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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的他，爱读苏联

科普作家别莱利曼编写的《趣

味几何学》《趣味代数学》等科

普读物，那些书里面生动的数

学案例，比如，河对面有一棵

树，不过河，怎么测出树的高

度；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如何测

出当地的经纬度等，使他产生

强烈的兴趣，令他着迷……

后来，15 岁的他考入复旦

大学数学系。他就是中国科学

院院士、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

院教授李大潜。

牢记党员初心

李大潜始终不忘共产党员

的身份和责任，立志“立德树

人、献身科学、报效祖国、造福

人类”，在科学研究、教书育人、

传播数学文化、推动中国工业

应用数学的发展和提高国际影

响力等方面做出了全方位的突

出贡献。他强调，他取得的成

绩离不开集体的力量，是和大

家一起奋斗出来的。他告诉大

家：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

的前途、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每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要

主 动 融 入 集 体 事 业 的 发 展 中

去。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就，都

是为人民服务。

李大潜不仅是一位理论数

学家，在应用数学领域也取得了

很多出色的成果，2015年荣获国

际工业与应用数学大会“苏步青

奖”。上世纪 70 年代，他急国家

之所急，开始研究石油开发中的

电阻率测井问题。解决这个难

题，能够准确地判定油层位置和

油田储量，而数学，就是破解它

的钥匙。李大潜曾6次前往江汉

油田实地考察，利用他的专攻

——偏微分方程，对各种电阻率

测井方法建立了统一的数学模

型，并提出高效的数值求解方

法，成为这一领域中的基本理论

框架。根据这个成果所研制的

微球形聚焦测井仪器，至今仍在

大庆等众多油田使用，取得了显

著的经济效益。

这样的贡献来自于一位共

产党员的坚定信仰。李大潜曾

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

有这样的觉悟：没有我们国家

的兴旺和发达，就没有我们自

己的命运与前途。我们取得的

一些业绩和成就，包括在国际

学术舞台上可能也有了一席之

地，固然有个人努力的因素，但

从根本上说，离不开党和国家

的教育与培养，离不开我们国

家逐渐强大、已经自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这一个大的背景。”

坚守育人初心

李大潜从教64年来，教书育

人，孜孜不倦，培养了众多的优

秀高端人才，先后出版了近十本

本科及研究生教材，获全国高等

学校教材国家优秀奖、高等教育

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及两项

上海市教学成果特等奖。为了

在物理学与偏微分方程之间构

建一座桥梁、开拓高质量复合型

人才的培养之路，他建设了“物

理学与偏微分方程”课程，所编

写的教材是教育部向全国推荐

的研究生教学用书，在国内外得

到很高的评价。他曾获上海市

模范教师称号，连续两届担任教

育部高等学校数学与统计学教

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他大力提

倡并推动数学建模的教学，连续

二十年担任全国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组委会主任，在他的领导

及推动下，该竞赛规模不断扩

大，质量持续提高，管理更趋规

范，有效地改变了传统数学教学

中理论与应用脱节的弊端，对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及推动高校

的教育改革均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2020年，李大潜荣获第二届

全国“杰出教学奖”。

关心各个阶段的数学人才培养

李大潜领衔的应用偏微分

方程研究团队荣获首届复旦大

学十佳“三好”研究生导学团队

称号。他为复旦数院 2018 级新

生主讲《与时俱进,牢牢掌握大学

数学学习的主动权》的开学第一

课，2020年为本科生《数学模型》

课程撰写了1万多字的课程导言

《数学建模是开启数学大门的金

钥匙》。2018年起担任上海市立

德树人教学改革基地（数学）的

主任，认真梳理中小学数学教学

方面的指导思想，主编出版了新

的高中数学教材，并亲自给中学

教师做新教材的培训。为了使

广大青少年和公众能领会数学

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了解数

学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所起的关

键作用，自觉地接受数学文化的

熏陶，李大潜大力弘扬与普及数

学文化，主编了《数学文化小丛

书》（高等教育出版社），亲自撰

写出版了《圆周率π漫话》、《黄

金分割漫话》及《漫话e》等书籍，

并面向大、中学生多次举办有关

数学文化的讲座，形成了较大的

影响，2006年获上海市东方讲坛

十大名师奖，主编的《十万个为

什么》数学卷（第六版）获上海市

科技进步一等奖。

李大潜曾说：“教学与科研

等方面的出色成绩当然是很重

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对事业的

热爱与执着，是敬业的精神和表

现。应该把自己的本职工作看

成自己毕生的事业，一辈子心甘

情愿、坚持不懈地追求和奉献。”

来源：学工部 数学科学学
院本科生第一、二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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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前，陈望道老

