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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九韶，宋元数学顶峰的主要代表人
物之一，与李治、杨辉、朱世杰并称中国十三
世纪“四大数学家”，并写成了影响世界的数
学名著——《数书九章》。秦九韶的一生虽
命运多舛、仕途坎坷，但他依旧心忧天下、体
察民间疾苦，他天资聪颖又敢于创新，以自
己渊博的学识服务于国家、社会与人民。

数学领域的学霸泰斗
秦九韶所著《数书九章》，是一部堪与

《九章算术》相媲美的世界数学名著。如果
说《九章算术》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
形成，那么《数书九章》则标志着中国古代
数学之顶峰，代表了世界数学发展的主流
与最高水平，对世界数学的发展作出了卓
越贡献。

中科院院士、著名数学家吴文俊评价，
秦九韶不只是系统地总结和发展了高次方
程数值解法和一次同余组解法，还创立了
相当完备的“正负开方术”和“大衍求一
术”，亦代表了中世纪世界数学发展的主流
与最高水平，比西方的同类成果分别早
572 年、496 年。

秦九韶的数学领先成就，还有其它诸
多方面。如在代数学方面，改进了线性方
程组的解法，普遍应用互乘相消法代替传
统的直除法；在几何学方面，提出已知三
角形三边之长求其面积的等价于海伦公
式的“三斜求积术”，以及天时、田域、测
望、赋役、钱谷、营建、军旅、市物、天文、历
法、气象、耕地扩展、利贷、度量衡以及货
币流通、海外贸易等社会经济领域和军事
活动中的数学问题的研究。其在中世纪

数学领域所创立的伟大成就和对世界数
学发展的卓越贡献，奠定了他在中外数学
史上的崇高地位。

在中国古代数学家中,秦九韶是唯一
受到被西方科学史界尊称为“世界科学史
之父”的美国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
Sarton，1884～1956)赞誉的，他说（秦九韶）
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确实也
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服务人民的数学大师
秦九韶在中国传统数学领域不仅仅

是一位学霸泰斗，还是一位善于继承、
敢于创新、勇于把研究的数学成果服务
于国家、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的数
学大师。

当时，天文、历法、气候、雨雪预报的准
确性，直接关系到农业的丰歉、民生存亡，
对于抵御外来入侵、平抑蛮夷、戍边屯兵、
行军打仗至关重要。宝庆元年六月（公元
1225年），秦九韶随父潼川守郡。在潼川府
的社会实践中，秦九韶开始运用数学广泛
研究天文、历法，观测气象，探寻科学计算
降雨量和降雪量的正确方法。在此期间，

秦九韶发现南宋朝廷推行的测算雨量、雪
量的方法是错误的，“积以器移”是令人啼
笑皆非的怪现象，他严厉批评这种采取同
一次降雨或降雪，用不同的量雨器、量雪器
的方法，其所测得出的计算结果，实际是一
个不准确或者说是错误的数据，发挥不了
应有的作用。

经过不断地研究尝试，秦九韶运用数
学方法，推出“天池测雨”、“圆罂测雨”、“峻
积验雪”和“竹器验雪”等科学计算降雨量
和降雪量的方法。实践证明，秦九韶推出
的科学计算方法，获得计算雨雪量、气象预
报等数据是准确的，尤其是秦九韶发明的
雨量器、雪量器，才是科学测试计算雨雪量
的工具。

由此，数年之后，宋理宗诏谕秦九韶觐
见，秦九韶成为了中国古代唯一与皇帝直
面奏对的伟大数学、天文、气象、历法学
家。宋理宗还颁布诏令，在南宋州郡使用
秦九韶发明的“天池盆”“圆罂”“竹蘿”等雨
量器、雪量器，观测和计算雨雪量。

秦九韶发明的“天池盆”是世界文化
史上现存最早记录的雨量器、雪量器。而
欧洲直到明崇祯己卯年（公元 1639 年），
才有卡士戴里（B. Castelli）首创雨量计的
使用，比中国要晚近 400 年。秦九韶用

