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省身先生将理论物理研究室

完全交给了杨振宁先生

记者：当年陈省身先生为何在南开大学数学

研究所内建立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室呢？

葛墨林：陈先生一生主持和创建了三个数学
研究所：一个是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在上海；
一个是美国伯克利数学科学研究所；还有一个就
是天津南开数学研究所。我们也曾问过陈先生为
什么选在南开大学这个问题，陈先生回答说，一个
是因为他对南开有感情，这里是他的母校，还有一
个原因就是因为天津离北京近，好办事。
南开数学研究所成立后，陈先生第一件事就

是邀请杨振宁先生来主持创办理论物理研究室，
这在国际上也是有先例的，因为理论物理与数学
其实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陈先生也是一直以
美国伯克利数学研究所的模式来发展南开数学研
究所，因此有很多超前、创新的做法，对于南开数
学研究所后来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记者：鲜有人知杨振宁先生从1986年理论物

理研究室成立后，在南开大学活动了七八年，这期

间二位大师之间发生了哪些难忘的故事？

葛墨林：从1986年开始，杨振宁先生回国主
要就是访问南开大学，我最有发言权，因为他每次
回来都是我负责接送。从1986年到1995年，杨先
生在国内主要的学术活动都是在南开，后来才慢
慢把重心转移到清华。
这里面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当年杨振宁先生

和李政道先生回国，都是由中国科学院外事局负
责接待，而南开大学隶属于国家教委，属于两个系
统，因此杨先生回国筹建理论物理研究室遇到了
一些麻烦。后来，国家教委花了很大功夫来协调，
当时纽约领事馆负责此事的郭义清正好是南开大
学校友，在多方努力下，再加上陈先生坐镇，最终
杨振宁先生回国就改由国家教委外事部门负责接
待，李政道先生还是由中国科学院外事局接待。
在我的印象里，从1986年到1995年，甚至到

2000年以后的那几年，几乎每年杨先生都来看望
陈先生，有时一年会来两三次。杨先生从不住酒
店，就住在陈先生的宁园里。宁园一楼有一间很
小的卧室，大概12平方米，里面只有一个衣柜、一
把椅子和一张床，杨先生每次回来都住在那儿，他
们二人就在宁园里谈天说地，无所不聊。
1986年秋天，我初来南开大学，首先去见了

陈先生。陈先生说话很简短：“我办研究所，方针
就是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我问他：“那
这个理论物理研究室您想怎么做呢？”陈先生说：
“就做振宁的方向，谁不做谁就走。就这么简单。”
陈先生将理论物理研究室完全交给了杨先生。
陈省身先生离世前一周，他还特意将我叫到

家里，与我谈了很多，嘱咐我要跟杨振宁先生谈，
请他多关注南开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

杨振宁先生顶着多重压力

来到南开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

记者：作为南开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首

位教授，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葛墨林：说起来还要感谢杨先生的提携，没有
他就没有我的今天。1956年我报考大学，原本想
去清华，因国家要建设核基地，需要一批人，我便
服从组织分配去到兰州大学，后来有幸跟我的老
师段一士先生学理论物理，并在1977年有幸认识
了杨振宁先生，此后多次去杨先生所在的美国石
溪大学工作。1985年我从美国回来，1986年的一
天，我忽然接到杨振宁先生从香港打来的长途电
话，让我在6月7日到北京饭店找他。那时国内长
途电话尚不多见，所以我觉得一定有重要的事。
到了6月7日，我在北京饭店见到杨先生，他说，陈
省身先生请他在南开数学研究所办一个理论物理
研究室，他想去天津看看条件如何，再做决定。如
果建立一个研究室，就应当有人长期做研究，问我
愿不愿意去南开大学工作。我自然是高兴的，但
当时我正准备去浙江大学任教，那时调动工作很
不容易，而且我还没同家里人商量，我便表示愿意
随杨先生去南开大学看看具体情况。
中午杨先生请我吃饭，我们坐在离餐厅大门

