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原题：An Interview with Michael Atiyah，译自：The Math. Intelligencer, 1984, 

6(1): 9-19。 

 

  阿蒂亚生于 1929 年，在剑桥三一学院获得其学士及博士学位（1952，1955）。他历任

牛津大学的萨维尔（Savilie）几何讲座教授（1963—1969）及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数学教

授（1969—1972），现在他是牛津大学的皇家学会专职研究数学教授。 

  阿蒂亚教授荣获的称号包括：皇家学会会员以及法国、瑞典、美国的科学院院士，他

在 1966 年莫斯科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菲尔兹奖。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到数学的广大的部分，

包括拓扑、几何、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 

  下面是本刊（The Intelligencer）原编辑米尼奥于牛津采访他的正式文本。 

  米尼奥（以下简称为 M）：我认为关于你的一些背景性材料可能是有价值的，你是什么

时候开始对数学发生兴趣的？有多早？ 

  阿蒂亚（下面简称为 A）：我觉得我年纪很轻时就开始对数学有兴趣。有一个阶段，大

约是 15 岁时，我对化学有浓厚的兴趣，认为它很有前途；大约经过了一年的高等化学的学

习之后，我发现它不是我想研究的东西，因而又回到了数学。我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去干

别的。 

  M：这一点在很早就显露出来了？ 

  A：是的，我认为如此。我的父母从我小时候起就认为我生来就是搞数学的料，他们一

直这么认为。 

  M：但他们不是数学家？ 

  A：他们不是，不是的。 

  M：你在中学时得到过指导吗？你的老师对你还好吗？ 

  A：我认为我的老师都挺好，我们的关系也好，我开始是在埃及上的学，那是个相当好

的学校。 

  M：你生在那里？ 

  A：不，我出生在英格兰，但我生长在中东，我父亲在苏丹工作，因此我中学主要是在

埃及念的。大战结束后我们回国，我在英国又念了几年，那是个好学校，那儿有很多好学

生，然后我去剑桥，那儿的好学生也很多。 

  我认为我没有受到哪一个人的特别大的影响。但是我受到的教育是好的，我有很多机

会去接触好的数学家，在这个意义下我的底子是好的。 

 

  M：在剑桥你主要是自己干？ 

  A：我是服了两年兵役之后去的剑桥（这是两个极端）。事实上，我去剑桥的时间比学

年开始要早一点儿。我念了一个夏季学期，那儿的迷人的气候及美丽的环境给我极其深刻

的印象。我喜欢呆在图书馆里读书，周围全是书。那儿的气氛令人难忘，它诱发了我的想

像力。 

  那儿有许多聪明的学生，我从教师那儿也得到应有的指导，我不觉得哪位老师给我的

灵感特别多：有些课是好的，有些并不那么好。 

 

  M：你早期的论文之一是与霍奇合作的，是吧？ 

  A：是的，它事实上是我的学位论文的一部分。他是我的研究导师，对我来说，能与他

一起工作是很重要的事。我来到剑桥时几何学正着重在老式的经典的投影代数几何上，我

非常喜欢它。要不是霍奇使我认识到他所代表的新潮流，即微分几何要与拓扑挂钩，我会

一直沿那个方向搞下去的。这是我的非常重要的抉择。我完全可以搞更传统些的东西，但



我认为我的这一抉择是明智的，通过与他一起工作，我更加熟悉了近代的思想。他给我很

好的指导而且在一个时期还合作过。那时法国出了一些有关层（sheaf）论的最新工作。我

对此有兴趣，他也有兴趣，我们一起工作并合写了论文，即我的学位论文的一部分。这对

我是很有益的。 

 

  M：一个突出的事实是你同其他人合作得很多，同辛格，同希策布鲁赫，同博特。 

  A：是的，是如此，我经常与别人合作，我认为这是我的风格。这有许多原因，其中之

一是我涉猎于好几个不同的领域。不同学科的东西有相互作用这一事实正是我有兴趣的；

有的人在另一些方面知道得多些，可以补充你的不足，与他们合作是很有帮助的。我发现

与别人交流思想是非常激励人的。 

  我同许多人合作过。与其中一些，应该说其中许多人，合作持续多年而且是广泛的。

这一方面是由于我的性格，我喜欢与别人交流的思考方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喜欢搞的

数学面比较广，因而很难自己一人完全了解透彻。周围有对另一些领域知道得较多的人是

很有益的。例如，我与辛格合作，他的分析强得多，我则较弱，而我对代数几何及拓扑知

道得更多。 

 

  M：是否是由你来把问题提炼出来？ 

  A：不，不是。这种合作是完完全全的交融。我们首先统一感兴趣的东西，然后互相学

习对方的技巧。经过一段时间后，对问题的大多数部分双方的认识趋于一致，只是我们的

专长有点不同罢了。 

  M：你是如何选择研究题目的？ 

  A：我认为你这样问就已经暗含了所选的题目有解答。我觉得这根本不是我做研究的方

式。有的人会这样做，他说：“我想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坐下来，说：“我怎样才能解决这

