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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名巴蜀中学同学入围首批
“丘成桐数学领军计划”，
他们下周入读清华大学

快来看看这 6 个天才是如何学好数学的？

裴艺岚

陈俊翰

近日，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
人才培养计划与丘成桐数学英才班选拔结
果出炉，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从巴蜀中
学获悉，该校共有 7 名学子成功入围，入选
总人数位居全国第一。
其中，入围清华大学首批“数学领军计
划”的 2 名高一学生和 4 名高二学生将于 4
月 12 日前往清华大学求真书院报到，开启
预科学习；而入围“数学英才班”的高三学
生同样提前锁定清华，高考降至一本线录
取优惠。
提前锁定清华园，这些学霸是如何炼
成的？他们的学习故事都有哪些可以借鉴
的？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巴蜀中学，听
一听学霸们都有哪些学习秘诀。

通过科普书籍喜欢数学学科
“因为妈妈是一名小学数学老师，所以
我接触数学应该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高一年级陈劲帆告诉记者，从小妈妈会在
家里给他讲一些科普知识，其中就包括古
今中外数学家们的事迹，在小学阶段，妈妈
也会辅导他的数学学习。
但他真正接触数学竞赛是在进入巴蜀
过后，
“当时抱着对数学的浓厚兴趣参加了
学科竞赛，也没有想过之后会取得什么样
的成绩，而是想要学到更多知识。得益于
学校的数学竞赛的课程体系，学到了很多
课本上不一样的数学知识，兴趣便更加浓
厚了。
”

罗登尧

陈劲帆认为，想要学好数学，需要放下
对这门学科的恐惧心理，
“你首先要认定自
己能够做出这道题，如果不愿意尝试新方
法，那永远做不出来。”其次，在课堂上认真
踏实，并对一些基本功运算掌握熟练。
同样来自高一的罗登尧，生活中也喜
欢阅读很多科普类文章，
“你会发现数学这
门学科会有很多延伸，能够拓展到更深层
次。比如我通过百度搜索 1+1，会看到旁
边有很多延伸出来的著名猜想、定理，这些
都吸引着我去学习、探究。”正因如此，在中
学阶段，罗登尧已经提前学习到一些大学
数学知识。
小学阶段没有接触过奥数，初高中也
从未参加任何补习机构，综合学科却一直
保持着名列前茅。来自高二年级的陶重光
分享了他的学习秘诀：一是保持良好的心
态，课堂上跟着老师脚踏实地学习；二是遇
到不太熟悉的知识点，自己多思考，多与同
学交流；三是多掌握一些数学方面的知识，
比如高中阶段可以去接触大学一二年级的
基础课程，初中阶段可以看看高中数学。
“小学阶段，父母也会购买很多科普书
籍，比如《可怕的科学》系列丛书，而初高中
阶段我更多接触的是竞赛书籍。”陶重光认
为，在学科学习上，阅读也是重要的一部
分。

在学有余力时
“迎难而上”
由于综合成绩优异，
高二年级的裴艺岚

陈劲帆

但流金

表示，自己更希望能够学好综合学科，学科
竞赛只是多了一项选择。
“我初中曾两次拿
过一等奖学金，学习上心态一直比较好，不
会太计较竞赛中的得失，
刚进竞赛班时我的
表现就很一般。但一旦确定了目标，
我也会
很认真去对待。
”
裴艺岚认为，
学习不是死记
硬背，要尝试去理解，
“我学完一个新知识，
会立马做少量题目来理解它；其次，我习惯
上手先做难题，先独立思考一段时间，再去
对比答案，
感觉这样对我的帮助会很大。
”
此次入围“丘成桐数学英才班”的高三
学生但流金将获得高考降至一本线录取优
惠。
“ 在进入高中前，我从未接触过数学竞
赛，初一上学期发现初中数学知识比较简
单，就自己提前学习了初中知识，并对平面
几何产生浓厚兴趣，还阅读了很多相关书
籍，比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初中时，
但流金常常去图书馆借书，妈妈希望他阅
读更多文学类书籍，但流金却对科学人物
传记有更浓厚的兴趣。
由于学有余力，在初中课堂上，数学老
师甚至允许但流金可以“免听”数学课，并
鼓励他通过自学延伸数学相关的知识。想
要学好数学，他建议除了有足够的兴趣，还
可以多了解一些数学史，遇到难题先自己
思考一段时间，再选择和同学交流或请教
老师。虽然在初中阶段没有学过数学竞
赛，但巴蜀的教练团队会帮助自己用较短
的时间掌握学习的方法，事半功倍，便也能
够追赶上来。

