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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般在每年9

月的第二周放出题目，本科组有3道题目供

选择。

2021年的竞赛，9月9日18:00放题，9月

12 日 20:00 结束比赛。这意味着参赛团队需

要在74个小时内完成数学建模、编程和论文

撰写。然后经历赛区评选和答辩，拿到名额

后才能进入国赛评审。

本届数学建模竞赛共吸引了来自国内

和国外（包含美国、马来西亚等）的1566所院

校49529队，14余万人报名参赛。四川师大发

动和组织了多个学院1000余名学生参加建

模培训，最终选拔组建了203支队伍参赛。

然而，正式竞赛之前，参赛队伍间的拉

锯战早就开始了。从2020年11月开始做竞赛

准备，直到2021年9月份参加国赛比赛前，四

川师大师生一直在利用周末与寒暑假开展

培训。

“数学建模就是用数学来解决实际生

活、生产中的难题。”四川师大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建模指导教师团队负责人吕王勇介绍，

建模大赛的题目越来越贴近当下热点问题，

比如本次大赛 A 题就是“中国天眼——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主动反射面的形状

调节”。

根据比赛规则，一支参赛队最多只能有

3名大学生。数学科学学院大四学生张志杰

入学后即加入了竞赛团队，去年开赛第一

天，他还能睡着，第二天又焦虑又兴奋，以致

失眠，他干脆和团队成员呆在计算机室查资

料、整理思路。“饿了就吃泡面。”他说，每一

分钟都不敢掉以轻心。

根据实际问题建立数学模型，再用编程

的方式来解决模型问题，最后是用论文呈

现，张志杰介绍，每一步对团队 3 人都是考

验，既要发挥各自的专长，又要密切配合，在

规定时间内求一个最优解。

在吕王勇看来，数学建模考验的是学生

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平时开设的专业课上

由于时间限制，更多是讲解理论，而参赛就

是检验学生的时候。“参赛的过程就是学生

站在巨人肩上思考，学生用数学解决现实问

题的能力得到快速提升。”她说。

张志杰目前已被保研到中科院大学计

算机研究所，很多参赛队员也被保送到国内

知名高校。

阳春三月，暖风徐徐，枯木吐芽，

花草芬芳，天清地明好时节。我和一群

青春年少的孩子自发前往川陕革命根

据地王坪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接

受红色教育，同行的还有3位老师。孩

子们走在前面，我走在最后。

行进的途中，空气里溢满了各种

花的香，有紫色鸢尾花的甜，有粉色桃

花的清，有金黄色油菜花的浓郁，还有

和着青草味儿泥土的清香。走在前面

的孩子们此刻更像是一匹匹挣脱了缰

绳的野马，你一言我一语，喧闹不已。

我虽是无奈，却也能够理解。如花的年

纪怎会不贪玩呢，何况是在风景如画

的春光里？索性就让他们尽情地释放

天性吧。这一举动貌似感染到了路边

的野草闲花，随着清风舞之蹈之。经过

一处住所，是主人新修不久的楼房，周

围种满了各种鲜花，玫瑰、玉兰，还有

叫不出名字的，此刻开得正盛。只见大

门虚掩，蹲在门口的小黄狗半眯着双

眼，慵懒着身子，不时舔舐着嘴巴，想

必还在回味前一秒吃过的大餐。远处，

三五妇人正弯腰挥锄忙碌着，或打理

杂草，或种植庄稼，偶尔抬头和旁边的

人闲谈。沉浸其中，一时竟入了迷。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承载着无

数英雄烈士的灵魂。不知何时，泪水模

糊了双眼。忆往昔，眼前这般山花烂漫

之景，如今百姓幸福安乐之所，就在几

十年前，竟是战火纷飞、硝烟弥漫、血

洒遍野。我脑海里浮现出红军战士被

敌人围追堵截的画面，面对重重艰难

和困境，红军战士英勇不屈，顽强战

斗，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想起儿时常

听父母讲述革命先辈长征途中翻雪

山、过草地、吃草根树皮的情景。为了

给子孙后辈换来如今这太平盛世，他

们甘愿抛头颅、洒热血！

此时，我陷入了历史的沉思。“孩

子们，如果此刻你们正在长征的路上，

面对敌人的飞机轰炸，你们会怎么做

呢？”