“平地得雨之数”量度雨水，是世界最早为
雨量测定而奠定基础科学理论的科学
家。2010年3月28日，南京“中国北极阁
气象博物馆”正式开馆，不仅浓墨重彩介
绍了秦九韶在天文、历法、农事、气象等方
面作出的卓越贡献，还在馆内雕塑了高大
的秦九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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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区雨意正浓，一片汪洋水声
肆虐的洪水，比弥漫硝烟的战场更恐怖
这恶魔来势凶猛，毁灭庄稼，毁灭城镇
多少梦想瞬间变成了泡沫

洪水涨高处，人心聚拢
而澎湃之音，擂响了军人心中战鼓
保卫家园，向邪恶出征
前方的抢险也是一场攻坚战斗

心中意志弥坚，筑一道坚不可摧的责任
军人胸膛，垒砌成祖国庇护的长城
洪水泛滥处，一群年轻身影不怕鬼魅
争相请战的声势压倒洪峰
一纸战书，句句都是穿透
句句，都是射向洪水的子弹

受命采访唐阿婆之前，我出大学校园不久，阳光、自信，心里
还没有那种抖不干净的灰。

遇到她之前，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如此让人心疼的人。
她25岁时，还没来得及取名的女儿在火灾中去世；39岁时，

儿子因白血病猝然离世；51岁时，丈夫被确诊为脑瘫，15年后，丈
夫辞世，留下债款7万元。那年，她66岁，离开了政府为她安排的
敬老院，外出打工还债。

大学毕业后我当了记者。接到的任务是给这位阿婆摄制一期
电视节目，向观众展示她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和诚实守信的品德。
领导特意交代，不要过分渲染她的悲情，悲催的过往一笔带过即可。

我是个容易动感情的人，怕自己采访的时候把握不好分寸。
那时候，央视的调查记者柴静和凤凰卫视的战地记者闾丘露薇正
为该以何种姿态采访争论不休。柴静说，她“关心新闻中的人”，
闾丘露薇则对这个说法存疑：“如果一个记者，做新闻只关心新闻
中的人，而不是新闻事件背后的原因，那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倾
听者，这是不称职的。”我心里有点沮丧，知道无论赞成谁的观点，
都无法帮我更好地完成这次的摄制任务。

其实我更欣赏柴静的另一句话，“采访是一场抵达”。
第一次与唐阿婆见面，是在一家酒店的大堂里，她在那里做

清洁工。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她脸上没有太多的悲愁，一边热情
地跟我打招呼，一边熟练地打扫酒店房间、走廊、楼梯，清运垃圾，
动作十分麻利。

酒店是上世纪80年代建造的，经不住时间的腐蚀，岁月斑驳
了家具和外墙。为了重现曾经的气派，老板特意把大堂装饰一
新。当我问她在这里工作是否辛苦时，她却指着地板说：“听他们
说光这个地板砖就花了20多万，不晓得搞些啥子名堂，左看右看
都不像花了那么多钱的样子。”

每天凌晨4点，唐阿婆就会开始一天的工作。酒店的一到五
楼都是她打扫，虽然客人不多，但打扫走廊、大堂、扶手、电梯是每天
的“必修课”，工作量还是不小。我们正在闲聊的时候，一个打扮时
尚表情冷淡的女孩从外面进来，喊她上去收拾房间。女孩离开后，
唐阿婆向我撇嘴说：“这是老板的女儿，在北京读大学，房间乱得很，
收拾好了管不了多久，又会乱，一点都没大学生的样子。”老板的女
儿和男朋友住在酒店，唐阿婆隔三差五就要被叫去收拾房间。

唐阿婆住在酒店旁的板房里，“我都快70岁了，别人不敢聘
用我，老板人好，不但给我活干，还让我住在这里。”