不远的地方，刚坐下一会儿，杨先生就站了起来，
原来是陈先生进来了，还有师母郑士宁、陈先生的
女儿陈璞和女婿、高温超导领域著名物理学家朱
经武。这是我第一次见陈先生，印象很深：他个子
高，耳朵特别大。杨先生跟陈先生说：“陈先生，这
就是葛墨林。”陈先生说：“好好好，你来南开，我现
在就给你签聘书。”我说：“陈先生，这不行啊。”因

为那时候行政关系、工资关系、粮食关系很麻烦
的。他说：“你先来，其他以后再说。”
后来在南开大学，当时的校长母国光教授、协

助陈先生创立数学所的胡国定教授、物理系何国
柱教授，还有陈省身先生、杨振宁先生以及我本人
参加的会议上，决定成立南开数学研究所理论物
理研究室，由杨振宁先生负责。杨先生当即提出
调我来南开，并写入向国家教委上报的报告。因
为南开数学所是直属国家教委的，而理论物理研
究室的事又涉及杨振宁先生，故必须以南开大学
的名义形成文件，并由陈、杨二位先生和校长母国
光先生等人签名后上报。记得在定稿之前，陈先
生特别嘱咐要把调我来南开的事作为一项内容。
自1986年 10月起，我成为了南开数学所教

授，在陈先生、杨先生领导下做研究工作，也开始
与陈先生接触，开启了我三十多年的数学物理研
究之路。初到南开，母国光校长掌握三套房，让我
挑一套住进去。当时正好有几个物理界的朋友来
开会，他们陪我去看了一套房子，我也没多想，说
就这套吧。过了几个月，我去母国光校长家里谈
事，才发现我的住处比他家还要大。我安顿下来
后去看陈先生，他说：“以后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我说：“我还没装电话。”那时家里装电话已属高待
遇，十分难得。谁知过了两天就有人来家中装电
话，校长还亲自打电话检查通话情况，后来才知道
陈先生亲自过问了这件事。这些事虽已过去多
年，但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得感动不已。

记者：理论物理研究室筹备初期是怎样的规

模，遇到了哪些困难？

葛墨林：当年杨先生答应陈先生来南开大学
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其实是顶着巨大压力的。
当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胡宁先生有
意在北京大学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想邀请杨振
宁先生担任第一位所长。我印象很深，1986年杨
先生在首都机场落地时，胡宁先生亲自去机场迎
接，为的就是请杨先生去北大。杨先生要在中国
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作报告，我也在北京，我们先前
起草的向国家教委申请成立南开数学研究所理论
物理研究室的报告，学校上级领导已经通过，还需
杨先生签字。南开大学那边知道我在北京，但并
不清楚我家的具体地址，当时通讯不方便，就让司
机去找我。就这么凑巧，我出门散步，路过一条小
街，一辆车停在我面前，司机下来说：“葛先生，在
这儿遇见您真是太好了，这有一份报告，麻烦您拿
给杨先生签字。”你说这是不是很神奇，北京那么
大，找一个人谈何容易？可司机真就这么误打误
撞地找到了我，这种事发生的概率简直为零。
我去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找杨先生，在他作报

告中间休息的时候请他签了字。后来据现场的人
说，胡宁先生也去了，手里拿着北京大学理论物理
研究所所长的聘书，他看到杨先生在我的报告上

签了字，当时表情就变了，因为他知道杨先生不会
去北大了。
当时李政道先生在北京建立中国高等科学技

术中心，与杨振宁先生筹建的南开数学研究所理
论物理研究室形成了竞争关系。我给在香港的杨
先生写信，向他请教该如何处理与李政道先生的
关系。杨先生打来电话，他说：“我与李政道先生
确实有见解不同的地方，但我们想帮助中国的心
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你不要有任何怀疑。”听杨
先生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后来南开数学研
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第一次举办学术活动，我们
还邀请了李政道先生的学生邱兆民来帮忙组织，
他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我和他也成了好朋友。
第三重压力是当时中国理论物理的中心在北

京，我们这个理论物理研究室在学术上该朝什么
方向做，我看不出来，还要杨先生把关。他说，我
们是南开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因此既要
以物理为基础，又不能脱离数学，要将物理与数学
结合在一起。杨先生给我们定下了研究方向。

