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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4 期“董铁宝”一文中，第 59 页倒数第 3 行，

次子董迈、三子董恺应为长子董迈、次子董恺 ；第 70 页

第 6 段第 3 行，杨式得应为杨式德，特此更正。

对于给读者造成的困扰，笔者深表歉意。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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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10 日，包括上海天文台在内的全

球六家天文观察机构同时发表声明，公布了他们合

作拍摄的首张黑洞照片。回忆此前两年，引力波被

直接探测到和阿蒂亚爵士宣布证明黎曼猜想这两项

重大科学新闻，同样引发了全球公众的高度关注，

丝毫不亚于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礼或四年一度的

夏季奥运会。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再次成为人们膜拜

的偶像，与黑洞一样，引力波的存在性也是他的广

义相对论所预言的。然而，却有一个关键性人物被

忽视了，那便是 19 世纪的天才数学家黎曼，他建立

的黎曼几何学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基石，同时

他又提出了迄今为止数学领域最负盛名的黎曼猜想。

来自文德兰的乡村男孩

2010 年秋天，我有幸应哥廷根大学一位数学同

黎曼 ：他对素数有着迷人的依恋
蔡天新

1

我身体的大部分会逃脱死亡，我将会永生，仍然活在后世的赞美声中。

——（古罗马）贺拉斯

行的邀请，造访了这一慕名已久的数学圣地。9 月 4
日，星期六，一早我便乘坐巴士去了哥廷根车站，开

始了一周一天的火车之旅。我按照既定的计划，上

午游览不莱梅，下午游览汉堡，它们是首都柏林以

外仅有的两座直辖市，也是德国吞吐量最大的两个

港口，分别位于威悉河和易北河下游，离北海入海

处均不远。在汉堡用过晚餐之后，我乘火车踏上了

归途。与来时路线相反，我选择了东线，经过吕讷堡、

于尔岑，到汉诺威后再换车返回哥廷根。

巧合的是，这几座城镇恰好都与本文主人公——

德国数学家兼物理学家伯恩哈德 • 黎曼有着密切的

关联。于尔岑是离黎曼出生地布雷斯伦茨村和他度

过童年大部分时光的小村奎克博恩最近的火车站，

即便黎曼时代不通火车，这里也是他去往哥廷根求

学的必经之地。记得火车是在日落时分抵达，靠站

后才发现，我的车厢正对着小站出口。我于是下了



en of Mathematics 数学人物M

数学文化    第11卷第1期    20204

车，拍摄了于尔岑车站的牌匾，蓝底白字，站台上

有彩色鹅卵石铺就的几何图案。在那短促的几分钟

时间里，我满脑子都是黎曼的身影。

无论布雷斯伦茨，还是奎克博恩，离源于波兰

和捷克边界附近的易北河都只有几英里远。那是汉

诺威王国向东伸入到普鲁士王国的地方，由于两国

以大河为界，因此也堪称一处地理死角。此地旧称

文德兰（Wendland），在古德语里的意思是“说斯

拉夫语的人”。据说 6 世纪时，文德兰是大批斯拉夫

人西迁到达的最远处，而“布雷斯伦茨”这个词本

身就是从斯拉夫语的“桦树”一词转化而来。1826
年 9 月 17 日，黎曼出生在布雷斯伦茨。几年以后，

他的父亲奉调到离易北河更近的村庄奎克博恩担任

牧师，他们全家也随之迁往那里。

14 岁那年，黎曼进入了汉诺威的文理中学。汉

诺威是同名王国的首府，17 世纪的数学家兼哲学家、

微积分学的两位发明人之一莱布尼茨在此度过一生的

大部分时光，后来他也葬身于此，大量手稿保存在汉

诺威图书馆。正是因为莱布尼茨的出现，才给大器晚

成的德意志民族以智力上的自信。但黎曼来汉诺威上