王之立

陶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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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
人才培养计划
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
培养计划与丘成桐数学英才班，旨在选
拔培养在数学方面拔尖创新的领军人
才。考核包括初评、综合测试（中英文阅
读、数学和物理）、专业测试（学科能力测
试、心理测试和面试）以及体质测试，评
价委员会根据各项结果综合评定给出入
围认定建议，
宁缺勿滥，
严格标准。
其中，首届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
才培养计划（以下简称数学领军计划），
由清华大学于 2021 年推出，每年面向初
三到高三学生，全球选拔不超过 100 名
中学阶段综合素质优秀且具有突出数学
潜质及特长的学生进行培养，采取“3+
2+3”模式从本科连续培养至研究生博
士阶段，致力于培养数学及相关领域的
领军人才，并成立求真书院专门对接数
学领军计划。
丘成桐数学英才班，旨在选拔培养
优秀拔尖数学人才，招生对象为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学习成绩优异且在数学
方面具有超常表现的普通高中二年级、
三年级在校学生，每年拟招生人数不超
过 30 人。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乙竹

学生
“甘之如饴”老师家长忧虑

拍照搜题 APP 是真助学还是长惰性？
手机一拍，答案就来。近年来，拍照搜
题 APP 成为很多在线教育平台的引流工
具。
“用户体验”越来越好，使得不少学生群
体对其产生了高度依赖。与之相伴的，是
持续升温的争议：此类 APP 到底是帮助孩
子学习还是助长了他们的惰性？
部分专家和教育界人士认为，当前拍
照搜题 APP 的功能还在不断升级，在学生
中的渗透率持续走高。在此背景下，有必
要对其作用进行反思，对以提分为卖点的
营销推广进行规范。

是三四个小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对于
近期孩子的反常行为，河南省焦作市一名
初三学生家长有点担忧。据安徽省宣城市
狸桥中学教师杨盛梅的观察，不排除有部
分学生是真的为了学习，但以搜题为名获
得手机支配权的学生绝不在少数。

正视技术双刃剑
思维训练重于获得答案

拍一拍得答案
真学习还是抄作业？
“作业有问题，就问题拍拍”
“ 小猿搜
题，拍一下，就学会”……对身处互联网时
代的中小学生来说，各类搜题 APP 让家庭
作业习题的答案唾手可得。
“遇到不会的题，拍一下，答案就出来
了，现在确实有点离不开它。”上海市浦东
新区某中学学生胡云帆毫不掩饰对这类
APP 的依赖。他说，内心虽然知道这样不
好，但时间一长就成习惯了。
“ 学校通常不
让用，但回家还可以用。”胡云帆说，班上每
个同学几乎都配有手机，且手机中至少有
两三个搜题 APP。
对在线教育平台来说，由于拍照搜题
APP 有 很 高 的 用 户 黏 性 ，堪 称“ 引 流 利
器”。各大平台对其功能不断升级，旨在提
供更好的
“用户体验”。

学生
“甘之如饴”
老师家长忧虑
对不少家长、老师来说，学生对拍照搜

题 APP 越是“甘之如饴”，他们就越发感到
忧虑。
——搜得到答案，搜不到思考能力。
“不能说深恶痛绝，但肯定是弊大于利。”上
海市普陀区宜川中学的老师凌露轩是一名
高三年级班主任，对于此类 APP，她和同事
的态度非常坚决——
“一刀切”禁止学生使
用。
“作业交上来，80%的同学都做得非常
好，但一到考试，很多题型经常有 50%的人
没掌握。”凌露轩说，当前的教育导向是培
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很多学生通过搜
题 APP 直接获得答案，根本就没有学习思
考的过程，老师也难以判断学生的真实学
习水平。

——大学生兼职挣钱，答题水平参差
不齐。采访中，学生、家长及教师普遍反
映 ，拍 照 搜 题 APP 的 正 确 率 并 不 让 人 满
意。上海市一名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郭艳
告诉记者：
“ 辅导孩子学习时，校内‘拔高’
的数学题，有时候不太会，需要参考搜题
APP，但用久了就发现这类 APP 的解答也
不一定正确，
估计错误率在 10%以上。
”
记者了解到，目前“题拍拍”等推出了
兼职答题业务，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通
过“抢单”答题挣钱。由于答题者的水平参
差不齐，不少答案并不正确，对学生有误导
作用。
——搜题是假，网上冲浪是真。
“ 每天
放了学就说要搜题学习，手机拿去一用就

“良好的教育，是缓慢的成长，允许发
呆走神，可以有奇思妙想，而不是在标准化
的竞争通道里，不停地刷分。”法学教授罗
培新认为，拍照搜题 APP 省却了学生冥思
的痛苦，
却也消灭了孩子们真正的快乐。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党委书记陈宏观
说，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关键要看如何使
用。近年来出现的拍照搜题 APP，对于自
控力弱的孩子来说，负面作用肯定大于正
面效果，容易导致懒惰，养成抄作业的习
惯。
“我们不允许学生在校内使用这类
APP，也不提倡他们在校外使用。但同时
也要考虑客观情况，如家长可以从 APP 上
参考一些解题过程，再有的放矢地辅导低
年级孩子作业。”陈宏观说，良好的教育包
括引导和陪伴，除了老师，家庭也要帮助孩
子养成正确的学习习惯。
受访专家表示，拍照搜题 APP 大肆宣
传“拍照即得”，不断提升所谓“用户体验”，
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教育规律的破坏。可以
说，APP 答得越快越好，越容易助长自控力
较差学生的惰性。同时，教师也难以掌握
学生的真实学习水平，容易造成教学失准、
失焦。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