”，虽然网购还没有成为主

流消费模式但增速已远远超过实体店

购物，很多有实力的商家为了不被时

代淘汰，纷纷建立官方网站、移动客户

端与实体店有效互动以抓住顾客。传

统“店商”和新贵“电商”在这个购物季

摩拳擦掌，争相把消费者的购物清单

收入囊中。

虽然电子商务在各国的增长速度不

同，但总体而言都是相当快的。以美国为

例，统计数据显示，
!""!

年美国的网络

零售额仅为
&!"

亿美元，
!"'!

年已增长

到
!$'"

亿美元，而今年则有望达到

!+!"

亿美元，较去年增长
'$.

。

英国零售研究中心的数据也显示，

今年圣诞节期间的网络购物消费额将大

于之前数字，预计消费者在
'!

月的购物

总量将达到
'"*

亿英镑（
'&+

亿美元）。

另外一项调查显示，英国今年
**.

的人会选择在网络上进行圣诞采购，美

国为
*+.

，德国为
*%.

。

网络购物改变了整个零售业版图，

德国电子商务及远程销售商协会新闻发

言人克丽丝廷·施密特说：“如今，消费者

能在任何时间上网购买他们想要的东

西，选择多、送货快，而且能很方便地货

比三家。”

不得不承认，目前网购对实体店的

冲击是巨大的，使得很多实体店逐渐沦

为网店的试衣间和展示柜。一家经营了

&*

年的英国相机店今年初在他们的门

市店贴上了这样的布告：我们将感谢你

继续在亚马逊上购买我们的相机。是的，

他们在来势汹汹的网购潮中被迫关张

了，而用以延续这家相机店生命的办法

正是将他们“置于死地”的电商，听起来

是多么的无奈、酸楚。

英国零售商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
''

月份英国主要商业中心实体店客

流量同比下降
!-(.

，而当月网购销售却

创月纪录达
'"'

亿英镑（
'+)

亿美元）。

面对这一家家连锁书店、音像店、

数码产品店的倒闭，不禁令人担忧实

体店未来会不会彻底消亡。然而分析

人士指出，实体店依然有其不可取代

的地方。

以采购日用百货为例，你很难将许

多需要不同温度保存的货物统一打包，

这样会给商家造成物流上不小的压力，

提高商家的成本。而顾客也倾向于去附

近的超市购买生鲜食材，毕竟你不能在

平板电脑上了解蔬菜的新鲜程度，恐怕

还是需要亲自动手才行。而如果你对货

品十分急需的话，等待快递显然不如你

出门直接采购来得明智。

对于奢侈品而言更是如此，你不可能

指望人们在网上购买价值上千万的珠宝

首饰，而将这些贵重物品交托给快递送货

显然也并不是什么可靠的方法。有时候厂

商也更倾向于给实体店率先独家代理的

机会，从而为他们赢得了不少顾客。

经济观察家指出，“电商”与“店商”

的互搏可能是一种两败俱伤的结局。统

计数据显示，去年美国零售商的在线销

售额增长了
!(.

，但只开网店的销售额

仅增加了
!'.

。绝大多数纯电商正在丧

失他们的市场份额，完全没有实体店吸

引顾客的渠道也会受到影响，退换货也

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因此，打造线上线下多渠道互动的

购物方式可能是今后几年很多零售商会

选择的发展趋势。在圣诞购物季来临之

前，拥有实体店的零售商们就已经不甘

落后，包括梅西百货、沃尔玛、乐购在内

的百货商场和超市都在推出自己的在线

销售业务。

施密特认为，实体店今后将继续扮

演重要角色。然而，商家们必须意识

到，“消费者的购物行为正在随着技术

的飞速发展而改变，只有更快、更好地

适应消费者的节奏，才能继续得到他们

的认可”。 据新华社

截至9月末中国对外金融
净资产18052亿美元

外汇局：

! ! ! !

国家外汇管理局
!$

日公布的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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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头寸表是反映特定时点

上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世界其他国家或

地区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的统计报

表，它与反映交易流量的国际收支平

衡表一起，构成该国家或地区完整的

国际账户体系。

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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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祖琪教授在寓所接受家乡记者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