学主要是因为他的外祖母在此，这样可以省去住宿费。

他的父亲是一位穷牧师，人到中年才成婚，后来一下

子有了六个孩子，黎曼在家中排行老二也是长子。

不幸的是，黎曼就读汉诺威两年后，外祖母便

去世了。他转学到吕讷堡镇的一所中学，在一位希

伯来文老师家里膳宿。吕讷堡是“音乐之父”巴赫

初出茅庐的居留地，那里离黎曼的故乡也比较近，

他可以步行回家，因此常在节假日与家人团聚。这

样一来，黎曼不再像在汉诺威时那样感到孤单。虽

然那会儿他尚未显示出是个多么优秀的学生，但已

开始对数学发生兴趣。中学校长注意到这个孩子的

数学才能，让他随意进出自己的图书馆，甚至允许

他可以不上数学课。有一次校长借给黎曼法国数学

家勒让德 859 页厚的巨著《数论》，没想到他仅用六

天时间便看完归还了。

另一方面，由于贫穷造成的营养不良，黎曼从

小身体虚弱，甚至每次步行回家都会觉得很累，但

他却十分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短暂时光。不仅如此，

小站于尔岑，离黎曼故乡最近的火车站。作者摄 高斯（坐者）和 19 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威廉 • 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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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家前夕，他都要用节省下来的零花钱给父母

和兄弟姐妹买小礼物，这给他带来心灵的慰藉。在

黎曼的母亲写给儿子的信中，也常常为他的身体感

到担忧。1846 年，20 岁的黎曼被哥廷根大学神学

院录取了，那个年龄上大学对一位数学天才来说可

算是够晚的，而且他和家人当时的想法只是子承父

业，将来做一名牧师。

黎曼来到哥廷根的时候，这所汉诺威王国的最

高学府已经创办一个多世纪。九年前哥廷根经历了

“七君子事件”，包括物理学家韦伯和童话作家格林

兄弟在内的七位知名教授因为反对新继位的国王取

消“自由宪法”而遭解聘，元气尚未恢复。尽管如

此，哥廷根却因为拥有“数学王子”高斯而吸引了

全欧洲对数学感兴趣的年轻人，即便那时高斯已年

近七旬。黎曼在听过高斯的《最小二乘法》课以后，

向父亲坦承，他对数学的兴趣超过了神学。而黎曼

的父亲为人仁慈，加上他对自己毕生从事的职业也

不甚满意，便同意儿子遵循自己的意愿以数学谋生。

外表文弱羞怯的年轻人

关于黎曼的生平，至今我们所知的仍然不多，

他本人也没有留下内心活动的记录，只有部分往来

的书信。即便同代人的描述，也只有他的师弟戴德

金，在黎曼去世十年以后编撰他的合集时为他写下

的一篇小传。这篇小传共 17 页，恰好是高斯最喜爱

的数字之一。戴德金是黎曼与他共同的导师高斯的

同乡，出生在不伦瑞克，他是高斯的关门弟子。不

伦瑞克在汉诺威的东南，因此不在我那个周六的旅

行线路上，但在此之前的那个周末，我曾专程游览

了汉诺威和不伦瑞克。

在高斯的弟子中，即便把黎曼排除在外，戴德

金也未必是最出色的，至少在哥廷根时期如此。他

比黎曼晚一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留校做了无薪讲

师（依照修课的学生多少获取报酬）。六年以后，他

并没有获得提升，而是转任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

前身——一所技术专科学校，并在随后回到故乡不

哥廷根市景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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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瑞克的卡洛琳技术学院（那是他和高斯的母校）。