“躲起来！”

“躲在哪里呢？”

“大石底下……”一位同学用手顺

势指了指路边的一块大石，石头刚好

露出半米来高的裂缝。

“可是这么一块石头怎么能容纳

得了我们这么多人？长征路上，我们的

红军战士远比我们多得多，还要面对

敌人如此精良的装备。”同学们面面相

觑，一时陷入语塞。“那就只有死路一

条了……”人群中传出了一阵微弱的

声音。同学们深深埋下了头，哽咽地说

不出话来，纷纷重复先前人群中传出

来的话语，声音很低，但依旧听得很清

楚。周围寂静得出奇，同学们神情严

肃，眼含热泪，似在沉思，又好似在默

哀。

接下来的“长征路上”，学生异常

地认真，不再像先前那样嬉笑打闹。遇

着坑洼小路，结伴搀扶；逢着陡坡，你

拉我，我拉你。“你走累了吗？”一位同

学额上冒着斗大的汗珠，还大口喘着

粗气，同学见状，关切地询问。他回道：

“不累，和红军战士长征比起来，我们

简直是轻松千倍、万倍……”“红军不

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学

们都不约而同地朗诵起《七律·长征》，

相互为对方打气鼓劲儿。轻快豪迈的

革命赞歌响彻在迂回曲折的山路上，

伟大的长征精神正在这群朝气蓬勃的

青少年心中扎根、发芽、开花……

我紧跟在同学们的身后，不由得

加快了脚步。

人们常常为蝴蝶的美丽而惊叹，却往往忽

略了它们蝶变之前的毛毛虫阶段。其实，孩子们

也像是一只只准备变成蝴蝶的毛毛虫，在与他

们的朝夕相处中，我有幸成为孩子们成长的见

证者。

一个课间，几个同学急匆匆地跑到了办公

室，“老师，不好了！班上有两个同学打起来了

……”我立即放下手中的笔，示意他们先把打架

的孩子分开并带到办公室，以便我了解情况。

“老师，小谢同学还没住手，他连续踢了同

桌七八下!”我听后怒不可遏，径直走向了教室，

被打的同学身体缩成一团，而施暴者小谢的脸

上竟有些说不出的委屈，仿佛他才是受害者。

“他们为什么会打起来？”我问周围的目击

者。

在大家七嘴八舌的叙述中，事情水落石出，

原来是因为小谢在国学课上被记名字，他不想

自己的大名出现在黑板上，快要下课时，准备设

法擦去，有个同学见状极力阻拦，他却把不满的

情绪发泄到同学的身上，最后演变成了拳脚相

向。

小谢简单粗暴的行事风格并不是一朝一夕

之功，他从小都在爷爷奶奶的蜜罐中长大，受到

的大多是赞美和表扬，他很在乎每一次班级的

排名，总是会兴致勃勃地问我排在了第几名。他

接受表扬时笑靥如花，一旦听到了批评，就像一

只泄了气的皮球。

“这件事明明是你做得不对，自己上课不认

真却迁怒于人，你要向同学道歉。”

“对不起……”他低垂着头。

“你为什么要擦掉自己的名字？是因为你只

能接受赞美吗？可你明明没有做好！同学有什么

错，你竟然用脚踢他。……”

