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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
者、著名数学家吴文俊院士因病
医治无效，于 5 月 7 日在北京逝
世，享年98岁。中国科学院数学
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发布的讣告
称，吴文俊院士是中国最具国际
影响的数学家之一，他的工作对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影响深
远。

吴文俊1919年5月12日出生
于上海。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
大学，1946年到中央研究院数学
所工作。他与国际数学大师陈省
身的师生故事被数学界传为一段
佳话。当时陈省身在研究所主持
拓扑学研究工作，在他的帮助和
引导下，原为图书馆管理员的吴
文俊进入了拓扑学研究领域。与
他住在一个宿舍的曹锡华回忆，
吴文俊每天攻关至夜深，感觉证
明成功后方才睡觉。可一觉醒
来，发现证明有错，便重新开
始。到下午，吴文俊又对同事
说：“证明出来了。”可很快他又
会发现，证明出现了漏洞，既而
又开始熬夜。如此反复了不知多
少遍，终获成功。

1947年，他考上了中法交换
生，赴斯特拉斯堡大学留学，两
年后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随
后在法国国家科学中心任研究
员。在法国学习时，为了参考更
多的外国文献，他自学了英语、
法语、德语和俄语。他谦虚地表
示：“会4种外语没有什么，它们
只是研究工具而已。”留学期
间，他再次向拓扑学最困惑的问
题发起了攻击——证明4k维球无
近复结构。这个问题的解决，使
欧洲的拓扑学大师们大为吃惊。
他们不敢相信，一个中国学生能
解决这样的难题。

新中国成立后，吴文俊于
1951 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中国科学院
系统所、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
科学研究院任职。他引进的示性类和示嵌类被称为“吴示性
类”和“吴示嵌类”，他导出的示性类之间的关系式被称为

“吴公式”，极大地推进了拓扑学的发展，成为影响深远的经
典性成果，引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由于他的出色工作，
1956年，他与华罗庚、钱学森一起荣获1956年国家第一届自
然科学奖的最高奖，1957 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
直到晚年，吴文俊都在研究数学。受计算机与中国古代

数学的启发，上世纪70年代后期，已近花甲之年的吴文俊又
开创了崭新的数学机械化领域，并由此开创了近代数学史上
的第一个由中国人原创的研究领域。他把中国传统数学的思
想概括为机械化思想，提出了用计算机证明几何定理的方
法，国际上称为“吴方法”，首次实现了高效的几何定理自动
证明，开创了用计算机高效自动解决数学问题的先河。

为了在计算机上验证演算结果，年近 60 岁的他学习了
Basic、Algol 和 Fortran 等多种编程语言。他每天早晨 7 点多，
书包里揣着一个馒头，等管理人员开门后，就一头扎入机
房，一般10小时后才出来。傍晚回家，晚饭后突击整理编写
结果，2小时后，再回研究所进入机房，工作到午夜或凌晨。
他幽默地总结说：“数学适合笨人来做。”

2001年，吴文俊因其在拓扑学与数学机械化研究获得首
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的研究工作还涉及代数几何学、
对策论、中国数学史等多个数学领域，并在其中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

浩瀚宇宙中，有一颗被命名为“吴文俊星”的小行星，
这是对他科学贡献和科学精神的纪念和褒奖。斯人已去，但
那颗璀璨的“吴文俊星”将时刻照耀和激励我们向科学的高
峰奋进。

社会公益组织责无旁贷
歌路营的志愿者们并没有在甘肃停下脚步，接下

来他们又走访、调查了全国100多所农村寄宿学校，发
现这一现象竟然普遍存在。经过统计，近6成的留守儿
童经常出现沉闷的情绪、65.7%的学生存在抑郁风险、
超3成的学生每月被同学欺负2-3次。此外，由于缺少
资源和专业心理辅导教师，生活老师往往由课业老师
兼任，工作量巨大，让老师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受到
影响。

面对如此多严峻的问题，他们能做什么呢？为
此，歌路营成员查阅了大量资料。一次偶然的机会，
一名志愿者从 《朗读手册》 中找到了灵感，为什么不
利用每晚 15 分钟的睡前时间，给孩子播放睡前故事，
丰富他们的住校生活呢？这个想法一拍即合，以“故
事疗愈”心理流派为指导的“新一千零一夜——农村
寄宿留守儿童睡前故事”公益项目由此诞生。他们开

