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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未来的科学大师
——从清华、山大、武大实践看“珠峰计划”实施十周年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杜玮

纵
深

从今年 6 月底进入清华“姚班”至
今，王同翰感到“紧张、压力、充实、充
满干劲”。他关掉社交软件，一心扎进
人工智能研究中。

5 个月前，他从山东大学专门培养
拔尖创新人才的泰山学堂毕业。本科
4 年，王同翰收获校长奖学金、国家奖
学金，以第一作者身份完成学术论文
两篇，以 GPA94.63 获泰山学堂计算机
取向成立近 10 年来的最高分，并保送
清华“姚班”，硕博连读。

像王同翰一样，得益于“基础学科
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珠峰
计划”），10 年间，8700 多名本科生在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等20所
高校中孵化，约 4500 名学生毕业。前
5 届毕业生中，97%继续攻读研究生，
67%进入了排名前 100 的国际知名大
学深造，10%进入了排名前 10 的世界
顶尖大学深造。

谁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科学大师？
科学大师是培养出来的还是“冒”出来
的？这 10 年，我们培养出了什么样的
人才？带着问题，记者展开了采访。

选出真正热爱科学
的学生

“你为什么要从青岛校区报名参
加泰山学堂？”今年9月，泰山学堂化学
取 向 面 试 ，专 家 这 样 问 报 考 新 生 杨
澍。“因为我非常喜欢化学中的物理化
学。”“你业余爱好是什么？”“跑步，特
别是长跑。”“那你能不能像永动机一
样一直运动下去？”“不能。因为不符
合热力学基本定律。”

“ 对 科 学 的 热 爱 是 假 装 不 出 来
的。”化学取向教授小组组长李晓燕
说，只有热爱，具备为科学献身的精
神，才能真正走上科学之路，而他们所
要做的，就是从上千名申请人中，把真
正热爱科学的人选出来。

2005 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看望钱学森，钱老发问：“为什么我们
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为了回答“钱学森之问”，2009年，

教育部联合中组部、财政部正式启动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选择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计算
机 5 个基础学科领域，在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山东大学等 20 所高校进行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试点。

少而精、高层次、国际化；动态选
拔特别优秀的学生；配备一流师资、提
供一流条件，国内外交叉培养⋯⋯教
育部给出了方向，但选出合适的学生
并不容易。

事实上，自2010年泰山学堂成立，
选拔的标准和方式就在不断变化。

起初，高分、奥赛一等奖免笔试；
偏才、怪才都先纳进来；孤傲、封闭也
没关系，泰山学堂可以提供好的交流
空间。

但渐渐地，泰山学堂常务副院长
吴臻发现，高分、竞赛生的学习能力也
会有问题；偏才怪才并不是那么优秀；
孤僻学生成为拔尖人才的几乎没有。

选拔人才的标准和方式必须要
改。吴臻和同事摸索出了“专家面试
小组＋学生面试官＋综合组”的 ABC
选材方法。按3∶1比例进入面试后，由
学生面试官考查基础知识，看是否合
群合作；专家面试小组层层追问，抽丝
剥茧考查思维能力；综合组开展心理
评估，写出参考评语。

“但即便这样，因为高中与大学的
本质不同，仍然很难选。每年每个取
向都会有 1 至 2 人，或因为主干课程不
及格，或因为成绩平庸而被淘汰出局，
自学堂成立以来已经流出98名学生。”
吴臻说。

武汉大学弘毅学堂每年招收 400
人，其中 300 人根据高考成绩招收，
100人入学一年后经过二次选拔招收。

同时，弘毅学堂每年也会有 20%
的流动率。“没有抱负、兴趣不足、能力
不够是主要原因。”弘毅学堂院长、物
理学教授石兢说，初次招生，弘毅学堂
基本囊括了各省进入武大的最高分学
生，但一些人分数很高，却对专业没有
清晰认知，进来之后没有抱负、缺乏自
律，必须淘汰出去。