个问题？”我不这样做。我只是在数学的海洋中漫游，同时思索着，充满好奇心和兴趣。

我与别人交谈，把各种思想搅拌在一起：新的东西一出现，就紧追不舍。或者是，我发现

某个东西同我已经知道的另外的东西发生了联系，我就试图把它们放在一起，从而新的东

西发展了起来。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过从一开始就对我将要搞出的东西或者会搞成什么样

子有任何概念：我对数学有兴趣，我交谈，我学习，我讨论，有意义的问题自然就呈现出

来。除了理解数学这个目标外，我在开始干之前从不订下什么具体的目标。 

 

  M：K-理论就是这样产生的吧？ 

  A：是的，这从某些方面看很带有偶然性。我当时对格罗滕迪克在代数几何中做的事情

有兴趣，到了波恩后我曾有兴趣学点拓扑，我感兴趣的是詹姆斯（I. James）当时在研究

的有关射影空间的拓扑中的某些问题。我发现用格罗滕迪克的公式可以解释这些现象，可

以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时已有博特关于周期性定理的工作；我认识他，也知道他的工作。

用上这些，我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于是看起来有必要建立一个体系使它们

形式化，于是 K-理论就这样产生了。 

  你不可能靠事先预言崭新的思想或理论的办法来发展它们。它们本来只能通过深入考

察一系列问题而显现。但是不同人的工作方式是不同的。有的人决心去解决某个基本性的

问题，例如奇点的消解或有限单群的分类。他们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个问题上。

我从没有这样干过，主要是由于那样做需要一心一意地献身于一个问题，那是极大的冒险。 

  那样做也要求方法上的专一，从正面强攻，这意味着你必须对专门的技巧运用得炉火

纯青。现在有些人很擅长那样，我确实不如。我的专长是围绕那个问题，在它附近转到它

的背后去……这样使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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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你是否觉得数学中有主流的课题？是否有些学科比别的更重要？ 

  A：是的，我认为是这样。我很反对那种认为数学是一些孤立的学科的并集，以及你可

以写下公理 1，2，3 等等，一个人闭门造车就可以发明一门新数学分支的观点。数学更加

像是一个发育的机体。它同过去以及同其他学科的联系的历史是悠久的。 

  在某种意义上，核心的数学一直没有变。它是研究现实的物质世界中产生的问题，以

及与数、基本的计算及解方程有关的由数学本身产生的问题。这一直是数学的主体。任何

能推动这些问题发展的都是数学的重要部分。 

  那些与这些问题相隔遥远、背道而驰并且对数学的主要部分没有帮助的分支，不大可

能是重要的。也可能一个分支自己产生出来并且后来对其他部分有用，但是如果它走得太

远而被修剪掉，从数学上看这确实无关大局。确有些创新的思想，它们在一段时间内开辟

了新的方向，但它们还与数学的其他的重要部分联结在一起并且互相作用。数学的某个分

支的重要性大体上可以用它与数学其他分支的相互作用的多少来衡量。这好像是重要性的

一个无矛盾的定义。 

 

  M：但是，某个东西在一段时期内没有用，而很多年之后它又被用上，这是可能的吧？ 

  A：我认为确实会有人提出超前于他的时代的数学思想，也可能有人提出一个聪明的想

法，但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看不到它的意义。显然这些都可能发生。 

  我刚才并没有怎么想到这类事情，我刚才想得更多的是现在的一种趋势，即人们闭门

造车式地，并且相当抽象地创立一个个整个的数学领域。他们只是像海狸那样一个劲地啃。

如果你问他们这是为什么，其意义何在，与其他的关系如何，你将发现他们说不上来。 

 

  M：你愿意举个例子吗？ 

  A：近代数学的每个分支都有些例子：抽象代数的一些部分，泛函分析一些部分，点集

拓扑一些部分；在这些部分里，人们会看到公理化方法的最恶劣的表现。 

  公理是为了把一类问题孤立出来，然后去发展解决这些问题的技巧而提炼出来的。一

些人认为公理是用来界定一个自我封闭的完整的数学领域的。我认为这是错的。公理的范

围越窄，你舍弃得就越多。 

  当你在数学中进行抽象化时，你把你想要研究的与你认为是无关的东西分离开，这样

做在一段时期里是方便的，它使思维集中。但是通过定义，舍弃了宣布你认为不感兴趣的

东西，而从长远看来，你丢掉了很多根芽。如果你用公理化方法做了些东西，那么在一定

阶段后你应该再回到它的来源处，在那儿进行同花和异花受精，这样是健康的。 

  你可以发现约三十年前冯·诺依曼（von Neumann）及魏尔就表达了这种意见。他们担

心数学会走什么样的路，如果它远离了它的源泉，就会变得不育，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 

 