“可是别人也讲话了，他们的名字都擦掉

了，为什么我的名字还留在上面，这不公平！”他

眼泪汪汪地望着我，还是一副自己没错的表情，

以前的他发生了矛盾也是如此，要么怎么问都

不吭声，要么就是一直说是别人先惹他的、别人

先说他了、别人先嘲笑他了等等，总之，都是别

人的错。

孩子们围成了一团，我知道他们是想看我

如何严肃处理，他们甚至希望小谢同学能“挨板

子”。但我看过李玫瑾老师的儿童教育视频，她

说：当小宝宝打人时，我们不能打他，因为孩子

是模仿大人，当他发现你打他，他会以为这是可

以做的，他下次还会继续打人，正确的解决方法

是抓住孩子的手，盯着他的眼睛，认真地告诉他

“打人是不对的，我很不喜欢你这样做，你再这

样做我会生气的”。这样几次之后，孩子是会明

白这样做是不对的。由此思彼，在教育学生时，

也是一样的，如果只是训斥他们，甚至体罚他

们，他们是认识不到这种行为是错的。所以我要

用平静理性的方式处理。

我让小谢先冷静下来并明确告诉他踢人的

行为是不对的，对于永远不敢正面承认错误的

他，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让他认识到行为的不可

取。

于是，我让他写一篇反思，把当时的想法写

出来。事后，一张小纸条塞到了我的面前:我不

该用暴力解决问题，我应该克制自己的情绪，用

其他方式解决，并且在发生矛盾之前也会想想

自己有没有做错，更不该乱动课堂用品。

被他打的同学顺势也塞给了我一张纸条，

是写给小谢的：“其实是我不对，我不应该骂你，

这件事情我向你道歉。……”原来，小谢同学的

过激行为不只因为控制不了情绪，那位同学的

话语无意间触动了他的内心，使得他寻求暴力

解决。

我想只要小谢同学明确了自己的错误，不

再一味把责任推卸在别人身上就是一种进步。

在处理孩子问题的过程中，切记不要听孩

子的一面之辞，孩子会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而说出一些偏向自己的话，这时需要家长或老

师准确判断，孩子是非观的建立是从无到有的

过程，我们在教育孩子的同时，一定要让孩子认

识到错误在哪，以及造成的危害有多严重。另

外，还要让孩子明确“界限”，如果把错误的事情

比作是悬崖，那么大人的惩罚就犹如那悬崖边

上的栏杆，它的作用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孩子，

让他们明确处事的边界。如果孩子多次犯同样

的错误，必须予以适当惩戒，避免孩子再次试探

底线，犯更加严重的错误。

在一次语文课上，教室里书声琅琅，小谢又

一次走神了，我紧紧地盯着他那双不安分的眼

睛，用眼神告诉他：“这次没有人和你讲话，是你

自己心不在焉哦！”就在我们短暂的对视中，他

偏向了头，把目光投向了书本。

之后的每一天，我都会把优秀作业放到班

级群里，小谢同学也由“榜上无名”渐渐崭露头

角。时不时地，我会跟同学们强调，名次不是求

来的，是靠自己一点一滴的努力换取的，其实这

不仅是说给学生听，也是说给小谢的。

小谢让我认识到，教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当遇到学生的问题行为时，教师一定要有耐

心，讲究方法，选择合适的处理方式，孩子的问

题行为是可以纠正的，问题学生也是可以变成

好学生的，他们就像一只只毛毛虫在等待着蝶

变。

“毛毛虫”蝶变
等
待

■ 曾卉

“一群人齐心协力才能走得更远”
——记四川师范大学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全国一等奖指导教师团队

■ 本报记者 何文鑫（图片由学校提供）

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指导教师团队既

觉得实至名归，同时也保持一份清醒。

“一群人齐心协力才能走得更远。”陈东

认为。“拿不同专业学生的基础知识、时间安

排、不同院系的课程设置来讲，没有团队成员

劲儿往一处使，就是不可想象的。”

同时，在他看来，学科竞赛有很多，学校

能在数学建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并不等于

综合实力就能赶超省内知名高校，遑论全国

顶尖大学。“只是这些高校师生的精力分散或

集中到其他领域了。”陈东说，要找准自己的

差距，不懈追赶。

而无论是学校还是学院，再到具体参赛

的师生，都付出了很多，比如节假日休息。吕

王勇觉得，那股认真的劲儿也是会相互感染

的。“但比赛就有风险和运气成分，有可能花

了很多精力，最终颗粒无收。”她说，但不努

力、不拼搏一定没有好结果。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办赛主旨，

就是培养大学生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

创新意识和能力再现科学研究的过程，是训

练学生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途径。现在，数学

建模已经写入《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王开端建议，基础教育和家长都应该转

变观念，高度重视数学建模。在他看来，奥数

等竞赛更偏重于选拔尖端数学人才，而数学

建模与大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更能提高

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在中学开设相关课程

和指导学生参赛，有助于培养大部分学生的

数学素养。”王开端说，经常有种批评说数学

愈往上愈离开大众生活，建模恰恰让师生都

认识到数学从未远离我们的生活。

“不学数学你都可以买菜，但学好了数

学，能决定你在哪里买到便宜又好的蔬菜。”