校长翻译《共产党宣言》

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引导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认

识真理、掌握真理、信仰

真理、捍卫真理，也把复

旦大学和马克思主义紧

紧联系在了一起。

100 年来，一代又一

代复旦人赓续红色基因、

坚定信仰信念，不忘立德

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使命，强化

教育报国、创新强国担

当，共同绘就了复旦大学

的光荣底色。

邯郸校区本部超市旁，一座

红色顶棚的学生书亭已经伫立

了 34 年。红亭是一个由学生运

营的书亭组织，主要开展书刊出

售、票务代售等业务。红亭原有

三座，分别位于南区、北区和本

部。2018 年 10 月 29 日起，北亭

关闭，南亭转型为自助亭，本部

超市旁的书亭成为学校最后一

座红亭。

2021 年 4 月 8 日，这最后的

红亭拆除。

上海新文艺书局 2008 年到

2018 年开在武东路 80 号复旦北

门对面。2013 年与书报亭开始

合作。双方商定由书店提供图

书，卖不掉的书退回书店，这样

书亭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新文艺书局店长徐小芬回

忆，书亭经理每学期一换，每任

经理都是非常优秀的管理者，他

们热爱图书，工作认真负责，“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书

亭面积很小，出样的图书最多

200 册左右，但同学们工作兢兢

业业，每天把书搬进搬出，售缺

的书也及时补充，认真学习图书

的分类，服务态度也很好。书亭

拆除了，她“心里有很多的不舍，

希望以后还能有合作机会。”

新闻学院 2018 级研究生袁

超颖自称红亭编外员工。其实她

是 2015 年大一下学期加入红亭

的。刚进红亭，经理演示“不能在

亭子里吃东西”这条规定：身体坐

在亭子里面，但把头和手伸到窗

外，在窗外吃完了三明治，又从容

地缩回来。然后告诉新员工这就

是“不要在亭子里吃东西”的规

定。那个场景她记了很久。

读研后学业繁忙，所以她选

择当编外员工——不当班也不

拿钱，但人还是属于红亭。在压

力很大时，会到亭子里去坐一

坐，翻一翻承载着老员工记忆的

“水本”，看看现在的亭友在上面

写了什么。得知亭子停运的消

息时，她比较淡定：“肯定会留恋

过去的美好，但只要感情还在，

其他的都没那么重要。”

管理科学系 2016 级本科生

张宇航2018大三时加入红亭，后

来升任副主任。他和很多亭友都

把红亭看作一个大家庭。亭友们

无论有什么兴趣，都能在红亭团

队里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只要

有想做的事，在亭友群里面问一

声，基本上都会有响应的人。约

自习、约电影、约骑车，都并非难

事。有时遇到了困难，比如一门

课没有复习资料，或者学习上的

其他难题，在红亭的群里求助，肯

定会得到帮助。虽然红亭关闭

了，但亭友的友谊并没有一同消

失。原来大家聊得很嗨，现在依

然聊得很嗨，“亭友之间的友谊没

有一同消失，氛围还在。”

大数据学院 2018 级本科生

“博士”是红亭团支书。他说红亭

很有凝聚力，经常举办各类活动，

比如中秋节在光草玩狼人杀、国

庆去 KTV 唱歌。有些活动是亭

友们自发的，有些则是由团支书

负责举办，比如春游、秋游和每年

的送老迎新会。他印象最深的是

亭子里的“水本”。“水本”是当班

工作日志的外号，大家可以在上

面随意写。有一次大家凑在一起

模仿《武林外传》，在“水本”上写

了一部“书亭外传”，给亭友们安

排各种角色：山西矿厂的矿主，日

本北海道剑客……亭友们热衷于

彼此起绰号，当时还不怎么会管

理形象的他看起来比较显年纪

大，得到了“博士”的绰号。

新闻学院 2018 级本科生奕

昕 2019 年大二时加入书亭。员

工在书亭可以免费看新书、新杂

志，但规定不能看电脑或者电子

设备。每周六或者周天下午她

在书亭工作，就可以有完整的一

个下午不碰电子产品，用来看书

或者写作业。从红亭的窗口望

出去，可以看到一排梧桐树。她

当班的学期是秋季学期，就会看

到树上金黄的树叶落下来，一个

男孩子骑着自行车带着她的女

朋友从窗前掠过，落叶在他们身

旁飞舞。她值班时常有老员工

进来聊天，不知不觉就聊一下

午，聊完也很开心。在路上如果

下雨了，她就去书亭借一把伞。

“书亭是一个万能的地方，相当

于一个港湾。”

来源：《复旦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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