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着对宇宙星河最纯粹最赤

诚的热爱与向往，出于对天文领

域科研知识的探索与渴望，天文

协会的553名成员们如繁星般相

遇，汇聚彼此的光芒，星河流淌二

十载，照亮了更为广阔的苍穹。

路边天文是天文协会的标志

性活动之一，具有无法比拟的日

常性与容纳性。每一个晴朗的星

夜都可以在光草东侧进行观测，

欢迎每一位同学前来参与，已成

为天文爱好者们最为便捷的交流

平台。

天文协会最吸引人的活动当

属外出观测，协会合作的观测基

地如崇明岛、南汇嘴观海公园等，

拥有优渥的星空条件与专业先进

的设备，无与伦比的视觉盛宴带

给天文爱好者们触及灵魂的震撼

与感动。

因热爱而努力，因努力而收

获。天文协会荣获“2020全国高

校百强学生社团”、“上海天文社

团一等奖”，多次荣获校五星级社

团。协会的流星雨观测记录曾多

次被国际流星组织（IMO）、NASA

采用，成员摄影作品曾在国际赛

事中获奖。

天文协会自创办以来坚持

“普及天文知识，探索宇宙自然”

的宗旨，推动校内外天文科普工

作的开展，积极助力国家科普事

业发展。

中英文双语天文杂志《观象》

是天文协会的社刊，通常每个寒

暑假各出一期，至今已出版十四

期，是天协开展科普活动的重要

载体。社刊每期围绕一个天文主

题展开，由协会学术部成员执笔

创作，科普性与可读性兼备。

天文协会同时致力于校外天

文科普，举办“天问计划”公益科

普夏令营，旨在为教育资源稍为

欠缺地区的孩子们点亮求知探索

的光。夏令营课程以“天文”为核

心，辅以人文、实用性的课程。

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

年，复旦大学天文协会也迎来了

20岁生日。许宁生校长给天文协

会全体同学回信祝贺，赞扬协会

立足复旦、扎根中国、心怀寰宇，

引用习近平总书记“星空浩瀚无

比，探索永无止境”的讲话，使协

会成员备受鼓舞。

为助推天文科普、弘扬复旦

文化、彰显爱国责任，天文协会未

来会积极将学术资源输向偏远地

区，在地方建立实践基地，举办天

文公益科普夏令营等多种创新形

式的活动；开创政府社团合作新

模式，积极与上海天文台、上海天

文馆、上海国际自然保护周组委

会等单位展开合作，共同推进天

文科普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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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社团文化丰
富多彩，致力于打造复旦
学子的“第二课堂”。学术
类社团将学术科研与兴趣
爱好有机结合，本期介绍
天文协会，后续也将推荐
更多的优秀学术类社团，
期待同学们在社团活动
中，找到兴趣，施展才华。

“数学研究需要摒弃无关要素，抓住核心问题”
上海数学中心王国祯将在202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报告

■ 许宁生校长回信天文协会并与社团骨干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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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协会：漫天星辰愿作你最深沉的寄托

今年7月，复旦大学上海数学中心的王国祯副教授在国际顶尖数学期刊《数学学报》（Acta Mathe-

matica）在线发表了他与合作者B. Gheorghe、徐宙利的论文《稳定同伦范畴的母体形变的特殊纤维是代

数的》（暂译名）The special fiber of the motivic deformation of the stable homotopy category is algebraic。

这是他五年以来在国际顶尖刊物发表的第五篇研究成果论文，也是复旦大学上海数学中心成立以来第

六篇登上数学四大顶尖期刊的文章。

“数学四大期刊”是国际数学领域四大顶级刊物，刊载数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性成果。

1998-2017年，中国数学研究者20年间在四大刊发表98篇论文。今年，复旦大学上海数学中心的陈佳

源、沈维孝、王国祯、李骏、周杨已经在“数学四大刊”上连发5篇文章，彰显了数学中心基础数学研究的

深度和厚度。

继科学探索奖获得者沈维孝的报道之后，“复旦数学家”系列报道将让大家看到更多在一线做科研

的数学家的工作与生活。本期聚焦王国祯副教授。

球面同伦群，是数学研究的

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代数拓扑中

的重要问题之一。问题提出一

个世纪以来，学界将计算推进到

球面的第 59 个稳定同伦群。王

国祯与合作者们突破了 60 维的

难关，将计算推进到第 90 维、第

120 维，解决了广义庞加莱猜想

在奇数维情形的最后一个问题。

在最新发布的论文中，他提

出了母体（motivic）同伦范畴中

的周t-结构。利用该t-结构, 王

国祯与合作者证明了复数域上

的母体（motivic）形变的特殊纤

维是代数的, 以及模τ的母体亚

当斯（motivic Adams）谱序列与代

数诺维科夫（Novikov）谱序列是

同构的。该结果给出了计算球

面稳定同伦群的一个全新的计

算方法，使球面稳定同伦群的计

算顺利向百维推进，是同伦论领

域的重要突破。

创造出创造出““工具工具””