在清华学堂叶企孙物理班首席教
授朱邦芬院士看来，主动性、兴趣、使
命感是选拔拔尖创新人才的三个重要
维度。

“主动性非常重要，能否主动思考
问题是拔尖人才的重要特质；其次是
兴趣，只有发自内心的兴趣，才能驱使
主动研究；使命感是最近才加上的，我
们发现很多学生有兴趣也学得不错，
但觉得做其他事不累或社会地位高
等，就转走了。优秀学生不做基础研
究，我们学堂班怎么交代？”朱邦芬说。

“想做大官、想挣大钱就不要来，
泰山学堂是坐冷板凳的地方。”吴臻也
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给学生自己“冒”出
来的氛围

在计划实施之初，清华学堂物理班
也曾模仿过国外名校——使用原版教
材和国际一流大学物理课程设计及培
养方案。但实施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石兢研究了哈佛、斯坦福、剑桥等
世界一流大学的培养方案，发现国内
高校的理工科在专业教育内容和课程
上都与国际接轨，关键就在“怎么学”
上差一点。

“我们是 learn，国外是 study，前
者是知识学习，后者是研究型学习。
中国学生‘知其然’做得很好，‘知其所
以然’就差点，更别提‘知其所未然’。”
石兢说。

朱邦芬总结了清华大学物理基科
班的特色：强化数理基础、开设专题研
究课、请最好的教师。

“将learn变成study，专题研究是
一个很好的方式。”朱邦芬说，“专题研
究不是从第一页学到最后一页，而是
从问题出发，遇到问题就研究一段，由
点到线再到面，在研究中学习，体会乐
趣，发现兴趣所在。同时，我们会请杨
振宁、卢德鑫、李元杰等一大批顶尖教
授来授课。”

泰山学堂的培养方式参考巴黎高
等师范学院、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考

试制，管理模式则学习牛津、剑桥的书
院制、导师制。

“在泰山学堂里，一流师资、数理化
生计算机各个方向的一流学生都在一
起，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研究氛围；同
时小班教学、个性化指导，配合大量讨论
课、考试制，给学生压力和动力。”吴臻
说，“我们学习的是法国的精英教学。
比如数学取向，在上课之外，每周拿出
一下午4个小时，让学生轮流在黑板上
解题，相当于考试，每两周就把一个年级
的15个学生轮一遍，不断出题、不断轮
考，给学生打下扎实的数理基础。”

国际化也是各高校发力的重点。
清华学堂物理班更强调主动性，

让学生自主申请出国，对哪个问题感
兴趣，想跟着哪位教授学习，由学生自
己联系，学堂提供资助。“老师只能安
排一阵子，而未来如何发展却关乎学
生一辈子。”朱邦芬说。

武汉大学鼓励学生以课题组形式
参加国际交流。依托武汉大学国际交
流部项目，2015 级物理方向 19 个学生
有9人参加了海外课题组。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教材、教学、
师资是显性投入。但在朱邦芬看来，
拔尖人才不是教出来的，是“冒”出来
的，关键是要为人才脱颖而出营造良
好的环境。

什么是良好的环境？朱邦芬给出
了6个要素：优秀学生荟萃，相互作用；
追求真理的氛围，不功利；好教师全心
投入教育，把教育学生当作事业；宽松
的环境给学生自主性；要参与国际比
较，知道最优秀的人在想什么、做什
么；好一点的软硬件环境。

回顾在泰山学堂的4年，“自由”是
王同翰最深的感触，“可以思考任何问
题，可以提出任何问题，可以用任何的
方案来解决问题”。

听了诸多课程和讲座，“人类智力
的产生原因和复制方法”最让王同翰
着迷，带他走进这个领域的是计算机
学院、软件学院院长陈宝权。“深度学
习”世界的大门打开了，王同翰毫不犹
豫地扎了进去。

“要想做成气候，至
少还需10至20年”

2018 年，泰山学堂的 76 名毕业生
中，有 68 人继续深造，其中 22 人赴巴
黎高等师范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等海外名校留学，46 人
进入清华、北大、中科院等国内高水平
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人才的评价标准是综合的。能
力是显性的，思维方式是隐性的，但还
是要有一个检验。泰山学堂输送出的
人才，中国、世界顶尖高校的导师都觉
得很不错。而每年的毕业生中，如果
有三分之一能成为未来的科学大师，
就已经很成功了。”吴臻说。