十来平米的板房，一张床，几根小板凳，灶台在房间外。她坐在
床上，对面是我和摄像机。一道阳光从钢板间的缝隙中渗透下来，
照在我俩之间，她望着那束光中飞舞的尘埃，一一撕开还未愈合的
伤口给我看。我有些动容了，但嘴里抛出的却是一个又一个冷冰冰
的问题。采访要结束的时候，她突然自顾自地说：“还有2万8千
就还完了，债还完了，我就不在这里做了，回去种点地，守着家。”

我不知道经历种种变故之后，“家”在她心里意味着什么。踏
进她那离酒店10多公里的老家，一股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农
忙的时候，她白天在酒店干活，傍晚就回到这里，披星戴月到田间
劳作。可以想象，夜间点点繁星和渐渐升起的朝阳陪伴着这位老
人度过了一段又一段寂寞而辛劳的时光。

她把儿子、丈夫的照片拿出来，只有一张，其它的已全部烧
了，别人告诉她，生病去世的照片不能留。她摸着儿子的照片，突
然安静了下来，没有眼泪，只有长久的沉默。

临走的时候，我发现唐阿婆的屋后，结满了梨，却无人去摘。
她拉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最后在我手里塞进几颗长棍形的
薄荷糖，糖已经热得有些融化了。她小心翼翼地问我：“23号你
有空吗？”

“我不确定有没有采访，怎么啦？”
“那天我70岁生日，想热闹一下，我请了亲戚和一些村子上

的人，你能来吗？”
“好，我有空一定来，提前祝您生日快乐。”我心里犹豫着应不

应该去。
回到单位，节目很快制作播出，我也如释重负，又开始去采访

其他人物了。直到唐阿婆生日过后的第三天，我才想起和她还有
一个约定。我竟然没有勇气给她打一个电话，问候她一声。

经过社会的“洗礼”，我性格越来越像大大咧咧的男孩子，油
盐不进，乐观向上。只是偶尔还会在心里惦记着她。

不知道，她现在过得还好吗？
欠债早该还完了吧？
柜子里还有薄荷糖吗？

一个闷热难耐的夜晚，在我的再三恳
求下，父亲终于同意让我给他洗澡。

以往，都是父亲独自一个人洗澡，洗得
舒服不舒服，到位不到位，我们做儿女的无
从知晓。

走进洗澡间，我正准备给父亲脱衣裤

时，父亲却让我到门外等着，他自己脱。
过了几分钟，父亲都没有叫我进去的

意思，我便主动推开了洗澡间的房门。
当一副白而没有光泽的男性裸体进

入我的眼帘时，酸楚的眼泪夺眶而出。这
是怎样的一副裸体啊！头发雪白，身体瘦

削，躯干佝偻，老年斑点，几乎没有什么肌
肉的身体被松弛的皮囊兜附在佝偻的骨
架之上。

这是我的父亲吗？这是那个铸造了5
个生命的男人吗？

是啊！这就是我的父亲，这就是那个
铸造了5个生命的男人！

可他却没有了当年的伟岸健硕、气势
如虹，没有了肌肤饱满、润泽亮弹，没有了
力能扛鼎、步履如风，只有82 岁年轮给他
带来的老态龙钟，步履蹒跚，日渐衰老……

我打开淋浴器，自己试了试水温，再用
父亲的手试了试，他说，正好。我一只手抚
着父亲的臂膀，一只手撩起水在父亲的前
胸后背轻轻拍拍，帮助他的身体适应水
温。一瞬间，父亲变成了孩子，我成了家
长。然后，再用我还算细嫩的双手从头到
脚从前到后从左到右地给父亲搓洗起来。
由于搓澡巾的剑麻、尼龙材质有些粗糙，所
以我并没有使用搓澡巾，我怕它的磨砂表
面会刺痛父亲，刺痛那副瘦削佝偻的身躯。

近半个小时的搓洗，如细丝般泻下的
温热水让父亲的身躯接受了一次温暖的按
摩和弱水的滋润，让流动不息的血液在父
亲的躯体里畅快循环，让“鲜活”细胞去滋
养父亲年迈的生命。