一维、二维的球面尚属于常

见的事物，但三维就已复杂，进

入更高的维度。59、60、90、120，

这些维度不是简单的数字，每一

维度的计算方法都是本质上完

全不同的，需要给出不同的解

法。这意味着前人研究成果可

提供的借鉴是有限的，不打开新

的思路，研究就无法推进。

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缺少

有效的工具去计算。

王国祯一开始希望能够写

一个计算机程序，以实现简单的

辅助计算。用传统 C 语言所编

写的程序，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

很多 bug，导致实验一次又一次

失败。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觉得

我是不是应该学习一种新的计

算机语言？说不定可以解决我

之前的问题。”王国祯回忆道。

于是，他试着用F#语言重新

编写程序。然而，当王国祯试图

在高级计算机上运行 F#语言程

序时，他又遇到了机器无法编译

的问题。

最终，他只能将F#语言程序

重新翻译回C语言，他惊喜地发

现，经过反复的试验，吸收了数

次成功的经验，程序能够顺利运

行了。就这样，王国祯创造出了

新的工具。

通过将计算机的运行结果

与合作者阿萨克森（Isaksen）之前

的计算结果比对，王国祯与合作

者发现，通过计算机生成的代数

诺维科夫（Novikov）谱序列的数

据与通过经典方法得到的模τ

的母体亚当斯（motivic Adams）谱

序列的数据完全一致。这是一

个振奋人心的发现，表明了一大

类复杂的亚当斯（Adams）微分可

以通过计算机完全机械地得到。

这是几十年来拓扑学家梦寐以求

的方法。王国祯与合作者进一步

研究了母体（motivic）同伦理论，

提出来周t-结构的概念，从而在

理论上证明了前面的实验结果。

这就给出了一个计算球面稳定同

伦群的一个全新的工具。

以此为起点，他与合作者们

一起，提出了很多新的工具，在

代数拓扑的核心问题上取得了

突破。

“我的研究就是建立各种工

具，希望能够应用在同伦群的研

究上，从而揭示一些同伦群的规

律。”王国祯说。

课程面向课程面向
““数学英才试验班数学英才试验班””本科生本科生

王国祯这学期开了一门《几

何拓扑选讲》的课程，专门面向

“数学英才试验班”的本科生，以

培养学生的基础数学能力。

课上，他写下一段段板书，

讲解理论的定义和推导过程，频

频抛出衍生的课后习题供学生

们课后思考，不多时，两块黑板

铺满笔迹。

“王老师的这门课很深奥，

他上课经常说‘我们可以想象一

下’，但他往往能讲得准确而有

体系。”2020 级数学系本科的孙

艺青说：“他也会说一些生动的

例子来辅助我们思考，调节课堂

氛围。”

带着“培养出未来的数学

家”的目标，数学英才班于 2020

年秋季开班，一年多以来，优秀

的师资收获了学生们的好评。

进度快、程度深、内容难，成为了

英才班课程的特点。

作为数学英才班的授课老

师，王国祯道出了他对学生们的

期许。他希望同学们能对数学

产生兴趣，将来能在数学领域继

续精进最好，就算转向其他方

向，也能通过英才班课程的培养

掌握好的基础。

“数学不仅能影响人的思维方

式，也是一项基础技能。”王国祯说。

删繁就简删繁就简

代数拓扑深奥而精微，多年

的潜心研究使他能够删繁就简，

将目光锁定在研究对象必要的

元素上。

“数学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思想，就是把不重要的数据、几

何结构忘掉，忘掉的越多越能从

崭新的视角去认识问题。”王国

祯说，“研究同伦问题也是一样，

你需要忘掉研究对象的刚性结

构，想象它是软的。”

在王国祯未来的研究中，他

计划解决存在特质的126维同伦

群问题，将球面同伦群的问题继

续深入。

摒弃无关要素、抓住核心问

题，是数学研究的理想状态，这

也是王国祯努力的方向。

应邀在应邀在20222022年年
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报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报告

王国祯应邀在明年的国际

数学家大会上作45分钟报告，他

将分享名为《球面稳定同伦群与

母 体 同 伦 论》（Stable homotopy

groups of spheres and motivic ho-

motopy theory）的报告，分享自己

的球面同伦群研究成果。

国际数学家大会（Interna-

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

cians，简称ICM），是由国际数学

联盟（IMU）主办的国际数学界

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会议，被誉

为数学界的奥林匹克盛会。2022

年 7 月 6 日至 14 日，大会将于俄

罗斯圣彼得堡举行。大会上，将

有约200位数学家受邀作学术报

告，分享他们在各自领域中取得

的成果与进展。这些报告代表

国际数学界最高水平。

让我们恭喜他，期待他进一

步的研究成果。 文 / 戚心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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