  M：显然你对数学的整体性有很深的体会。你认为你的工作方式及你本人在数学上的贡

献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这种整体性？ 

  A：很难把一个人的个性同他对数学怎么看分开。我相信把数学看成是一个整体是非常

重要的。我的工作方式反映了这一观点，至于哪个在前这很难说。我发现数学不同分支的

相互作用是有趣的。这一学科的丰富性就是来自这个复合性，而不是来自纯粹性及孤立的

专门化。 

  但是，也还有哲学的及社会的道理。我们为什么搞数学？我们搞数学主要是因为我们

喜欢它。但从深一层上讲，为什么给我们钱搞数学？如果有人要我们辩明这一点，那么我

们必须承认这个观点，即数学是一般的科学文化的一部分。即使我正在搞的那个数学领域

对于他人无直接关系和用途，我们也还是在为一个整个的思想的有机体做贡献；如果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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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思想的联合体，每一部分都有潜在的应用到其他部分的可能性，那么我们都是为一个共

同的对象做贡献。 

  如果数学被看成是一些支离破碎的门类，而且互不相干地、自管自地发展，那就很难

回答为什么要给人出钱去搞数学。我们不是表演者，像网球运动那样，我们唯一的依据是

数学对人类思想有真正的贡献。即使我不直接搞应用数学，我觉得我也是在对这样一种数

学作贡献，即它能够而且必将对于那些有兴趣于把数学应用到其他地方的人们有用。 

  每个人都要为他的人生哲学辩护，至少要向自己辩护。如果你教书，你可以说：“我的

职业是教书，我培养出了年轻人，因而我得到报酬。至于研究嘛，我是在业余搞。他们是

出于宽宏大量才让我搞的。”但是如果你是专职搞研究的，那么你要为自己的工作辩护就要

更费力气去想了。 

  在某种意义上，我还在搞数学，因为我喜欢搞。我很高兴有人出钱让我做我喜欢的事。

但是我也试图去感觉它还有更严肃的一面。提供辩护的一面。 

 

  M：有这种论调：“纯粹数学用处不大，五年之内所有人都只有搞计算了。”对此你是如

何看的？ 

  A：这种观点含有某种危险，如果纯粹数学家采取象牙塔的态度，不去考虑他们与其他

学科的关系，那么就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即人们会出来说，“我们确实不需要你们——你们

是奢侈品——我们要雇用做更实际的工作的人”。我认为这种危险性一直是有的，而在财政

困难的时期则更为严重，例如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时期。我认为已经有这种信号出现了。 

  当然，在过去的五年或十年中，纯粹数学家越来越了解到他们必须更好地为他们自己

干的事辩护。但我还是同意很多人的这种看法，即这是不自然的，是在压力之下才这么做

的。倘如广大的纯粹数学家更有自我批评的精神，那么情况就会健康起来。 

 

  M：再回到你做过的数学上。是否有一个定理在你证出的定理中最使你感到幸运？ 

  A：我认为有，我与辛格一起证明的指数定理从很多方面看都是我所做过的东西中最清

晰的一个。我确实认为指标定理是人们可以谈论的定理中一个好的、清晰的定理。我的大

部分工作都是以不同的方式以它为中心做的。 

 

  它从拓扑学及代数几何的工作开始，但后来它对泛函分析有相当的推动；过去十年来，

这个方向有许多人搞。而且现在还发现它与数学物理有有趣的联系。所以从很多方面看它

仍在发展并且仍然活跃。在某种意义上，它象征了我的主要兴趣，即数学所有领域之间的

相互作用及联系。这是一个代数拓扑与分析（还有各种形式的微分方程）非常自然地结合

在一起的领域。 

 

  M：你是否预见到了近来数学家对数学物理重新发生兴趣这件事？ 

  A：实在没有。我对数学物理的兴趣有相当长时间了。它并不很深——我试图弄懂量子

力学及有关的课题。但是过去五年发生的事情——数学家对规范场理论的兴趣——我是没

料到的。我对物理知道得还不够多，无法预料这件事情会发生的程度。对我个人来讲，量

子场论是那些神秘的大的字眼之一。 

 

  我认为物理学家自己也感到意外。几何的一面变得重要并且占了统治地位这一事实，

他们很多人也没有预言过（而且有些人仍然不同意这一点！），一些主要的问题看上去好像

很不一样——分析的问题，代数的问题。像彭罗斯这样一些人没有感到意外。他们从自己

的观点在这方面工作了很久。但是我认为这是个好的例证：如果你是在主流中做有意思的、



基本的数学工作，那么当别人用上你的工作时，你不应感到意外。这证实了对于数学，包

括物理在内的整体性的信仰。 

 

  M：你对这个命题相信的程度有多深？ 

  A：我学的物理越多，我越加坚信物理提供了数学在某种意义上最深刻的应用。物理中

产生的数学问题的解答及其方法过去一直是数学的活力的来源。现在仍是这样。物理学家

处理的问题从数学的角度看是极其有趣的，并且是困难和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我认为应该

