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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Editors,

   I finished reading the whole first issue.  Overall, I think it is a very good journal, and I believe it should have good market 
among scientific oriented people, from high school to college.

   Surprised to see many familiar faces. Li Shangzhi was a Ph.D. student when I was a master student in the math institute of 
science academy. I thought he should be very old by now :) ,  didn't know he's still active. Really surprised to see Luo MaoKang 
there. He and I went to the same high school , and I knew him since then.

   I find a typo in other people's article. Normally, I would not point it out, since it is not my article, and it is already out. 
However, this is important for a math related journal, and this may happen again and again if you don't watch out. On page 45, 
the third line from bottom, we see 210 = 1024. We all know this is 2^10 = 1024. The power charactor ^ dissappear. This is very 
common in HTML text and many other text format. You should really watch out for that. 210=1024 is easy to correct in our head, 
if it is ab = c instead of  a^b = c, then, readers will be completely lost.

         Thanks for the efforts.

Zhiping You

美国马里兰州

2010 年 6 月 7 日

尊敬的刘建亚、汤涛主编：

您们好！收到贵刊惠赠的《数学文化》创刊号，深感荣幸，深表谢意！

拜读赠刊，在《罗庚与省身》一文，再现了两位数学大师的生平事迹，展示了他们为人类数学事业作出的不朽功绩，

以及大师之间纯洁而深厚的友谊，深深地让我感动；读《坐地日行八万里》，感受了近代数学在航天飞行中的应用，

体现了数学知识的价值；《发达国家数学英才教育的启示》给了我有益的启迪，将在我的数学教学活动中发挥重要的指

导作用……

在此，对贵刊表示衷心的祝福！祝《数学文化》越办越好！下面短诗，是我献给贵刊的一份心意，请笑纳！

读《数学文化》创刊号有感

数理天地奥秘多，

学问精深勤探索。

文以载道传真谛，

化作甘霖润新禾。

                                                                                                                      读者：王远征

                                                                                                                      于 2010 年 6 月 16 日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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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教授：

非常喜欢你写的关于冯康先生的文章，他是我敬重的人之一。也是我心怀感激的人之一。

可以想象他是如何在黑夜中一步步地走到计算中心去参加我们的婚礼，作我们的证婚人……

据说他大学时门门功课优秀， 就是体育不及格。为了毕业，有次曾请弟弟冯端代他考体育。

89 年夏天他到马里兰附近开会，应邀来我们在研究生宿舍的家。他非常随和，任凭我女儿在他身边窜来跳去。我

们提出第二天带他到华盛顿地区去玩儿，他说你们忙，把我放到那里，四点半来接我就行了。差五分四点半我们来到

华盛顿纪念碑旁早上把他放下的地点，不一会儿 ,  就见冯先生斜挎个书包，从马路对面的人行道走过来。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幕仍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相比现在动用公款大吃大喝的旅游团，冯先生弱小弯曲的身

躯显得多么伟大 !

                                                                                                                       Julie Zhu ( 美国韦恩大学 )

                                                                                                                       2010 年 5 月 13 日

尊敬的 Global Science Press 的负责同志：

您好！数学杂志免费赠阅的样刊我已经收到，非常感谢，虽然订阅的原版期刊在这之前已经邮寄给我了! 很高兴能

成为数学文化杂志创刊号的订阅者，我会成为贵刊的一名忠实的订阅者的，因为我对数学非常感兴趣，而且还是一名

数学老师! 数学杂志的内容非常好，涉及面很广，有些给我很大的寓意。

另外, 我在阅读创刊号的时候，在45页下方有这样一句 “……总共可能组成210=1024种不同的序列……”， 似乎应

该是“2的10次方=1024”，也可能是我理解错误。

总之我会长期订阅《数学文化》的！最后祝《数学文化》杂志越办越好！

                                                                                                                       辽宁建筑技术技术学院                       
                                                                                                                       基础部  数学教研室   冯大雨

                                                                                                                       2010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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