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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坚持“加强基础，

重视应用，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人才培养

理念，本科教学工作核心思想旨在科学选才鉴

才，深入实施导师制，做实个性化培养，配置

优质师资，加强课程体系的建设，优化课程资

源，丰富课程教学形式，进一步促进学科交叉、

科教文理融合，深化学生国际交流，把国内最

好的数学生源培养成国内外数学界卓越的领军

人才。目前，本科人才培养的重点工作就是拔

尖学生的培养。

一、数学科学学院基本情况

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学院”）拥有

一支强大的教师队伍。现有教员 128 位（包括

数学中心），其中院士 8 人，“千人计划”10
人、“长江特聘”11 人、“杰青”24 人、“优

青”10 人、青年长江学者 4 人、青年“千人计

划”17 人、青年拔尖人才 4 人。其中，姜伯驹

老师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称号，丘维声、姜伯驹、

张恭庆老师获评国家级教学名师。

学院在全国高校历次学科评估中都名列第

一。这支教师队伍既要为全校学生上公共数学

课，更要培养数学专业学生，教学任务是很重的。

学院用于教外院系、研究生和本院本科生的教

学力量差不多各占三分之一。

学院高度重视教学工作。老校长丁石孙先

生强调，今天数学教育的质量，决定了明天科

学人才的水平。2000 年跨世纪的时候我们做

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召开全院教学工

作研讨会。2020 年新年一开始，我们还将召开

全院教学研讨会。学院还获得了国家级高等教

育教学成果特等奖，这是我们非常引以为豪的 
荣誉。

学院同时拥有全国最好的学生群体。每年

数学竞赛的优胜者大都选择到北大来。目前，

学院有近 800 名本科生和 500 多名研究生，另

有 200 名其他院系学生辅修数学专业。怎样把

这批最优秀学生培养好，让他们在优越环境中

迅速成长，是近 20 年来我们不断努力探索的课

题。我们精心选拔有经验的教员为本院上课，

年轻教员需要一段时间锻炼才能给本科生上课。

我们对学生的培养是全方位的。学院每年招 200
名本科生，既有少数学习非常突出的学生，也

培养数学拔尖人才的一些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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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学习困难的学生，因此，学院很早就实

施分流培养，努力保证人人成才。

二、数学学科拔尖学生培养

数学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以下简称“拔

尖计划”）结合数学学院和元培学院优秀生源，

从中选拔有志于数学研究的拔尖学生，同时聘

请数学学院和国际数学中心领域的高水平教师，

引进和培养数学优秀青年学者，针对拔尖学生

进行专项指导。“拔尖计划”在实践中不断调

整培养方案，从放开管理到管放结合，充分发

挥学生自我主动性，同时拔尖导师积极引导的

管理模式。“拔尖计划”自实施以来，已成功

举办了一系列基础课程改革、拔尖课程、国际

短期课程、暑期学校（国际与国内）、国际暑

期科研、国际整学期学习计划、讨论班以及学

术报告等，通过各种形式促进教学方面的建设

和发展。

一是大师引领。学院成立了以田刚院士为主

任、鄂维南院士为副主任，多位院士、长江特聘

教授、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以及著名教授组成的

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数学学科拔尖学

生培养委员会。本科生导师、主干基础课授课教

师、小班讨论课教师、班主任则负责制定学生的

个性化培养方案以及日常管理工作。

二是科学选才鉴才。我院通过举办夏令营 /
秋令营等一系列举措，积极选拔具备一定数学

天赋的学生。2018 年学院设立了英才班，使少

数高二的学生可以提前到北大学习，使优秀学

生加快成才，突破了现有的高考体制。也有一

些符合条件的学生要读完高三再来，我们尊重

他们的意愿，所以这两年英才班并没有招满（见

图 1）。

三是个性化培养。所有学生都需要学习分

析、代数、几何和概率论这四门最基本的课程。

一年级教学安排就有普通班和提高班之分，学

生动态进出。有能力的学生，按照一定手续可

以参加进来；学生感到有压力，不想继续学了，

可以退出。我们鼓励学生自我发展，他们想挑

战自我，我们就有内容给他们，但又不给他们

太大的压力（见图 2）。

学院有基础数学和应用数学两个“拔尖计

划”，给学有余力的学生开小灶。培养拔尖人

才是全院教师的共识，此前就有一些自发行动，

譬如一位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搞讨论班。学院设

立拔尖计划委员会，是在一定的群众基础上把

制度建设得更完备，主管副院长对这项工作进

行组织，给予必要的支持。根据学科特点，“拔

尖计划”分基础数学和应用数学两大块，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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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不同，时间也不同步。针对二、三年级学生，