这几年，巴黎高工、高师每年都会
从泰山学堂选学生。吴臻介绍，近4年
就有 12 名学生去巴黎高工深造，且对
方主动联系签署校际合作协议，近两
年来每年也会有 1 名学生就读牛津大
学。泰山学堂在世界名校中建立起了
良好的声誉。

什么样的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什
么样的人才是世界一流的？

朱邦芬给出了“4 个台阶”——起
步、成名、成家、威震天下。他近一步
解释道，从别人没有做过的领域“起
步”；有一定的影响力即“成名”；开展
系统研究“成家”；最终开辟一个新的
研究领域，让国际上的相关研究者都
跟着自己做，叫“威震天下”。

“历经10年，清华学堂物理班学生
共计 300 人左右。已经获得博士学位
的 30 人中，出现了一批对物理特别执
着的人，有几位在自己的领域‘领头’，
有1位有点‘开辟’的味道。”朱邦芬说，

“而要想做成气候，至少还需 10 至 20
年，现在评价为时尚早。”

尽管高校进行了许多尝试，但是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仍面临不少困难。

“从理念到现实都还存在难点。”
石兢分析，从教育理念来说，“职业教
育”思维依然根深蒂固，博雅教育推进
困难重重；在“职业”导向下，选课制

度、学分制度、毕业设计仍是传统套
路。从学生方面来说，中学的应试思
维、学习方式与创新有较大差距。从
硬件上讲，开展小班教学、研究型学
习，师资不够、能力不足，甚至打造智
慧教室都有难度。

地处内陆二线城市的泰山学堂也
有自己的烦恼。“北大清华整体科研氛
围就比山大浓厚，世界顶级科学家、各
种论文报告会层出不穷，山大相对来
说没有这么多资源。从位置上讲，山
大也缺乏其他高校的相互支撑，氛围
的营造只能自己下功夫。”吴臻说。

采访中，“家文化”是吴臻反复强
调的。“过去我们搞本硕博连读，让学
生留下来。后来我们想开了，不能强
留，送出去后，即便在国外我们也保持
联系，假期他们可以回来，给学弟学妹
上短课，甚至学有所成的可以回山大，
成为优秀的年轻教师。”吴臻说，学校
希望以此形成一个人才流动的循环。

不久前，教育部等 6 部门联合发
文，启动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
计划 2.0，将学科范围扩展到了包括地
球物理学、心理学、哲学等在内的12个
学科，并在“一制三化”（导师制、小班
化、个性化、国际化）的基础上，强调要

“强化使命驱动，注重大师引领，创新
学习方式”等。

总结过去10年，吴臻认为，泰山学
堂的学习挑战度可以再提高，还要扩
大学生国际化培养力度。目前，山大
也有了拔尖计划 2.0 的设想，考虑将学
科扩大到基础医学、哲学、历史等，但
区别于理工科，这些学科的学生该如
何培养，是下一步要思考的命题。

在朱邦芬看来，“珠峰计划”实施
10 年来，有成绩，差距也客观存在，最
好的一点是没有统一的“模板”，让每
个学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探索、
创造。

“每个学校的资源有多有少，面临
的问题也不尽相同。”朱邦芬说，“更重
要的是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和环境，让
人才脱颖而出。这恰恰是我们还需要
努力的地方。”

天问教育集团

“生活·实践”教育理念与自主教育
一、自主教育的理论基础

1. 马克思的教育学说
①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论述。
②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认识世界的目的不是为了解释世界，

而是为了改造世界。
2.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和创造教育思想
陶行知先生倡导培养学生生活力、自动力、创造力，也是天问

实施自主教育的重要教育目标。
3.“生活·实践”教育理论
周洪宇教授提出的解决三个脱节，即解决教育与生活的脱节、

学校与社会的脱节、教学与实践的脱节，是天问实施自主教育的目
的之一。

二、天问的自主教育由来

1. 由天问办学实践而来
天问自 2004 年创立，直至 2008 年春季，施行 24 小时“跟踪”式教

育服务，针对这种现象，2008 年暑期，提出“自主教育”。
2. 由理念演变而来
天问的自主教育是在办学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吸收优秀的教育