有更多的数学家参与进来，并且设法学一些物理；他们应该把新的数学方法引进物理问题

中去。 

  物理是很不简单的。它是非常数学的，物理的洞察力与数学方法的结合。 

  数学在（比如说）社会科学、经济学、计算上的较新的应用是重要的。我们培养具有

这种应用数学的观点的学生是重要的，因为这是商业世界所要求的。成千上万的学生需要

这样的观点。 

  另一方面，从用到的数学的深度来看，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诸如经济学与统计学

中，也有些有意思的问题，但总的说来，用到的数学十分浅显。真正深刻的问题仍然在物

理科学中。为了数学研究的健康，我认为尽可能多保持这种联系是非常重要的。 

 

  M：你对教育显然有兴趣。另一方面，就你的职业而言，很清楚你是作研究的数学家。

你如何解释这一点？ 

  A：我对教育有兴趣的理由与我对数学的整体性有兴趣的理由一样。大学是教育的机构

并且还从事研究。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应该有大学的及整个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来保持

数学教育与数学研究之间的广泛的平衡。当大学里为了教育的目的开课时，他们应该确保

他们对学生做的事是对的，而不是仅仅因为他们对培养做研究的学生有兴趣而开（比方说

高等拓扑学课）。否则那将是灾难性的错误。 

  大学必须保持两种活动的平衡。他们应该知道学生学些什么是有用的，要记住学生将

来做什么。同时，他们还应该扶助研究。一些人将来全做研究，一些人将来主要是教书，

而大部分是介于两者之间。显然我只介入大学的研究任务，但我生活在大学里，我在大学

里有同事，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所以我对大学里各种职能是否达到平衡很关切。 

 

  M：你是否认为过去二十年里英国的大学增加得太多了？ 

  A：我不认为增加得太多了。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比，显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例

太小，应该更多些；更重要的是，大学应继续增加。我不能相信到下个世纪，受到高等教

育的人的比例还是现在这么多。那是肯定要改变的。 

 

  在一段时期的增长之后（这在战后是必要的），确实会产生一些问题。它带来了不连续

性。你要了大量的人去大学教书，而当这个增长一旦停止时，你已经把所有的位置占满了

——你不能再要年轻人了。人们可以批评当年各大学头脑发热和欠谨慎，以致没有预见到

这样做必然会产生的一些困难。例如，不像美国大学，英国大学在增长时期，拿到博士后

可立即得到永久性的位子，因为当时各大学在互相竞争。我认为这是个错误，现在他们正

在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 

  如果不是从一开始就给终身的职位而是采用灵活些的制度来使他们适应，那就明智些。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尖锐的不连续性，这将导致危机与冲突。也许大学的人应该谨慎为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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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再用点时间回到教学与研究上去。你说过两者都是大学生活的重要部分，但你仍然

是分别谈到它们的。近来研究所在增加——波恩，沃里克（Warwick），普林斯顿——哪儿

都不教书，你认为这是健康的吗？ 

  A：关于这类研究所首先要指出的是它们或者没有终身研究人员，或者只有很少的终身

研究人员。大多数去那些地方的人都是进修性质的。他们从各大学到那儿呆一学期或者一

年，然后再回去。所以它们类似广义的会议中心，人们在那儿碰头和交流思想，然后回去

进行他们的工作。他们只是帮助大学的人对科研保持活跃的兴趣——那是它们的主要功能。 

  可是，如果你采用类似于东欧的制度，即设立雇用大量终身职位的人员的庞大研究所，

并且从各大学抽走相当比例的教授，这就会带来问题。那样你就真正使大学与研究严重脱

节。但是就数学而言，这种中心数目是很小的，研究员也很少，而且去那儿再回来的人都

只是为了加强大学体系，我认为这是十分健康的。 

  它们还有另一个目的，即帮助或引导人们进入那些富有成果的数学思想的领域。除了

到一个中心去推动自己当前的工作之外，年轻人也可以到这类中心以期被引导选定一个有

成效的研究方向。 

  普林斯顿的研究所，即我获得博士后所去的地方，在实现这一目的方面做得很好。我

完成了博士学业，写好了论文，但我仍在寻找我在数学上的归宿。我不知道往哪儿走，也

不知将来干什么。我来到这个大的中心，那儿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有各种思想的能干的

年轻人、老年人。在差不多一年之后，我满载着新思想与新方向回到英国，这对我以后的

数学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M：普林斯顿的人当中谁对你影响最大？ 

  A：我觉得主要不是那些终身研究员们。我是 1955 年去的，当时去那儿的人比现在去

那儿的同类型人年纪稍大些。 

  我碰上了希策布鲁赫，塞尔，博特，辛格……他们都是我去这个研究所时认识的。小

平邦彦（Kodaira）及斯潘塞（Spencer）当时也在。我认识了这一大批人，在数学上受到

他们的影响。后来我与同样的这批人的合作不是偶然的。 

  我觉得还有另一方面，即它不但改变了你的观点和你的工作，而且它使你接触到其他

的活跃的人物并且在以后保持这种个人联系，这对以后维持你在数学上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与不同国家的人会面是重要的——数学是非常国际性的，而这些中心提供了这种在其他地

