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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波：

在读博士二次创业在读博士二次创业
本报记者 张允强

2016 年 11 月底，东北大学、沈阳燃气、云安科技
三方就联合建设城市燃气安全物联网系统项目签署合作
框架协议，计划投资数十亿元对城市老旧燃气管网升级
改造并健全安防物联网系统。负责整体物联网设计和关
键核心传感器开发的云安科技创始人和掌舵者，却是年
纪轻轻的东北大学在读博士生沈波。

“我时常关注新闻，看到各种安全事故及环境食品污
染频发，让人痛惜。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需要一个更加安
全的未来，我要以此为人生事业，致力于安全领域。”沈
波下定决心。2014年初，沈波毅然踏上创业这条荆棘遍
布的道路，却迎来了现实的当头棒喝：资金短缺。为快
速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梦想，沈波融合各领域知识，
设计了一系列“黑科技”产品，均为全球首创，也顺利
拿到了数百万元的天使投资。资金问题刚解决，其他问
题又接踵而至。作为一个以技术为主导的创业小白，各
种能想象到的困难几乎都被沈波经历了一遍，他并没赚
到钱反而背负了沉重的债务。但是，沈波并没有放弃。

2014年8月份，沈波重拾自己的安全强国梦。结合
云时代背景，依托东北大学、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
沈阳东北金属材料研究院，创立了沈阳云安科技有限公
司。公司从传感器功能材料开发、传感器及自动化生产
线设计，到硬件软件开发等，形成了全产业链条。业务
涉及生产、环境、食品、健康、国防安全等国民生活中
各个领域的安全问题。

吸取上次创业失败的经验教训，沈波事必躬亲，既
是产品的总设计师，也是业务员，材料专业出身的他也
能写代码、焊电路板。经过几年的发展，公司已经初具
规模，与沈阳燃气公司、东北大学联合研发城市燃气安
全物联网系统，这一系统将在沈阳全市逐步开展试点，
开创了国内以城市为规模试点的先河。

“公司的业务正处于上升阶段，各个领域的安全防范
产品也即将应用到市场，解决实际问题，可以避免很多
安全事故的发生。”一想到产品马上就能发挥作用，起到
实效，沈波笑得欣慰又自豪。

上图 沈波（左二）与工作人员探讨开发项目。
（资料图片）

““ 葡 萄 痴 人葡 萄 痴 人 ”” 韩 玉 波韩 玉 波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成成 通讯员通讯员 杨发鹏杨发鹏

历时 24 年，耗费 300 多万元——青
岛平度市大泽山镇农民韩玉波培育的葡
萄新品种“玉波一号”“玉波二号”，日
前顺利通过山东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被省林业厅认定为林木良种。这
位曾被嘲笑的“葡萄痴人”，一下子变成
了国内葡萄种植行业中的“牛人”。

今年53岁的韩玉波，是山东省江北
葡萄研究所所长。1984年，韩玉波高中
毕业后，回到了大泽山镇北昌村，家里
有 3 亩地，因地处葡萄之乡，家里人让
他种葡萄。那时大泽山镇只有龙眼、玫
瑰香和泽山一号、二号葡萄品种。种了
两三年葡萄后，心细的韩玉波发现了葡
萄种苗相比于葡萄更加畅销。

韩玉波打听到城阳区夏庄镇有人栽
种了从日本引种的巨峰葡萄，个头很
大，销售价格也比较高。他坐车到夏庄
镇，顾不上吃饭，租了辆自行车跑到李家
沙沟村，见到梦寐以求的巨峰葡萄。“第一

次去时，正是葡萄生长期，人家果农不卖
种芽，我只能等到秋天又上门求购，最后
花了300元买了800多枝种条。”

这些种条拿回家，韩玉波把它们当
成了宝贝疙瘩。他专门腾出了热炕头，
找来了牛皮纸、防雨布铺在热炕头上，
上面撒上沙子，把种芽种在里面，然后
每天烧火加热，自己就在炕下守着。20
多天后，这批种芽长出了叶子，可以移
栽了。韩玉波顾不得休息，把这些种苗
移栽到了自留地里。他培育的巨峰种苗
有 300 多棵，第二年这批巨峰葡萄开始
结果，“当时巨峰葡萄的价格正好是龙眼