思想，更新办学理念，在不断演变发展中总结提炼出来。
从“让更多的学生在更好的环境中接受更好的教育”；到“用精细

化服务促进全体学生和谐发展”；再到“人人自觉发奋、人人自由发挥、
人人自主发展”。至此，自主教育体系基本成形。

3. 是由校名决定的
天问校名由当地历史文化名人屈原的一首诗《天问》而得来。“吾

将上下而求索”，是要求人们主动求索，这也就是自主教育。

三、自主教育的目标是造就自主发展的人

天问自主教育就是学生在老师支持和鼓励的氛围中，不断认识
自己、教育自己、挑战自己并独立自主地尝试各种各样的学习任
务，勤于思考与自主反思，在此过程之中他们逐渐做到在自觉发奋
的前提下，自由发挥自身的特长做到学会学习、主动发展，最终成
为一个自主发展的人。

天问在教育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自主发展的人分三个层次，低层
次是自主管理和自主学习；中等层次是自我规划和自我调节；高层次
是自觉发奋、自由发挥、自主发展。这三个层次与陶行知先生倡导的
生活力、自动力、创造力刚好呈一一对应的关系。

自主教育体现在课堂上，就叫自主课堂。自主课堂操作基本模
型是由人类的认知规律所决定的。

天问自主课堂结构可概括为：
感知—问题—探究—分享—反思

（认知规律） — （关键能力） — （研究方式） — （学习动力） —
（效果提升）

这一系列过程，均以学生在“前台”自主的活动为主，教师完全在

“后台”策划、引导、组织。教师的任务就是合理设置情境，给学生以启
发性的指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自觉自主地去学习。

四、自主教育的课程设置

天问在严格实施国家课程和地方课堂基础上，实施校本课程。
1. 校本课程设计总体目的
按照“生活·实践”教育理论的目的，解决三个问题：即教育

与生活的脱节，学校与社会的脱节，教学与实践的脱节。
2. 校本课程总体依据及目标
1） 依据陶行知“三力”为目标，即：
①生活力。含学习认知能力、普通生活能力。②自动力。含自

律、自制、自强、自信、自觉觉人。③创造力。儿童有创造的潜能。
2） 依据当前倡导的核心素养中的关键能力为目标。
①认知能力。②合作能力。③创造能力。
3） 天问自主教育的育人目标。
天问自主教育的目标是造就自主发展的人。
自主教育目标的天问表达和陶行知“三力”的关系。
4）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
天问自主教育力求让教育与生活紧密结合。天问国际幼儿园提

出:凡是孩子能想的，让孩子自己去想；凡是孩子能做的，让孩子自己去
做。让孩子的教育与生活密切相关。如石磨课程、编织课程等。天问
小学和初中在课间活动的设计中，增设了弹力球、空竹、球操等项目。

天问自主教育力争让学校与社会相辅相成。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天问师生从 2004 年起就开始在研学旅行之路上求索跋涉。研学
让学校和社会教育资源相互融通。梳理出“踏访屈原路 （屈原祠、
三峡大坝、岳麓书院、橘子洲头、汨罗江一线） ”“山东祭孔”等文
化研学线路。

通过建立家庭和学校新型伙伴关系，完善家校共育机制，将家长
请进学校，伍月铭老师班级的“家长讲坛”连续开讲 50 多期。

天问自主教育力图让教学与实践相得益彰。天问集团旗下有一
片 200 亩农田的“天问农场”，这是为天问师生提供绿色环保菜品的
基地。学校把生活实践引入到教学教育中已成常态。

五、天问的自主文化哺育价值领导力

天问在实施自主教育的过程中，逐步生成了自主的文化。
天问的学校文化有三个层次：第一是传承屈原精神为主要内容

的中华文化；第二是打造书香盈庭、求索天问的校园文化；第三则
是在实施自主教育过程中生成的自主文化。

实施自主教育十多年，逐步梳理提炼出具有天问特质的使命、
愿景、价值观。

天问的使命是：造就自主发展的人；愿景是：办成自主教育的
品牌学校；价值观是：人人自觉发奋，人人自由发挥，人人自主发
展。使命、愿景、价值观构成了天问的价值领导力。