方很不容易得到的机会。 

 

  M：国际会议也提供了大家见面的机会，但也许不太能达到提供人们一起工作并且真正

学到些东西的目的？ 

  A：是的，国际会议很有益，但也许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是那么有用。它们对于那

些已经定型的人有益。如果你已经与别的人很熟，而且也很活跃，那么在很短的时间里你

可以通过短暂的思想交流得到好处。如果你是个年轻学生或者博士后，你确实无法与很多

人交谈，因为你不了解他们，你会受到约束，而且你懂的东西不够多，使得你很难听懂他

们谈的东西。因此我认为你需要更长时间的熏陶。你需要花一年左右时间来慢慢吸收知识，

来了解人。所以我认为国际会议的功能是不同的。 

 

  M：国际数学家大会如何？ 

  A：我觉得国际数学家大会完全不同。自从 1954 年以来，每一届我都参加了，我从中

得到的好处则很难讲。 

  我还是年轻学生时，第一次参加的那次大会是非常好的。我有机会去听魏尔的报告，



那是心理上的极大的推动。我感到我是数千名数学工作者的团体中的一员。大部分报告我

都听不懂，我去了之后就坐了“飞机”。从数学上懂了多少具体的东西上看，我认为什么收

获也没有，但心理上的推动是巨大的。 

  现在我年纪大些了，国际大会的价值就小了。我是出于尽义务才去的——我有事要做

——去与人们交谈，去做报告。我实在受益不多，因为那儿人太多了。一些报告我很喜欢，

我认为国际数学家大会有好处，但是不很大。 

 

  除了对年轻人的好处，即给予他们国际成员感之外，另一个主要的职能恐怕是帮助那

些数学不那么活跃的国家的人们。如果你是西欧或美国人，那么也许它们并不很重要。但

是如果你来自非洲或亚洲或东欧，因而旅行及与人见面的机会少得多，那么我认为这是你

去了解别人在干什么的唯一机会，我觉得这是它的主要目的。 

 

  M：你是否认为菲尔兹奖的设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A：我认为略有一些，我感到幸运的是菲尔兹奖没有像诺贝尔奖那样。诺贝尔奖使科学，

特别是物理学严重畸形。诺贝尔奖所带来的荣誉及大吹大擂的宣传，以及大学花钱拉拢诺

贝尔奖获得者等等，都是极端的行为，某个人能获奖与不能获奖的区别很难说——这是个

十分人为的区分。但是，如果你得到了诺贝尔奖，我没有得到，那么你就得到双倍于我的

工资，而且你所在的大学会给你盖一个大实验室，我觉得这是很不幸的。 

  但是在数学方面，菲尔兹奖根本没有影响，所以也没有消极的效果，那是授予年轻人

的，以作为对他们以及整个数学界的一种鼓励。 

  我也被授予过菲尔兹奖和给予鼓励，它提高了我的自信心和士气。我不知道倘若我没

有得到这个奖的话，情形会有什么不同；但是在那个时期得到它的确使我受到鼓舞，激发

起我的热情。因此我认为在这种意义下菲尔兹奖是有用的。 

  我发现在一些国家这个奖的名声很大，例如在日本。在日本，获得菲尔兹奖如同获得

诺贝尔奖。所以当我去日本，人家介绍我时，我感觉像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在我国，根

本没有人注意。 

 

  M：你是否发现在不同国家里，数学家的地位十分不同？ 

  A：当然，在不同的国家里，数学的含义有些差别。在我国，主要是数学与应用数学及

物理的分野有相当的不同；在大多数国家里，纯粹数学的独立性更大些。这可能对人们关

于数学家的概念有广义的影响，他们不像在美国那样把数学家十分狭义地与纯粹数学联在

一起，在美国，数学家是指纯粹数学家。 

  除此之外，我认为在法国，数学家从传统上有较高的地位，这是因为法国具有较看重

哲学、文学及艺术的传统，而数学属于这一类。而在我国，他们对这些从来也不怎么重视。 

  在德国，教授也有传统的较高的地位，虽然这一情形也在迅速地改变。 

  我认为在关于人们如何看数学及大学的问题上，显然各国有差别。但那也是在变化的

——不同的文化的差异正在缩小。 

 

  M：我有几个关于你是如何工作的问题。例如，你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思维表象

（mentalimage）？ 

  A：我不敢说我能答上来这个问题。我觉得有时我脑子里确实有个视觉的图像，某种模

式图。但是这是否真的是某种图像或者只是纯粹的符号，我也不知道。我认为这是个很困

难的问题，它与心理学的关系比数学更大。 

 