杨振宁先生为理论物理研究室

指明了发展方向

记者：您此前提到杨振宁先生为理论物理研

究室定下了方向，是怎样一个方向呢？

葛墨林：1973年，杨振宁先生开始在北京作
学术报告，他当时作报告有两大方面：一个是杨-
米尔斯场，也就是规范场的求解问题；另一个就是
现在所谓的杨-巴克斯特系统，利用Bethe-Ansatz
（贝他设定）求非线性统计模型的一些严格解。非
线性模型严格解在数学上是很难的，尤其是要有
物理的明确结论，更具有开创性。1973年我跟我
的老师段一士先生到北京出差，有幸听了杨先生
关于杨-米尔斯规范场的报告。也是从那时起，
我们开始做杨-米尔斯规范场这些方面的研究。
杨先生有一点我觉得很伟大，就是他看方向

特别准。杨先生有一个研究方向是统计模型的严
格解，后来就叫做杨-巴克斯特方程。南开数学
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成立后，我请教杨先生：
“我们应该做什么？”他说：“你以前做杨-米尔斯
规范场，现在做杨-巴克斯特正是时候。”
方向确定了，我们就开始着手研究。杨先生

有个特点，不管的话什么都不管，只要管就事无巨
细。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关于怎么入手，那时
的资料都是纸质的，是预印本，我们拿到的资料都
是杨先生从美国寄来的。杨-巴克斯特方程对我
来说是一个新领域，我和学生们共同学习，一边做
一边讨论。但是应该先学什么呢？这一点我印象
特别深，杨先生在1986年年底到1987年年初做了
两件事。第一件是把美国这方面最核心的预印
本，很厚的一沓邮寄过来，首先我看到的是Louis

Kauffman的文章，他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做辫子
群，这个跟杨-巴克斯特有密切关系。杨先生说：
“这个文章好懂，你好好看。”我现在跟 Louis
Kauffman是好朋友，他经常来南开。第二件就是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上有两个著名学派：一
个是苏联的法捷耶夫，那时他在列宁格勒，现在叫
圣彼得堡，法捷耶夫2017年已经去世了；另一个
是京都学派。杨先生说：“法捷耶夫这个学派比较
物理，整个数学物理发展得非常好，请他来。”
1987年，杨先生把法捷耶夫请来了，这件事

当时在天津十分轰动。法捷耶夫是著名理论物理
学家和数学家，担任过国际数学联盟主席，他的很
多学生在国际数学物理领域都很有名。“杨-巴克
斯特”这个名字就是他定的，让两个看起来完全无
关的领域结合在一起。陈省身先生、杨振宁先生、
法捷耶夫三位大师齐聚南开，“三星汇聚”这是多
么难得的景象。法捷耶夫很崇敬陈先生，他利用
各种机会来南开大学至少五次，对我们的研究帮
助很大。法捷耶夫说他不能一直来，就把他最得
意的两个学生（现在都是有名的教授）派来南开大
学，有的待半年，有的待一年，跟我们互相讨论。

记者：当年杨振宁先生把理论物理研究室交

给您，对您在工作上提出了哪些要求？又提供了

哪些帮助？

葛墨林：杨先生要求理论物理研究室每年都
要举办学术活动，请国际上的知名专家学者来南
开和学生们交流讨论。这是推动学术交流的一个
重要手段，也是当年理论物理研究室的一项重要
工作。杨先生说，研究过程中有哪些问题遇到困
难，你就看国际上谁在这方面最厉害，就去请谁
来。所以那时候理论物理研究室每年都有大大小
小的学术活动，有时几十个人，有时甚至能达到两
三百人。这一点当时我国很多大学都很难达到。
那时举办这类学术活动还有一个困难，就是

如何解决这些人的国际旅费问题。要知道请来的
这些学者都非常有名，有些甚至是诺贝尔奖得主，
具体的接待工作，陈先生和杨先生都想得非常周
到。费用则由陈先生解决，当时香港有一个王宽
诚基金，专门资助学术活动。那些年的活动经费
基本上都是陈先生和杨先生从香港筹来的。我还
记得有一次去机场接杨先生，杨先生怕将来会计
不好入账，特意把钱都换成20美元面额的，包好
一捆直接交给我，转给会计。
1992年，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主办