在传承文化、打造文化的过程当中，天问逐步生成了自主的文化。
（高正华）

屈原昭君故里，世界水电名城——宜昌。
天问教育集团就坐落在这样一个钟灵毓秀的地
方。2004年4月，以高正华为代表的一批教育
人，在宜昌市点军区创办点军英杰外国语学
校，2008年9月更名为宜昌天问学校，成立天
问教育集团。现辖书院特色的宜昌天问学校、
国际特色的天问国际学校、科技特色的高新天
问学校三大校区 9 个学部。现有 160 个教学
班，学生5820名，专任教师487名。

学校校名取自世界文化名人屈原的名篇
——《天问》。取名“天问”，旨在传承屈原求
索精神——“吾将上下而求索”。这种精神就
是要人们主动求索，天问师生将这种精神引入
到教育领域，提炼为自主教育。天问教育集团
于 2008 年秋学期实施“两自教育”，经过 4 年
探索与实践，2012 年将“两自教育”确立为

“自主教育”，并用“生活·实践”教育理念指
导践行。

“生活·实践”教育理念由当代陶行知研
究专家周洪宇教授基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
理论提出，着力解决当下普遍存在的生活与教
育脱离、学校与社会脱离、教学与实践脱离问
题。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教育”理论，主
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三个方面。他主张培养儿童的生活力、自动力
与创造力。天问的自主教育实践在摸索中，经

“生活·实践”教育理念指导，实施自主教育
思路更加明晰。

天问的育人目标为“造就自主发展的
人”。经过探索，学校把“自主发展的人”分
为三个层次：初级层次即为会自主学习，能自
我管理；中级层次为会自我规划、自我调解；
高级层次即自觉发奋、自由发挥、自主发展。
这三个层次恰与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力”

“自动力”“创造力”的“三力”一一对应，高
度契合。天问自主教育力求让教育与生活紧密
结合；力争让学校与社会相辅相成；力图让教
学与实践相得益彰。

走进天问学校的每一个班级，能感受到家
的温度。据说天问自主班级的创建，就是按照

家的元素来设计教室里的“七区八角”。“四
表”为主体的班务栏、图书漂流为主题的图书
角、小组风采展示的竞争区、分享与交流的展
示区、情感倾诉的心理区、研究与追问的策略
区、制度文化健全的公约区，还有饮水角、卫
生角、绿植角、钢琴角等环境和而不同。每一
个班级都有名字：“墨竹班”“弘毅班”“知行
班”“致远班”。每一个班级背后都有文化系统
图，让学生有家的归属感。班有誓言，如家有
家风，耳濡目染，感染熏陶，学习场地就是文
化场，教室是师生共同营造的文化场。各具特
色的班名、班徽、班训、班歌、班级愿景，班
级的文化印刻在每一个学子身上，班级的每一
个细节都朝向完美、明亮的方向。

天问在校园文化创设上，取屈原精神为学
校铸魂，体现了生活实践的指导思想。教学楼
命名有屈子之风：修远楼、修能楼、端阳楼、
佩兰楼、植兰楼、蕙兰楼、骋望楼、正则楼、
灵均楼、九歌楼。初步构建起校园文化软实力
的架构，营造了自主教育校园氛围。

从以上学校、班级文化可以看出天问秉承
求索精神的学校文化三层次：第一是传承屈原
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文化；第二是打造“书
香盈庭、求索天问”的校园文化；第三是在实
施“自主教育”过程中生成的实践文化。

办学 14 年，天问集团不断完善以研学旅
行和国际课程为主要内容的特色课程。深度开
发以“三峡文化圈游学”和“七大中华文化圈
游学”为主体的研学课程，配套发展北美、东
欧、澳洲等研学项目。开发“国学游学课程”
等校本教材，为研学旅行奠基，为天问学子了
解国情、热爱祖国、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搭建
平台，有效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引进国际课程，创建新型战略课
程，并与基础和拓展课程相融合。

天问集团正以求索不息的精神，完善动力
系统、保障系统、发展系统，遵循“打造命运
共同体”的总思路，从而达成“自主教育”的
最大实现。

（赵 敏 王友现）

用自主教育阐释生活·实践教育理念