  M：我的问题的意思是想区别几何直观与代数操作（manipulation）。 

  A：是的，是有区别，我猜想这个一分为二的现象在大脑中是真实的。我搞的东西是比

较几何的，但我不像瑟斯顿（Thurston）[注一]，他可以同样自如地看见复杂的、高维的

几何。我的几何是比较形式化的。但我也不是代数学家——我不喜欢操作。也许从心理学

的角度讲，我不是典型的极端人物，我像是普通的中间的人。 

  如果你去问瑟斯顿，也许他会说他的确能看见他心里的复杂的图形，他要做的事只是

把它画在纸上，从而给出证明。也可以去问汤普森（Thompson）[注二]，他怎样看见一个

群；我不知他会如何回答。差别是有的，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但它四分之三是心理学，只

有四分之一是数学。 

 

  M：记忆对你的工作的重要性有多大？ 

  A：我提到过当我 15 岁时我对化学有强烈的兴趣。我用了整整一年去攻化学后来就放

弃了。原因很简单，在化学里，要记忆大量的事实。当时我有几本大部头的无机化学书，

我要做的只是去背通过不同的手段，用不同的物质得到的这种或那种物质，能够帮助你记

住这些东西的结构性联系是微乎其微的。有机化学稍好一些。与此相比，在数学里，你几

乎根本不需要记忆，你不必去记忆事实；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去理解整个东西是如何装配起

来的。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意义下，数学事实上不需要科学家或医科大学生的那种记忆力。 

  在数学中，另一种形式的记忆是重要的。比如我思考一个问题，突然我领悟到这个问

题同我上星期或上个月同别人交谈时听到的某个问题有关系。我的很多工作都是这么出来

的。我出去买东西，与别人交谈，得到别人的思想，这些思想我只是半懂，然后就存进我

的记忆中。这样我就有了这些数学领域的片断的庞大的索引卡片盒。所以我认为记忆在数

学中是重要的，但是它是与其他领域的记忆不同的一种记忆。 

 

  M：当你工作时，在你尚未找到某个结果的证明之前，是否能判断它是对的？ 

  A：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应该首先指出我不是为解决某个问题而工作的。如果我对某个

科目有兴趣，那我就去设法理解它；我只是不断地想着它，并试着一点点儿往深挖。如果

我把它弄懂了，那么我就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当然，也可能你没有真弄懂，可你认为你懂了，但后来发现你错了。粗略地讲，一旦

你真正感到弄懂了一样东西，而且你通过大量例子以及通过与其他东西的联系取得了处理

那个问题的足够多的经验，对此你就会产生一种关于正在发展的过程是怎么回事以及什么

结论应该是正确的直觉。然后的问题是：你如何去证明它？而这可能要花很长时间。 

  例如，我们提出了指标定理并且知道它应该是对的，但我们花了几年功夫才找到证明。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证明中涉及到一些全然不同的技巧，所以我必须学一些新东西以求得一

个证明（对这个例子，我们是找到了几个证明）。我对于证明的重要性并不大注意，我认为

更重要的是理解。 

 

  M：那么证明的重要性是什么？ 

  A：证明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对于你的理解的一个检验。我可以认为我懂了，但是证明是

你懂与否的检验，仅此而已。它是行动的最后一步——最后的检验——但它根本不是主要

的东西。 

  我记得我证明过一个定理但却不能理解这个定理为什么是对的。为此我想了好几年。

它涉及 K-理论与有限群的表示的关系。为了证明这个定理，我必须把群分解成可解的与循

环的；还用到很多的归纳步骤及其他的信息，为了保证这个证明通得过，每一个环节都必

须一点儿也不差——换言之，你必须有好运气，我很惊讶地发现证明成功了并且老是在想，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如果这个链中的一环突然断开，如果论证中有一点儿瑕疵，那么整个证明就要垮下来。因

为我不能理解它，也许它根本不是正确的。我一直在想，直到五六年之后我才弄懂了它为

什么是对的。从而我通过有限群到紧致群的转化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证明。用完全不同的技

巧可以使它为什么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变成显然的。 

 

  M：你是否有办法不通过证明而把你的理解传授给别人？ 

  A：我理想地认为：当你传授数学时，你应该设法传授理解。这通过交谈比较容易办到。

当我同别人合作时，我们就是在这种理解的水平上交换思想的——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且依

靠直觉。 

  当我作报告时，我总是设法表达出问题的主要之点，但是在写论文或书时，这就困难

得多了。我不怎么写书。在论文中，我尽我的所能去写一个导言或解说来给出思想，但在

论文中你必须有证明，所以你必须写证明。 

  现在，大多数的书倾向于太形式化，它们用于形式化证明上的篇幅过多，而用于启发

和思想的篇幅过少，当然，给出启发和思想是困难的。 

  有一些例外，我觉得俄国人是例外。我认为俄国的数学传统比起西方的传统更少形式

化和结构化，后者受到法国数学的影响。法国数学一直是占据统治地位并且产生了一个很

形式化的学派，我认为大多数书都在向这种过度抽象的方向发展并且不去传授理解。 

  但是传授理解是不容易的，因为它只有通过与一个问题一起生活一个很长的时期才能

做到。你可能要研究它好几年，你才得到它的直觉并使它进入你的骨骼中。你不可能把它

传授给另外的人，如果你花了五年时间研究一个问题，那么你可以做到这一点，即把它讲

给别人听，使得别人花较少的时间就可以到达你现在的水平，但是如果别人没有钻进这个

问题中去并且看到所有的难点，那他们还没有真正理解它。 

 