发了适宜农村寄宿留守儿童心理特点的音频睡前故
事，每晚在睡前播放一个，陪伴留守儿童度过孤独的
夜晚，以此改善他们的身心健康。截至 2017 年 3 月
底，这一项目已经帮助超过55万农村学生，覆盖了27
个省份近 360 个区县的 2200 多所学校。在取得广泛成
功的基础上，歌路营又增加了起床音乐——“好音乐
有故事”，让孩子们每天在美妙的音乐中醒来。

在歌路营之外，还有很多关注留守儿童心理成长
的组织和机构。广州市海珠区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
心是一家专注留守儿童心理陪伴的社会组织，他们开
发了“书信陪伴项目”，通过大学生和留守儿童一对一
的书信来往的方式，引导留守儿童健康快乐地成长。

该项目已经开展8年，累计为湖南汉寿县和广东河源市
15所乡村学校，共3000多名留守儿童提供服务，来往
的书信数量超过 3 万封。2015 年 1 月成立的“红伞计
划”是致力于解决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而开展的公
益项目，主要根据乡村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邀请儿
童教育及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开发课程，利用游戏、绘
画、故事、音乐、戏剧表演等艺术性表现形式，引导
儿童释放负面情绪，并对需要进行深层心理干预的留
守儿童提供一对一的心理咨询。

政府主导下社团踊跃参与
歌路营等社会公益组织关爱行动的成功离不开各

地政府的支持和协助。近年来，各级政府积极行动起
来，在农村留守儿童特别是寄宿生身心健康关爱方面
制定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

留守儿童现象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既是区
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人口流动的结果，又与城乡二

元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随着撤点并校、举办寄宿制
学校等政策的推进，很多留守儿童开始了寄宿生活。各
级政府在持续加大投入、努力改善农村寄宿学校硬件设
施的同时，也充分关注到远离父母及家人的寄宿留守儿
童心理健康。2016年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行动的意见》出台，提出了坚持家庭尽责、政
府主导、全民关爱、标本兼治的基本原则，确定民政部为
主管部门，建立了由 27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经过约9个月统计排查，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在部际
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公布，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总
数为902万。同时宣布，民政部联合中央综治办、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公安部等8个部
门在全国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
关爱保护专项行动。专项行动重点强调落实家庭监护
责任，地方各级公安、民政等部门和基层组织要采取
有效措施，督促留守儿童父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对
暂时无法返家的，督促其及时指定合适人员代为监
护。对摸底排查发现的1.6万名辍学留守儿童，教育部
要求各地各校要确保 2017年上半学年所有辍学留守儿
童返校复学，同时强调，对这些儿童要加强心灵关
爱，使其不仅在学校中获得知识，更体会到温暖。

各地特别是劳务输出地的政府与社会团体等因地
制宜出台了具体关爱措施。安徽省蚌埠市有近5万名留
守儿童，近年来，借力国家两期中西部“初中工程”，
蚌埠市共投入1.5亿元，改善了80多所农村初中特别是
寄宿制初中的学生校内食宿条件。同时，该市建成留
守儿童之家1000多所，乡村少年宫近20所，为他们提
供了丰富多彩的学习游乐环境。近年来，安徽省亳州
市谯城区采取多种关爱保护形式。教育、计生、妇联
等部门组成爱心小分队，为留守儿童送去了书包、文
具、图书等用品；社区城市生活E站打造了“暑期快乐
大本营”，设立了“宝贝之家”、青少年活动室等，向
社区留守儿童开放……

学校发挥好核心依托作用
悦耳的琵琶、悠扬的二胡、欢快的鼓点……每天

下午各种乐器声都会在浙江缙云长坑小学响起。长坑
小学是一所典型的山区农村全寄宿制学校，为丰富孩
子们的课余生活，学校专门开设了以乐器培训为主的
社团活动课，每天定时定点开展活动。2016年5月，他
们参加了国际打击乐比赛，与来自国内各大音乐院校
以及美国、加拿大、法国、西班牙等国外打击乐高手
同台竞技，最终获得银奖。此外，长坑小学还利用课
余时间，不定期举办趣味竞赛、设立学校影院、开展
特色班级文体活动等一系列活动，学生们乐在其中，
较好地弥补了亲情不足带来的情感空缺。

像家一样舒适、美观、充满玩具的宿舍，和每天
下午的花样跳绳、玉米皮粘贴画、葫芦丝、书法等活
动，让内蒙古林西县统部小学的学生爱上了寄宿制学
校的生活。每年夏天，学校还引导家长回到家乡，跟
师生们一起活动、演出，拉近亲子关系。

解决寄宿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
依托学校，因为他们绝大部分的时间在校园。无论是
政府还是社团、公益组织的关爱行为都需要学校的组
织和配合，才能取得更好效果。但对西部一些贫困地
区的寄宿制学校来说，缺乏音、体、美、英语、科学
等学科师资，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非常困难，因
此要千方百计加强学校关爱能力建设。