王开端用这一形象的例子来批评那种流俗见

解。

当前，外卖、快递普及，AI主播也在兴起，

指导教师团队成员周贤林认为，这些都离不

开数学的“算法”。所以，数学建模也有利于广

大学生提高素养，为未来的职场和科研奠基。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创办伊始，四

川师大便参赛，2021年取得的战果是学校历

史最好成绩。

分析原因，指导教师团队成员王开端认

为，这离不开学校近年来对学科发展的重视

与投入，相关激励和保障措施落实到位。“学

校以学科竞赛为抓手，培育高质量人才，相

关部门大力支持和帮助。”王开端说，四川师

大多年坚持组织建模大赛，一直没有中断。

团队的力量也不容忽视。指导团队教师

陈东认为，“火车头”的作用很关键，团队带

头人吕王勇每次都在思考，每年都在总结，

给大家打气加油。

2014 年，吕王勇接棒带建模团队，面对

大赛越来越高的要求和学校育才的新方向，

开始求变。

吕王勇注重教学团队梯队与厚度结合

原则，在成员组成方面，重新组建了一个老

中青相结合，数学、统计、金融和计算机多

学科交叉的教师团队；在教学内容方面，采

用新的差异学情和内容板块设计的方式，构

建数学建模“521”课程体系，着力于学生资

料与数据的收集整理能力、计算机编程能

力、创新思维应变能力、写作能力四项全能

提升。

“团队相互包容，优势互补。”吕王勇说，

每一位老师都各有专攻，始终坚持团队利益

至上，很少考虑个人得失。例如，王开端编程

厉害，他在课外建了QQ群，学生一有问题，

在群内呼叫，他就会及时回复和指导。

此外，团队结合教师的各类科研课题，

紧跟科技前沿，构建数学建模案例库，鼓励

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延拓案例，使学生对

数学建模的兴趣和能力得到了有效提高。

随着不同专业参赛学生人数的激增，指

导教师团队大力推行分层分类教学，开设特

种兵班和普通班等类型班级。比如，张志杰

这类参加过比赛的熟手，就进入特种兵班，

狠补短板。其他初次参赛的，进入普通班，夯

实基础，稳扎稳打。

本次比赛，备赛期间所有学生集中在一

栋楼参加培训，6名指导老师楼上楼下来回

跑。时间被切分成不同的阶段，发现不足马

上改进。吕王勇回忆道，刚开始实行线上教

学，但效果不好，到了6月，便尽量将培训调

整到线下。

去年11月，2021年高教社杯全国大学

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奖名单揭晓，四川师范

大学学生共获得全国一等奖6项、全国二

等奖5项，四川省一等奖29项、四川省二

等奖28项、四川省三等奖35项，总计获奖

103项。其中，四川师大获得的全国一等奖

数量与中山大学并列全国第一。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创办于

1992年，每年一届，是首批列入高校学科

竞赛排行榜的19项竞赛之一。目前，该赛

事已成为全国高校规模最大的基础性学科

竞赛，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学科竞赛。

作为一所西部地区的省属师范院校，

四川师大为何能在参赛的众多知名高校中

脱颖而出？四川师大在数学教育上有哪些

可资借鉴的教学经验？近日，本报记者采访

了四川师大数学建模指导教师团队，并与

之深入交流了当前基础教育中的数学教育

问题。

清
明
有
感

■

刘
党
英

教师建议 在中学开设相关课程和指导学生参赛 提高学生数学素养

参赛过程 考题新颖、竞争激烈，考验学生综合应用能力

成绩背后 学校重视、团队齐心，教学方法不断改进

四川师范大学数学建模指导教师团队：陈东、王开端、赵凌、吕王勇、周贤林、张永乐（从左至右）。

四川师大学生线下实践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