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費爾瑪
（公元1601）

狄拉克
（公元1902）

阿基米德
（公元前287）

高斯
（公元1777）

阮中鎏醫生
多年來，氣功常被披上神秘的面紗，被中醫、武術及

各界人士誤導，把它渲染成神奇的特異功能，因而掩蓋了
這種中華傳統文化流傳下來的呼吸的藝術。經常修煉氣
功，能增加血液循環、血液含氧量。改善睡眠、鬆弛神
經、幫助精神集中、增強內臟功能、體能與活力。
且讓我探討一下氣功如何影響人體的生理機能。我們

很容易能控制「隨意肌」（voluntary muscles）的動作，例
如肌肉、關節等，但卻無法控制「不隨意肌」（involuntary 
muscles），如心臟、肺、胃與腸臟的動作。而我們唯一能控
制的內臟器官是「橫膈膜」（diaphragm）在人體中，配合「橫
膈膜」的動作有兩個機制：「心肺」與「腸臟」。
我們通常多用肺來呼吸。這種呼吸方式的效果有限，

因為無論你想吸入多少，都會受到胸部骨架的大小所限
制。而腹式呼吸，則可利用「橫格膜」下壓而增加肺量。
橫膈膜的動可作分為兩種：分別為心肺機制與臟機制。
當我們以肺來呼吸時，很少動用「橫膈膜」或腹式呼

吸。通常胸式呼吸的效率並不高，因為肺部的擴展被胸部
的骨架所局限，因而限制了空氣的進量。常採用腹式（或
《橫膈膜》）呼吸時，「橫膈膜」隨著肌肉的鬆緊而上下挪動。
收緊時，「橫膈膜」向下壓，放鬆時則向上升。這時，若能

氣功的科學基礎 配合得宜，可比平常的胸式呼吸多吸入百分之十八至二十
的空氣量，因而增加氧氣的補給。
當腹部的肌肉放鬆時，橫膈膜向下移動，對肺部形成

負壓而吸入空氣，同時把血液引進心臟（吸力效應），因而
增加了從心臟流出的血液量（心臟跳動時把血液輸送至身體
各部）。因此腹式呼吸，可促進血液循環與增加氧氣的供應
量。
除了肌肉與橫膈膜外，腹內部的器官皆屬於「不隨意

肌」不能隨意運作。從生理學的角度看，橫膈膜的上下移
動，帶動了腸臟的挪動（按摩作同），尤其是腸壁的活動，
因而增加血液的循環，並加速了腸內的血氧流通。因而增
進腸內壁的吸收能力，大便通順。
練習氣功時，可能會出現體溫升高、四肢皮膚麻癢、

腹部發熱或身體不由自主地擺動的現象。這些感覺可能是
因為血液循環增加，或神經弛，加上自我催眠，更或因為
練習者對氣功有一種期望，期待著練習後出現的一些想像
和感覺。
練習氣功時，把肌肉不斷地放鬆和收緊，同時把精神

集中在呼吸動作上，這對身心壓力會形成鬆弛的效果。結
果是因為在練習中使腦根清靜，精神習中，排除雜念，淨
化心思。身心同時一致集中在呼吸與鬆弛的過程中，而這
正是讓身體修養生息，補充元氣，復原體能的最好時刻。
因此勤練氣功，可以增進健康，延年益壽。

彭泓基翻譯 2006年11月24日

很多人會覺得我今日的講題有些奇怪，中國文學與數
學好像是風馬牛不相及，但我卻討論它。其實這關乎個人
的感受和愛好，不見得其他數學家有同樣的感覺，「如人飲
水，冷暖自知」。每個人的成長和風格跟他的文化背景、家
庭教育有莫大的關係。
我幼受庭訓，影響我至深的是中國文學，而我最大的