“2015年，我们在甘肃调研时，当地的一位寄宿留
守儿童为主的学校校长向我们坦言，他希望给孩子们
提供更多关爱，但苦于没有资源。”梅冬说，“一方
面，一些优秀的寄宿制学校有丰富的活动经验和资
源；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学校因资源匮乏而束手无
策。我们就此开始思考整合资源，于是启动了‘校园
综合干预计划’。”他解释说，该计划将为寄宿留守儿
童为主的学校校长提供 1-2 年培训，并给学校提供学
生生活技能培养、心理健康教育、宿舍教室环境美
化、体育游戏活动开展、校园信息文化建设、自主阅
读等6方面资源支持。此外，还给老师每月定期发送电
子教育咨询、国内外优秀教育案例和网络视频培训课
程等资源，以帮助其提高教学质量。

情感教育点亮孩子心灵
——社会各界关爱寄宿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吴 倩

“那是3月的一天，我们在甘肃的一所偏远农村寄宿制
学校调研。晚上熄灯铃后，宿舍里一直吵吵闹闹，后来逐渐
开始有窸窸窣窣的哭声。一个孩子哭，整个宿舍的孩子都跟
着哭了起来。正当我们诧异时，当地老师不好意思地解释
说，孩子们是因为想家，有的甚至会哭到很晚，不少孩子还
会做噩梦……哄都哄不过来，他们也无能为力。听到这里，
我们都特别痛心。由此，寄宿留守儿童这个群体走进了歌路

营的视野。”在日前召开的第二届LIFE教育创新峰会上，歌
路营副总干事梅冬向大家讲述着启动新一千零一夜留守儿童
睡前故事项目的初衷，台下观众闻之无不动容。

近年来，与留守儿童群体有关的新闻事件不时发生，他
们的教育和健康问题特别是心理健康问题引起了社会广泛关
注。各级政府和学校、企业、社会公益组织等纷纷行动起
来，携手共同呵护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5月8日，由新西兰中国文化中心、黑龙江省文化厅举办的
“2017年中国文化周”活动走进新西兰校园。图为惠灵顿塞缪
尔·马斯丹女校学生表演中国舞蹈。 孟韬摄 （新华社发）

新西兰学生品味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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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颗小行星以中国科学家的名字命名！中国科
学院院士叶培建8日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举办的“叶
培建星”命名仪式暨小行星探测学术报告会上接过了

“叶培建星”铜匾和证书，正式获得永久性小行星命名。

国际编号为 456677 的“叶培建星”是在火星和木
星轨道之间绕太阳运行的一颗小行星。2007 年 9 月 11
日，它被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首先发现。按国际
惯例，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享有这颗星的命名权。

为了表彰著名的空间飞行器总体、信息处理专家
叶培建为推动我国卫星遥感、月球与深空探测及空间
科学快速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2016年6月，中国科
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推荐将其命名为“叶培建星”，2017
年1月12日获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

自此，“叶培建星”与以钱学森、杨振宁、茅以升
等科学家命名的小行星一样，把中国人的探索精神高
悬广袤星空。

“小行星命名是一项国际性、永久性的荣誉，权威
性高、影响力大。今天星空中最亮的星是‘叶培建
星’！” 国防科工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刘彤杰
在命名仪式上感慨。包括孙家栋、栾恩杰、戚发轫、
吴宏鑫等著名院士在内的众多科技工作者来到现场向
叶培建表示祝贺。

面对荣耀与掌声，叶培建说：“这次小行星命名不

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体现了对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和国家航天事业的肯定。我们深空探测团队共同的目
标是在火星探测之后瞄准小行星探测，向更远的太空
进发。我们将珍惜荣誉，不忘初心，不辱使命，争取
在探索太空的征程中再有所贡献。”

以“叶培建星”命名仪式为契机，我国小行星探
测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交流研讨。叶培建作了
题为“小天体探测面临的技术挑战”的报告，围绕小
天体探测“选、探、控、用”四个方面，梳理了涉及
的主要技术问题与内涵。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赵
海斌研究员概述了近地天体监测预警的现状与建议，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月球和深空探测领域办公室技术
负责人黄江川介绍了小行星探测任务构想。

目前，加快小行星探测已经成为国内学者和专家
的共识，深空探测已列入“十三五”国家重大专项，
小天体探测发展路线日渐清晰。“随着嫦娥五号探测
器、火星探测器等深空探测任务的实施，我国小行星
探测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叶培建说。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叶培建星”闪耀星空
白国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