我一边给父亲搓洗，一边问他“洗得舒
服吗？”，他说“舒服”。我说“今后就让我给
你洗澡吧”，他说“要得”。我从此赢得了给
父亲洗澡的权利和义务，禁不住心生暖意。

给父亲洗完澡，帮助他穿好衣裤，看着
他满心惬意地走进他的卧室，我也关上洗

澡间的房门独自洗涮起来，可酸楚的眼泪
始终未干。

想当年父亲给我洗澡，看今朝我给父
亲洗澡。白云苍狗，时代变迁，环境不一
样，心境不一样，感受不一样。可感恩父亲
的心，却从未有过不一样。

因为，从我知道羞耻时起，就没有和父
亲一起洗过澡，更别说给父亲洗澡了。

时光回溯到五十年前的农村，因条件
所限，冬天洗澡是奢侈的不容易的，夏天洗
澡则是狂放的热闹的，水塘、沟渠、小溪里
面都是男孩子们的乐园，任凭父母打骂警
告，瞅准机会仍要到里面去扑腾一番。虽
然不是规范标准的蛙泳、蝶泳，却是地地道
道的自由泳。一个个浪里白条，从“狗刨
式”的扑腾嬉闹中学会了游泳，也找到了童
年的快乐和夏日的凉爽。跟着大人们到小
溪里泡澡更是一件快乐无比的事情，在大
人们没有边际的龙门阵中，小孩子们可以
尽情地戏水打闹，偶尔还会传来谁谁逮住
了小鱼小虾小螃蟹的惊喜。大人中的父
亲、哥哥们会一边摆着龙门阵一边把儿子、
弟弟在溪水里搓洗干净后抱上岸，让他们
回家睡觉，自己则会一直泡到深夜才回家
休息……

这是一个 58 岁的儿子给 82 岁的父
亲洗的第一次澡，一次自责、负疚相伴的
洗澡。

我惭愧，四十年流离在外，没有机会给
父亲洗澡。

我庆幸，父亲耄耋健在，我才能给父亲
洗澡。

军魂，矗起一道洪水中的长城
——献给奋战在抗洪一线的武警、消防、解放军官兵

□ 赵传昌

数学泰斗秦九韶

敢于创新服务人民
□ 朱国强

阿婆是糖
□ 唐文瑞

我给父亲洗澡
□ 陈祥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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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映像人间映像

注注：：请本版用文作者请本版用文作者（（单位单位））与本报联系与本报联系，，以便发放稿酬以便发放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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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春秋人物春秋

刻骨铭心刻骨铭心

秦九韶的“三斜求积术”。

家国情怀，人民为重
洪水围困的城市村庄，到处都是求救

的眼睛
也许你不满二十岁，梦想青藤一样缠绕
也许你家中财产丰厚，有那么多产业

等你经营
也许你亲人常年卧床，也许你马上婚

期临近
……
而今涉水来到灾区
所有私心杂念都是倾入决口的石头
你从水中救出多少灾民记不清了
你的双脚因浸泡太久已发白失去知觉
在雨中搬运沙袋，一袭迷彩让泥泞失色

你真得太累了，倒地就睡

似睡非睡的惊悚折磨着你
你真得太饿了
随便吃个馒头也是香甜的美肴
风餐露宿的你们
是一群坚强汉子
舍小家，顾大家，高高举起了人民安危

转移，疏散，抢险，堵口
哪里最危险
哪里就有你们的身影
你们是一根根水中的柱子
在水流湍急的地方，矗起坚挺脊梁
你们是一片片绿色的森林
在老百姓目光里
矗起了永远屹立不倒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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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旗猎猎，热血涂染
肆虐的洪水濯洗出军人不屈魂魄
一场雨灾就是一场攻坚
战无不胜写就军人忠诚

2020夏季，在雨意肆虐的南方
一群共和国最可爱的人
以青春冲锋，用信念陷阵
击退洪水，庇护人民
战胜灾难，保卫家园
军旗飘扬的堤岸啊

加固的信心，让祖国永远固若金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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