戴德金生命的最后约半个世纪时光在故乡度过，他

比牛顿还要长寿。在他 70 岁那年，英国数学家、哲

学家罗素这样写道，

芝诺曾关心过三个问题 ：无穷小、无穷和连续。

每一代最优秀的智者都尝试过解决这些问题，但是

确切地说，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维尔斯特拉斯、

戴德金和 G• 康托尔彻底解决了它们，他们的解答

清楚得不再留下丝毫怀疑，这可能是这个时代所能

夸耀的最伟大的成就。

依照戴德金的描述，黎曼是个极为羞怯的人。

每当黎曼出现在人群中，他都会觉得不自在。这与

他从小所处的宗教环境不无关系，他的家族成员都

是虔诚的路德教徒，他们“每天在上帝面前自我反

省”。在家族成员之间，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而

每当离开奎克博恩那个牧师之家时，黎曼便会犯思

乡病，就如同法国前辈数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帕

斯卡尔，或者后来客居英伦的印度数学天才拉曼纽

扬一样。此外，他和拉曼纽扬还有一个不愿离去的

共同的老朋友——肺结核。

除了思乡病和肺结核以外，黎曼还是一位疑病

症患者，这个词是如今流行的忧郁症的同义语。只

不过由于黎曼遗孀的请求，戴德金才避免使用它。

黎曼夫人是他的姐姐的朋友，他的姐姐是兄弟姐妹

六人中唯一比黎曼活得长久的人。在他们备受崇敬

和爱戴的父亲去世以后，黎曼经常沉浸在痛苦的回

忆之中，幸好他有一座安逸的避风港，实时转移了

他的注意力，那就是他的数学世界。特别地，黎曼

对素数及其分布有着一种深深的、迷人的依恋。

在黎曼的时代，德意志的高等教育已开始实行

教育家冯 • 洪堡倡导的改革，大学的首要任务是教学，

尤其是培养优秀的中学教师，而把研究工作交给科

学院。于是乎，甚至高斯那样伟大的数学家都被要

求讲授《线性代数》那样的基础课程，唯有冯 • 洪堡

本人创办的柏林大学反而例外，那里的数学研究处

于领先地位，尽管没有高斯那样英雄史诗般的人物。

幸好那时候德意志的大学有条规则，学生学习期间

可以到其他学校修学。为了汲取更多的营养，黎曼

转学到了柏林，他的师弟戴德金稍后也跟着去了。

在柏林大学的两年期间，黎曼如饥似渴地学习

新的、充满活力的数学，那会儿数学家雅可比、狄

里克莱、施坦纳和艾森斯坦等人都在柏大。黎曼向

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从雅可比那里学到高等代

数和高等力学，从狄里克莱那里学到数论和分析，

从施坦纳那里学到了现代几何，而从仅仅比他年长

三岁的艾森斯坦那里则学到了椭圆函数和自信。与

此同时，黎曼也不可避免地参加了发生在柏林的政

治运动，他曾在皇家卫队里熬夜值班守护貌似神圣

的国王，不过那对他的学术生涯似乎没有影响。

一颗太阳一样辉耀的心

1849 年，黎曼从柏林回到了哥廷根，开始攻读

博士学位。两年以后，他提交了一篇题为《单复变

函数一般理论的基础》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那一年他 25 岁。原本，黎曼可以更早完成博士论文，

但他在哥廷根求学的最后一年半，以极大的兴趣去

听哲学讲座和韦伯的实验物理学课程，他对物理学

着了迷，把他的纯粹数学暂时放到一边。这使得他

后来的数学工作常常处于更深的哲学背景下，同时

也毕生保持了对物理学的浓厚兴趣。虽说黎曼的外

表文弱、羞怯，但他的内心却勇敢而强大，拥有一

颗像太阳那样辉耀的心，加上卓越的才华，使他具

备一种惊人的冲击力和能量。

复变函数论是数学的重要分支，黎曼与法国人

柯西、德国同胞维尔斯特拉斯被公认为是这一分支

的三大奠基人，他们的出发点有所不同，柯西是从

分析出发，维尔斯特拉斯是从函数论出发，而黎曼

则是从几何出发。柯西虽然已建立柯西 - 黎曼方程，

但主要是针对单值函数，他甚至对极点和支点也不

加区分。黎曼的工作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他给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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