興趣是數學，所以將他們做一個比較，對我來說是相當有
意義的事。
一、數學之基本意義
數學之為學，有其獨特之處，它本身是尋求自然界真

相的一門科學，但數學家也如文學家般天馬行空，憑愛好
而創作，故此數學可說是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橋樑。
數學家研究大自然所提供的一切素材，尋找它們共同

的規律，用數學的方法表達出來。這裏所說的大自然比一
般人所瞭解的來得廣泛，我們認為數字、幾何圖形和各種
有意義的規律都是自然界的一部份，我們希望用簡潔的數
學語言將這些自然現象的本質表現出來。
大部份數學著作枯燥乏味，而有些卻令人歎為觀止，

其中的分別在那裏？
大略言之，數學家以其對大自然感受的深刻膚淺，來

決定研究的方向，這種感受既有其客觀性，也有其主觀
性，後者則取決於個人的氣質，氣質與文化修養有關，無
論是選擇懸而未決的難題，或者創造新的方向，文化修養

聖地牙哥中華科工聯誼會 2009年1月25日新春年會 

數學和中國文學的比較 丘成桐教授
哈佛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皆起着關鍵性的作用。人文知識致力於描
述心靈對大自然的感受，所以司馬遷寫史
記除了「通古今之變」外，也要「究天人之
際」。
劉勰在文心雕龍。原道篇說文章之道

在於：「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
劉勰以為文章之可貴，在尚自然，在

貴文采。
歷代的大數學家如阿基米德、如牛頓

莫不以自然為宗，見物象而思數學之所
出，即有微積分的創作。費爾瑪和尤拉對
變分法的開創性發明也是由於探索自然界

的現象而引起的。
近代幾何學的創始人

高斯則認為幾何和物理不
可分。 
二十世紀幾何學的發

展，則因物理學上重要的
突破而屢次改變其航道。
當狄拉克把狹義相對論

用到量子化的電子運動理論時，發現了狄
拉克方程，以後的發展連狄拉克本人也嘆
為觀止，認為他的方程比他的想像來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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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
（公元404）

卡拉比 —— 
丘空間 丘成桐教授（右一）和 卡拉比教授（右二）

陳省身
（公元1911）

歐拉（公元1707）

牛頓（公元1642）

黎曼（公元1826）

歐幾里得（公元前330）

伽羅華
（公元1811）

白居易（公元772）

二、數學的文采
數學的文采，表現於簡潔，寥寥數

語，便能道出不同現象的法則，甚至在
自然界中發揮作用，這是數學優雅美麗
的地方。我的老師陳省身先生創作的陳
氏類，就文采斐然，令人讚歎。它在扭

曲的空間中找到簡潔
的不變量，在現象界
中成為物理學界求量

子化的主要工具，可說
是描述大自然美麗的詩
篇，直如陶淵明「采菊
東蘺下，悠然望南山」
的意境。
從歐氏幾何的公理

化、到笛卡兒創立的解
析幾何，到牛頓、來
布尼茲的微積分，到

高斯、黎曼創立
的內蘊幾何，一
直到與物理學水
乳相融的近代幾

何，都以簡潔而富於變化為宗，其
文采絕不遜色與任何一件文學創
作，它們軔生的時代與文藝興起的
時代相同，絕對不是巧合。
數學家在開創新的數學想法的

時候，可以看到高雅的文采和嶄新
的風格，例如歐幾里得證明存在無窮多個
素數，開創反證法的先河。高斯研究十七
邊形的對稱群，使伽羅華群成為數論的骨
幹。這些研究異軍突起，論斷華茂，使人
想起五言詩的始祖蘇武和李陵的唱和詩和
詞的始祖李太白的憶秦娥。
三、數學中的賦比興
中國詩詞都講究比興，鍾爃在「詩品」

中說：「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
喻志，比也。」
宋李仲蒙則說:「觸物以起情謂之

