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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以致用：让科研成果产生更大价值
熊子恺：数
学 科 学 学 院
2016 级本科生，
2018-2019 学年
本科生优秀学生
标兵，两届国家
奖学金获得者。
兴趣指路，以数学工具探索
交叉领域
“觉得有趣”是熊子恺在采
访中常常提到的一句话。兴趣是
让他痴迷于旁人眼中艰深难懂的
数学与运筹学领域的关键，也是
他投入研究课题的首要驱动力。
全国大学 生数 学 竞 赛 上 海
赛区一等奖、华东杯数学建模竞
赛一等奖、国家奖学金……这些
亮眼的成绩勾勒出一个数学学
霸的形象。然而在熊子恺看来，
虽然他在数学学习 上没有出类
拔萃的天赋，但从小学起就与奥
数竞赛有着不解之缘，对数学有
持之以恒的兴趣是毫无疑问的。
2016 年，熊子恺进入技术科
学试验班学习。大一一年，在纷
繁的大类基础课程学习中，熊子
恺感触最深的还是数学知识在
各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他深刻认
识到，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数学
的理论指导作用是其他学科无

法比拟的。而为了在其他领域做
出更扎实的科研成果，就必须学
习与夯实自己的数学基础知识。
于是，他在大二时转专业进入数
学科学学院继续学业。
渐渐地，熊子恺凭着自己对
交叉学科的兴趣走上了学术科
研的轨道。数学知识与编程技能
是他科研路上的两个得力车轮。
管理学、运筹学与数学的交叉领
域是熊子恺的兴趣所在，在一次
讲座中，一项有关于机票定价的
交通科学研究吸引了他的眼球：
如果两大城 市间直飞的机票价
格高于从第三地转机的价格，趋
利避害的乘客就会选择转机。但
这一看似“薅到羊毛”的案例，造
成的却可能是乘客与航空公司
双输的结果。机缘巧合之下，熊
子恺立刻投入了对这一现象的
研究。为了适用于更为复杂情
形，他拓展了原先简单的模型，
带来的结果却是分析难度骤然

升高。当研究陷入瓶颈之际，熊
子恺忽然想起了课堂中学过的
“没
拓扑学知识，瞬间柳暗花明。
想到看似完全无关的专业课知
识解决了研究中的难题。”回顾
自己的科研经历，熊子恺直言数
学提供的方法与抽象思维方式
让他受益良多。
实用引领，让学术前沿惠及
生活业界
最初，熊子恺是 抱 着“ 看 看
自己有没有能力做研究”的想
法，尝试着投入学术。如今已经
取得了一些成果的他认定，科研
这条路是个不错的选择。
2018 年暑假，熊子恺在强化
学习的课程中对老师提及的一
项购物网站推荐系统算法研究
产生了兴趣。于是在导师的邀请
下，他加入了课题组进行实验。
借助于他的数学知识背景，熊子
恺帮助导师验证了一种 用于商
品配置的置信区间上界算法，解
决了该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被列
为致谢中的唯一学生。目前，这
一成果正在投稿运筹管理学国
际 顶 级 期 刊 Management Science；一次组会上，导师向大家抛
出的两篇关于机器学习的论文
没有引起大多数人的关注，但熊
子恺思考之后却认为这一课题
值得挖掘。于是，他和另一位学
长共同投入了研究，利用在数院
学到的数值分析和内点法的 知