  M：你如何得到你所搞的东西的思想的？是否只要坐下来并且说“好了，我现在要花两

小时做数学了”就行了？ 

  A：我认为只要你在积极地进行数学的研究工作，数学总是同你在一起的，当你想问题

时，它总是在那儿。当我早上起床刮脸时，我想的是数学；当我吃早饭时，我仍然想着我

的问题；当我驾汽车时，我也仍在想我的问题。但注意力集中的程度各不相同。 

  有时你会问自己，你一边做那些事时一边想这些问题是否值得，是否有所帮助，也许

你这不过是徒劳无功地反复思索。 

  有的上午你坐着并且集中精力想某个问题，那种高度的精神集中很难持续长久，而且

也不总是成功的。有时你认真思索就会得到解答。但真正有趣的思想是当你灵感的火花迸

发时产生的。它们的本性决定了其偶然性；它们可能在随便的交谈中产生：也许你正在同

某人谈话而对方提到了某个东西，你心想“老天爷，这不正是我要的吗！……它能解释上

星期我想的问题”，然后你把这两样东西摆在一起，你把它们融合，这样从中产生出某种东

西来。把两种东西放在一起，就像拼图游戏一样，这在某种意义上是随机的。但是你若想

从随机的相互作用中得到最大的机会，你就必须经常在脑子里反复思考这些东西。我想庞

加莱讲过这种话。它是一种或然性的结果：思想在你的脑海中飞舞，而有成果的相互作用

产生于某些随机的、幸运的突变。技巧就在于使这种随机度尽可能大，这样你才有增加有

成果的相互作用的机会。 

  从我的观点看，我同不同类型的人谈得愈多，我对于各种不同的数学问题想得越多，

那么我从别人那儿得到新鲜的想法并且进而与我已经知道的某个东西联系起来的机会就愈

大。 

  例如，指数定理就有偶然的成分。辛格和我碰巧都在牛津研究希策布鲁赫的工作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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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黎曼-罗赫定理。我们俩在一起玩的时候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对迪拉克算子也给一个

这样的公式，那时斯梅尔（Smale）路过牛津，我们同他谈了，他告诉我们前几天他刚刚读

到盖尔范德（Gel'fand）一篇文章，是关于算子的指数的一般性的问题的，他还说此文可

能与我们正在做的事有关系。我发现这篇文章很难懂，它一般性地提出了问题，而我们要

找的是一个重要的特例。后来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把我们正在做的东西推广从而导致了整

个东西的产生，但是是过路的斯梅尔使我们走上正确的轨道的。 

  另一个例子是我关于瞬时子（instanton）的工作。那也是带有偶然性的事。当时我知

道彭罗斯和他领导的一批人在搞物理的几何方面的东西，其中一个叫沃德（R. Ward）的做

出了好结果。他正在讨论班上报告，我当时问自己：“我是否应该去，它是否会有些枯燥？

好，还是去。”于是我去了。讨论班讲得很清晰，我听懂了他在做的东西，我回去时说：“嗨，

确实棒。”我回去后用了三整天苦苦思索，突然间我发现了它是怎么回事，它怎样与代数几

何挂上钩的。从那时起，问题开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要是不去听那个讨论班，可能

那个问题至今仍是老样子。过去数学家与物理学家之间的差距很大。我怀疑在过去思想会

这么快地得到沟通。当然，你也可能参加很多次讨论班却得不到启发。 

 

  M：你是否有最喜欢的定理或问题？ 

  A：那不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因为我是不相信定理本身的。我相信的是数学是一个整

体的东西；一个定理只是一个补给站，我知道很多好的题材，好的事实，好的东西，但我

认为单个的它们并不具有多大的重要性。我想对于问题也是这样。 

  我不想给人以印象：好像我把数学只看成是一个抽象理论而没有实体，一个理论之所

以有意思是因为它解决了许多特殊问题，并且把它们放在恰当的位置上；它使你全部理解

它们，一个理论常常是在某人解决了一个很难的问题之后，人为了理解这里面的过程而发

展起来的——即你在它周围筑起了上层建筑。没有硬问题的软理论是无用的。 

 