興，物動情也。」
有深度的文學作品必需要有「義」、

有「諷」、有「比興」。數學亦如是。我
們在尋求真知時，往往只能憑已有的經
驗，因循研究的大方向，憑我們對大自
然的感覺而向前邁進，這種感覺是相當

主觀的，因個人的文化修養而定。
舉例而言，三十年前我提出一個猜測，斷言三維球面

裏的光滑極小曲面，其第一特徵值等於二。當時這些曲面
例子不多，只是憑直覺，利用相關情況類比而得出的猜
測，有數學家寫了一篇文章證明這個猜想相當重要的一部
分，其實我的看法與文學上的比興很相似。
我一方面想象三維球的极小子曲面應當是如何的關

係，一方面想象第一譜函數能夠同空間的繩性函數比較該
有多妙，通過原點的平面將曲面最多切成駒兩块，于是猜

妙，這個方程在近代幾何的發展起着關鍵性的貢獻，我們
對旋子的描述缺乏直觀的幾何感覺，但它出於自然，自然
界賦予幾何的威力可說是無微不至。

廣義相對論提出了場方程，它的幾
何結構成為幾何學家夢寐以求的對象，
因為它能賦予空間一個調和而完美的結
構。我研究這種幾何結構垂三十年，時
而迷惘，時而興奮，自覺同詩經、楚辭
的作者，或晉朝的陶淵明一樣，與大自
然渾為一體，自得其趣。
捕捉大自然的真和美，實遠勝於一

切人為的造作，正如文心雕龍說的：
「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菁
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
耳。」

從自然界的真和美，達到創作，必有一段過程。梁啟
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說：
「我本藹然和也，乃讀林沖雪天三限，武松飛雲浦厄，

何以忽然髮指？我本愉然樂也，乃讀晴雯出大觀園，黛玉
死瀟湘館，何以忽然淚流......若是者，皆所謂刺激也。大抵
腦筋愈敏之人，則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劇。」
在這裏可以引「琴苑要錄」。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而

成，至於精神寂寞，情之專一，未能得也。成連曰：「吾學
不能移人之情，吾師有方子春，在東海中，乃齎糧從之，
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吾將迎吾師』，刺船而去，旬時不
返。伯牙心悲，延頸四望，但聞海水汨沒，山林窅冥，群
島悲號，仰天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作歌。」
欣賞自然界的真和美往往會激勵我們在科學研究的感

情。
在空間上是否存在滿足引力場方程的幾何結構是一個

極為重要的物理問題，它也逐漸地變成幾何中偉大的問
題。儘管其他幾何學家都不相信它存在，我卻鍥而不捨，
不分晝夜地去研究它，就如屈原所說：
「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我花了五年工夫，終於找到了具有超對稱的引力場結

構，並將它創造成數學上的重要工具。當時的心境，可以
用以下兩句來描述：
「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以後大批的弦理論學家參與研究這個結構，得出很多

深入的結果。剛開始時，我的朋友們都對這類問題敬而遠
之，不願意與物理學家打交道。但我深信造化不致弄人，
回顧十多年來在這方面的研究尚算滿意，現在卡拉比—丘
空間的理論
已經成為數
學的一支主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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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論

Weil

西厢記

曹雪芹
（公元1724）

橢圓曲線

Birch Swinnerton-Dyer

蘇軾
（公元1036）

王国維
（公元1877）

Grothendick
（公元1928）

卡拉比—
丘成桐空间

愛因斯坦
（公元1879）

黎曼（公元1826）

想這兩個函數應當相等，同時第一特征值等于二。
當時我與卡拉比教授講論這個問題，他也相信這個猜

測是對的。旁邊我的一位研究生問為甚麼做這樣的猜測，
不待我回答，卡教授便微笑說這就是洞察力了。

事實上，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也
是對比各種不同的學問而創造成功的，
它是科學史上最偉大的構思，可以說是
驚天地而泣鬼神的工作。它統一了古典
的引力理論和狹義相對論。愛氏花了十
年功夫，基於等價原理，比較了各種描
述引力場的方法，巧妙地用幾何張量來
表達了引力場，將時空觀念全盤翻新。
愛氏所用的工具