葡萄的三倍，第一年我就赚了上千元，
赶上之前两年的收入了”。

尝到新品种苗带来的甜头后，韩玉
波开始全国各地寻找葡萄新品种。同
时，他还在沈阳兴城的果树所结识了很
多国内农科院所的专家，学习培育种苗
技术。他在 2000 年建成山东省江北葡
萄研究所，年均推广优良葡萄种苗 300
余万株。2001年，他成为山东省首批高
级技师。2007年开始，韩玉波专门投资
300 多万元建成了 30 多亩的连体大棚，
并获取了 1300 多粒种子，2008 年 2 月
份在温室里播种，刚开始首批 800 多棵

单株开始结果，每年不断筛选减少，到
了 2014 年剩下了 100 多棵杂交优系单
株。2011 年到 2016 年在全国 6 个不同
葡萄产区完成品种小区栽培试验。

2016年，韩玉波选育的两个新品种
成型，命名为“玉波一号”和“玉波二
号”。他用罗马尼亚晚熟玫瑰香葡萄“达
米娜”葡萄做母本，“紫地球”做父本。
在 2016 年 9 月份举行的第十三届中国林
产品交易会上，“玉波一号”“玉波二
号”分别摘得金奖和银奖。“现在全国上
百家果农想引种这两个新品种。”韩玉波
说，2017年他还将培育两个葡萄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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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金服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其旗下支付宝近日宣布，从 4

月 29 日起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就能
骑共享单车，首批支持 6 家共享单
车共600万辆，覆盖50座城市。

共享单车的线上竞争只是其中
一步。早在今年 2 月份，支付宝就
提出希望推动中国 5 年进入无现金
社会，在当时的无现金联盟发布会
上，蚂蚁金服 CEO 井贤栋分享了
迎接无现金社会的目标和路径。他
认为无现金是让金融更加普惠的有
效实现路径。“无现金”不仅是传
统意义上的“出门不带钱”，真正
的无现金社会将基于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
技术，实现普惠金融。

蚂蚁金服在日前的首场蚂蚁开
放日活动上还表示，“无现金”只
是第一步，蚂蚁金服要打造更懂商
业和金融的开放平台；蚂蚁金服当
日还发布了支付宝“会员通”解决
方案，专治零售商线上线下不通的

“顽疾”，帮助商家实现精准营销，推动新零售转型。
推动无现金社会建设，并致力于打造更懂商业的开

放平台，蚂蚁金服的底气何来？众所周知，支付宝在商
业领域十几年的经验积累，围绕整个商业经营流程，已
经积淀出包括支付、营销、安全、数据、信用、理财融
资等多项能力。蚂蚁金服自去年开放平台正式上线以
来，也已推出芝麻信用分、安全服务接口、余利宝等涉
及安全、支付、金融等不同类型的产品，截至今年4月
份注册开发者近40万、服务商超1.5万。

此外，全球化也是这盘棋的重要一步。外媒报道
称，阿里巴巴正忙于扩大自身在全球支付市场的影响
力，欲将旗下的蚂蚁金服拆分为独立实体，并有传言说
蚂蚁金服欲通过IPO上市。

事实上，早在正式接替彭蕾出任蚂蚁 CEO 的年会
上，井贤栋就宣布了未来蚂蚁金服发展的三个方向，即
全球化、全面升级小微金融服务和完善信用体系。

正如井贤栋所言，这套体系并不只属于蚂蚁金服，
而是属于整个社会。蚂蚁金服也只有本着更加开放的态
度，把支付能力、信用能力、支付账号体系、风险管理
能力等对外开放，才能在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同时，用
智慧服务好数亿消费者及数千万小微企业。

5 月 11 日，吴文俊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谨以此文送别一代数学大师——

化 繁 为 简 大 巧 若 拙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惠敏

人物小传

吴文俊，1919 年出生于上海，1940 年本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9 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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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俊是我国著名数学家、中国共产党优

秀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对数学的主要领域拓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开创了崭新的数学机械化领域，获得了首届国家最高科

技奖、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邵逸夫数学奖、国际自动推理最高奖Herbrand自动推理杰出成就奖。

吴文俊，1919 年 5 月 12 日生于上
海，2017 年 5 月 7 日逝于北京。5 月 11
日，吴文俊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
举行。数学大师吴文俊用 98 载光阴，书
写了一段享誉世界的中国数学家传奇。