第29届“物理中的群论方法”国际大会，当时计
算机在中国还没有普及，为了这个会，杨振宁先
生特意从香港买来286计算机，还给我们配了复
印机。他怕我们英文不好，让自己的秘书来南开
待了一周，帮忙打字，给我们记录会议内容。国
际大会一般中间休息时都安排茶歇，杨先生从香
港买了咖啡机邮过来，大家喝了这个咖啡都觉得
好，没想到第二天咖啡机被人偷走了。从这些小
事就能看出二位先生对数学所有多么用心，实在
令人佩服。

记者：南开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在培

养人才方面有哪些独到之处？

葛墨林：我印象最深的是杨先生跟我们说过
一句话：“做人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只
要把学问做好，到哪里都不会有人看不起你。”当
年我们招收学生是很困难的，国内还没有人做这
个方向，国际上也是刚刚开始，那时我的名气也不
是很大。但经过这些年，在陈先生和杨先生的支
持下，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有
三位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得者（按获奖时间排
序：李有泉、苏刚、孙昌璞），六位长江学者和杰出
青年（孙昌璞、李有泉、匡乐满、苏刚、刘雄军、景
辉）。我想凡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人，都会时常怀念
当年在这里学习的场景，因为这里的学术氛围无
论在哪儿都感受不到，对他们也是受益终生的。

“物理几何是一家，

共同携手到天涯，

黑洞单极穷奥秘，

纤维联络织锦霞。

进化方程孤立异，

对偶曲率瞬息空，

筹算竟有天人用，

拈花一笑不言中。”

这是世界最高数学奖之一“沃

尔夫奖”得主、数学大师陈省身在中

国科学院座谈会上的即席赋诗。

去年，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

究所（前身为天津南开数学研究所）

举行了陈省身先生诞辰110周年系

列纪念活动。而这一年，也恰逢杨

振宁先生的百岁华诞。

一位是数学大师，一位是物理

巨匠，两人七十余年的友谊一直被

国际数学和物理界传为佳话，发生

在他们之间的故事更是令无数学人

感怀至今。因此陈省身数学研究所

特请葛墨林教授前来做一次演讲，

题目为《杨振宁先生的学术成就》。

葛教授在演讲中除了提及杨振宁先

生对世界物理发展的突出贡献外，

还用很大的篇幅谈到了陈、杨二位

大师间的深厚情谊以及他们对中国

数学物理发展的无私奉献，令人感

慨感动。

葛墨林教授如今已年逾八旬，

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不务虚名，从

不轻易接受媒体采访，但当得知我

是为陈省身与杨振宁二位大师而来

时，老先生欣然应允。

与葛教授的专访定在了一个午

后，阳光正暖，地点就在陈省身数学

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听葛教授

的助理李军说：“葛先生退休后，除

了有重要的学术活动外，已很少来

数学所办公，当日是专程为了专访

而来，先生为此次采访做了很多准

备，很是上心。”