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开展国际化培养，

少数学生送到国外去学习进修，更多的学生还

是参加暑期学校，有计划、有组织请一些著名

专家到北大集中上课。通常，应用数学学生会

利用暑假到国外名校实习，参加的人比较多。

基础数学每年最多只能支持两名学生到国外学

习，但学习时间相应长一些。2018 年基础数学 
“拔尖计划”成功举办了国际暑期学校，请国

外教授上课，国外教授也带来了一些学生，整

个环境都是国际化的环境。2019 年这个活动搬

到东京，学院有 15 名学生参加。这项活动还会

坚持下去。

应用数学“拔尖计划”开展得早一些。通

过暑期活动整合了应用数学的各个方面。学院原

有五个系，各自都有完整的课程体系。鄂维南教

授认为这样分得太细，应用数学应该是统一的整

体，必须打破这些界限。他主张，计算专业学生

要学一些统计学课程，统计专业学生也要学习优

化方面的课程。因此，每年的暑期开一些小课、

短课，请国外专家讲专题，但这些课没有出现

在北大正式课表上。通过“拔尖计划”的实践，

把计算、统计、信息这几个方向融为一体，使应

用数学学生具备了多方面的能力。现在，这一观

念已为多数同事所接受，应用数学四个系也在融

合。2019 年，科学与工程计算系、信息科学系

已合并为信息与计算科学系。

学院鼓励学生参加各种活动，充分发挥自

己的才能。数学竞赛是学生喜欢参加的活动之

一。在国内外一系列比赛中，例如大学生数学

竞赛、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我院的学生

摘金夺银。在往年的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中，

我院的学生几乎囊括了所有金牌。除了数学竞

赛，学生也获得了很多国内重要奖项，包括中

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北大学生年度人物等。因

为北大内部竞争激烈，这些奖项都很有分量，

我院学生几乎每届都有人获奖，说明我院学生

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出色。

我院有本科生科研项目，把本科生当研究

生一样培养，使他们每人能够联系一个导师，

在导师指导下学习。也鼓励他们参加一些研究

生项目，引导他们走向科研前沿。有时候老师

一点拨，学生事半功倍。早一点给学生指导是

很有帮助的。少数优秀学生在本科阶段就动笔

写论文，有些文章还发表在高水平的杂志上。

四是实施“3+X”项目。为了加强人才培养

的连贯性，更好更多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学

院推行本科生与研究生贯通培养新模式，启动

了“3+X”项目，将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培养打

通，提高了本科生的科研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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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X”项目包括 3 年本科学习，X 是研究

生阶段，可以是硕士生也可以是博士生。我们

在三、四年级开讨论班，鼓励学生自己组织学

习小组，自己做报告，学院给他们配备了专门

的教室。学生是需要引导的，接触多了，对某

个方向认同了，自然就会加入进来。其实，当

初设立应用数学“拔尖计划”目的之一，就是

想吸引一部分学生留在北大读研究生。最初并

不成功，前几届“拔尖计划”的学生都去了国外。

现在情况有了可喜变化，2019 年名单中有好几

位学生选择留在国内学习。陈泽坤同学就是一

个很好例子，他通过“拔尖计划”的支持，到

美国哈佛大学、MIT 学习一年，其间还与另一

位同学相约到巴西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2019
年毕业时他选择留在北大读博士。学生有了一

番阅历之后，自己就会有独立判断的能力。刚

刚留校的韦东奕博士就是我们自己培养的，他

专心治学，学问非常好，毕业两年来写了十多

篇文章。同学们称他“韦神”。了解他的老师

都希望他能更上一层楼，力争取得重大突破。

学院既希望好学生留下来跟我们学习，也

支持学生到国外最好的学校学习。北大和巴黎

高工有一个合作项目，对方到北大挑学生，只

看重数学能力，最后形成了这样的合作模式：

学生在北大读三年数学，再到巴黎高工读三年，

最后一年可以选择回北大，用 7 年时间完成本

科到硕士。我们还有和巴黎高师的合作计划，

这些都是给学生后续发展所做的安排。目前，

我们与世界最好的学校相比还是有差距的，我

们的学生到欧美顶尖高校学习，对他们的成长

更有帮助。学生让我们写推荐信，我们都竭尽

全力帮助他们，乐见其成。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批 2000 年前后进

入数学学院学习的学生，利用在北大打下的扎

实基础和国外优越条件，近几年在数学研究领

域脱颖而出，屡获大奖，如恽之玮－张伟，许

晨阳，朱歆文连续三年获得 Breakthrough-New 
Horizons in Mathematics Prize，这是一项美国数

学界高度认同的年轻数学家奖项。许晨阳、张伟、

恽之玮与何旭华等 8 位校友应邀在 2018 年国际

数学家大会上做报告，这是行业内高度认可的

荣誉。我们的毕业生还拿到了多种奖项，比如

拉马努金奖、斯隆研究奖、美国数学学会百年

纪念奖、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克雷研究奖、

未来科学大奖，这些在行业内都是非常有分量

的。一位记者在报道这些事迹时用了“黄金一代”

这一称谓，大家都觉得不错，也就叫开了。现

在，“黄金一代”的范围正在悄然扩大。我相信，

今后会有更多的北大数学学院的学生在国际舞

台上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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