国际数学界不乏年少成名的奇才，
但很少有人能时隔数十年再创辉煌，更
罕有人能在晚年开宗立派，劈开一个世
界前沿的全新领域。

吴文俊做到了！
而立之年负笈海外，他引发了拓扑

学的“地震”，“吴公式”为现代数学武器
库再添神兵；花甲之年躬耕中土，他开拓
了数学机械化的新领域，“吴方法”为人
工智能走出低谷点燃了指路明灯。

引发“地震”的天才

数学是化繁为简的科学，吴文俊恰
恰具备化繁为简的天赋。

在送别吴先生的时候，中科院数学
研究院执行院长王跃飞依然对吴老的这
份天赋赞叹不已：“上世纪 50 年代，他做
出了‘吴公式’，是拓扑学的划时代成果，
非常简洁漂亮！”

“吴公式”发表于 1950 年，而吴文俊
1940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这 10 年
并非一帆风顺——时值抗战，上海在沦
陷区，21岁大学毕业后，吴文俊有5年多
都以中学教师的微薄薪资糊口，1945 年
8月份抗战胜利后才迎来人生转机。

1946 年，吴文俊师从数学家陈省
身，开始研究拓扑学。

拓扑学是现代数学的主要领域之
一，它研究几何图形或空间在连续改变
形状后还能保持不变的一些性质。法国
现代数学家狄多奈称拓扑学是现代数学
的女王。拓扑学是著名的“难学”，而示
性类理论研究拓扑学中最基本的整体不
变量，是拓扑学中妙不可言的精品，堪称

“难学”中的“难学”。
会者不难，入门不久，吴文俊就展露

出化难为易的天分。
1940 年，美国数学家惠特尼发表了

一个示性类的乘积公式，证明过程极其
复杂。1947 年，才学习拓扑学不到一年
的吴文俊，就给出了惠特尼乘积公式的
简短证明。陈省身见后大为赞赏，多次
力荐，发表在世界顶尖数学期刊《数学年
鉴》。惠特尼原本计划就此证明写一本
专著，见到只有短短几页的吴文俊证明
后说：“我的证明可以扔进废纸篓了。”

1947 年 11 月份，28 岁的吴文俊赴
法留学，继续拓扑学的研究，仅用 2 年就
获取博士学位。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猛
到什么程度呢？中科院院士林群曾经笑
言：拓扑学在上世纪 50 年代前后闹过五
次“地震”，其中一次是由中国人“闹”的，

这个中国人就是吴文俊。
在拓扑学研究中，吴文俊起到了承

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他将原本处于起步阶段的示性类概

念由繁化简，引入新的方法和手段，形成
系统的理论。他引入一类示性类，被称
为“吴示性类”，还给出刻画各种示性类

之间关系的“吴公式”。此前，示性类
的计算有极大困难。吴文俊给出

了示性类之间的关系与计算方
法，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应运而
生。这最终使示性类理论成为
拓扑学中最完美的一章。吴文
俊还在拓扑学中建立了“吴示嵌
类”“吴示浸类”和“吴示痕类”的

基本概念。
在吴文俊的影响下，研究拓扑学的

武器库得以形成，这极大地推进了拓扑
学的发展。许多著名数学家从吴的工作
中受到启发或直接以吴的成果为起始点
之一，获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在 20 世
纪 50 年代，国际数学大奖只有菲尔兹
奖，5个因拓扑学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
引用过吴的工作，其中 3 位直接在获奖
工作中使用了吴的成果。

而此时的吴文俊，早已于 1951 年 8
月份游子归国，欧美数学界只留下他的
传说。1958 年当他重访法国时，朋友们
对他说，“你若晚走几个月，也许 1954 年
的菲尔兹奖就给你了”。

吴文俊回国后还继续着拓扑学的研
究，并获得1957年1月份颁发的1956年
度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矢志不渝的国士

有时候，笨方法才是好方法。在数
学机械化的开拓中，吴文俊大巧若拙。

曾于上世纪 80 年代在吴文俊门下
读博的高小山，至今记得 30 年前已年过
六旬的导师每天忙碌在中科院系统所计
算机房的身影。“他 60 岁才开始学编程，
每天十几个小时待在机房，若干年中，他
的上机时间一直遥居全所之冠。”现任中
科院数学院副院长的高小山说。