专 版

7

复旦最新出版

识，最终针对机器学习领域瓦瑟
斯坦重心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结
构的内点法。这大大减少了二阶
算法的运算量，创新性地在机器
学习的大规模问题应用了不被看
好的二阶算法。这一研究也获得
了冯·诺依曼理论奖获得者叶荫
宇教授的肯定和指导，并最终被
国际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会
议 NeurIPS 接收为会议论文。
除了“有趣”，让熊子恺决定
投入一项研究的原因还包括“有
意义”。他认为，真正有意义的研 《河山有誓》
究应当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作者：冯贤亮
能够给社会带来帮助。不论是从
本书副标题是“明清之际江
推荐系统算
隐藏机票价格博弈、
所论述的明
南士人的生活世界”，
法还是机器学习的研究中，都能
清之际，基本指晚明至清代康熙
看到他坚持的“研”以致用原则
被海内外很多学
年间。这一时段，
的影子。
者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浓墨重
“我认为提高效率对于这个
彩的王朝更替。当中的政治、经
社会而言，是很有帮助的一件事
济、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都在发
情。”因此，运筹学成了他颇具兴
生着多方面的变革，并对那个时
趣的研究领域。细心观察业界动
代掌握主流叙述的士人的生活，
态后发现，目前国内很多公司依
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然处于高速发展的早期阶段，尚
本书从弘治十八年成为状元
未关注于通过精细化技术提高
的昆山人顾鼎臣的人生历程开
生产效率，而业界的技术应用又
对
始，
以人物故事与活动为主线，
往往滞后于学术界的前沿。熊子
明末至康熙年间漫长的王朝更替
恺坚信，运筹学知识在未来将受
进程中，那些内阁重臣、大乡绅、
到广泛的需要。而他的梦想，就
小秀才以及青楼
布衣、
艺坛领袖、
是希望助力解决学术界与业界
杰出女性等人的命运遭际，予以
的技术脱钩问题，
“ 我希望研究
重点勾画。
基本内容分成七部分，
成果能够不限于学界，产生更大
亦即七个侧面的主题论述。
的意义。”
文 / 俞驰韬
作者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主要从事明清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文化史
史、江南地区史、
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当代青年学者的初心和使命
智能机器人研究院青年研究员 方虹斌
青年学者的初心就是“科学
报国”
，
青年学者的使命就是全方
位地做好“育人、教学、科研、服
。要实现这样的初心和使命，
务”
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
我们要成为
“胸怀祖国、服务
人民”
的爱国精神的引领者；成为
“顾全大局、忠诚于党”的政治品
格的继承者。面对阶段性的生活
邓稼先等老
和科研困难，
钱学森、
一辈归国科学家就是我们的榜
样。我们要将目光放长远，将视
野置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和伟大的
中国梦上来。
我们要成为
“永攀高峰、
敢为
人先”
的创新精神的弘扬者；成为
“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
神的贯彻者；成为“追求真理、严
谨治学”的求实精神的践行者。
目前，我们的科研中还存在着不
少浮躁，不少盲从热点。我们有些
学术会议的风气不够正、
不够纯，
我们的学术微信群内有很多毫无
意义的点赞甚至奉承；一些人追
逐研究热点，刷论文、刷引用、刷
影响因子俨然成了当前 的“风
，对原创思想和对难题的追求
尚”
却成了相对冷门。改变文风、
改变

改变学风已经迫
会风、
改变群风、
在眉睫，需要从我们做起。
“敢为人先、
奖
我们也要成为
掖后学”
的育人精神的奉行者。育
人和教学是高校教师的首要任
务，三全育人、课程思政，认真上
严谨上课，
课、
教会学生做人和做
学问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
务。
我们也要成为建设“科技强
国、创新强国”的奉献者；成为科

研成果、
科技进步的创造者。科学
研究是我们的核心任务，但也需
要将自身的科研方向与国家战略
主动对接。学习秉志先生等老一
辈学者主动服务国家、改变研究
方向的无畏精神。我们许多老师
从海外归来，要积极主动地将海
外优秀经验、海外好的科研制度
带回中国，进一步改善国内的科
研环境、
提升科研水平。
我们也要成为
“宣传真理、弘

扬科学”
的科普精神的先行者。提
升全民素质，宣传科学精神也是
我们青年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热爱科学，
只
只有全民弘扬科学、
有全民尊重科学家、
热爱科学家，
只有我们的孩子从小立志成为科
学家，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希
望。
“悟初心”是起点，更重要的
践初心”
，
筑守理想
是要“守初心、
信念，
坚定科学报国！
《中国历史地理十讲》
作者：
邹逸麟
本书精选历史地理学研究方
面的论文十篇，列为十讲，内容大
致如下：
（一）我国历史时期水系主要
是黄河、运河的开凿、变迁、兴废
的历史过程；
（二）我国历史时期水环境变
化及其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互
动关系；
（三）两三千年来我国环境变
读
迁的历史地理背景。通过本书，
者可以了解我国环境变化的历史
背景和两难的处境，从而汲取历
史教训，避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来发展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