  M：你对于有限群的分类有何感想？ 

  A：我的感想是（褒贬）兼而有之。首先，证明的篇幅太大，我觉得如果这是仅有的证

明方法，那么我们对于它的理解的程度是相当有限的。人们希望关于所有这一切的一个更

透彻的理解会产生出来，也许我的看法是错的，但我相信如果真的会产生出来，它将由这

样的人们来完成，即他们从外倾的（extroverted）观点，而不是内倾的（introverted）

观点来看群。 

  因为群在自然中产生，它们是使事物运动的东西，它们是变换或置换。从抽象的角度

看，你把群看成是一个内在的结构，具有它本身的乘法——这是很内倾的观点。如果你只

允许自己用这种内倾的观点，你的武器库将是很有限的。但是如果你从群的表现形式来看

群，从外面的世界去看，则你可借助外来世界里所有的东西。这样你就得到了或应该得到

一个强有力得多的理解。我的想法，我的梦想是：通过群是在一些自然的背景中（作为变

换群）产生的这一事实，人们应该能证明关于群的深刻的定理，从而使其结构变得一目了

然。 

  而且，我也不能肯定整个这个结果的重要性。有些人会说数学中最重要的是建立起有

公理 1，2，3 的公理化体系，现在有群、空间这些对象。问题就在于给它们分类。我认为

这是不正确的观点。理解这些东西的本性并且使用它们才是目的；分类只是告诉你理论的

范围大致有多大。 

  例如，李群的分类是有点特殊的。你面前有个分类表，有典型群，也有例外群，但是

对大多数实用的目的，你只用到典型群。例外李群的存在性只告诉你这个理论还要大一点

儿。它们很少冒出来。倘若有无穷多个例外李群，使李群的分类变得极其复杂，李群分类



的理论也不会有多大不同。 

  所以我认为不同类的（有限）单群的存在与否对于数学没有什么影响。那是智慧的一

个好的终点，但我认为它没有基本的重要性。 

 

  M：但是，如果有另外的办法去做，即某种外倾的观点那么它是否会有较大的影响？ 

  A：那将会有这种意义下的影响，即它告诉人们事情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做。但我认为

结果没有基本的重要性；它不能与，举例来说，群的表示论相比拟。 

  分类的这个观点可以被极度地夸大。它在一段时期里是注意的焦点。它指出好的问题

和挑战。但是，如果它占去了大量的精力，人们会想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去做，找到一个更

好的方法这件事本身也许会是有趣的，并且会揭示出新的思想与新的技巧。你瞧这个结果，

它看上去不错，你给出了这个冗长的复杂的证明，去寻求更好的方法是个挑战，做此探索

可能是有益的，其好处主要是来自新思想而不是你找到新证明这件事实。 

  麦基（G. Mackey）有次对我说的话我认为是很正确的。在数学的某个领域中，重要的

东西常常不是技术上最困难的即最难证明的东西，而常常是较为初等的部分。因为这些部

分与其他领域、分支的相互作用最广泛，即影响面最大。 

  在群论中有许多极端重要的，并且在数学的各个角落到处都出现的东西。这些是较为

初等的东西：群及其同态、表示的基本观点，一般的性质，一般的方法——这些才是真正

重要的。 

  分析也是如此，有些关于傅立叶级数在什么条件下收敛的很细致的论证；这些东西技

巧性很高，也很有趣。但对于使用傅立叶级数的那些数学家来说它们并不重要。一个领域

的专家们往往醉心于困难的技术性问题，但从数学家集体的观点去看，他们虽也赞叹这些

东西，但却并不需要它们。 

 

  M：你最佩服的数学家是谁？ 

  A：这个问题很好答，我最钦佩的人是赫尔曼·魏尔。我发现我在数学中干的差不多每

一件事，赫尔曼·魏尔都是第一个做过的，我所搞的大多数领域都是他搞过的并且他自己

还有开创性的、很深刻的工作，当然，拓扑学是例外，这是在他的时代之后才产生的，但

是他的兴趣包括了群论、表示论、微分方程、微分几何、理论物理；我所做的差不多每件

事都与他做类似的东西时的精神相符合。并且我完全同意他对数学的看法及他关于数学中

什么是有意思的东西的观点。 

  我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听过他的报告。他在那儿把菲尔兹奖章授予了塞

尔和小平邦彦。然后我去了普林斯顿的研究所，但是他那时在苏黎世并在那儿去世。我在

普林斯顿没见到他。我只见到他那么一次，所以并不是由于个人的接触才使我钦佩他的。 

  有很多年，每当我进入一个不同的领域，当我去找幕后的人时，没有错，准是赫尔曼·魏

尔。我感到我关心的重点同他一样，希尔伯特比较代数味儿；我认为他没有同样强的几何

洞察力。冯·诺依曼则比较侧重分析并且较多搞应用的领域，我认为从数学的哲学及数学

的兴趣上讲，显然赫尔曼·魏尔是同我最接近的人。 

 

[注一]瑟斯顿，美国几何拓扑学家，获 1983 年菲尔兹奖。 

[注二]汤普森，英国代数学家，获 1970 年菲尔兹奖。 

 

（王启明 译  沈信耀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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