那时，吴文俊已开辟出数学机械化
的新领域，其目标很宏伟，是要让计算机
实现数学这种典型脑力劳动的机械化。
也就是说，要让计算机来证明数学定

理。在机房编程，正是为了验证他这方
面的数学工作成果。

这个领域的工作，贯穿着吴文俊浓
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在吴文俊看来，这
是中国古代数学思想的复兴。

1977 年春节期间，吴文俊首次用手
算成功验证了他的机器证明几何定理方
法的可行性。其后不久，他将论文《初等
几何判定问题与机械化证明》发表于《中
国科学》，这是他在数学机械化领域的开
场作，并在附注中阐明其中的机械化思
想起源于宋元时期中国数学家的创造。
这是世界上首次实现了几何定理的高效
证明。

到了 1984 年，吴文俊又将他在数学
机械化领域最重要的成果《几何定理机
器证明的基本原理》发表在中科院系统
所主办期刊《系统科学与数学》上。

“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是当时世界
数学界都无法解决的难题，被吴先生解
决了，这带来了类似洛阳纸贵的效果。”
中科院数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所长张纪
峰回忆说，吴文俊将世界级的突破发表
在中国期刊上，展现了他的爱国情怀，当
时国外很多科学家得知吴文俊的突破，
却苦于看不到中国期刊，不得不打电话
求传真，以至于中科院系统所的传真机
都烧坏了。后来，为便于大家学习吴文
俊开创的新方法，国际自动推理权威期
刊 JAR 破例将这篇 30 多页的论文重新
刊登一遍，并专门撰文评价吴的论文“不
仅建立了几何高效推理的基础，而且建
立了一个杰出的标准来衡量以后出现的
几何定理证明器”。

在晚年的这一系列研究中，吴文俊
提出了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吴方法”，
微分几何的定理机械化证明方法，方程
组符号求解的“吴消元法”，全局优化的
有限核定理，建立了数学机械化体系。

吴文俊开创了现代数学史上一个由
中国人原创的研究领域——数学机械
化，实现将繁琐的数学运算证明交由计
算机来完成的目标，产生了巨大的国际
影响。这一理论后来被应用于多个高技
术领域，解决了曲面拼接、机构设计、计
算机视觉、机器人等高技术领域核心问
题。1986 年，国际人工智能领域最权威
杂志《人工智能》曾刊出一本300 多页的

“吴方法”论文专辑，里面全是“吴方法”

在人工智能各领域的运用。
1997年吴文俊获得国际自动推理最

高奖“Herbrand 自动推理杰出成就奖”。
授奖词中提到，几何定理自动证明在“吴
方法”出现之前进展甚微，“在不多的自动
推理领域中，这种被动局面是由一个人完
全扭转的”。吴文俊的工作使得“几何定
理证明的研究已全面复兴，变为自动推理
界最活跃与成功的领域之一”。

润物无声的大师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真正的大师，
会在润物无声中悄然圈粉。

自 1951 年归国后，吴文俊除第一年
在北京大学任数学教授外，此后数十年，
一直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工作，堪称德高
望重，圈粉无数。

吴文俊是一个特别低调谦逊的人。
他的弟子高小山，1988 年博士毕业

后得到美国大学邀请去做博士后，赴美
后才从美国教授处得知，这是吴文俊此
前访美时对他大加推荐的结果。“吴先生
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

对于自己给别人的帮助，吴文俊总
是觉得不值一提，然而对于别人给自己
的帮助，他却时刻铭记在心。

吴文俊也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
2001年2月份，吴文俊获得了2000

年度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高
达 500 万元。“吴先生把奖金中的 100 万
元拿出来设立了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
支持对古代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也支持
偏远地区研究者的工作，我国西部地区
不少数学家因此得到迅速成长。”中国科
学院数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汪寿阳说，

“他是杰出的学者，伟大的导师，永远的
楷模”。

吴文俊还是一个充满赤子之心和创
新激情的“老顽童”。

2001 年，吴文俊在中国科协年会上
作报告时说：“创新是科学的生命。我不
希望中国科学家像一些欧美科学家那样

‘早熟早衰’。取得成绩就不见了哪行？
只要活着就要创新。”

大师远行，恩泽尤深。化繁为简、大
巧若拙的吴文俊，是一位真正的数学大
师，在他开宗立派的数学机械化领域，一
大批后来者正在砥砺前行。

△ 吴文俊（站立者）在给学生授课。
▷ 吴文俊翻阅数学书籍。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