是黎曼幾何，乃是黎
曼比他早五十年前發
展出來的，當時的幾
何學家唯一的工具是
對比，在古典微積
分、雙曲幾何和流形
理論的類比後得出來的漂亮理論。反過
來說，廣義相對論給黎曼幾何注入了新
的生命。

二十世紀數論的一個大突破乃是算術幾何的產生，利
用群表示理論為橋樑，將古典的代數幾何、拓樸學和代數
數論比較，有如瑰麗的歌曲，它的發展，勢不可擋，氣勢

如虹，「天之所開，不可當也」。
Weil研究代數曲線在有限域上解的

問題後，得出高維代數流形有限域解的
猜測，推廣了代數流形的基本意義，直
接影響了近代
數學的發展。
籌學所問，無
過於此矣。

西廂記和牡丹亭的每一段寫作
和描述男女主角的手法都極為上
乘，但是全書的結構則是一般的佳
人才子寫法，由金瓶梅進步到紅樓
夢則小處和大局俱佳。
這點與數學的發展極為相似，從局部

的結構發展到大範圍的結構是近代數學發
展的一個過程。往往通過比興的手法來處
理。幾何學和數論都有這一段歷史。
好的作品需要賦比興並用。

鍾爃詩品：
「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

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
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
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
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
散。」
有些數學工作包含賦

比興三種不同的精義。近
五十年來數論上一個偉大
的突破是由英國人Birch和

Swinnerton-Dyer提出的一個猜測，開始時用
計算機大量計算，找出L函數和橢圓曲線的
整數解的連繫，與數論上各個不同的分枝比
較接合，妙不可言，這是賦比興都有的傳世
之作。
四、數學家對事物的看法的多面性
由於文學家對事物有不同的感受，同

一事或同一物可以產生不同的吟咏。對事
物有不同的感受後，往往通過比興的方法
另有所指，例如「美人」有多重意思，除了
指美麗的女子外，也可以指君主：屈原九
章「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也
可以指品德美好的人：詩經邶風：「云誰之
思，西方美人。」蘇軾赤壁賦「望美人兮天
一方」。
數學家對某些重要的定理，也會提出很多不同的證

明。例如畢氏定理的不同證明有十個以上，等周不等式亦
有五、六個證明，高斯則給出數論對偶定律六個不同的看
法。不同的證明讓我們以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一個事實，
往往引導出數學上不同的發展。
對空間中的曲面，微分幾何學家會問它的曲率如何，

有些分析學家希望沿着曲率方向來推動它一下看看有甚麼
變化，代數幾何學家可以考慮它可否用多項式來表示，數
論學家會問上面有沒有整數格點。這種種主觀的感受由我
們的修養來主導。
儘管數學家或文學家對某些自然界現象有不同的表達

方法或証明，一般來說，以簡潔和富有意境為佳。例如詩
經：「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簡潔而
纏綿悱惻，感激不盡，難以用任何其他文字來代替。
五、數學的意境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說：「詞以境界為

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有造境，
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
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
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
也。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

數學研究當然也有
境界的概念，在某種程
度上也可談有我之境、
無我之境，當年尤拉開創變分法和推導流
體方程，由自然現象引導，可謂無我之境，
他又憑自己的想象力研究發散級數，而得到
Zeta函數的種種重要結果，開三百年數論之
先河，可謂有我之境矣。另外一個例子是法
國數學家Grothendick，

他著述極豐，以個人的哲學觀點和美感
出發，竟然不用實例，建立了近代代數
幾何的基礎，真可謂有我之境矣。
在幾何的研究中，我們發現狄拉克

在物理上發現的旋子在幾何結構中有魔
術性的能力，我們不知道它的內在的幾
何意義，它卻替我們找到幾何結構中的
精髓，在應用旋子理論時，我們常用的
手段是通過所謂消滅定理而完成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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