听李老师如此说，我更加诚惶

诚恐，生怕提出的问题过于肤浅，让

老先生笑话。但当我见到葛墨林教

授时，他言语间的谦逊有礼，以及对

后辈的宽容理解，让原本紧张的我

慢慢放松下来，沉浸于葛教授对流

金岁月的娓娓道来之中，似乎忘了

自己是来采访的，更像是一个初入

茅庐的学生带着好奇与崇敬之心，

来听一位老先生讲述他与他的师长

之间发生的那些动人故事。

这次专访进行了整整两个小

时，直至结束时我仍意犹未尽。此

前我对数学和物理的了解甚少，但

在与葛教授交流过后，我深深理解

了陈省身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每个

人都在努力，但成功与成为大师却

是两回事。”他曾笑称，“大师是冒出

来的。”但如今看来，这个“冒”却不

是凭空。

“爱翁初启几何门，杨子始开大

道深。物理几何是一家，炎黄子孙

跻西贤。”在《规范与对称之美——

杨振宁传》一书中，有这样一篇陈省

身先生写下的代序，篇幅不长，但是

道尽了陈、杨二位大师间紧密的联

系。如今时光已悄然流逝数十载，

但当年他们在南开发生的故事却依

然为人津津乐道……

印 象

陈杨相交七十载
物理几何是一家

由左至右：陈省身、葛墨林、杨振宁、范曾

葛墨林
理论物理学

家，中国科学院

院士，南开大学

教授。

1961年 兰

州大学物理系本

科毕业，1965年

兰州大学理论物

理研究生毕业，

1965年至 1986

年任兰州大学物

理系讲师、教授、

博 士 生 导 师 ，

1986年来到南

开大学数学研究

所任教授、博士

生导师，2003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

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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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墨林 我是跟着杨振宁先生来南开的
本报记者 徐雪霏

葛墨林口述 一件紫色夹克的故事 在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一楼大厅最显眼
的位置，挂着一幅画，画上一位老人满头银发，目光
炯炯有神坚定不移，另一位老人身着紫色夹克，面带
微笑，双手放在胸前，谦逊有礼。二人目光交叠，目
遇而神授。画上有一首题诗：“纷繁造化赋玄黄，宇
宙浑茫即大荒。递变时空皆有数，迁流物类总成
场。天衣剪掇丛无缝，太极平衡律是纲。巨擘从来
诗作魄，真情妙悟铸文章。”这幅画是由范曾所画，题
为《陈省身与杨振宁》。
2002年，陈省身先生托范曾为他和杨振宁先生

画一幅画。范曾足足构思了两年，其间陈先生多次
嘱我催促范曾，终于在2004年完成了这幅画。
范曾画好后，第一时间通知我来北京他的画室

看画。看到这幅画时我惊讶不已，只能不停地说：
“太好了！太好了！”当晚我便告知了陈先生和杨先
生。第二天陈先生也从天津赶到北京，看到画时大
喜过望，几乎是喊着说：“伟大！伟大！”接着开玩笑

地补充说：“我和振宁要跟着这幅画不朽了！”第三天
杨振宁先生也赶来了，他的激动之情一点儿不亚于
陈先生，一直盯着画说：“太好了！太好了！”并对范
曾大加赞赏。
范曾与我说起过，唯有真实的情感才能使画作

精美而生动，这幅画是一幅世界科学巨人的对话，他
们的友谊是科学史上人文精神之典范。
画中杨振宁先生身穿的紫色夹克令我印象十分

深刻。从我1983年见到杨先生时，他就穿着这件夹
克，十几年来，除了出席正式场合外，他总是穿着这
件夹克，夹克的颜色也慢慢从紫色褪成淡紫色。有
一次，他特意从香港给我打来电话，说那件紫色夹克
忘在宁园一楼的衣柜里，嘱我给他寄到香港。杨先
生在吃穿上从不计较，每次参加国际大会，他都与我
们一起吃自助餐。别看杨先生如此节俭，但当年建
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时他毫不吝啬，以家庭成员
名义捐献了100万美元，后来又通过各种渠道筹集

了至少1500万美元。
杨先生始终坚持钱要花在最有用的地方。他一

直反对我们国家做超高能物理加速器，他说搞这个
要花费几百亿元甚至上千亿元人民币，不值得，因为
你不晓得要做什么，因为做高能物理装置之前，必须
首先在理论上非常明确，才可能在工程上考虑怎么
实现，现在理论不清，就花大量金钱去做装置，是不
可想象的。做物理一定要明确，有重要科学用途的，
能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我们才去做。因此像自由
电子激光、散裂中子源他都非常支持。2019年杨先
生已经97岁高龄了，还亲自下到地下九层，去看散
裂中子源实验室，这种精神让我们非常钦佩。
杨振宁先生对我说过：“在我生长的那个年代，

中国的贫穷与落后是你们无法想象的，可能我说的
有些话你们不能理解，但我深知科学发展对国家的
重要性，我也深知我所肩负的是怎样的民族使命。”
这句话我铭记一生。

范曾画作：《陈省身与杨振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